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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鹿野永安農村文化景觀特色之研究

4.臺東地區農業知識入口網資料之建立

本研究以鹿野鄉永安村為研究區
域，藉由文獻資料蒐集與彙整，並在
鹿野鄉調查農業資源，透過在地代表
性人物訪談，並以永安村內永昌、永
安、中庄仔、永隆、高台、永德、永
興、永嶺等八個區域之農村文化景觀
為調查範圍，實地進行鹿野鄉永安村
文化與景觀特色資源調查，調查類別

本研究為提升區域農業之整體發
展需求，並期能藉由建置農業技術、
新知及研發成果之資訊分享平台，將
歷年來由本場研究人員持續建立多類
農業知識與技術及相關資料，上傳至
農業知識管理網絡系統，提供農民或
民眾線上瀏覽及參考。另平台管理部
分，除建立永久保存之數位資料外，
更規劃進行既有資料之更新與維護，
期望藉此落實傳遞知識及有效管理的
作法，提供農民、研究人員、農業政
策執行及決策人員之參考及運用。

計有三類，其一為農業產業等5處；
其二為農村文化，包括傳統建築資源
7處、手工藝2處，民俗活動2處及各
種文化設施與活動4處；其三為自然
景觀8處等，依據前述調查研究與盤
點結果，提供政府相關單位及業主規
劃與執行農村發展及塑造農業休閒旅
遊環境之參考建議。

101年，本研究蒐集及上傳歷年尚未
建檔及本年度新增之農業研究成果及
研發技術資料，共計完成 308筆資
料，為提升本網站之使用及點閱瀏覽
效能，未來將規劃運用以電子郵件傳
送網址超連結方式加強推廣農業知識
入口網、並結合本場各項觀摩、示範
活動及訓練課程進行動靜態宣傳等方
式，鼓勵及輔導農民加強運用臺東地
區農業知識入口網及相關資料庫，有
助於區域農業技術及知識之傳遞及產
業發展。

(三)農村家政

1.輔導發展地方農產伴手計畫

輔導旅遊伴手類計畫完成臺東縣
農會「洛神軟Q糖」、池上鄉農會之
「米穀土雞蛋捲」及組合禮盒類太麻
里地區農會之「日昇之鄉－日昇宴
禮」等伴手產品輔導及推廣工作。

臺東縣農會之
「洛神軟Q糖」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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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強化農村婦女生產及生活能力計畫

池上鄉農會之「米穀土雞蛋捲」伴手禮

（1）「強化家政班功能」工作項目
為輔導農村婦女生活品質提
升，以安全、健康及參與為施
政主軸，以農會系統深耕地方
之優勢，組織農村婦女， 透過
人力培育工作，推動農村婦女
終身學習，執行單位有臺東地
區農會、鹿野地區農會、關山
鎮農會、池上鄉農會、太麻里
地區農會、東河鄉農會、成功
鎮農會及長濱鄉農會等共計8個
鄉 鎮 ， 班 數 70 班 ， 班 員 數
1,438人。

（2）辦理「農村社區生活服務中
心」之執行單位為池上鄉農
會，主要提供農村居民諮詢服
務，參與志工共計24人。

（3）輔導縣農會辦理「農村婦女巧
藝工作-優良自然素材手工藝」
評選活動，參加作品35件。輔

導縣農會辦理「創新農村社區
人文發展計畫-社區古早味粿
（粿漿型或一般漿團型）PK
賽」共計10組參賽。

（4）輔導臺東縣農會東遊季養生美
食餐館參加101年度農村社區發
展地方料理計畫，榮獲「田媽
媽擴大經營班執行績優獎」，
評審委員ㄧ致認為臺東縣農會
東遊季養生美食餐館經營成效
卓著，並給予最高獎項的肯
定。

（5）輔導長濱鄉農會參加「特色家
政班」選拔活動，由代表臺東
縣長濱鄉農會加走灣家政班，
榮獲101年「全國特色家政班」
選拔活動第三名，該家政班以
長期服務社區及未來希望營造
成為長濱鄉花園社區獲得評審
青睞。

3.農村高齡者生活改善計畫：輔導高
齡者生活改善班3班，分別為臺東
地區農會、鹿野地區農會、長濱鄉
農會參加人數合計150人。

4.創新鄉村社區人文發展計畫：輔導
池上鄉慶豐社區、大埔社區及長濱
鄉長光社區，整合地方組織，透過
農村人文資源盤點、社區發展共
識，推動農村人文特色，建立農村
社區永續經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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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家政教育及推廣活動

