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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吳恩郡報導】10

月 7 日下午一點半，文

藻外語大學多位師生於

民族路校門口集合，前

往左營蓮池潭畔的洲仔

濕地公園，此行的目的

不只接近大自然，也更

了解濕地的環境生態。

  洲仔濕地公園位於左

營蓮池潭畔，是一座成

功復育多種鳥類及水生

動植物的生態棲息地。

在園內可以看到各式各

樣的植物。也有許多昆

蟲、螺貝類、魚類、兩

棲爬蟲類在園內繁衍生

長。園內也堅持不施灑

化學藥劑，近三個月，

已可在園區附近看到約

170種鳥類，佔地約9.1

公頃的洲仔濕地公園為

許多生物提供安全的環

境生存、成長，也因

此，濕地被稱作「城市

中的綠寶石」。

 到達洲仔濕地公園

後，由台灣濕地保護聯

盟的謝宜臻常務理事為

解說濕地的相關資訊及

水雉返鄉計畫，她提

到，園區內的步道系統

是義工利用廢棄建材鋪

設而成的。

  解說結束後，一行人

拆散成數個小組分開進

行園區環境生態導覽。

期間也觀賞到了水雉

鳥，雖然大家沒有望遠

鏡，只是遠遠的觀賞，

但能親眼觀賞到水雉鳥

是一次難得的經驗。

  一位做環境生態導覽

的林竹男先生，投入志

工的工作超過十年，他

說因為退休前經常登

山，有時候聽高山嚮導

解釋生態、植物，聽久

了產生興趣，也自己買

相關書籍閱讀，退休

後，便趁著機會到洲仔

濕地擔任志工。這次的

活動透過志工們詳細的

生態導覽，讓參與的師

生們更了解溼地環境及

濕地中的動、植物。

  在活動最後，是 DIY

的時間，師生們回到原

先的小木屋中，在工作

人員的帶領下，使用瓊

崖海棠種子製作口哨並

上色，口哨吹出來的聲

音似大冠鷲的叫聲，相

當有趣。口哨完成後，

一行人便各自小心翼翼

地拿著自己的成品搭上

返回學校的遊覽車。 

  高明瑞老師說，這個

活動的目的是希望學生

們能對濕地有更多認

識，並知道台灣仍然有

許多人用心的在保護濕

地裡的動植物和昆蟲，

也希望找到真正願意愛

護、保育濕地的學生，

組成團體、開設課程，

增加濕地保育的相關知

識，另外，也希望邀請

企業一同參與。以團體

的身分到學校和企業宣

導、介紹濕地及其重要

性。兩、三年後，將會

有募資、集資的計畫。

  高明瑞老師也說，年

輕學生都贊成環境保

護，但很少會有人付諸

行動。這是他認為最大

的問題，因此用各式各

樣可能的方法，讓學生

們能夠實際參與社會、

有關自然、環境保護的

事情，不只是口號。

這學期為了小農市集開

設了「小農市集與社區

創業」課程，將來也會

開設與濕地、社會責任

相關的實作課程，提供

來自各系、各部感興趣

的學生投入和參與。

林竹男先生 (右二 )為文藻師生講解濕地生態。 

                               ( 洲仔濕地提供 )

洲仔濕地堅持園區內不噴農藥，並致力於水雉復育，如今保持 5、6對水雉在溼地活動。   ( 洲仔濕地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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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內昆蟲、兩棲爬蟲、螺貝魚類 導覽志工 帶

文藻師生認識生態 高明瑞老師呼籲同學一起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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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萌生環保夢 畢業後全心投入
台灣濕地保護聯盟理事謝宜臻做出成績 建議文藻師生參與保育檨子林埤濕地公園

