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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卑南鄉東興村(達魯瑪克部落)與 

太麻里鄉香蘭村(拉勞蘭部落)之農村文化及景觀特色 
余建財 1 吳昌祐 2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農業推廣課 助理研究員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農業推廣課 副研究員兼課長 

摘  要 

本研究以卑南鄉東興村與太麻里鄉香蘭村為研究區域，藉由文獻資料蒐集

與彙整，並於該區進行農業資源盤點，透過在地代表性人物訪談、介紹等，經

實地進行資源調查，並聚焦於農村產業資源特色型態及農村文化景觀特色景

點。研究顯示達魯瑪克及拉勞蘭分別為以魯凱族及排灣族為主的部落，兩個部

落對於原住民傳統節慶非常重視，農業特色均以小面積混作輪耕技術，均保存

有原住民頭目家屋、遺址、教會青年會所等傳統文化特色場域，惟達魯瑪克習

以野菜文化採集結合部落旅遊，拉勞蘭則以復耕小米文化及原住民經濟作物栽

培等不同之模式呈現在地特色，本研究依據前述調查研究與盤點結果，農村文

化方面：達魯瑪克 9 處、拉勞蘭 4 處；農村景觀方面：達魯瑪克 3 處、拉勞蘭

2 處等資源特色，並透過本研究綜整及檢視，提供產官學界等相關單位規劃與

執行農村發展及塑造農業休閒旅遊環境之相關參考建議。 

一、前言 

原住民農業與部落生活有密切的關係，近年來除了祭典外，亦發展出與農

業有關的活動，如小米收穫祭等系列活動，顯示農業仍是部落產業發展的基

石。為建構東部有機產業與休閒（樂活）廊道，農委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規劃

相關工作，透過農村居民及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共同參與，落實農村文化發展，

改善農村生活環境，協助建構農村新生活圈，塑造農村新風貌特色。 

臺東農村多以聚落型態發展出當地的特色文化，如何結合當地景觀特色及

原住民既有之傳統文化，營造出符合臺東地區農村樂活的休閒環境，是相當重

要的課題，本研究將透過了解居民對有機廊道休閒樂活之相關需求，由農村居

民共同參與，輔導發展休閒農業，協助塑造農村特色，活絡農村經濟，期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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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形成一級至三級之有機產業鏈，達到生產、休閒與教育的目標。臺東場依轄

