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梯次二 

《臺灣多元文化探索研習營》 
農業創生臺灣 

活動日期：10月 17日至 10月 20日（共四天三夜） 

研習營課程大綱 

  

知識講堂

·【兩岸關係專題講座】

·【有機之鄉】讓你吃的安心「富里米」

·【穀稻秋聲】把音樂節搬進農地

·【全臺第一】有機村以羅山為例

·【國際認證】農業文化地景-以吉拉米代為例

走訪觀摩

·【吉拉米代】富里鄉豐南社區

·【羅山有機村】

成果發表

·研習營將學員分組，針對富里鄉進行資源調查，創
意提案如何吸引青年人返鄉，促進農業人口增加。



研習營計劃簡表 

 農業創生臺灣-留下一畝淨土 

活動目的 

 臺灣位屬於亞熱地帶區，得天獨厚的氣候使農業發展興

盛，早期以農業扶植工業，快速提升工業發展，卻導致青年人

口外流，近年更因為少子化、農業人口老化的關係，農業人口

逐間凋零造成農地荒廢等問題。本研習營帶領學員走進花蓮縣

富里鄉傳統農村，全臺灣有機農業覆蓋最高的鄉鎮，如何透過

傳統自然農法與自然共處，打造更優質農業環境促使青年返

鄉，使農業文化得以永續發展。 
主辦單位 大陸委員會 

辦理時間 2019年 10月 17日至 20日 

活動對象 
18歲~28歲就讀臺灣大專院校之兩岸學生（臺灣學生、短期研
修陸生、修讀學位陸生），不包含港、澳學生。共計 50位。 

活動內容 

一、知識學堂 
1.【兩岸關係專題講座】 
2.【有機之鄉】有機栽種，以「富里米」為例。 
3.【穀稻秋聲】農村創生，把音樂節搬進農地 
4.【全臺第一】羅山有機村發展與展望 
5.【國際認證】農業文化地景-以吉拉米代為例 
二、走訪觀摩–認識農業環境 
1.【吉拉米代】富里鄉豐南社區–吉哈拉艾文化景觀、吉拉米代

