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故事，有故事的地方就會有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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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編寫書的初體驗，很新奇、
很酷，也很興奮。
在內容編寫時，於土坂部落期間的
種種回憶湧上心頭，和郎叔、秋月
姨、夏妹 ina、金成阿伯訪談的畫面
彷彿又重新回到訪談的當下。從小農
們的談話中可以感受到他們對於這些
作物的愛，就像自己的小孩一樣，需
要花時間了解、栽培與細心呵護，
只希望能長得好、品質佳，雖然很
辛苦但卻很值得。這令我十分感動。
也很感謝因為有這個機會讓我好好
認識到台灣東部這片美麗的土地，
對我這個都市人來說真的是世外桃
源，也更了解台灣的作物。最後，
感想是小農們真的很辛苦，要種出這
麼漂亮的作物屬實不容易，當我們在
享用時一定要心存感激！有機會也可
以多了解作物，也從中了解每個作物
都富含許多營養價值，對身體都很
好，希望大家也看完後，也能跟我有
相同的感受。

在一開始進行地方誌的內容初步規劃
時，我對於土坂這個地方一無所知，
在田野調查時發現捌個零社企的臉
書上有介紹農特產品，於是我們就
想到了關於那些種植作物的小農們
的故事，他們與這些作物有什麼樣
的故事呢？為什麼會開始種植作物
呢？又是怎麼與捌個零社企相遇的
呢？促成了我們這次地方誌的主題，
我們也抱持著好奇的心，到了土坂部
落實際採訪了四位小農們，小農們
都非常熱情且有趣，他們有著一個樂
觀且堅毅的精神，就是這股精神才
讓他們持續種植這些作物到了今日
吧！我們也藉由製作這本地方誌的過
程中，更了解了土坂部落這片土地，
了解了在這塊土地上的捌個零社企，
了解了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小農們，了
解了這片土地所孕育出的作物們，也
從與小農的談話中獲得了許多鼓勵，
希望大家藉由閱讀這本地方誌後，能
更了解這塊土地上的人、事、物，
也可以在之後到實際到土坂部落去看
看土坂的美好。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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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人口約有 21 萬人，是臺灣本島人口最少的縣市，人口結構豐富而多元，有

閩南、客家、外省族群，由於開發時間較晚，因此臺東縣內的臺灣原住民文化保

留下來的相對較多，更擁有阿美、卑南、魯凱、布農、排灣、雅美 ( 達悟 )、葛

瑪蘭等七大族群，原住民人口佔全縣人口約三分之ㄧ，是全國原住民人口比例最

高的縣市。

臺東縣

從臺東市區到土坂部落會經過擁有「全台最美公路」美稱的南

迴公路，這裡依山傍海，除了有國際級的美景之外，也保留自

然原始風貌。進入土坂部落前會先經過擺放著五年祭雕像的意

象公園，進入後更能感受到濃厚的排灣氣息。

土坂部落

台東縣達仁鄉，南迴四鄉之一，地處中

央山脈南段，90%以上均為丘陵山坡地，

氣候上屬熱帶季風氣候。達仁鄉內居民

以台灣原住民排灣族為主，產業則以農

業為主。而土坂部落就位於達仁鄉，是

少數未被卑南族統治過的「排灣族」部

落，和保有完整五年祭傳統祭儀的部落。

長濱

成功

東河

綠島

蘭嶼

臺東

太麻里

大武
達仁

金鋒

卑南

延平

海端

池上

關山

鹿野

太麻里

大武達仁

金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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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個零」其實是排灣族語

Paqeljing 互助的意思，近

期在南迴線各大夜市巡迴的

Takec Pizza 公益餐車就是捌

個零的行動餐車，使用來自

部落的食材、聘請來自部落

的廚師與銷售人員，讓大家

吃得安心、吃得開心，又能

創造更多機會讓部落族人能

夠留在家鄉工作。

捌個零社企南迴協會

「臺東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

務協會」是成立於 Tjuwabar

（土坂部落）的社福機構，

以改善南迴線醫療服務為職

志，創設十年以來也將觸角

伸得更遠更廣，關注家鄉教

育、生態農業。而「捌個零

社企」附屬在台東南迴健康

促進關懷服務協會裡面，屬

於營利組織，推出了無毒無

害的食品，目的是希望能成

功行銷土坂部落的農特產，

以及推廣觀光，以促進部落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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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臺東縣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底下的「捌個零社會企

