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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東河鄉泰源地區之農村文化及景觀特色 

余建財 1  張新珮 2  吳昌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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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博士班研究生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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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東場 103 年度重點研究調查主軸之一，即是針對東河鄉泰源地區進行農

村文化與景觀特色資源盤點，並輔導建構農村文化、景觀特色及有機產業聚落。

經研究盤點後，本區之農村作物資源以柑桔類為主，種類多元且品質優良；農

村產業資源則有多處觀光果園，休閒農場有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臺東農場所轄東河農場及美蘭農業休閒園區。農村文化中之歷史人文景觀建築

主要有宗教建築文物及史前巨石文化之泰源遺址。民間遊藝及鄉土料理則以阿

美族豐年祭及該族傳統料理為主。農村景觀則以自然景觀為主，包含地形地質

景觀各項著名景點；動物景觀以猴群最著名；植物景觀則有海岸山脈臺東蘇鐵

自然保護區；產業設施景觀為山區內聯絡各地之橋樑建設。本區由於封閉之地

形特色，型塑了各種文化及景觀之多元發展，本研究盼能藉由盤點該區之農村

文化及景觀特色，建構獨特之休閒農業旅遊路線，以達永續發展之目的。在後

續發展之建議，則可往農村產業鄉村旅遊規畫有機農業及休閒農業發展，可享

受臺東特殊之山林體驗及花東有機休閒樂活廊道的絕美風情。 

關鍵字：東河鄉泰源地區、農村文化及景觀、有機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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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7）於東部永續發展綱要計畫中指出，東臺灣

天然景觀資源雄厚，適宜結合優質農業產業、健康有機生活、地區農村風貌及

休閒觀光等面向，發展具東臺灣特色之有機觀光休閒農業。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則依此發展主軸，自民國 100 年起至 103 年間，執行「東部有機樂活廊道之建

構」計畫，致力於建構臺東農村文化及景觀特色，盤點當地特色文創等多項試

驗調查，並優先選擇具有發展潛力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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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河鄉泰源地區等五處，串聯出臺東縣有機農

業休閒樂活旅遊廊道。 

本（103）年度重點研究區域以東河鄉泰源地區最著名之泰源幽谷為主軸，

為能實踐區域整合性概念，盤點之地理場域廣納鄰近的北源村及泰源村。泰源

地區自然風光絕美，地形地質獨特，觀光旅遊資源豐沛。在文化面向上，則有

阿美族人與閩南人、客家人等各族群世居於此，由各自不同的生活習慣發展出

多元的祭儀及習俗活動。本研究盼針對本區詳實之盤點，深入了解各農村資源

之現況，成為利於後續發展休閒農業旅遊之良好基礎。 

綜上所述，本研究目標分列如下： 

(一) 探討東河鄉泰源地區之農村產業資源特色與型態。 

(二) 探討東河鄉泰源地區之農村文化與景觀特色及類型。 

(三) 提供東河鄉泰源地區之休閒農業及農村旅遊發展策略建議。 

二、文獻探討 

(一) 農村產業資源 

產業資源之盤點主要在分析一個特定區域內可利用的服務，是一種有系

統及有效率瞭解資源的方法(2)，而現今農村產業面臨轉型，除了以往第一級

產業為主之產業外，更須詳加探討各級產業能提供之服務以及不同的資源利

用方式。為強調農村風貌於休閒觀光之功能，王和張（1993）以景觀資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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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將之分類為三大類：自然環境、農林漁牧動物、人文資源。段（2008）

則認為體驗觀點的休閒農業資源分類中，其中產業資源可分為兩大類型，包

含各種農園、林業、畜牧及養殖等可供體驗之產品，以及產業經營的各階段

皆適合搭配遊憩服務，提供體驗的機會。以農村產業資源之概念為基礎出

發，本研究探討農村文化及農村景觀部分，盼建立利於觀光遊憩發展之參考

資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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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聯之精神與物質文化，都有濃