部落巡禮、稻米田巡田水、撿拾害蟲（福壽螺）、田埂清

除雜草、田埂整理、天空梯田 
2.【羅山有機村】–羅山泥火山、鬯蕨生態區、泥火山豆腐

DIY、手作炒米香、有機蔬果 
三、【成果發表】研習營將學員分組，針對富里鄉進行資源調

查，創意提案如何吸引青年人返鄉，促進農業人口增加。 

預期效益 

一、認識農業資源的重要：民以食為天，透過知識講堂課程，

加深學員對農業文化之認識，拉近學員與土地之間的距

離。 
二、認識自然生態平衡的重要：農業生產增加糧食，使人類得

以定居之形式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學習如何永續地力與

自然平衡，永續農業進行。 
三、學習生產與生態平衡的精神：透過實地走訪吉拉米代瞭解

保存舊有生態兼併農業生產，創造雙贏，走訪羅山有機

村，羅山有特殊天然泥火山地景，結合有機農業提升生產

價值並生態平衡。 



研習營課程內容 
一、研習目的 
農業為國家的發展基礎，工業快速發展與全球

貿易經濟下，逐漸改變人類生活習慣，如：臺灣人

口年均稻米食用量降低、農業就業人口老化、農村

人口外流等，都迫使農業面臨轉型。研習營帶領兩

岸學子走進花蓮縣富里鄉，瞭解傳統農村稻米文化

如何突破困境，透過有機認證與音樂節之舉辦，讓

「富里米」聞名全臺。 
 
二、知識講堂 
【講堂一】 
題目：【有機之鄉】有機栽種，以「富里米」為例 
擬邀講師：花蓮縣富里鄉青年農民 
富里鄉地處花東縱谷中段，是臺灣最具代表性的縱

谷地形區，氣候高溫潮濕、日照較短、水質清澈潔淨，

而東海岸山脈沖積平原發達，地質之黏土成份特高，此

得天獨厚之地理環境，最適合稻作成長。而富里鄉也是

東部地方歷史最早之稻作栽培區，每位稻農都承襲有豐

厚的傳統栽培技術與經驗。因此所蘊育與培植出來的

「高雄一三九」品種富里米，米質黏韌適中、米香濃郁、

米色晶瑩，堪稱「米之珍品」，早已享有盛名，譽載遠

近，並於民國94～96年間通過各項檢驗合格出口日本，
打響知名度。 
 

【講堂二】 
題目：【穀稻秋聲】 
農村創生，把音樂節搬進農地 
擬邀講師：穀稻秋聲音樂節活動籌辦團隊 
秋高氣爽的時節，花東縱谷的農家除忙碌收

成，也團聚歡慶，沿線富里、玉里、池上、都蘭

等地，近年同在此感恩季節裡、「發明」新節慶。

其中，花蓮富里鄉的音樂節由在地人自主發起，

並已然扎根，彷彿另一種多元融合的豐年祭，讓

人飽嘗縱谷的好風土及好人情。 
  



【講堂三】 
題目：【全臺第一】羅山有機村發展與展望 
擬邀講師：羅山社區發展協會 

2002年，花蓮農改場調查，羅山村水源、
土壤潔淨，具備發展有機農業的潛力，在政

府挹注和當地人支持下，「羅山有機村」就此

誕生。在有機農業還不盛行的年代，不用農

藥種稻轟動了全臺，讓這個近 200 戶的小村
落頓時遊客如熾，連帶也發展出當地特有的

泥火山豆腐體驗行程。 
 
【講堂四】 
題目：【國際認證】農業文化地景-以吉拉米代為例 
擬邀講師：吉拉米代部落文化產業協會 
位於花蓮縣富里鄉豐南村的阿美族部落

「吉拉米代」（Cilamitay），擁有全臺首個受文
資法公告登錄的農業文化地景，2016年還獲聯
合國世界旅遊組織「全球百大綠色旅遊地選拔」

殊榮。負責推動部落事務的花蓮縣富里鄉豐南

社區發展協會近年除推出在地遊程，也針對國

中以下的孩子開辦「小小解說員」訓練課，陪

伴缺乏教育資源的孩子成長。讓孩子認識在地

野菜，抓魚、生火，同時當起部落導覽員，向

遊客介紹自己的家鄉，培養自信，以自己的部落文化為榮。 
 
三、參訪觀摩 
【參訪一】 
參訪地點：【吉拉米代】富里鄉豐南社

區–吉哈拉艾文化景觀、吉拉米代部落
巡禮、稻米田巡田水、撿拾害蟲（福

壽螺）、田埂清除雜草、田埂整理 
吉拉米代（Cilamitay）是阿美語「大

樹根」的意思。耆老口傳吉拉米代原

是成功阿美族人和卓溪布農族人重要的獵場。直到清末時期才有阿美族人

來此定居，因為看到此地櫸木樹根大到可以當作橋樑行走，便以 Cilamitay
為部落名稱，（lami為根的意思）。後來，一群來自都歷的阿美族人看上吉
拉米代部落北方的石厝溝溪有著清澈水源及豐富魚產，在外來物種的尚末

侵入時，這條溪流隨處可見台灣特有種台東間爬岩鰍和日本禿頭鯊，由於



這兩種魚類在阿美語皆為 Hara，因此，族人便將這個聚落取名為「吉哈拉
艾（Ciharaay）」。 
 
【參訪二】 
參訪地點：【羅山有機村】–羅山泥火
山、鬯蕨生態區、羅山瀑布、泥火山

豆腐 DIY、手作炒米香 
位處花東縱谷南端的富里鄉，以

生產富麗米著稱，為花蓮縣知名的米

倉。羅山村於清末時最先由屏東平埔

族人墾拓，到日治時期較具規模，吸

引西部移民湧入開墾定居。羅山村有螺仔溪穿流，又因水田中大量繁殖田

螺，因而最早被稱為「螺仔坑」或「黎仔坑」，居民以客家人佔 80%最多，
其次為閩南人和平埔族佔 20%。 
翠綠山林環抱的羅山村，全境海拔在 200到 1500公尺間，山巒、田園