業」希望有效的利用所擁有的自然資產，經由土地生態復育作為

基礎，更能帶動社區的生活水平進而提昇整個社區的發展。預劃

自有農地，用簡單的工具培育傳統作物，地方在食物方面能夠自

給自足，並推廣各樣無毒營養蔬食，也因此希望推出農產品，希

望將行銷土坂部落的農特產行銷出去，因此決定製作農特產品。

在決定找尋合作小農前，事先做了地方上作物的盤點，以及人地

物產的盤查。起初有許多合作的小農，而會一直長期與「陳三郎

先生」、「林秋月小姐」、「張夏妹小姐」以及「邱金成先生」

這四位小農合作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一直都有在務農，四季都有在

輪作這些作物，因此有穩定的產出作物，作物也都具備一定的品

質，產量也相當穩定，所以才繼續合作下去。

「南迴有心，讓您吃得安心。」

捌個零社企的平台主要是在介紹以及分享這些小農們產出

的作物，希望農產品能藉由在這個平台上露出，讓對外的

消費者們知道小農的故事。

並透過這個平台的販售來進行購買，爾後若想要訂購更大

量的作物也可透過這個代售平台來做訂購。目前推出的產

品有：野生刺蔥粉、野生刺蔥青醬、段木香菇、樹豆、紅

藜以及小米，都是部落族人細心、耐心地耕種及養殖。 

這些都廣受各方朋友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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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三郎 ， 大家都稱他「郎叔」，

台東大溪人，喜愛爬山的他有著一

身黝黑的皮膚和一顆熱情的心。

種植作物

 2012 年，當時郎叔在南迴協會當廚師

做風味餐，負責研發原住民的食材，所

以才會做原民料理。某天在家鄉突發奇

想，就到山上採集植物，經過一連串的

嘗試，研發出「刺蔥醬」，附近餐廳也

都訂購好幾十瓶，廣受好評。後來辭掉

南迴的工作，回去大溪經營麵店，直到

2022 年因為疫情影響，麵店結束營業

後再度回到南迴協會。

 郎叔說刺蔥以野生的占多數，要讓刺

蔥又香又好吃的秘訣就是「常修剪！」

假如不常修剪的話便會長太高，長出白

色的部分，這種就會變得不香，因此當

看到幼葉呈現紅色或者刺很多代表越

香，這是透過多年種植經驗得出的判斷

技巧。

 刺蔥醬的配方屬於郎叔的獨門秘方，

但郎叔仍不吝嗇教別人。他表示：「我

是希望教人家啦，把我的秘方告訴他

們，可是就是就算我教他們做就是做不

出那個味道，還是不一樣。」可惜至今

仍沒人能做出相同的味道。郎叔一直延

續當初的做法，從未經過改良，十年的

好味道深植人心。

我單靠雙眼便能分辨刺蔥香不香，

從種植到採收再到製作一手包辦，

卻不會感到累，因為習慣了。

陳 三 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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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秋月，曾為向日葵幼兒園的廚房

媽媽，現今為農特產品行銷者，嚴

格把關作物品質。

「東西一定是當季的，東西不會做多，

賣完就沒有，絕不會囤貨」

種植作物

2014 年，林秋月認為「部落農產品很

好，但小農們不懂行銷，有人要就隨便

賣，賣不出去他們就餵豬、餵雞，我就

覺得很可惜。」這個情況讓她決定要做

農特產品，將農作物推廣出去。她的行

銷方法就是做名片，發給購買的客人，

現在都有貨到付款的服務，現在已經做

了五年，疫情期間即使我沒有出門做生

意，還是會有人打來說他要多少。儘管

未曾做過生意，但熱忱就足以成功，目

前和捌個零合作，推出精緻產品。

林秋月表示：紅藜很好種，只要你把

他顧好即可。但小米比較嬌，不好養。

尤其特別怕颱風和下雨，還有怕遭受小

鳥攻擊，兩個月的生長期他們都需要在

天亮之前和天黑之後趕鳥，才能安心回

家，也能改用搭網的方式來防止攻擊，

但需要一些花費，可以評估看看是否值

得。

雖然主要是和小農收購作物，再進行

後續處理與包裝，但她十分注重品質，

認為自己也須了解作物，要先吃過才能

確認品質。在她的心裡「東西一定是當

季的，東西不會做多，賣完就沒有，絕

不會囤貨。」這也代表她夠了解這些產

品。

林 秋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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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夏妹小姐，身為長女的她從國小