【記者羅可欣報導】

由人文教育學院院長

蔡介裕、學務長陳靜

珮帶領的50人團隊，

於 11 月 21 日前往茄

萣二仁溪，觀察曾被

戴奧辛汙染的河流，

如何緩緩復甦。

  由濕地聯盟常務理

事謝宜臻所指導的他

校學生也參加二仁溪

之旅，沿途對二仁溪

詳盡解說。

探訪二仁溪的前世今生
洗去綠牡蠣傷痕 淨化成白鷺鷥過冬棲息地

  二仁溪有很多的彈

塗魚和招潮蟹。白鷺

鷥也會飛來過冬。 

二仁溪的支流，三爺

溪是汙染最嚴重的地

方。二仁溪有 65% 汙

染源都是來自於三爺

溪，嚴重時，三爺溪

整條河是黑色的。

 支流旁邊有很多的

電路板插在土裡，這

些垃圾，從民國 5、

60 年代放到現今，

因為電路板有很多金

屬，當時的人把上面

的金屬取下拿去賣，

剩下的直接丟到河

邊。而且取金屬時，

只能用酸沖洗下來。

剩下的電路板還有酸

液是直接倒到二仁溪

裡，這些一直汙染環

境。民國 82 年還發

生綠牡蠣事件，連魚

都不能吃，所以當時

政府規定茄萣區不能

再養牡蠣。

  二仁溪的魚種逐漸

在恢復，當年受汙染

的河水只剩橘豆仔魚

和大眼海鰱，現今已

恢復到 50 幾種魚，

要恢復到 100 種魚，

整個生態才算完整。

【記者吳恩郡報導】謝

宜臻是台灣濕地保護聯

盟的常務理事，她長期

從事環境保護的工作，

在她大學時，環保運動

開始萌芽，從那時就開

始參與環保工作，畢業

後也以志工的身分推動

環保運動，並於三、四

年內在高雄連續推動了

約十個濕地公園。

  謝宜臻提到，教育部

認為現今大學數量眾

多，有與社會脫節的現

象，希望藉由推動 USR

計劃走出象牙塔，讓大

學生扮演社會參與的角

色、與社會有更多連

結，並以各自的專長協

助社會需求。不只是文

藻，許多大專院校都參

與了這項計畫。

  謝理事說：「文藻附

近有檨子林埤濕地公

園，這就是文藻的師生

們可以投入參與的地

方。」因此將濕地保育

作為文藻的社會責任計

劃，而短期目標，就是

先讓文藻的師生有更多

機會去了解其他濕地。

  謝宜臻解釋，每一個

濕地的狀態不一樣，洲

仔濕地因為是民間團體

經營，而且是高雄的第

一個案例，所以建立了

一些經營管理的方式，

要營造出濕地的生態並

不容易，或是市民的環

保意識沒有那麼高，最

後變成一般的公園型

態，跟以生態復育為方

向的型態有所落差。 

  洲仔濕地除了希望營

造廣泛的濕地環境之

外，也致力於水雉鳥的

復育，因為在十幾、

二十年前，高鐵興建期

間，全台灣水雉鳥的數

量僅剩約五十隻，瀕臨

絕種，因此當時推動洲

仔濕地時，特別針對水

雉鳥喜歡浮葉性植物的

特性來營造棲地環境。

  現今固定會出現在洲

仔濕地的水雉約有四到

五隻，冬天時則稍多，

約有七至八隻，因為冬

季生存不易，水雉會聚

集到像洲仔濕地這樣較

為安全的環境中。每年

都會有小水雉孵化，一

窩約三、四隻，而目前

全台灣的水雉數量在夏

天的高峰期可達約四百

隻，但經過一個冬天

後，很容易折損剩下兩

百多隻。

  這次的經驗顯示，如

果有重大建設計畫的

話，野生動物原生的棲

息地能夠維持原樣是最

好的，反之則必須做棲

地復育的工作，才能保

護原有的生態環境。

二仁溪生態逐漸復甦。               ( 羅可欣攝 )

謝宜臻理事 (站立者 )在台上向大家解說濕地生態。             ( 吳恩郡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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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仔濕地復育許多動植

物，此為台灣萍蓬草。      

       ( 洲仔濕地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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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安推廣無毒米 阿公阿嬤來加持
老人家生平第一次逛大學 文藻安排歌舞迎賓 邊看邊拍眉開眼笑

林玉幸阿嬤 (右一 )到場支持自家種的農產品。                 ( 李亭儀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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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冬、延正小農 市集生力軍
填補產季空檔 手工藝品新鮮開賣，南投來的茶 香氣滿文園 ...