觸眼皆綠，是羅山村不變的美麗鄉村印象。羅山自然天成的景緻與資源，

加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的輔導與營造，奠定了休閒產業發展基

礎，成為擁有優質休閒的魅力農村。 
 
四、成果發表 
透過研習營課程增加兩岸學子對臺灣農業和富里鄉之認識，進行田野調查

並創意提案如何吸引人潮和青年返鄉，使農業文化得以永續發展。 
 
五、活動預期成果 
1.提升農業知識之素養，樹立兩岸青年永續農業文化之意識。 
2.樹立兩岸青年對土地之關懷，打開青年視野，鼓勵其主動關心農村土地
議題。 
3.期許兩岸青年不分國界，皆能成為地球村時代的環境公民。 
 
七、擬邀合作單位 
1.富里鄉農會 
2.吉拉米代部落 
3.羅山社區發展協會 
4.穀稻秋聲音樂季 
 
  



八、資料來源： 
1.富里鄉公所 
2.富里鄉農會 
3.吉拉米代部落 
4.羅山社區發展協會 
5.穀稻秋聲音樂季 
6.花蓮縣富里鄉豐南社區發展協會 
7.禮山人企業社 
8.【富里 983】Facebook粉絲專頁 



研習營日程安排 

第一天 10月 17日（星期四）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10:30-11:00 學員報到 富里火車站 

11:00-11:30 交通時間  

11:30-12:30 午餐暨小組時間  

12:30-13:30 
開幕暨 
破冰儀式 

1.開幕式 
2.主辦單位介紹 
3.營隊課程介紹 
4.學員破冰遊戲 

天賜糧源 

13:30-14:30 【專題講座】 
題目：兩岸關係專題講座 
擬邀講師：大陸委員會代表 

14:30-15:00 討論暨小組時間 

15:00-16:30 【有機之鄉】 

題目： 
有機栽種，以「富里米」為例。 
擬邀講師： 
花蓮縣富里鄉青年農民 

16:30-16:50 討論暨小組時間 

16:50-17:50 【穀稻秋聲】 

題目： 
農村創生，把音樂節搬進農地 
擬邀講師： 
穀稻秋聲音樂節活動籌辦團隊 

18:00-19:00 晚餐  

19:00-19:30 交通時間  

19:30-20:00 辦理入住 

磚窯民宿 20:00-22:00 討論暨小組時間 

22:00 晚點名，就寢 

第二天 10月 18日（星期五）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7:30-8:00 起床、盥洗 

磚窯民宿 
8:00-9:00 早操、早餐 
9:00-9:30 交通時間  



9:30-11:00 【國際認證】 
農業文化地景-以吉拉米代為例 
擬邀講師：豐南社區發展協會 

吉拉米代 
部落 

11:00-12:00 

【走訪觀摩】 

吉拉米代部落巡禮 
12:00-13:30 在地獵人餐 

13:30-15:00 
稻米巡田水、撿拾害蟲 

（福壽螺）、 
田埂清除雜草、田埂整理 

15:00-16:00 天空梯田 

16:00-16:30 社區回饋 Q&A時間 

16:30-17:00 交通時間  
18:00-19:30 晚餐  
19:30-21:00 討論暨小組時間 

磚窯民宿 
21:00-22:00 晚點名，就寢 

第三天 10月 19日（星期六）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7:30-8:00 起床、盥洗 

磚窯民宿 
8:00-9:00 早操、早餐 
8:30-9:00 交通時間  

9:00-10:00 【全臺第一】 
題目：羅山有機村發展與展望 
擬邀講師：羅山社區發展協會 

羅山 
有機村 

10:00-12:30 【走訪觀摩】 泥火山豆腐 DIY、手作炒米香 

12:30-14:00 午餐暨休息 

14:00-16:00 
【走訪觀摩】 

【羅山有機村】–羅山泥火山、 
鬯蕨生態區、羅山瀑布、 

有機蔬果 

16:00-17:00 社區回饋 Q&A時間  

17:00-18:30 交通時間  

18:30-19:30 晚餐  

19:30-21:00 討論暨小組時間 
磚窯民宿 

21:00-22:00 晚點名，就寢 

第四天 10月 20日（星期日）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7:30-8:00 起床、盥洗 磚窯民宿 



8:00-9:00 早操、早餐 
09:00-09:30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準備 

天賜糧源 

09:30-10:30 

【成果發表】 
研習營將學員分組，各小組創意

提案如何吸引人潮和青年返鄉，

使農業文化得以永續發展。 

10:30-10:40 小組回饋 

10:40-11:00 成果檢討暨評審講評時間 
11:00-12:00 結業式暨頒獎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