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庄人帶路

「水尾」桃花源——自成一格的瑞穗鄉富源村

美衣客：耐人尋味的客家本色——藍染

好食客：創新又傳統的好味道

住客庄、好客行：參古廟 入山行 泡好湯

客家本色

不辭小事  就能成大事——

專訪蕭氏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蕭雄彰

客庄後生

擁有老靈魂的客家新男孩——楊蘭崴

活動預告

進擊的鼓王——

拔仔庄客鼓鳴心～鼓王爭霸戰

客家人的年度活動——義民祭

活動成果

閃亮亮的阿婆

活動訊息

葉日松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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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 193 縣道（原樂德

公路）是鐵馬騎士心中的天

堂之路。在 107.9K-110K 處，

長約 2 公里的路段，有阿勃

勒夾道而生。每年 6 月黃花

盛開，點亮了整條公路。鮮

黃色的花串，搭配遠山、藍

天、白雲、稻浪，層次分明，

風景如畫。夏日獨有的特色

美景，正等待旅人到訪。

目
錄

CO
N

TEN
TS

封面故事





2

「水尾」桃花源    —    自成一 格的　　　　　　

   瑞穗乡富源村

　　瑞穗鄉因位在秀姑巒溪的下游，

舊時稱為「水尾」，風光秀麗，農產

豐富。除了秀姑巒溪，此地也以溫泉

馳名遠近。鄉內的富源村，在拔仔溪

　　江士仁，外號江大山，從小在瑞穗鄉富

源村長大，從北部科技公司退休後，決定回

鄉蓋一間好房子給父母住。他一邊經營民宿、

一邊向客人導覽簡介在地風情。在過程中對

家鄉的感受深刻，導覽也因此格外生動。他

同時積極參與社區事務，現擔任富源村村長，

也是富源村保安宮副主任委員、瑞穗鄉生活

美學協會理事。

　　周玉梅，從小在富源村長大，父親是外

省人，母親是道地的台灣閩南人。玉梅後來

成為客家媳婦，從一句客家話都不會說，到

通過客語認證的「　講客」。周玉梅原本擔

任會計，後被延攬進入數位機會中心擔任駐

點人員，找到轉變社區命運的契機，因而投

入社區營造。曾擔任富源村村長，現為富源

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帶路人簡介 帶路人簡介

和馬蘭鉤溪的交會處，轄內的蝴蝶谷

就曾以野溪溫泉著名，瑞穗可說是著

名的好水之鄉，有如現代桃花源。

客   　人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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靚染工坊──提供社區婦女就業機會

　　「靚染工坊」早期是提供給社區

的長者們畫畫的空間，後來請老師來

教蠟染，接著慢慢的發展成靚染，成

為社區婦女們一起工作的染布工坊，

除了找回染布的技藝，也提供社區婦

女工作機會，接到不少訂單。工坊外

就種了藍染的植物之一一「木蘭」，

木蘭不好照顧，栽種時陽光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濕或太乾，雖然現在染料還

不能全用自己種的植物提供，但木蘭

有展示和教育的意義，可以提供參訪或

購買的民眾了解，所以大家都很細心的

呵護著。

悉心照顧藍泥，每一桶都自有個性

　　工坊後有三個加蓋的大水桶，雖

然其貌不揚，卻是珍貴的藍泥。身為

工坊元老級的周玉梅說，這三大桶藍

泥，從之前的同事開始培養，為的就

是啟動染料製作的第一步，「製靚」，

首先是把藍染植物生葉浸泡水中，藍

1. 周玉梅說藍泥是活的染劑，有自己的個性  　　

2. 工坊裡展示各種藍染作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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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喜歡的葱、薑、蒜或九層塔，越

南菜也會加，至於越南菜裡的靈魂角

色沾醬，她一直堅持自己調製，讓道

地的越南味道可以保留。

　　周玉梅說，越南小吃已經變成外

地求學孩子最愛的家鄉味了，她自己

也喜歡吃越南麵，尤其裡面會放客家

人喜歡的油葱，讓她倍覺親切。現在

一比的兒子高中畢業後也通過丙級廚

師證照，決定在小吃店中，繼續將媽

媽的味道傳承下去。

客庄的越南家鄉味

　　瑞穗的族群分佈平均，閩南、客

家與原住民大約各佔三分之一，飲食

風味更是多元融合，又在融合之中展

現獨特的口味。

　　富源街上充滿客家好手藝的知名

餐館，但是富源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周玉梅，以在地人的味蕾，推薦的是

一家「富源越南小吃」，由二十年

前嫁到富源的阮氏玉璧經營，從一間

小攤子，經過十幾年，已經變成當地

居民熟悉的家鄉味。喜歡做菜的阮氏

玉璧在兒子五歲左右開始經營越南小

吃，包括越南河粉、春捲、越南麵，

還有很少看得到的越南蛋餅，都可以

吃得到，當地居民暱稱她為「一比」。

　　一比說，因為先生是客家人，常

會吃到客家菜，其實她很喜歡吃客家

小炒，吃過後就會做了。越南和客家

或臺灣的傳統飲食相近，都喜歡米食，

獨特的越南蛋餅、越南麵

花蓮縣瑞穗鄉中正路一段 243 號

(03)881-2275

09:30–20:00 ( 週一至週日 )