【記者曾郁雅報導】10

月 25 日在文園舉辦的

小農市集，人潮眾多。

屏東佳冬社區的邱淑琴

小姐，因為是第一次參

加，不知道要拿什麼來

賣，選上社區裡大姊做

的手工藝品。

  邱淑琴說，佳冬社區

裡的古蹟很多，光是三

級古蹟就有三個。石斑

魚，還有蓮霧也是佳冬

有名的特產，目前不到

蓮霧產季，無貨可售。

  竹山的延正社區賣的

蜜香紅茶，喝起來比普

通的紅茶多了一股特殊

的蜜味，設攤的管梅秀

是茶藝師，曾經是茶道

協會的理事長，卸任後

接社區的理事長。

 延正社區帶了四季

【記者李亭儀、劉育如

報導】一群台南仕安社

區的阿公阿嬤，他們從

來不曾看過大學校園，

10 月 25 日，來到文藻

外語大學，看到小農市

集在賣他們種的米，欣

賞弗朗明歌舞蹈和吉他

演唱，每位阿公阿嬤臉

上都掛著燦爛的笑臉。

  仕安社區位於臺南市

後壁區，是一個人口僅

六百餘人的純樸農村，

無公害的自然環境及風

雨調和的氣候，培育出

許多優質的農產品，面

對工業社會所產生的人

口外移，人口老年化的

程度日趨嚴重。社區將

近 21% 皆為 65 歲以上

的老年人，里長廖育諒

說，讓社區裡的老人家

來到學校被學生的氣質

感染，讓他們感受到許

多活力，也會更開朗。

  他們先到文藻校史館

參觀，天主教吳甦樂系

的教育文化，阿公阿嬤

都稱讚。中午到了至善

樓用餐，搭乘電梯到

13 樓，從高處往下鳥

瞰青綠校園，不斷的說

文藻真的好美。

  當天在文園辦的小農

市集活動上，也有仕安

社區合作社來擺攤，賣

起仕安米，有白米、糙

米還有黑豆水。廖育諒

說，仕安米是取自世代

平安的意思，有機黑豆

產期從 9 月到 12 月，

市社區的另一項優質產

品。

  六十九年次的伍俊達

承接父親的金紙事業，

是仕安合作社理事，也

是社區課後輔導班主要

的推動者。他們成立合

作社，是幫助社區老人

家有更多的福利，並且

弱勢家庭的小朋友有更

多學習的機會和空間。

  阿公阿嬤在逛小農市

集時，也觀賞了表演，

學校安排弗朗明歌舞

蹈、和吉他演唱，很多

阿公阿嬤拿手機一直錄

影，還給表演者鼓掌。

  林玉幸阿嬤表示，他

們是為了那些去幫助他

們的女孩子來的，那些

女孩子就是國企系蔡振

義教授所帶領的國企系

二年級的同學們，他們

利用整整兩個月的暑期

與社區的居民相處，深

入體驗他們的生活，建

立密切的聯繫和感情。

  最後，阿公嬤們強

調，他們的米都是無毒

的哦 !才結束文藻一日

遊，開心回家。

春、金萱、佛手茶、烏

龍等 4種茶過來，他們

根據季節種植不同的

茶，總共有 8種茶業，

可以輪流上市。

  管梅秀熱心地介紹，

四季春有花香，金萱有

牛奶的味道。紅茶通常

一般45天就可以採收，

由於天氣冷，最長也有

90 天才採收。

  她說，在冬天都製做

一般的烏龍茶，因為冬

天做的紅茶味道跑不出

來，紅茶需要熱度，揉

茶完後讓它發酵，天氣

要熱，發酵出來紅茶的

味道才會更濃郁，天氣

太冷，紅茶不易發酵。

  一般的烏龍茶會用火

炒，天氣越冷，製做一

般的烏龍茶會越好。  

佳冬社區邱淑琴 (左 )販賣手工藝品   ( 曾郁雅攝 )

▲延正社區管梅秀帶來香氣四溢的茶   (曾郁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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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六級產業化 向農二代招手
【記者魏羽辰報導】高