就跟著父母開始接觸種植，即便孫

子已經三十歲了但身體仍很硬朗、

活力十足。

「還不想退休，身體還很好就什麼都想做，

現在膝蓋也不會痛，而且山上比較涼啊！

比較快樂，不會無聊」

種植作物

張夏妹目前以種植紅藜和檸檬香茅為

主，兩者都是近年開始種植。紅藜在父

母那個年代有種但有中斷過，因為小時

候不容易吃到肉，多半以野菜、作物為

主，小時候也常吃猴子的腦，所以變得

比較俏皮一點。但是後面孩子比較不常

吃紅藜，加上收成後的後續的處理有很

多細節的操作，相當繁瑣。但因為紅藜

營養價值極高又美味，才選擇繼續種

植。檸檬香茅則是因為香茅是東南亞料

理中不可或缺的辛香料，因此東南亞料

理的餐廳有需求，屬於好銷售的作物。

張夏妹是個極富同理心的人，雖然猴

子都會偷跑進農田偷吃作物，但她說：

「不用特別去趕，自然就好。牠們想吃

就吃、想採就採啊，沒辦法趕那些猴子

啦，牠們也是要生活。」

張夏妹表示目前沒考慮要退休，認為還

有體力可以做下去，為何不呢？而且有

事做也不會無聊，等到體力較差時，就

改種植像水果這種不需要常除草的作

物，希望能繼續農田裡耕作。

張 夏 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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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擔心沒人接手，人總是跟這個樹一樣

『落葉歸根』

到時候小孩他們自然會回來。」

種植作物

邱金成目前種植的作物包括樹豆、花

生、小米、紅藜，又以樹豆為主，而

樹豆又分為好幾種，像是黑色、黃色、

白色，還有一種是有紋路像鵪鶉蛋殼那

種。黑樹豆較受歡迎，因為身體很好且

花青素比較高。

邱金成提到他們都是在五六月種樹豆，

因為七月颱風季的時候還很矮，所以不

割草的的話，草會擋到樹豆，頂多垂下

去而已，不會有太大影響。假設在二月

種的話，七月已經長得很大，颱風一吹

過來不是斷掉也會死掉。

即便種植了這麼多年，仍會遭遇到氣候

變遷和病蟲害等困境，因為大氣層被人

類破壞掉。氣候變熱，加上病蟲害，邱

金成表示「樹豆是不易死亡，有病蟲害

的才容易死，但只要一感染後，就會一

棵接一棵的影響到周圍的樹豆，就很麻

煩，像這個新冠肺炎一樣。所以存活率

降低不少，至今仍未找到最有效的解決

辦法，感到無奈也沒辦法，邱金成也在

心裡默默的期望未來的日子能找到一

個好的解方。

邱 金 成

邱金成先生，號稱「全土坂最時髦

阿公」，從小就跟著外公外婆學習

種植，因為父母親跟他說「不用去

讀書，兄弟姊妹那麼多，希望你可

以照顧弟弟妹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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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蔥

紅藜

小米

樹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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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迴
山
之
味

野
生
刺
蔥
粉

刺蔥以野生的占多數，種的比較少。要將刺蔥養的

又香又好吃的秘訣就是要常修剪，幼葉呈現紅色的

或刺越多代表越香。假設長得很高，便會長出白色

的部分，這種的不香也不好吃。刺蔥與花椒、薑並

列為「三香」，因為營養價值最高，又被稱為蔬菜

之王，膳食纖維是地瓜葉的 5 倍；刺蔥是紅鳳菜的

4倍之多。

植物名稱

刺蔥

常年生

產季

刺蔥粉和牛排最搭，適量灑於熱食上如炒飯、炒麵或煮

魚湯也可加入，加在麵包、饅頭內也都合適，放一點點

在咖啡上面提味也很棒，可使料理的香味口感大升級，

是款百搭的調味粉。

食用方法

產品故事

【刺蔥】屬於部落高山野生植物，刺蔥為排灣傳統香料植

物，香氣濃郁 烤肉、煮湯或是搭配飯菜都是絕妙好滋味。 

可食用方式：適量灑於熟食上如湯、肉品等皆可。

保存方式

常溫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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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藜