09:30–14:00 ( 週四 )

富源越南小吃是當地人熟悉的家鄉味

富源越南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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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茶與小吃的完美結合

　　眾所皆知瑞穗是著名的茶鄉，「瑞

穗綠茶肉圓」由張烈東、張朝勝父子

一起經營，是瑞穗街上著名的小吃，

店面不大，來吃的都是熟客居多，也

有遊客慕名來吃他們研發的獨家綠茶

肉圓。周玉梅說，綠茶肉圓相當健康

爽口，是當地人喜歡推薦的在地小吃。

　　張烈東喜歡茶，本身也在開茶行，

他覺得做吃的都是良心事業，必須健

康。由於他出身彰化，引進傳統的彰化

肉圓，加上自己賣茶，對茶也算相當內

行，就研發將瑞穗產的綠茶加入肉圓的

皮和餡，經過各種比例反覆測試，終於

做出滿意的肉圓，實際嚐起來滋味獨

特，尤其是肉圓的皮又 Q 又脆又軟，

口感非常好，讓人一口接一口。

　　除了招牌肉圓，張烈東的客籍太

太，也有一身好廚藝，店裡的菜色幾

乎都是出自她手，搭配肉圓的豬腸

湯，以及張烈東自豪贏過五星級飯店

的拌「枝蕨」（過溝菜蕨、過貓），

都是必點，尤其是「枝蕨」，用獨家

醬料熱拌的方式，相當鮮嫩。原本老

婆煮給他當宵夜吃的什錦麵，試作給

熟客吃之後，一躍成為招牌菜單「私

房麵」，裡面有熬得鮮美濃郁的高湯，

還有大量蔬菜、炒得鹹香的豬肉和煎

得香香的荷包蛋，每一口都吃到滿滿

的愛。

綠茶肉圓外皮 Q 脆清爽、招牌菜「私房麵」

花蓮縣瑞穗鄉中正北路一段 22 號

(03)887-2215

10:30-14:00、16:00-20:00

張烈東、張朝勝父子一起經營瑞穗綠茶肉圓

綠茶肉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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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61 年 ) 新建鋼筋混凝土構造，

才是現今所看到的保安宮。儘管幾經

更迭，但新建規劃時還是將過去的歷

史文物嵌入新建築中一一包括廟門前

可看到距今 86 年，在 1934 年（昭和

9 年）由陳毛、張阿炎所獻之龍堵、

虎堵。另外還包括寫有「拔子 湯氏阿

妹」的石獅子，吊掛在樑上的古鐘、

大鼓等日治時期沿用至今的古文物，

以及廟內有磚刻的福德正神。放置於

五穀先帝神龕內的盤古大帝牌位，也

相當珍貴。保安宮於 2012 年 ( 民國

101 年 ) 經花蓮縣文資審議會審議通

過，登錄為「歷史建築」。

城隍爺遶境發展成鼓王爭霸

　　擔任保安宮副主任委員的江士仁

說，過去居民的生活中心都圍繞著廟

會發展，農曆的 5 月 13 日是城隍爺

的壽誕，他記得小時候，從農曆 5 月

12 日的晚上就會開始進行城隍爺三村

遶境，「暗訪」是拔仔庄的年度盛事，

由范謝將軍做前導，各村各鄰都會出

動鼓陣，以前還會有壯丁挑著大鼓，

或開鐵牛車，載大鼓跟著遶境，主要

目的是威嚇孤魂野鬼，由城隍爺收攝

後，保佑居民一整年的平安。5 月 13

日當天，則擴大遶境，南至瑞穗，北

至大富，後來甚至發展成鼓王爭霸戰，

被客家委員會列為客庄十二大節慶活

動之一。

　　因此，來參廟除了可以看見過去

的傳統文化，還有常民生活其中的氣

息。江士仁說，由於屋頂上的琉璃貼片

等都已經斑駁脫落，有些柱子也因為過

去地震產生裂痕，目前已經著手進行歷

史建築整修維護計畫，希望讓這座具有

歷史和信仰意義，以及和地方情感緊密

連結，並且是重要節慶活動場地的城隍

廟，恢復原有的光彩面貌。

屋頂上的琉璃貼片已經斑駁脫落，
目前著手進行歷史建築整修維護計畫

正殿兩側可看到吊掛在樑上的古鐘大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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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並回饋社會。從以前就腦筋靈活