內發展潛力分析，選擇優質地點以池上鄉萬安村、鹿野鄉永安村、卑南鄉東興

村、太麻里鄉香蘭村、東河鄉泰源村為推動有機農業深度旅遊之標竿。今（2013）

年度研究區域以卑南鄉東興村及太麻里鄉香蘭村為主體，兩區域擁有原住民文

化與景觀特色、原民野菜與原生植物等優勢，其中卑南鄉東興村又稱達魯瑪克

部落，主要以魯凱族的村民居多；而太麻里鄉香蘭村包含 3 個聚落：溪頭、舊

香蘭及新香蘭，本研究主要以盤點以排灣族為主要居民組成的新香蘭聚落，又

稱拉勞蘭部落，探討其間原住民農村產業、文化及景觀等異同。 

本研究根據農村產業資源為基礎，主要目的將聚焦於農業發展相關資源之

盤點，分項敘述如下，並將依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可行之建議，以供產官學界等

相關單位規劃與執行上之參考。 

（一）探討卑南鄉東興村及太麻里鄉香蘭村之農村產業資源特色與型態。 

（二）探討比較卑南鄉東興村及太麻里鄉香蘭村農村文化與景觀特色與類型。 

（三）提供卑南鄉東興村及太麻里鄉香蘭村之發展策略建議。 

二、文獻探討 

（一）農村產業資源特色與型態分類 

1. 農村產業 

依段兆麟（2008）提及體驗觀點的休閒農業資源分類中，其中產業資源可

分類為兩大類型： 

(1)各種農園、林業、畜牧及養殖等產品，均是設計體驗活動的主要資源。 

(2)產業經營的各階段皆適合搭配遊憩服務，提供體驗的機會，例如農業生

產階段的整地、育苗、種植及採收等作業；加工階段的醃製、釀造、炊

煮及處理製造活動；運銷階段的分級、展售、拍賣及市集等。 

2. 農村文化 

臺灣農村資源的鄉村文化、農村生活方式都是具有特色及豐富之內容，不

論是原住民或漢人的農村生活，有關連之精神與物質文化，都有濃厚的臺灣風

格(6)。段兆麟（2008）指出，農村資源之共同特徵在於生活性，而農民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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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衣、住、行、育、樂，以及藝術、民俗信仰等行為，均具有極高的地方特

性，構成生活文化的內涵。依王小璘和張舒雅（1993）將臺灣文化資源分 3 種

類分別為： 

(1)具有歷史價值之人文景觀：如歷史性古道、考古遺跡、紀念碑、民間廟

宇、土地公廟及古庄等。 

(2)具有特殊價值之民間遊藝：只流傳於民間，且具有特殊價值之各種遊戲

技藝與農村文化，活動類型包含宗教活動、民俗技藝、童玩遊戲及農村

文物等 4 大類。 

(3)鄉土料理：各地方具有特色的料理、食品-如山地部落的小米酒、麻糬、

客家菜餚及當地特產或是各種野菜做成的食物，歲時節令時的各種糕粿

等皆屬之。 

3. 農村景觀 

依段兆麟（2008）提及體驗觀點的休閒農業資源分類中，景觀資源可劃分

為 5 種類型： 

(1)地形地質景觀 

(2)植物景觀 

(3)動物景觀 

(4)農村產業景觀：包括稻田、麥田、玉米田、菜園、花圃、果園、花園、

蔗田、林地、魚塭、草原及鹽田等。 

(5)農村設施景觀：聚落、傳統農宅、寺廟、溫室、網室、渠道、水閘、穀

倉、禽畜舍、蒙古包及氈房等。 

（二）卑南鄉東興村及太麻里香蘭村之歷史沿革 

1. 卑南鄉東興村 

東興村又稱大南村，魯凱族語則為達魯瑪克（Tarumak）部落，「達魯瑪克」

在族語中表示一群勇敢的人聚在一起。達魯瑪克位於臺東縣卑南鄉平原邊緣的

丘陵地帶，地理位置上右鄰知本風景區、左倚臺東縱谷入口、背後佇立著中央

山脈、正面則面向太平洋，離臺東市區約 11 公里，以臺九線為主要聯外交通

幹道。東興村是東臺灣最大的魯凱族部落，俗稱東魯凱。其名稱使用乃是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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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屏東縣的西魯凱人及高雄縣茂林鄉的下山社有別(5)。目前村內約 1,500 人，