厚的臺灣風格。段（2008）指出，農村資源之共同特徵在於其生活性，而

農民生活中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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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王和張（1993）將臺灣文化

資源分為：具有歷史價值之人文景觀、具有特殊價值之民間遊藝及鄉土料

理等三大類。 

2. 農村景觀 

依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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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地質景觀、植物景觀、動物景觀、農村產業景觀及農村

設施景觀等。 

(二) 東河鄉泰源地區 

本年度重點研究區域以東河鄉泰源地區最著名之泰源幽谷為主軸，為能

實踐區域整合性概念，盤點之地理場域廣納鄰近的北源村及泰源村。 

1. 東河鄉泰源村 

泰源村位於臺東縣東河鄉都蘭山西側，由馬武窟溪下游及其南溪支流

環繞，東側以登仙橋及東河村為界，南側則鄰尚德村，北邊和北源村以泰

源橋相接。當地阿美族人稱自己的部落為阿拉巴灣部落（A'lapawan），在

阿美語中意指“容易迷失方向的地方”，表述了該地地形封閉、道路崎嶇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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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之意。目前村內人口總數約 1,600 人，其中原住民阿美族人口佔全村人

數比例約 63%，漢人人數約佔 37%，居民之核心聚落群包含泰源本部落及

新部落兩聚落。此外，泰源村之人口老化指數達 154.2%，為相當高程度

之高齡化社會。 

2. 東河鄉北源村 

東河鄉泰源盆地中另一村落為北源村，東與成功鎮為界，西與池上鄉

與關山鎮為鄰，南與東河鄉泰源村及東河村相接，北到花蓮縣富里鄉為

界。因地理位置在泰源之北，故稱之為北源村，目前總人口數約為 1,900

人，其組成主要以漢人（含客家人）與阿美族群為主，部落包含有阿奚露

艾、花固、美蘭、順那部落等四個部落。 

三、研究材料與方法 

(一) 研究流程 

本研究為便利未來統合有機廊道資料，在農村文化與景觀特色之分類上

參考去年之分類方法(4)，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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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河鄉泰源地區之北源村及泰源村，初步調查農業資源。

並透過現場訪談及實地田野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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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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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文獻探討與彙整

確立農村文化與景觀特色分類

東河鄉泰源地區泰源村及北源村
農業資源調查

農村文化與景觀特色資源盤點

分析結果與討論

結論與建議

現場訪談 實地調查

 

圖 1. 本研究流程圖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參考依據段兆麟（2008）、王小璘與張舒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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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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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土料理三類；農村景觀則初步參考文獻所彙整之五大類，包含地形地質景

觀、植物景觀、動物景觀、農業設施景觀及產業設施景觀。詳細分類見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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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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景觀 

3. 植物景觀         4. 農業設施景觀 

5. 產業設施景觀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於東河鄉泰源村及北源村進行資源盤點，分為現場訪談方法及田

野調查法： 

1. 現場訪談法：以現場訪談方式了解該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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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東河鄉泰源村及北源村受訪對象 

受訪對象 居住地點 職稱 訪談時間(年/月) 

張徐郎 泰源村 泰源東安宮主任委員 2014/04 

曾培誠 北源村 
北源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2014/04 

張志榮 北源村 
東河休閒農場員工 

/綠色 11 莊有機農場負責人
20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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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結果與討論 

(一) 農村產業資源特色與型態 

泰源地區受山谷環繞地形封閉，但也因此隔絕外在污染，成為發展有機

農業之良好場域。境內產業以柑桔類為大宗，包含晚崙西亞（香丁）、蜜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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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旦柚、臍橙、茂谷柑、桶柑等，臺東縣政府和東河鄉公所每年三月底左右