（1）發展臺東特色風味餐：為配合
推動香草特色風味餐，於5月
19日 辦 理 「 香 草 壽 司 發 表
會」，香草壽司是利用迷迭
香、綠薄荷、百里香、羅勒、
茴香、奧勒岡等6種不同香草種
類與水稻-臺東30號良質米及小
米結合製成，不僅香氣十足，
還以目前市場獨一無二的「香
草壽司」呈現給大眾，全部香

草材料都由本場種植栽培，保
證健康又美味。民眾領取餐盒
後，隨即在涼爽的樹蔭下，與
家人、朋友一同享受色、香、
味十足的香草美食餐點，品嘗
過後的民眾讚不絕口，希望透
過香草壽司的創意做法及食材
運用，能將香草栽培運用廣泛
推廣於民眾的生活當中。

運用百里香所製作的香草豆皮壽司 運用蘋果薄荷所製作的海苔壽司

大小朋友在花海中品嘗香草壽司餐盒 在本場香草園展示香草壽司總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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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農村婦女副業經營班

（3）「農業藝起來-101年度臺東地
區農業創藝展」開放日活動

農村婦女之經濟能力密切
影響農家生活品質，輔導農家
婦女發揮經營產業的潛能及發
揮團隊經營力量，利用周遭的
農業資源經營副業，以開創新
的收入來源。101年度新增田園
料理池上鄉農會的池農養生美
食餐坊1班；持續輔導田園料理
5班分別為臺東縣農會東遊季養
生美食餐館、關山鎮農會米香
園班、新港區漁會旗魚咖啡小
吃店、鹿野地區農會正一茶園
餐坊、成功鎮農會臺九線花田
料理餐館等；地方特色農產品
加工班1班為臺東地區農會初鹿
黃金果班，101年度臺東地區田
媽 媽 班 年 毛 營 業 額 合 計 為
35,044,133元。

本場於101年11月24日上午
9時辦理「農業藝起來- 年度
臺東地區農業創藝展開放日活
動」活動內容精彩豐富，除展
示本場各項農業試驗研究與推
廣成果外，另有多項農業DIY體
驗與品嘗活動，吸引逾千人次
蒞場參與，並為現場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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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攤位帶來許多商機。
本次開放日活動以體驗創

意手工藝品為主軸，讓民眾以
親手製作的方式，體驗感受農
村生活的樂趣，會場安排了許
多有趣好玩的在地素材DIY及品
嘗活動。另有臺東地區百大精
品及農特產品、臺東有機農藝
市集，及社區各項成果展現的
限時特惠活動，讓與會民眾目
不暇給，參與民眾大多是大人
帶小孩，在這一天於本場場區
營造出另一個親子和樂互動的
氛圍。

本次活動亦邀請農委會駐
臺東各機關展示年度業務推動
及輔導成果，此外臺東縣政
府、臺東地區各鄉鎮農會及臺
東有機發展協會，在場配合有
機農夫市集展售及臺東地區各
項優質農特產品展示(售)，並
結合水保持局臺東分局農村再
生計畫，體現農村產業的發展
成果。本次活動主題對於發展
地區樂活產業，形塑農村深度
旅遊環境具有正面引導效果，
讓參與的民眾直誇是ㄧ場超有
價值的綠色農業深度之旅。

臺東縣政府張副縣長在林場長陪同下於
活動現場各展示攤位欣賞創藝活動展示

林場長及與會貴賓共同頒發臺東區社區
／部落午茶擂臺賽冠軍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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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記者會發表多種自然素材的手工藝品 現場民眾踴躍參與手工巧藝DIY活動，
各個聚精會神收穫豐富。

草編阿嬤黃嬌女士親自示範並教作藺草編織 農村社區展示各項成果及展售農村美食

臺東地區百大精品及農特產品展示售

臺東地區有機農戶展售多項農特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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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發展地方料理