東魯凱族人約占 85%，其餘為榮民、閩南人及客家人。東興村近年來致力於保

存其珍貴的傳統文化，在團隊合作上有相當重要之進展，目前的社區組織有社

區發展協會、原住民東魯凱文化教育協進會、青年團、婦女會、南島社區大學

達魯瑪克學院等團體，定期集會作文化傳承的工作。在大頭目的帶領下，全體

族人會依時舉行傳統祭儀，其中最重要的祭典是 7 月的小米收穫年祭。 

2. 太麻里鄉香蘭村 

太麻里鄉香蘭村位於太麻里鄉中段，除東邊為太平洋外，其餘 3 面皆為山

所環抱。位於南迴公路旁，位居太麻里鄉中心，南接金崙村、北接泰和村，是

由 3 個聚落（溪頭、舊香蘭、新香蘭）所組成，人口 1,117 人，戶數為 366 戶。

族群有漢人、客家人、原住民及外省人。香蘭村擁有建造百年歷史的水利灌溉

系統-香蘭水圳，對於農業發展助益極高，出產釋迦、小米、洛神葵等農物，

並透過成立小米工坊推廣當地農產及手工藝產品，明顯增進本村經濟發展繁

榮；另外，1998 年於香蘭海邊發現之史前舊香蘭文化遺址，將有助於提昇香蘭

村學術及觀光價值。其中新香蘭部落又稱拉勞蘭（Lalaulan）部落，拉勞蘭在

排灣族語意為肥沃之地。部落內大多數為排灣族原住民，為臺東縣境內相當具

有文化代表性之排灣族部落，目前拉勞蘭積極發展其文化特色，發展獵人學

校，並以部落青年會所為據點，傳承在地部落文化，由於本研究重點著重於探

討比較原住民農村文化景觀之特色，本研究將設定以拉勞蘭部落為香蘭村之盤

查重點。 

三、研究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藉由相關文獻蒐集與整理，確立農村文化與景觀特色之分類，並以

臺東縣卑南鄉東興村達魯瑪克部落與太麻里鄉香蘭村拉勞蘭部落，初步調查農

業資源，透過現場訪談方式及實地田野調查，進行農村文化與景觀特色資源盤

點，最後提出供產官學界等相關單位規劃與執行之建議，研究流程如圖 1 所示。 

（二）農村產業資源特色與型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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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研究流程圖。 
 

本研究參考依據段兆麟（2008）、王小璘和張舒雅（1993）對農村產業資源特

色與形態的分類，統整及確立分類類別如表 1 所示。其中農村產業類別分為農

村作物資源、農村產業資源兩大類；農村文化包含歷史人文景觀、民間遊藝及

鄉土料理 3 類；農村景觀則初步參考文獻所彙整之 5 大類，包含地形地質景觀、

植物景觀、動物景觀、農業設施景觀及農業產業景觀，其中農業產業景觀併至

農村產業部分統整說明。此外，由於盤查工具及調查時地之限制，動物資源等

景觀之盤查並未納入，因此本研究之盤查項目調整為農村產業、文化及景觀等

3 大項詳如表 1。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於卑南東興村與太麻里鄉香蘭村進行農村文化與景觀特色資源盤

點，分為現場訪談方法及田野調查法： 

研究目的 

文獻探討與彙整 

確立農村文化與景觀特色分類 

卑南鄉東興村及太麻里鄉香蘭村 

農業資源調查 

農村文化與景觀特色資源盤點 

現場訪談 實地調查 

分析結果與比較討論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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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農村產業資源特色與型態分類 

類別 型 態 細 項 

農村產業 1. 農村作物資源  2. 農村產業資源 

農村文化 1. 歷史人文景觀  2. 民間遊藝    3. 鄉土料理 

農村景觀 1. 地形地質景觀  2. 植物景觀    3. 農業設施景觀 

 

1. 現場訪談法：以現場訪談方式了解卑南東興村與太麻里香蘭村之文化脈絡

及景觀特色，以地方代表性人物為探討對象，如表 2 所示。 

2. 田野調查法：實地觀察前述二地之農村產業、農村文化及景觀特色。 

 

表 2. 卑南東興村與太麻里香蘭村受訪對象 
受訪對象 職稱或居住地點 訪談時間 居住時間 

胡進德 東興村村長 2013.03.14 
上午 10:20 約 58 年 

蘇慶功 東興村村民 2013.03.14 
上午 9:00 約 52 年 

戴明雄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東部排灣中會-
新香蘭教會牧師 

2013.03.21 
下午 1:00 約 46 年 

 

四、結果與討論 

（一）農村產業資源特色與型態 

1. 卑南鄉東興村（達魯瑪克部落） 

達魯瑪克部落內居民長久習慣以採集野菜為主，現今所看到部落內也多有

種植稻米、小米、芋頭、玉米、甘藷（地瓜）、過溝菜蕨（過貓）及香椿（圖 1）

等，形成豐富的作物產業資源，田野間隨處可見各式各樣的野菜，如紫背草、

昭和草及野莧菜等諸多野菜資源。達魯瑪克也致力於成立推廣野菜文化和生態

的實踐園區，期能透過此種文化傳承及教育的模式，深入了解野菜文化，並且

深化部落居民對傳統文化的認同。 

村內亦成立香椿產銷班，東興村李永錫、李石美葉夫婦，透過香椿這種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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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十分有益的健康食材，和部落夥伴共同設立了東興村香椿產銷班，也為部