第 1季 (1-3 月）
九月初種，五月採收

紅藜屬於好種植的農作物，但後續處理卻

不簡單。其含有豐富的膳食纖維 ，100 克

就含有 10-15 克膳食纖維，是一般白米飯 

15-20 倍，也含有豐富的纖維質和多元不

飽合脂肪酸，可以穩定血糖及保護心血管，

但擁有較高的鉀含量，因此腎功能不全及

腎衰竭患者建議先請醫師或營養師評估。

植物名稱

產季

紅藜吃法百百種，加入白米中一起煮、加進蔬菜中、煮熟後

灑在沙拉上也是一種選擇。

【紅藜】源自台灣東部原鄉，是南迴山間最美麗的點綴，挾

巍峰伴涓溪的「紅藜」，有穀物中的紅寶石稱之，且作為原

住民的傳統食糧，擁有補足現代人重要身體機能的全方位營

養，並列為全球十大健康營養食品之一。

拆封後立即冷藏及食用完畢

食用方法

產品故事

保存方式

南
迴
山
之
味

嚴
選
紅
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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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糯小米

第 2季 (5-6 月）

黃金糯小米富含多種維生素、胺基酸、纖維素、胡蘿蔔素等，

營養價值極高，維生素 B1 含量更是位居糧食之首，此外，還

可促進消化，快速補充能量。由於好消化不易脹氣的特性，

黃金糯小米相當適合長輩、小孩、胃腸較弱的人食用。但小

米比較嬌，很怕颱風和下雨也容易遭受小鳥攻擊，兩個月的

生長期間需要每天要趕在天亮之前趕小鳥，天黑時也要等小

鳥走後，才可以回家，因此黃金糯小米不太好養。

植物名稱

產季

南
迴
山
之
味

黃
金
糯
小
米

【黃金糯小米】源自台灣東部原鄉天然環境的天祖之祚，擁

有比大米更豐富的營養價值，顆顆米粒金黃飽滿，完整吸收

自然環境的精隨，多種維生素及礦物質，且纖維質溫和好吸

收，滿滿補足人體所需的能量。

可製成小米粥、小米粽，也能加南瓜、地瓜、堅果、紅棗等

食材一同熬煮，甜鹹都合宜。

拆封後立即冷藏及食用完畢。

食用方法

產品故事

保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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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豆

第 1季 (1-3 月）

樹豆是原住民的傳統作物，主要生長在台東和屏東一帶，

由於營養價值極高，有著「豆中之王」的美稱。樹豆主

要分為三種顏色，黑樹豆、紅樹豆、白樹豆，三種的味

道吃起來雷同，只是營養價值不同。其中，黑樹豆比兩

者更富含了花青素，加上產量較少，屬於較稀有的品種。

樹豆比一般豆子較硬脆，採收方式跟豆類一樣要撥開，

特別之處是只要乾了後，你一摸，就會「啵」自己蹦開，

所以儘量分熟的時候拔下來，再放在桶子，曬個太陽就

很容易撥開了。

植物名稱

產季

來自台東縣土坂部落排灣族，為傳統作物之一，

且擁有排灣族男人、女人保養品的美稱勇士豆。

可將樹豆與肉類共同熬煮成湯，排骨和豬腳都是好

選擇，或是拿去做炒飯，樹豆炒飯也別有一番風味。

拆封後立即冷藏及食用完畢

食用方法

產品故事

保存方式

南
迴
山
之
味

樹
豆

30 31



幕後花絮

32 33



版權頁製作團隊

感謝社團法人臺東縣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

及捌個零社會企業全體同仁

協助資料、照片等相關素材提供以及接受採訪

林詩珈：採訪、文案編寫、排版、攝影
你農我濃

編 著 者：黃薏亭／林詩珈

主 編：黃薏亭／林詩珈

發 行 人：中華電信基金會

出 版 者：中華電信基金會

出 版 年 月 ：民國 111 年 10 月 1 版

電子書設計製作：黃薏亭／林詩珈

電子書播放資訊：

作業系統：Indesign

檔案格式：EPUB

黃薏亭：採訪、美術設計、排版、攝影

34 35



故事結束了，
但是在土坂部落的捌個零及小農們會繼續他們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