（1）辦理「農村社區發展地方料理
計畫-農村小型創業研習」

（2）辦理「臺東區社區／部落午茶
擂台賽」

提供臺東婦女對農村小型
創業的創意概念，並強化未來
田媽媽班創業動機及累積在地
農 產 業 發 展 能 量 ， 本 場 於  
101年10月03日上午，假臺東專
科學校西餐教室辦理「101年度
農村社區發展地方料理計畫~農
村小型創業研習課程」，來自
臺東縣各地區家政班媽媽、幹
部與各級農會家政指導員逾
80人參加。本次研習課程由馬
卡龍烘焙工作坊魏景胤廚師現
場示範，利用臺東當地的食
材，如樹豆、金針菜與洛神花
焙製各式色香味俱全的精緻點
心，現場學員對魏老師細心及
精湛的手藝讚嘆不已，也覺得
獲益良多。再由中華民國社會
發展學會林綺瑩專案研究員講
述午茶設計與食材運用的概
念，並透過現場擺設示範，讓
學員體驗如何透過適當的場域
氣氛營造，凸顯創意點心的價
值。強調午茶設計應從消費者
的需求著手，掌握及設定的消
費對象後，充分運用優美的自
然環境及農村風格特色，融入
場景佈置及餐桌擺設，更能引
人入勝。

為促進地方休閒農業發
展，增加在地食材、創新、健
康養生、情境與故事性元素，
本場於101年10月16日，假臺東
專科學校舉辦「臺東區社區/午
茶擂台賽」，共計有來自臺東
區內各級農會、臺東專科學
校、成功商業水產學校、成功

本場將參賽作品彙編成冊，期能廣為流傳運用

重安部落與拉勞蘭小米工藝坊
等12組選手報名參賽，本次擂
台賽指定運用洛神、小米、樹
豆、金針、臺灣藜、米、米穀
粉、咖啡豆等在地食材為點心
材料，選手們在4小時內完成
3道中、西式點心。經5位評審
品評後，由臺東地區農會家政
指導員邱愉淨領軍的林鳳玉、
詹台娟及鄭明玉奪得冠軍殊
榮。本次擂台賽其他成績依序
如下，第二名為關山鎮農會；
第三名為成功鎮博愛社區發展
協會重安部落。創意獎6名，分
別為臺東專科學校家政科；太
麻里地區農會拉勞蘭小米工藝
坊；成功鎮農會；東河鄉農
會；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
校；鹿野地區農會。佳作獎3
名，分別為臺東專科學校食品
科；東河鄉農會；成功鎮博愛
社區發展協會重安部落。透過
本次活動，運用在地食材，協
助農產業發展，帶動臺東健康
及特色的烘焙美食風潮，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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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菜單的獨特性，同時也讓
遊客用餐時又多一項選擇，更
能符合休閒旅遊的需求，帶動
新商機及旅遊規劃的不同方
向，凸顯具地方特色的飲食文
化，帶動轄區休閒農業發展，
因此特將參賽作品彙編成冊，
期能廣為流傳運用。

為強化「田媽媽」個人專
長及團隊經營力量，與結合當
地休閒旅遊，創造更多的就業
機會，本場於101年10月25日，
在區域教學中心辦理「101年度
發展地方料理計畫-田媽媽組織
與精神研習」，來自臺東縣內
各休閒農業區業者、各地區家
政班媽媽、幹部與各級農會家
政指導員逾30人參加，學員咸
認課程內容豐富多元又生動實
用。本次研習課程由後山生活
工坊侯方達老師講述「美食的
拍攝技巧」，使用一般相機的
基本配備加上適時搭配色溫、
光線的使用，就能拍攝出美味
料理的照片；在謝文漢老師講
授「社群網絡教學」課程中特
別指出，網路逐漸成為人們生
活中的必需，利用社群網絡傳

（3）辦理「田媽媽組織與精神研
習」

播的功能，是提高產品能見度
的最快速方式，也是近年來最
廣為流傳的行銷手法；福華大
飯店藍明鑑經理講述「田媽媽
組織精神與經營個案分享」，
利用前人的經營上的優缺點，
讓學員們了解透過別人經營的
案例，可降低經營失敗的機
率，幫助自己邁向成功的大
道；最後由桃源國小鄭漢文校
長講授「鄉土食材與文化」，
利用原住民神話及歌謠串連出
野菜的文化起源，讓課程有戲
劇感，又能讓學員們融入課程
當中，並獲得利用食材的創意
啟發。期許學員們透過研習課
程，能吸引更多的農村婦女提
出田媽媽班計畫，讓農村婦女
有 機 會
發 揮 團
隊 經 營
潛 力 ，
創 造 自
己 的 新
價值。

鄭校長用原住民神話及歌謠串連出野菜的文
化起源，讓學員們獲得利用食材的創意啟發

後山生活工坊侯方達老師講述「美食的
拍攝技巧」。

評審從旁觀察選手製作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