落特用作物產業發展，開闢出另一個里程碑。在部落族人重視的小米文化保存

上，部落族人回歸魯凱山腰，以小面積混作輪耕方式栽植小米園區，穩定部落

小米生產需求。此外在產業的延伸上，達魯瑪克族人以部落內種植的野菜及小

米提供部落旅遊的食材來源。 

2. 太麻里鄉香蘭村（拉勞蘭部落） 

太麻里鄉拉勞蘭部落的經濟活動以農業為主，漁撈為輔。農產以釋迦為主

要大宗之作物，次為洛神葵、荔枝、荖葉、荖花、檳榔及雜糧等，其中又以荖

葉之產值最高。在部落文化的傳承上，拉勞蘭部落同樣也以小米文化為起點，

串聯各級產業，第一級產業上設立小米園區種植小米，也種植原住民樹豆、紅

藜及洛神葵，並在部落境內進行簡易小米產品加工，於拉勞蘭小米工坊販售。

拉勞蘭小米工坊是拉勞蘭族人在恢復部落傳統飲食文化概念下，成立的據點，

用以傳承小米種植文化，並於前述園區內進行包括播種、除草、收穫與儲存等

各個階段的工作體驗。 

（二）農村文化 

1. 卑南鄉東興村（達魯瑪克部落） 

(1)歷史人文景觀 

A.守護神 

達魯瑪克守護神（圖2）-達閣阿克阿拉位於部落入口處，代表著族

人精神象徵，當族人遠門或外出時向守護神祈福，對於遊客而言，視

為在部落區域內遊玩時庇佑之意象。 

B.達魯瑪克文物館 

文物館存放著達魯瑪克遷移史紀錄、守護神、傳統石板屋與茅草

屋模型、刀器、月桃編器具、竹編、陶器等眾多有關生活用品之文物，

並且呈現過去歷史照片等，提供遊客參觀，了解達魯瑪克發展過程與

歷史回憶。 

C.火災紀念碑 

火災紀念碑（圖3）在大南國小門口旁邊，緣於 1966 年中秋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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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所帶來的焚風，導致村落發生火災，並將部落茅草屋全數燒毀。

部落設置紀念碑緬懷在大火喪失生命之族人。 

D.達魯瑪克文化廣場/青年會所 

以魯凱族傳統造屋方式，建造部落青年會所，讓下一代學習魯凱

族的傳統建築文化，再者青年會所是教育養成場所，部落男子藉由集

體生活與嚴格訓練，讓青少年成為魯凱勇士。 

E.臺灣長老教會大南教會與比利良教會 

基督長老教會大南教會位於東園二街、比利良教會位於東園三街

（比利良部落）。是部落居民的信仰中心，也反應出現今東魯凱族人的

主要信仰模式。 

F.卡帕里瓦舊部落（石板屋） 

東魯凱族的達魯瑪克部落舊遺址，主要有大南溪上游的卡帕瓦里

社舊遺址，以及後來被日本人趕至淺山的比利良舊部落遺址(7)。卡帕里

瓦舊部落保存了族人舊的集會所以及數個石板屋，可表現出達魯瑪克

人傳統的建築技術特色。魯凱族的石板屋所使用的石材係以當地出產

之黑灰板岩和頁岩，先經過簡易加工成規則片狀石板後，再堆砌成具

有民族特色之住屋(10)。 

G.比利良舊部落 

比利良遺址乃日據時代，日本人為控制魯凱族人，並防止暴動以

利「皇民化」的遺址(7)。魯凱語的比利良（Irila）是指「新家園」或「新

部落」的意思(2)，其地理位置位於大南溪和利嘉溪旁一處佔地約 8 公

頃，且高出河床約 2 公尺的地方，並與現今臺東縣卑南鄉東興村隔溪

相望(8)。 

H.頭目家屋 

頭目家屋內擺放著魯凱族人的傳統服飾及相關擺設，客廳內有小

型會議桌，是平時族裡長老與耆者聚會商議族裡大事的地方，同時也

是戰時的指揮所。屋裡轉角處有祭拜獸骨的靈堂，可以為打獵帶來好

運(3)。而臥室中的每張床底下都是親人的棺木，這是魯凱族人的傳統葬

法，象徵魯凱族人對親人的不離不棄與憐惜，並生生世世都要緊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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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9)。 