雄市政府農業局科長梁

銘憲於農業社區六級產

業化座談會上，強調六

級農業是一種全新的生

產銷售模式，正在重塑

農業新價值。

  梁銘憲指出，目前台

灣各地已經有很多農場

都開始實踐六級產業，

此模式是指農業生產

（一級）x農產加工（二

級）x 直銷（三級），

期望能達到六級產業

(1x2x3=6) 之生產、加

工和販售一體化，提升

產品的附加價值。

  政府現將目標族群鎖

定在「農二代」，透過

形象改造和自主性報導

的方式，顛覆傳統的從

農形象。高雄市政府還

和「農二代」合作推出

季刊《型農本色》，每

季都以型農的青春笑靨

做為封面，讓每個人都

搖身一變成為明星。

  為了達到六級產業整

合，政府培訓班錄取的

人有七成是生產者、兩

成是加工者、一成是

通路或是品牌業者，

從 2012 年開辦至今，

培訓超過 550 人，培訓

內容也隨著每年的人數

改變，培訓內容多為訓

練農民如何介紹自家產

品；培訓課程也請來專

業的攝影師，教導農民

如何搭建簡易的攝影

棚，幫自己的產品拍出

最美麗的宣傳照。由於

每年錄取率只有 20%，

被許多人戲稱”比大學

研究還難考”。這種不

教生產教生財的培訓，

其定位改變了老舊思

維，融入六級整合行銷

概念，也建構起民眾力

量和資料的串連。

  梁科長說，農業六級

產業化為高雄的農業帶

來許多成效，例如 :建

立共同品牌、成立高雄

物產、獲得參與國內外

食品展的資格和社區資

源的結合。目前除了既

有的通路，也為農民開

發新通路、提供消費者

和生產者有直接接觸的

機會等，因為現在民眾

對要吃進肚子裡的東西

十分講求，如果讓農民

直接與消費者接觸，直

接讓他們為消費者介紹

自己的產品的話，不只

讓消費者放心，農民也

更了解消費者的想法。

  梁銘憲強調，觀光休

閒將是 21 世紀最具發

展潛力的三大產業之

一，搭上農業產業六級

化潮流，必會是讓台灣

農民踏向新時代。 

考察日本農業 發現台灣在地問題

【記者彭思嘉報導】10

月 25 日，台南仕安社

區發展協會黃雅聖總幹

事，在文藻外語大學發

表了他在日本農業考察

的心得，提出了台灣農

業社區六級產業化面臨

的問題，和解決方法。

 在六級產業座談會

上，黃雅聖提到，考察

緣起是想了解日本農業

發展狀況、產銷如何相

輔共存，以及分析兩國

之間的差異。

  他說，以日本農業發

展的現況來說，要成為

農民有三大協助。分別

是「中央協助」，負責

人員的訓練以及培養。

「地方協助」，負責提

供農業用機器、溫室。

「農民協助」，負責抽

成、聘僱人工。

  以政府層面來說，要

先向育成中心申請從農

準備金，在提交研習計

畫（也可海外實習），

之後才提交從農計畫。

　以地方層面來說，黃

雅聖提到了系島市農業

公園、農業應援團、農

物直售所等農民組織。

系島市農業公園，是以

在地文化發展為主。來

販賣農作物以及物品。

  農業應援團則是使用

各種在地食材，製作出

在地料理。

  而農物直售所，由農

民聯合組織、上架，提

供個人品牌。有些產品

標榜不使用化學，內容

會清楚地標示在上面。

但有些不會強烈推銷有

機，而是使用對人體無

害的合理用藥。

　黃雅聖說，他看到有

一位婦人帶著一大堆便

當來販賣，一問之下，

婦人說她販賣的東西是

蔬菜和米，如果她帶著

菜和米直接賣的話，肯

定沒有人買。所以她把

米和蔬菜做成便當。一

大早開始煮飯，在接近

中午時段時拿去販賣，

便成了搶手貨。他們自

己會把他們的產品從第

一級變成第三級。

　他說，日本消費者將

農民看作職人，對於農

民的農業知識，是信任

而且支持他們的。

  他也提到生產思維。

他說，在台灣建造一分

地要花 100 萬，而在日

本一分地要花 1000 萬

（台幣）。日本投資高，

設備高、投資高、技術

高（重技術）、人才高

（培養人才），而台灣

是低投資、使用機器，

且台灣農民不願意學習

新技術。

  黃雅聖最後提到，對

於消費者信不信任產品

的問題，他覺得要從真

正不傷害消費者（合理

用藥）的加強做起。

翻轉銷售模式 農業局產銷加工三管齊下 建立共同品牌 開發新通路 提升競爭力

仕安社區總幹事黃雅聖 從落實合理用藥做起 建立消費者的信任

高雄市政府同業局科長梁銘憲 ( 左 )，仕安社區發展協會黃雅聖 ( 中 )、文藻外

語大學蔡振義主任秘書 (右 )和大家探討農業六及產業化。       ( 魏羽辰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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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高子晴報導】10

月 20 日下午，李彪老

師帶領採訪寫作課程的

學生實地走訪美濃區，

體會當地民情及深入採

訪在地人。

  在美濃不免會想到油

紙傘、粄條、棉絲等，

其實這些東西並不能完

全代表美濃的客家文

化，由於大部分的觀光

客到當地只會走走美濃

老街，路上隨處可見大

眾都知曉的特產，導致

許多人以為美濃只有這

幾樣物產而已。

  為了讓學生練習採訪

能力，李彪老師將同學

分成 5-6 組，由在地美

濃人帶領四處走訪，其

中一組被分配到美濃中

壇庄的祿興里。

 