的蕭雄彰，從來不怕多學多做，他相

信只要準備好，遇到機會降臨，就能

緊緊抓住，發揮自己的才能。

　　蕭雄彰出生於新竹大埔，是家中

的長子，上面有兩個姊姊，下面有一

妹一弟，父母務農。小時候跟著父母

移居臺東鹿野，生活清苦單純。一直

到當兵，他接觸了來自各地的袍澤，

才慢慢打開視野，也開始開竅。「我

當兵的時候不會接電話，因為從沒看

過電話機，但我的字寫得很漂亮，因

為入伍前父母會要求我們把字練好，

字好代表學識好，我因此被派到文書

的工作，也得到更多機會。」蕭雄彰

說，他當兵後接觸了各式各樣的人，

發現大部分的人資質都差不多，農村

的孩子不會比較笨，只是很多人沒有

上學讀書，也缺乏資訊，少了很多機

會，非常可惜。

抓住機會 勤奮學習

　　初中還沒有畢業，因為父親身體

不好，蕭雄彰就中斷學業回家幫忙，

晚上再通車去念夜校，拿到初中學歷。

當兵時，他曾在國防醫學院值勤，也

把握機會學習醫療器材的專業領域。

退伍後，他和女友結婚回到臺東，參

加臺東農工機械就業班，接著到臺中

做自動控制、開關箱、配電盤工作，

晚上跟加工廠批貨到夜市擺攤，之後

又做二手摩托車、二手汽車的買賣。

　　沒有放棄任何機會，他一邊做一

邊觀察，覺得自己電機的專長，在臺

東當時以農為主的的環境施展不開，

在西部競爭又多，於是在 1975 年決

定到花蓮闖天下，用辛苦工作存下的

錢，買了一些二手機具，開了第一家

電機行。剛開始生意不好，他就到處

跑工地，泥水、木工、鐵工都做，甚

至同時兼做兩處，利用工作學習技能，

也廣結人脈，交流各種訊息，慢慢的

鐵工廠生意上軌道。兩年後，他為了

配電的工作兼做材料批發，在鐵工廠

下成立「蕭氏」。後來，他將鐵工廠

交給弟弟經營，1990 年，從鐵工廠獨

立出來的「蕭氏」，在花蓮市鎮國街

的小巷裡正式開張。

蕭雄彰多年來默默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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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商機 做出口碑

　　觀察到花蓮人口少，各種專長的

師傅也常身兼好幾種技能，如果營運

要成長，就要讓顧客進入店家後可以

順利購買所需要的所有物件，於是從

高壓到弱電，水料、電料開始，擴充

到家庭五金、消防器材、交通安全、

衛浴設備、燈具飾品等，只要進入這

家店，就可以買到全部需要的用品。

「蕭氏」是花蓮唯一將批發和零售結

合起來的材料行，幾乎佔花蓮五成的

市場，讓外縣市許多業者都來參觀請

教。

事業有成 回饋社會

　　事業有成之後，蕭雄彰董事長也

默默回饋社會，他認養花蓮縣家扶中

心扶助兒童，至今 30 幾年，並擔任客

屬總會 1999 年到 2002 年的理事長，

他也是花蓮縣民防總隊大隊長、中華

義警顧問團主席、臺灣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花蓮分會常委等。雖然工作忙

碌，蕭董事長喜歡動腦，也喜歡學習。

他從最早 286 的電腦開始學習，到後

來幫公司十幾萬件商品研發條碼，學

以致用。不喝酒應酬的董事長，把時

間都拿來學習與回饋社會，他覺得取

之社會、用之社會，理所當然。

　　因為有客家的勤奮精神，以及父

母從小教他要「自重」，約束好自己，

不要造成別人麻煩，蕭雄彰董事長努

力讓自己以身作則。他說客家人自制

力強，是非觀念清楚，但對金錢比較

保守節儉，因此他也感謝閩南人的太

太，和他比較保守的客家個性互補，

讓他能打開格局。太太跟著他吃苦，

是他來到花蓮創業，沒有退路時激勵

他的最大力量。如今在花蓮生活已經

超過四十載，變成道地的花蓮人，希

望能持續為花蓮人提供更多服務，回

饋地方。

1. 蕭雄彰一手創立東台灣最大的水電 　

　五金百貨「蕭氏」

2. 蕭雄彰有客家人的勤奮精神

1

2

蕭氏企業有限公司



客庄后生活动讯息
6-9月

活动预告县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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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無酬幫忙訓練客語專長小選手，希