I.祖靈屋 

魯凱族大南社在與荷蘭人戰爭後，即建有祖靈屋，為最大貴族拉

巴流斯的祖祠，祖靈屋內設有祭臺，擺置有陶甕等物。但達魯瑪克遷

村後，舊部落荒廢了 80 餘年，1996 年首次舉辦尋根返回舊部落，並展

開重建行動，祖靈屋已於 2007 年修復完成。 

J.牌樓 

牌樓（圖4）位於東興村入口處，可說是部落重要地理標示，象徵

著踏入魯凱文化的入口。上面題著「臺東縣卑南鄉東興村」，自村外通

過牌樓後，處處可見魯凱族特殊及傳統的圖騰及文化元素，相當吸引

遊客入內尋幽訪勝。 

 

 
圖 1. 香椿田。 圖 2. 達魯瑪克守護神。 

 
圖 3. 火災紀念碑。 圖 4. 東興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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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間遊藝 

達魯瑪克在每年 7 月中旬舉行小米收穫祭，以小米為主要農作的魯凱族

以此祭典作為收成的慶祝，象徵感謝祖靈的庇祐，並迎接下一個年度的開

始。祭典中有許多活動，如馬拉松賽、盪鞦韆、成年禮、狩獵祭、負重比賽

等活動。是魯凱人相當重要的慶典活動，也成為達魯瑪克不可或缺的觀光亮

點。 

(3)鄉土料理 

達魯瑪克屬東魯凱部落，部落發展的鄉土料理屬於原住民傳統料理，其

中較有特色的包括野菜料理、大鍋飯等。野菜料理是來自於達魯瑪克的野菜

園，遊客可到野菜園體驗採收野菜再進行料理，大鍋飯則包含地瓜、芋頭、

南瓜、玉米等，再加上其他山產野味，都代表著部落的傳統飲食文化。此外

還有傳統小米粽 A-bai（阿拜），在族人的婚喪喜慶及小米收穫祭都是不可缺

少的重要料理。 

2. 太麻里鄉香蘭村（拉勞蘭部落） 

(1)歷史人文景觀 

A.舊香蘭遺址 

1998 年 3 月民眾於南太麻里溪出海口南岸挖掘水塘時，發現距今

約 1300 年-2350 年前史前舊香蘭文化遺址，經研究指出，該遺址屬鐵

器時代之三和文化，同一文化的主要遺址還包括三和遺址及卑南遺

址。臺東縣政府於 2007 年 6 月完成指定公告為縣定遺址，並考慮持續

提報為國定遺址。舊香蘭遺址內發現多樣玻璃、鐵器等文物，其上的

百步蛇紋證明舊香蘭遺址和原住民文化可能的淵源及臺灣史前人類已

具備琉璃品、青銅器及金屬器等之加工及鑄造技術。舊香蘭遺址的發

現，在臺灣原住民文化起源與史前文化及原住民的工藝技術研究上，

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B.基督教新香蘭長老教會 

基督教新香蘭長老教會為新香蘭部落排灣族主要信仰中心，為族

人每週日做禮拜及推動重點部落計畫所在。新香蘭教會是相當具有排

灣族風格的會堂，由部落族人募集資金，並歷經 8 年建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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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頭目的家 