  負責此區的邱國源老

師是美濃文化產業協會

的總幹事，專門研究客

家飲食文化。邱老師帶

同學們到的第一站是東

門樓，邱老師說東門樓

是美濃歷史悠久的古

蹟，乾隆 20 年所建，

經過日軍和太平洋戰爭

的摧殘和改建，成了現

今的模樣。

  邱老師講解完發現大

樹下有幾奶奶正在聊

天，便帶著學生過去採

訪奶奶們。由於奶奶們

對話都是以客家話為

主，所以同學們負責問

問題，邱老師則幫忙翻

譯。第一位邱榮英奶奶

客家精神 在田野 在日常生活

說她 20 歲時就從高雄

杉林區嫁去美濃，現在

已經 84 歲，在當地生

活超過一甲子了呢！問

到她年輕時在美濃是如

何生活的，她說：「當

年結婚後很窮，丈夫砍

柴賺不了多少錢，不得

已自己也做工養小孩，

哪像現在時代變那麼

快，小孩齁，都吃太好

啦！」

  邱奶奶還提到自己不

只做過工，還曾在成功

大學廚房做炒菜的 12

年，以前也常去採野生

的破布子，那時候野生

的破布子很值錢，居民

紛紛搶著栽種。當時他

們認為種田才是正當的

邱國源老師 (右 )幫忙翻譯邱榮英奶奶 (左 )說的話，邱奶奶說他年輕的時候常

去採野生的破布子。                                         ( 高子晴攝 )

1

美濃有超過400座土地公廟，相當特別。(高子晴攝)

工作，去抓魚的都是不

務正業的人，一旁的兩

位奶奶頻頻點著頭，很

同意邱奶奶說的。

  另外一位鍾張奶奶是

從雲林縣土庫鎮奮起里

嫁來的，她說到以前美

濃會有「做福醮」( 祭

祀神明，祈求平安的大

型祭典 ) 的習俗，家

家戶戶會吃素，甚至還

會把家裡的門板拆下當

作桌子擺放供品呢。這

個傳統民俗在全台灣已

經逐漸沒落了，邱國源

老師說美濃早在民國

83 年後就已經沒有這

項文化了，非常可惜。

  之後還造訪了「美

濃庄頭伯公」( 伯公就

是土地公 )，美濃有許

多土地公廟，超過 400

座，參觀到一半的時候

遇到兩位先生來拜拜，

我們訪問其中一位林子

雲先生，他說到：「我

奶奶在我小時候就常常

帶我來這裡拜伯公，甚

至還認庄頭伯公當乾

爹，現在想來散心的時

候就會回來美濃找伯

公。」

(接續六版 )

東門樓

是美濃

歷史悠

久的古

蹟 。 

( 高子

晴攝 )

400 座土地公廟 數量冠全台 來拜拜的林子雲：認伯公當乾爹的習俗美濃獨有

邱國源帶路 

盡覽人文景觀

邱榮英奶奶：

種田才是正事

鍾張奶奶憶往

念念做福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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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蔡宜蓁整理】美