香丁成熟盛產期時，都會舉辦香丁節，推廣地區柑桔類作物。其他尚有番荔

枝、鳳梨釋迦、水蜜桃、李、梅等相關作物。 

在農村產業部分，境內有四戶有機農場及多處觀光果園，在發展規模上

則以行政院退輔會臺東農場所轄之東河農場最大。以下簡述本區內兩大休閒

農場產業現況： 

1.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東農場所轄東河農場 

東河農場（圖 2）為泰源幽谷直達花東縱谷的捷徑及關口，也是泰源

幽谷的最高點（圖 3）。占地約 600 公頃，是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臺東農場所轄分場之一，也是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特約公務人員渡

假中心。區內保有完整的動植物生態及天然景觀，農場內規劃有中藥園、

觀光果園、森林步道等，也規劃有機農場範圍，種植水蜜桃、文旦柚等水

果。場區另有近 40 公頃的登山森林步道，沿線密佈低海拔闊葉林，保有

了完整的森林生態，景觀奇特，更有一線天、小瀑布、水濂洞、望夫崖、

狀元石等地形景觀，提供休閒農業發展的完善資源。 

  
圖 2.東河休閒農場  圖 3.泰源盆地最高點鳥瞰景 

2. 美蘭休閒農業園區 

美蘭休閒農業區位於花東海岸山脈的泰源盆地北側，左側為順那溪、

右側有臺 23 線公路經過，面積 1,454 公頃，包括美蘭、順那北溪、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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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等三個發展區。區內除有純樸的農村特色及豐富的農特產外，尚有保持

完整的動植物生態及地質、地形風景。 

(二) 農村文化 

1. 歷史人文景觀 

泰源地區內居民組成主要以漢人及阿美族人為主，歷史人文景觀也圍

繞著居民的信仰以及傳統祭祀方式而建，包含閩南信仰的泰源村東安宮及

福德祠、北源東興宮及文山寺，原住民主要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信仰建築，

計有基督教泰源長老教會、泰源天主堂、基督教北源長老教會、美蘭真耶

穌教會及北源天主堂。區域內宗教建築林立，顯示地方信仰與居民生活息

息相關。 

此外，馬武窟溪流域已有泰源遺址出土，據人類學家研究將其歸類為

「麒麟文化」或「巨石文化」的文化系統。其他在東河鄉境內的巨石文化

遺址尚有 17 處之多，大部分文物尚埋藏在地底，遺址地面目前則為果園

或為農地。 

2. 民間遊藝 

泰源地區每年最盛大之民間遊藝活動為境內阿美族各部落在七、八月

舉行之豐年祭，為阿美族規模最盛大且熱鬧非凡的節慶，其精神內涵包含

了政治、軍事、經濟、教育、訓練等功能，故豐年祭到現在仍是阿美族人

心目中一年中最神聖的祭典。由於泰源地區內人口老化、青壯年外移情形

嚴重，一年一度的豐年祭成了年輕人回鄉團聚的重要時刻，因而對部落內

之族人來說，其精神延續意義非凡。 

3. 鄉土料理 

泰源地區鄉土料理的發展上多為阿美族之傳統料理，如糯米飯、海洋

風味餐等。另外尚有閩南人、客家人移居至此，多有用在地食材、山產等

閩客料理之餐餚。近年來本地社區發展協會之家政班在料理方面亦多有創

新，農村婦女將在地食材如柚子與柑桔類等特產佐入餐點中（圖 4），激

盪出更多族群融合的創意料理（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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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北源柑桔林家政班 

柚子創意產品 

圖 5. 北源家政班 

農村婦女創意料理-五行粿 

(三) 農村景觀 

1. 地形地質景觀 

(1) 泰源幽谷 

泰源幽谷（圖 6）的地理範圍大致上是由舊東河橋轉臺 23 線東富

公路深入海岸山脈，至登仙橋與泰源村之間的峽谷，乃東海岸唯一的

封閉式盆地地形，由於其封閉隔絕之地形，讓泰源幽谷有世外桃源之

稱。泰源幽谷綿延貫穿海岸山脈約 4 公里長，其峽谷地形包含山壁之

險峻及流水之清幽，景觀奇美，實屬鄉村旅遊中獨特之絕佳景觀（圖 7）。 

 
圖 6. 泰源幽谷入口意象 圖 7. 有世外桃源之稱的泰源幽谷 

 
(2) 美蘭河階 

美蘭河階由馬武窟溪上游的大曲流所環繞，由於其狀似劇場，故

又稱美蘭劇場河階。河階的成因是由河流的下切與堆積作用同時形



 