原居住香蘭山上的排灣族人，日治時期被迫遷徙至平地「新香蘭」

（拉勞蘭現址），與阿美族人混居，目前拉勞蘭部落內，排灣族與阿美

族的居住分界線就是以頭目的家（圖5）為劃分根據。頭目的家就是頭

目的居所，其外圍牆壁上繪有拉勞蘭部落的街道圖，也是一個重要的

文化景點。 

D.青年會所 

青年會所是未婚男子聚會的地方，族人在會所教導未成年男孩傳

統排灣族文化及其使命。青年會所內放置了豐富的排灣族傳統文物，

是部落青年人格培養的重要場所，也是部落集會與決定部落未來建設

及發展方向的重要決策場所。 

 

 
圖 5. 頭目的家。 

 

圖 6. 拉勞蘭部落小米田。 
 

圖 7. 洛神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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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間遊藝 

拉勞蘭部落亦有小米收穫祭，通常在每年的7月份底舉行，收穫祭

（masarut）排灣語的意思是「過一個年」，表示感謝祖靈，並做為一個年度

的終止或開始的分界。主要活動是由祭師主持祭儀，並將收穫的小米入倉，

選播種用的小米，吃新米等祭祀活動。拉勞蘭由於長年與鄰近阿美族混居，

歷史沿革獨特，其部落族人直到約20年前，才決定退出由阿美族主導的祭

典，決心恢復傳統排灣族收穫祭，發揚其傳統文化。拉勞蘭部落較特別的還

有「海祭」，這是其他排灣族所沒有的祭儀；「海祭」常見於生活在海邊的原

住民族群，這意味著拉勞蘭的環境位置上和山海共存，也受到鄰近阿美族的

文化影響。 

(3)鄉土料理 

排灣族以小米、陸稻、芋頭及甘藷為主食，以豆類、南瓜、野菜為副食。

其中傳統美食 A-bai（阿拜）在排灣族又稱 Cinavu（吉納福）為排灣族小米

粽，是非常重要的食品，亦是象徵待客之道最高的敬意。拉勞蘭部落的鄉土

料理目前由小米工坊穩定供餐，餐點會佐以當地的香蘭葉、洛神葵等入菜，

米飯也都加入部落種植的紅藜，非常具有原住民風味。 

（三）農村景觀 

1. 卑南鄉東興村（達魯瑪克部落） 

達魯瑪克部落位於大南南溪和大南北溪匯流處，溪流蘊育出原住民最貼近

自然的野菜文化，在農村植物景觀上多有野菜植物，也發展出香椿及玉米田、

稻田及小米園區等多樣化農村產業景觀。在大南南溪尚有一座日治時期所興建

的水力發電廠，其周邊有小吊橋、蓄水庫等景點。目前大南南溪也發展出溯溪、

泛舟等生態旅遊遊程，是達魯瑪克部落另一個值得探訪的景點。 

2. 太麻里鄉香蘭村（拉勞蘭部落） 

拉勞蘭部落緊傍香蘭山，境內可見香蘭山坡地形及太麻里溪。在農村植物

景觀上，也可見野菜植物，並有小米田（圖 6）、洛神葵田（圖 7）及釋迦果園

等農村產業景觀。此外，在農村設施景觀則有香蘭水圳，為民國前由原住民所

建，乃香蘭平原（太麻里溪由西向東流進太平洋沖刷而成平原）灌溉水源，對

於地區農業發展助益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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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較卑南鄉東興村及太麻里鄉香蘭村農村文化與景觀特色與類型 