濃也是高雄的農業重

鎮。美濃的農業從日治

時期開始發展，當時農

民們主要種植菸草，然

後向日據時代的政府進

行交易，每年 9月，視

菸草的長度來收成。種

植菸草首先得需有良好

的土壤環境與氣候，而

美濃田地裡的田水都是

透過地方水圳供給，水

圳的水源起於玉山，流

經許多縣市後才至水圳

裡。收成後，農民會先

把菸草風乾成枯黃色，

輾轉賣給日本政府，不

得私自外銷，而政府會

給農民相同的報酬，再

銷入各個公賣局。

 不過從 2016 年菸草收

成後，政府就禁止美濃

農民種植菸草，農民們

也陸續開始種植其他更

有經濟效益的農作物，

像是白玉蘿蔔、橙蜜香

小番茄、紅豆、黃豆、

野蓮 ( 俗稱水蓮菜 )、

福菜。白玉蘿蔔的價格

雖說比一般白蘿蔔價格

還高，但是在口感上有

明顯差異，當料理完

後，白玉蘿蔔的口感是

入口即化，有綿綿密密

之感，只有嘗試過的人

才能體會這種感覺。

  本來地瓜在日治時期

也是具有經濟效益的農

作物，但因當時種植技

術失傳，農民改而種菸

草、水稻，而地瓜逐漸

消失在美濃田地。直到

近五十年來，農業技術

迅速發展，農民們透過

許多管道又找回種植地

瓜的技術，地瓜才慢慢

地回到美濃的田地中，

當成主要農作物之一。

  美濃農民為了促進農

業觀光發展，想出讓遊

客來採收白玉蘿蔔與小

番茄的活動，他們會發

給來採收蘿蔔與小番茄

的遊客們，每個人一個

袋子，盡情的裝，直到

裝不下為止，讓大家不

亦樂乎，躍躍欲試。

  現在政府也會向農民

收購收成的野蓮、白玉

蘿蔔、地瓜、小番茄來

進行買賣，或是農民會

去市場上讓居民標價收

益，其中以野蓮的價格

最好，市價野蓮的價格

1公斤最低可賣 25 元，

但是讓民眾進行標價

後，一公斤可達至 80

元，價格非常可觀。

走過日治時期的菸草歲月 另闢觀光農業路徑

野蓮 白玉蘿蔔 小番茄 農田新星

美濃農民現在改種野蓮。             ( 高子晴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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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蔡宜蓁整理】美

濃也有好吃的客家美

食。「粄條」是最具代

表性的美濃食物。鍾仁

振表示粄條的主原料選

自「在來米」，在來米

用水浸泡兩個小時過後

反覆洗滌兩次，再磨成

漿。調配適當的稠度比

例是製作粄條的過程當

中看似簡單卻最困難的

步驟，因為太稀太濃都

不行，會影響到粄條的

口感，這些全要憑感覺

來抓出最適當的比例。

調配完比例後，再加入

地瓜粉，蒸熟一分鐘就

起鍋，接著將粄條全都

粄條 非在來米不可
口感關鍵在濃稠度 比例來自經驗與感覺

抹上油，讓他才不會都

黏在一起，全程一小時

後，粄條就完成了。

  邱潤廷女士也介紹了

許多美濃特色風味餐的

做法。像做客家小炒

時，要準備的的食材包

含魷魚、芹菜、豬肉和

豆干。首先，要將魷魚

泡鹽水，再用油去炒豆

乾和豬肉片，她特別叮

嚀，豬肉片只要切薄薄

的就好，不須切太厚。

   客家美食不只鹹的，

甜的也好吃，「紅粄」

就是俗稱的紅龜粿，跟

發糕一樣在客家人拜祭

祖先神靈、娶媳婦時會

用到。客家人的清明節

是從農曆二月開始，持

續到清明節才結束。而

「錢粄」，是因其外型

比照拜神的錢造型而製

作，除了祭拜神明生日

之外，客家人也用於嫁

娶。在娶妻前一晚，男

( 接續五版 )

原來，認神明當乾爹或

乾媽的是客家人才有的

文化。

  之後還去了「中圳坡

頭」(現美濃湖 ) 和美

濃盛產的野蓮田，晚上

還品嘗到在地的美濃客

家佳餚，在外面是很難

吃的到的呢！

  邱老師也歡迎同學們

下次再到美濃拜訪，經

過這次採訪，推薦還沒

去過美濃或是沒有深入

了解美濃文化的同學，

不妨到那走走，搞不好

會有意外的收穫喔！

方家裡會用錢粄拜神並

向天公許願。「桃粄」

外型比照拜拜的壽桃所

做，會跟錢粄一起用於

祭拜當中。還有客家人

只要家裡添了男丁，會

用「新丁粿」來祭拜，

感謝神靈。

美濃湖滿布野蓮 

好看也好吃

同學們開心的品嚐客家風味餐。       ( 高子晴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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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美濃》的創刊人黃森松敘述著往日情懷。   

                                   ( 巫耀禾攝 )