146 

成，其河階層數有七層，是全省階數最多之河階。此處之地形景觀豐

富，包含河階、圓丘、牛軛湖、河川襲奪、侵蝕等，景觀資源豐富，

可說是河階的地形教室。 

(3) 德高老斷層 

德高老斷層是隱藏在東海岸山脈中珍貴的自然景觀，沿著臺 23 線

公路往花蓮富里方向前行，到德高老一帶，途中可見獨特之逆斷層現

象，是千古以來造山運動留下之驚人美景。 

2. 動物景觀 

泰源地區內動物生態資源豐沛，但最為著名的乃是數量眾多的猴群，

聚集在臺 23 線公路登仙橋遊憩區附近。該處地形獨特，提供了原始林相

蓬勃披覆的條件，也因此相當適合猴群生存。該區猴群為臺灣獼猴，成群

出沒時場面相當壯觀，也成為賞猴之特別景點。近來由於遊客餵食，猴群

聚集更頻仍，除了破壞原本生態之平衡外，遊客也可能因猴群索食而遭攻

擊。爰此，東河鄉鄉公所已設置告示牌明令不得餵食，此乃遊客須更留心

的旅遊注意事項。 

3. 植物景觀 

泰源地區林相資源豐富，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在此以臺東蘇鐵為保

育對象，設立「海岸山脈臺東蘇鐵自然保護區」，以保護其物種資源及生

育地，並能維持現有族群，使其得以繼續繁衍，並供為科學及研究教育之

用(3)。保護區全區面積為 38 公頃，海拔高度為 300-800 公尺。臺東蘇鐵自

然保護區為甲種山地管制區，生態資源豐沛，為防止非法入山盜取臺東蘇

鐵，臺東區林管處除了在外圍設置有大型警告牌外，若須進入園區內調查

生態資源，皆須經過申請。 

4. 產業設施景觀 

(1) 東河橋 

東河橋位於馬武窟溪出海口附近，是前往著名的泰源幽谷必經之

地，橋墩橫跨連接臺九線公路之東河聚落及東富公路（圖 8）。東河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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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新、舊兩座橋，建造於 1930 年的舊東河橋，本名「吉田橋」，

由日本工程師吉田先生所設計，但因颱風損毀後，於 1953 年重建。東

河新橋則興建於 1992 年，當時海岸公路正在拓寬，於是在舊東河橋下

游處，新建一座亮麗搶眼的紅色鋼拱橋，其造型因應地形設計成一半

是拱型結構，另一半則是支架式的橋墩，巧妙地保留了溪中石景觀。

新舊東河橋已成為泰源幽谷之入口意象，其連結山谷及海洋之特色，

也讓更多遊客慕名前往。 

(2) 登仙橋 

位於省道臺 23 線東富公路上，設有登仙橋休憩區（圖 9），登仙

橋舊橋兩岸綠意盎然，猶如世外桃源，其周圍地質結構特殊，主要有

火山岩、沉積岩、深海碎屑岩和泥岩，生態資源則有成群的猴群環繞，

為登仙橋增添更多的景觀價值。 

(3) 泰源橋 

泰源橋橫跨馬武窟溪，為北源村及泰源村主要之交通橋梁及重要

分界。 

 

圖 8. 東河橋及其入口意象 圖 9. 登仙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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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東河鄉泰源地區農村產業、農村文化及農村景觀項目彙整表 