魯凱族和排灣族由於曾毗鄰而居，其文化內涵有許多相似處。本研究將於

統整卑南鄉達魯瑪克部落及太麻里鄉拉勞蘭部落之農村產業資源特色後，詳述

兩部落之農村文化及農村景觀特色，並進行逐項介紹。以下茲以農村產業、農

村文化及農村景觀等特色比較卑南鄉東興村及太麻里鄉香蘭村之異同處，並進

行綜合整理如表 3。 

達魯瑪克部落及拉勞蘭部落是臺東地區不同原住民族群的代表性部落，其

農村產業型態反應出原住民族群對於農業發展之過程，達魯瑪克部落強調其野

菜採集文化，更於部落裡設置野菜文化區，並有部落解說導覽員專門解說，讓

遊客認識更多的野菜及小米等作物之文化意涵。另外，在拉勞蘭部落裡的族人

也特別開闢一塊小米栽培園區，除了供給族人食用或祭儀所需外，也延伸推廣

小米文化。拉勞蘭也在部落內設置小米工坊，可於未來提供遊客進行部落參訪

體驗，有助於提升小米產業，服務更多的部落族人及遊客。 

綜觀比較兩者農村文化可見，達魯瑪克部落之歷史人文景觀較多元，涵蓋

的景觀類型包含雕塑、居所、遺址等，樣式也較豐富。而拉勞蘭部落則未有同

等多元性的文化景觀，但其附近史前之舊香蘭遺址為經臺東縣政府指定的縣定

古蹟，文化價值地位特殊，可成為具有潛力的觀光推廣景點。此外，兩部落皆

有著代表原住民階級的頭目家屋、青年會所等，顯示魯凱、排灣族人對於其文

化傳統保存及相關節慶，存在極高的認同及重視。在民間遊藝部分，兩部落雖

為不同的族群，但皆以小米為收穫祭祀核心，顯現小米對兩族原住民文化的重

要性，已將其視為神聖的作物。在鄉土料理方面，兩部落皆可對外提供具有傳

統文化特色的野菜風味餐，更可將既有之農村文化及景觀資源結合傳統美食對

外宣傳，拉勞蘭的小米工坊目前為常態性供餐經營，而達魯瑪克部落則採配合

活動及預約方式進行供餐。 

在農村景觀部分，兩部落皆有溪流沖刷孕育，農業發展獲得水源之滋潤，

也因此保有原住民部落的野菜文化。水源是農業的基本，更是人類定居及文化

發展的重要元素，原住民對於水資源利用的智慧，可見於兩處部落附近的水力

或水圳設施，亦顯示其對水源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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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卑南鄉東興村及太麻里鄉香蘭村農村文化、農村景觀彙整對照表 
 卑南鄉東興村(達魯瑪克部落) 太麻里鄉香蘭村(拉勞蘭部落) 

族  群 魯凱族 排灣族 
農村作物 
資源 

野菜採集、稻米、小米、香椿、

芋頭、玉米、地瓜、過貓 
小米、釋迦、洛神葵、 
荔枝、荖葉、荖花、檳榔 

農 
村 
產 
業 

農村產業 
資源 

香椿產銷班、小米園區 拉勞蘭小米工坊 

歷史人文 
景觀 

守護神、達魯瑪克文物館、

火災紀念碑、 
達魯瑪克文化廣場/青年會所、

臺灣長老教會大南教會與 
比利良教會、卡帕里瓦舊部落、

比利良舊部落、 
頭目家屋、祖靈屋、牌樓 

舊香蘭遺址、 
新香蘭長老教會、 
頭目的家、青年會所 

民間遊藝 小米收穫祭 小米收穫祭、海祭 

農 
村 
文 
化 

鄉土料理 野菜料理、大鍋飯 
阿拜、小米湯圓、 
當地特色蔬果餐 

地形地質 
景觀 

大南溪、桑樹溪 
(大南南溪和大南北溪) 

香蘭山坡地形、 
太麻里溪 

植物景觀 野菜植物、小米 
野菜植物、小米、 
洛神葵、紅藜 

農 
村 
景 
觀 農村設施 

景觀 
水力發電廠、發電壩 香蘭水圳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農村文化對習與大自然為伍的原住民部落而言，不僅是基礎觀光資源，更