【記者賴相如報導】

美濃傳統藍衫的巫芹

妹婆婆，她有十幾年

藍衫製作經驗。

　在美濃，藍衫從民

國三十年初便已發

跡，最古早的藍衫到

現今的客製藍衫也有

非常大的改變。巫芹

妹婆婆說，舊的藍衫

較於樸素，而改變過

後的新式藍衫則是花

紋更花俏。而藍衫更

有男女之別，男生的

藍衫顏色會比較深，

女生的會來的淺一

些。還有古早時期結

婚時女性穿的藍衫顏

色會更為鮮艷，花紋

也會更美。

　藍衫的製作方式繁

瑣，每一個步驟都需

要純手工去測量剪

裁，由於巫婆婆的視

力退化嚴重，目前沒

有繼續接客製藍衫的

訂單，還好美濃還有

能客製藍衫的店家，

假如有人對藍衫有興

趣，都歡迎大家客製

一件帶回家收藏，不

過藍衫的價格不菲。

　問起藍衫的製作過

程，巫婆婆一邊回

想，一邊說：「要先

由後面開始剪裁才能

往前剪，再來是袖子

的部分，袖子結束之

後是邊邊角角，屬於

比較細微的部分，最

後再把正面以及袖子

部分的花紋給車上去

就完成了。」

　巫婆婆還說：「立

領還有扣子，全部都

是手工一針一線去完

成的，也是整件藍衫

最為困難的部分。」

　巫婆婆說，現在很

少有人穿藍衫了，除

非是在美濃舉辦特別

的活動，有表演需要

才有製作藍衫的需

求，像是蘿蔔季、二

月季和廟會活動等

等，都能在表演者身

上看見藍衫的蹤影。

傳統客家藍衫古樸有味。         （賴相如攝 )

逐漸消失的傳統服飾 只在蘿蔔季、廟會活動才能看到

巫婆婆穿針引線製藍衫

( 記者陳家莉報導 ) 

《今日美濃》的創刊人

黃森松 10 月 13 日以

「重建老阿嬤灶下，找

回客家老味氣」為題，

介紹了美濃的歷史、傳

統產業在時代變遷下的

衝擊，並教授在鄉村採

訪的經驗技巧。

　黃森松是應李彪老師

的邀請，為 20 日的美

濃訪談計畫前來作行前

協同教學，配合文藻大

學責任計畫的執行。

　黃森松是土生土長的

美濃人，以在地人角度

看美濃。提到美濃，老

師便從面積、地理位置

介紹起，他拿起一張他

僅有的美濃區地圖，黃

黃舊舊的，摺疊痕跡處

有些撕裂，就像是他的

寶貝。

　黃老師說，在清代科

舉制度下，美濃曾孕育

出一位進士及五位舉

人，被譽為科舉大鎮，

近年來更是培養出超過

百位的博士，因此有了

「博士的故鄉」之美

稱。

　黃老師還說他是有學

校讀到沒學校念，民國

64 年，政大新聞所畢

業後，沒繼續升學也沒

有出國讀書，學歷僅到

碩士學位。老師還透漏

在他準備考碩士班考試

的小趣事，他的阿嬤當

時去廟裡拜拜祈求孫子

「不要」考上碩士班，

與一般人到廟裡求神問

卜的動機完全的背道而

馳，相當趣味。當然，

老師依然考上研究所，

老師表示還是第一名考

上的，相當得意呢。

　黃森松說，他是靠菸

草長大的，沒有菸草他

沒辦法讀到研究所，所

以菸草是他的恩人也是

仇人。他的父母種菸，

他等於是菸草的孩子。

隨著貿易國際化的衝

擊，菸草開始限制收

購，但收購量逐年減

少，現在菸草公賣局不

收了，等同於菸草在台

灣沒生存的空間，沒有

被種植的意義了。

  在黃老師的回憶裡，

紅甘薯、甘蔗、蓬萊米

等農作物現在都不復從

前，沒了那記憶中的滋

味，粄條不再是當地蓬

萊米製作；油蔥酥不再

是古法製作；面帕粄從

Q 彈有嚼勁變成橡皮筋

條；豬骨湯味道不再，

太多都變了，所以老師

再三提倡「重建老阿嬤

灶下」，希望能再興起

美濃傳統的古早味美

食，不過事情不是憨人

想的那麼簡單，執行上

總是不順暢，至今仍是

無法成功復興。

黃森松 尋找記憶中的美濃
盼重建阿嬤灶下 找回客家古早味 直言粄條油蔥酥排骨湯已走味  

今日美濃
創 刊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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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家莉、邱懷