類別 型態 項目彙整 

農村作物資源 
晚崙西亞（香丁）、蜜柚、文旦柚、臍橙、

茂谷柑、桶柑、番荔枝、鳳梨釋迦、水蜜桃、

李、梅等 農村產業 

農村產業資源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臺東農場所

轄東河農場、美蘭農業休閒園區 

歷史人文景觀 

1. 泰源村東安宮、泰源村福德祠、北源東興

宮、北源文山寺、基督教泰源長老教會、

泰源天主堂、基督教北源長老教會、美蘭

真耶穌教會及北源天主堂 

2. 泰源遺址 

民間遊藝 阿美族豐年祭 

農村文化 

鄉土料理 阿美族傳統料理、創意料理、鄉土料理 

地形地質景觀 泰源幽谷、美蘭河階、德高老斷層 

動物景觀 猴群 

植物景觀 海岸山脈臺東蘇鐵自然保護區 
農村景觀 

產業設施景觀 東河橋、登仙橋、泰源橋 

五、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本研究重點調查主軸即是針對東河鄉泰源地區進行農村文化與景觀特

色資源盤點，並輔導建構農村文化、景觀特色及有機產業聚落。經研究盤點

後，本區之農村作物資源以柑桔類為主，種類多元且品質優良；農村產業資

源則有多處觀光果園，休閒農場有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東農

場所轄東河農場及美蘭農業休閒園區。農村文化中之歷史人文景觀建築主要

有宗教建築及史前巨石文化之泰源遺址。民間遊藝及鄉土料理則以阿美族豐

年祭及該族傳統料理為主。農村景觀則以自然景觀為主，包含地形地質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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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著名景點；動物景觀以猴群最著名；植物景觀則有海岸山脈臺東蘇鐵自然

保護區；產業設施景觀為山區內聯絡各地之橋樑建設。本區由於封閉之地形

特色，型塑了各種文化及景觀之多元發展，本研究盼能藉由盤點該區之農村

文化及景觀特色，建構獨特之休閒農業旅遊路線，以達永續發展之目的。 

(二) 建議 

1. 農村產業鄉村旅遊規劃 

本研究透過農村文化及景觀特色盤點，瞭解農民在地需求與產業特

性，可更進一步引導當地農村亮點區域串聯起來，並推銷泰源幽谷農特產

品與在地食材。例如協助擴大輔導社區部落廚房推出有機果乾、柚子餐、

研製柚子醬、柚香手捲、椰盅白柚雞湯及柚子膜花 DIY，以創造農產品附

加價值。並搭配在地遊程與服務，包括民宿、餐飲、導覽解說、農事體驗

及手工藝 DIY 等產業，進而結合鄰近景觀特色。在鄉村旅遊規劃上，以

泰源幽谷為起點，經過北源、美蘭、順那等原住民族部落，體驗阿美族文

化、享用部落美食。也可安排參訪退輔會東河農場，享受豐富的動植物生

態、山林景觀與住宿服務。更可進一步串接至花東縱谷，在行程規劃上也

別具特色。透過完整的遊程規劃設計，可享受臺東特殊之山林體驗及花東

有機休閒樂活廊道的絕美風情。 

2. 有機農業及有機休閒農業之發展及規劃 

泰源地區地形封閉，適宜發展有機農業。臺東區農業改良場針對該區

有機果樹之猴害防治發展防猴網，此項果樹猴害防範新技術，操作簡便、

成本低、安全無害且防治效果良好，研製之防猴網罩不但輕便耐用，亦具

有防範果實蠅、鳥類及鼠類等害蟲及野生動物危害之功用，具有極高的效

益，在有機農業發展上，盼能成為其輔佐之利器。有機農業發展的技術為

技術單位必須協助農友的重要發展方向，引導農友採取不危害環境與生態

的栽培管理方式，除可達到農業生產目的及提升農業發展價值，也更能體

現有機農業的友善環境理念。泰源地區除了可強化及提升有機農業技術之

外，休閒農業亦可為此區之持續發展重點，除了現有之東河休閒農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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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可串聯有機果園，讓外來之遊客體驗採果及 DIY 等活動，並結合有

機生產、地產地銷、社區生活、生態教育、食農教育、農村文化及休閒旅

遊等方向，為泰源地區之有機農業注入不同的發展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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