能夠延續地方傳統文化與凝聚社群共識、領域感、認同感的重要元素。因此在

盤查原住民部落農村文化資源時，特別著重其具有傳統文化及野食文化等指標

性特色及領域，強調其「在地性」及「特有文化」等特質。達魯瑪克部落及拉

勞蘭部落分別為臺東縣相當具代表性的魯凱族及排灣族文化，盤查其農村文化



 131

景觀，成為建立社區發展期程中相當重要的基礎資料。兩部落皆有其傳統文化

建物做為代表，在祭典上均以慶祝小米豐收為祭儀之主要背景，拉勞蘭則還有

不同於ㄧ般排灣族的「海祭」，更顯現其文化豐富性，這些標的性景觀或祭儀

都是相當珍貴的農村文化資源。由本研究資源盤點結果發現，原住民習於選擇

依山傍水，且自然資源豐沛的地點聚居，但也分別發展出不同的野菜文化及種

植習慣，並透過強調健康、在地的原住民風味餐為推廣部落休閒產業為重心，

強化行銷部落的農村文化及景觀價值為重要目標。 

（二）建議 

1. 農業產業串聯及提升有機栽培技術 

在農村產業的發展上，各種作物、植被、環境及文化之元素，均是產業的

重要資源。部落可善用在地產業發展，進行各級產業串聯，第一級產業如野菜

植物、野菜文化推廣區、野生愛玉、小米田、洛神葵田等，結合部落對外營運

窗口，如以類似拉勞蘭部落的小米工坊進行農產品多元行銷及推廣。此外，在

達魯瑪克部落的農業產業文化推廣上，建議可規劃提供遊客及參訪團體參與部

落農業生態遊程，亦可加強野菜等特色作物的資源盤點及建檔工作，除可藉此

介紹部落農村文化、景觀外，亦可透過介紹野菜等作物特色及食用價值等，吸

引遊客佇足及加深遊客對部落的認同；且在達魯瑪克部落內，野菜多為小量採

集利用，因此在野菜文化的推廣上，可藉此發展環境教育，讓遊客自己採菜、

有系統的認識手中的植物，並對接下來要享用的食材更有感觸及認識。部落的

觀光須奠基於農業文化紮根的基礎，再接續加強社區與業者的異業聯盟，發展

區域旅遊資源，以部落生活體驗及樂活為主軸，設計多樣化的套裝行程，加強

遊客印象並延長遊客停留時間。 

原住民部落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不以量產為主要目的，因此作物的耕種

少有農藥的使用，除可透過既有產銷班組織，加強有機栽培管理技術之輔導，

更可結合當地鄉鎮公所、農政單位加強輔導及推廣有機農業觀念，並引導其他

族人投入；並可藉由生產無毒或有機農產品，及適當之包裝行銷，提高農業附

加價值。此外，建議社區發展中心在農業推廣上扮演領頭羊的角色，擴大部落

內之農戶生產效能，帶動部落農業發展的行動策略。穩定農產品產出後，可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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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至提供部落廚房食材來源，以達魯瑪克部落為例，或可從目前的預約制供餐

逐漸轉型為穩定供餐，發展部落相關產業，點亮部落特色。 

2. 農村文化景觀觀光發展及推廣 

本研究在綜整兩部落之農村文化景觀後，發現達魯瑪克部落的文化景觀保

存較為多元，種類也較豐富；而拉勞蘭部落由於其遷村歷史較短，文化的復興

乃是這二、三十年間的發展。對達魯瑪克部落而言，其文化景觀的發展可以強

調其部落觀光的豐富感受性，讓遊客有新鮮、探險的感覺，並將在地旅遊資源

串聯，形成社區產業鏈，進而達成在地農村永續經營之目的。另社區居民及社

區發展協會應凝聚共識，落實農村再生精神，重塑農村環境景觀、食宿品質，

提振農業文化內涵。拉勞蘭部落則為文化層次較豐富的排灣族部落，雖然在景

觀種類的數量尚不顯著，但是在推廣部落文化時可強調自身的遷移歷史，並將

觀光資源強化延伸至舊遺址的歷史重要性。舊香蘭遺址目前為縣定遺址，可待

申請為國定遺址，在宣傳其文化面的層次上，可投注更多資源，以長濱八仙洞

遺址、卑南遺址為範本，建立文化園區，並可規劃吸引遊客的旅遊步道，以建

置更多對史前文化的認識，並加強媒體宣導，彰顯拉勞蘭部落獨特性與在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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