玉、李玉漩報導】跟隨

著綽號「海哥」的劉成

海先生，走訪龍肚庄探

訪客家人居住和信仰的

文化。

  第一個點美濃的香格

里拉 -客家夥房。建築

的風格與一般的閩南式

三合院看似沒差別，但

祕密藏在細節裡。前有

半月池，後有化胎。化

胎就是建築物後方的小

山丘。水代表錢財，水

隨著小渠蜿蜒流向前方

的半月池就是蓄財的意

象，願家財萬貫；而化

胎是用來蓄氣，祖先庇

蔭後代子孫考中科舉，

讀書能夠功成名就，為

家族名聲爭氣。

  而堂號所代表的是不

同姓氏，所看到的「潁

川堂」為鍾氏家族的堂

號。海哥說，美濃另一

個「穎川堂」為陳氏家

族的堂號，堂號的讀法

是「穎川堂」，要先讀

最右邊的「穎」，再讀

最左邊的「川」，「堂」

是最後讀的。

  堂號是每一姓氏的淵

源，也是每一姓氏的代

稱。客家人大都掛起祖

先的堂號，視為光榮的

標記。 這是因為古代

械鬥頻傳，客家人為了

辨別種族而做出的區

別，造就出與閩南式文

化的差異。

  走進第二廳，牆的兩

側上有專屬於客家風格

的對聯，這對聯上的字

有兩大意義 :第一，姓

氏祖先的豐功偉業，彰

顯家族的輝煌歷史。第

二是祖先的來源地，意

味著不忘追本溯源、飲

水思源的精神。

  海哥帶我們繞到屋子

旁的土地公伯塚，客家

人將伯公視為最尊敬的

神明，是美濃人最不可

或缺的生活信仰。這個

土地伯公廟，與一般的

廟極為不同，它沒有屋

頂，看似墳墓，不同的

是，前方有石頭供桌，

後面還有八卦，用來與

天庭直接溝通。

  接著，前往朝天五穀

宮，侍奉神農大帝，神

農大帝又稱五穀大帝，

客家夥房 述說先祖的根與足跡
對聯堂號記錄著祖輩過往榮光 半月池與化胎 展現居住和信仰文化

( 左起 )陳家莉、邱懷玉、劉成海、李玉璇一起走訪龍肚。        ( 高子晴攝 )

客家夥房如同三合院，簡潔樸實。     ( 陳家莉攝 )

手上拿的農作物分成三

種:稻米、水果、藥草。

  海哥帶我們看這座廟

最特別的東西 -水井。

他說，五穀宮位於中央

山脈的最尾端，不必鑿

深井便可有山泉水。

  美濃平原在群山環抱

中，左擁玉山山脈支

線 :思行頂，右抱中央

山脈尾脊 :茶頂山，美

濃人認為這是一個吉祥

的象徵，才得以孕育出

眾多碩博士優秀人才。

  海哥還說，這邊是美

濃最棒的夕陽觀景台。

能夠俯瞰整個美濃，視

野相當遼闊，也能感受

到美濃的與眾不同的精

神。海哥還介紹廟裡的

廚房，這廚房留有傳統

的灶，那兒的婆婆還有

用這個灶煮菜煮飯呢！

  海哥說了個有關神農

大帝的一個趣味笑話。

多年前，海哥到美國的

學校留學，學校餐食實

在不怎麼樣，不過沒錢

也只能硬著頭皮吃啊，

然而有一天，學校廚師

換成一位黑人，看到海

哥就夾特別多飯菜給

他，海哥頗驚訝，想廚

師可能不小心夾太多，

過了幾天，黑人廚師還

是夾那麼多菜。

  海哥決定去跟廚師道

謝，廚師便說他環遊世

界那麼多國家，就台灣

人不會歧視黑人 (神農

大帝也是黑臉 )，還會

拿東西給他們吃、對著

他們拜拜，廚師感到相

當開心阿！

伯公 人們生活的靠山

好山好水 孕育許多才子

傳統的灶還在燒 ...

  最後一站 -竹子門水

力發電廠，竹子門發電

廠興建於西元1908年，

主要功用為開發南隆平

原、解決美濃地區灌溉

及民生用水、供應高屏

地區電力的需求等問題

水力發電廠 有先祖護

所設立的水力發電廠。 

  海哥介紹了旁邊的土

地伯公廟，在土地公旁

有個小牌位，手頭寫著

三位前人的姓名 :涂伯

清、蕭阿旺、鐘丁伯。

特別紀念是因為他們是

挖掘水圳的三大重要人

物。早期農耕需要水

源，各區為了爭奪水源

展開械鬥，而這三個人

為了平息爭奪問題，開

始發起挖渠水道，為此

區域引進水源。

  在回程路上，海哥再

介紹一座土地伯公的露

天廟 :里社真宮。露天

的廟全台僅存三座，三

座都在美濃。里社真宮

是治水的土地伯公，保

護龍肚，免錢財外流，

庇蔭著龍肚的居民們。

  美濃行腳，你所不知

道的美濃，真的很有趣

也學到許多不曾被世人

知道的背後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