望將母語一路向前推進，向下傳承。

　　推動客家文化的過程中，楊蘭崴

感受到海外的客家青年雖然很團結，

但是幾乎不會講客家話，他因此成立

「臺灣海內外客家後生交流協會」，

結合美國、馬來西亞、韓國、泰國等

地的客家年輕族群，一邊推動母語，

藉由一年一次回台灣交流的機會，帶

著他們到各個客庄參訪，深化對客家

傳統文化的認識。

耳濡目染 傳承長輩客家好手藝

　　這個從小跟父母、阿婆、叔叔住

在吉安稻香的大男孩，不但受到母語

深厚的浸潤，阿婆和媽媽長輩們也豢

養著他的客家味蕾。鹹地瓜湯圓、水

粄、艾草粄、牛汶水都是他兒時熟悉

的好味道，他在耳濡目染下傳承了長

輩的好手藝。楊蘭葳還求新求變，把

抹茶粉、可可粉加入發粄中，意外做

出創新好吃的客家美食。有時候遇到

廟會或需要大型供應餐食的場合，楊

蘭崴也會擔起大廚的任務，與婆婆媽

媽們組成團膳組。

研究客家文化 未來將全台踏查

　　父親是很傳統的客家人，深深影

響蘭崴，他年紀輕輕就對客家重視的

祭祖、儀典、節慶等傳統文化非常有

研究，包括祭祀祖先的排序，婚喪喜

慶如何點燈，廟會如何祈福，如何請

神與送神，都相當內行。除了擔任司

儀，也受邀擔任客家信仰中心義民堂

副總幹事，協助相關祭祀與行政事宜。

　　楊蘭崴說，客家人很重視家族，

每年正月 16 日回到苗栗祖祠「掛紙」

( 掃墓 )，就可以看到家族開枝散葉的

盛況，雖然很多旁系親戚都不認識，
客家擂茶也難不倒楊蘭崴





客庄后生活动讯息
6-9月

活动预告县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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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來此屯墾的清軍有個心靈

寄託，信眾謝芳榮興建茅草屋（現今

的保安宮），祭祀源自福建同安霞海

府城隍。保安宮是花蓮地區最早的城

隍廟，創建至今已 130 餘年的歷史，

一直是拔仔庄當地居民的信仰中心。

農曆 5 月 13 日為城隍聖誕，為慶祝

城隍聖誕，拔仔庄內共 24 鄰，每一

鄰都出一個陣頭，以人力合挑大鼓方

式參加 5 月 12 日晚上的「城隍暗訪」

遶境活動。

    1970 年代以後，台灣經濟發展由

農業轉型工業、商業，西部工廠到處

林立，導致東部地區大量人口外移。

人口外移的結果，直接反映在城隍

爺廟會遶境上，就是完全靠人力肩挑

的大鼓陣，先是變成以拼裝車載鼓的

形式，沒幾年電子花車又逐漸取代大

鼓陣。原本最具威勢的大鼓陣，從此

落沒，成為點綴性的零落鼓聲。直到

1998 年，由富源社區發展協會前任理

事長林興華帶領地方有志之士，以社

區總體營造精神，開始辦理「鼓王爭

霸戰」，希望藉此喚醒村民的記憶，

恢復並發揚拔仔庄優良的打鼓傳統。

本項活動自 2009 年起獲客家委員會

列為「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之一。

今年的「客鼓鳴心─鼓王爭霸戰」首

先在 8 月 1 日（週六）舉辦歡喜鑼鼓

滿客情晚會，邀請去年冠軍隊伍表演；

8 月 2 日（週日）尬鼓競技正式開始，

當天在富源國小的活動現場，還有客

家產業嘉年華、好客小學堂、擊鼓翻

轉等趣味活動。此外，今年更以聲光

科技融合在地文化，自 7 月 18 日起

在保安宮舉辦為期 30 日的光雕秀，

並有 10 梯次的客庄一日小旅行，歡

迎民眾上網追蹤最新情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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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義民祭文化活動祭祀大典都

由縣長主祭，帶領來賓一同「挑擔奉

飯」，以客家古禮─五獻禮向義民爺

獻上最高敬意，祈求義民爺庇佑花蓮

縣境內風調雨順。同時富里鄉竹田義

民亭及鳳林鎮長橋義民亭也於義民節

當天辦理祝壽祈福祭祀大典。

　　縣長徐榛蔚以「幸福花蓮、花園

城市」為施政主軸，為了讓客家文化

發揮傳統與現代兼容並蓄之特色，除

了祭儀，也邀請縣內客家團體表演客

家音樂、舞蹈及民俗技藝。今年客家

事務處更規劃打造智慧多媒體展覽，

運用光影互動技術，讓民眾透過互動

體驗認識客家義民文化。

2020 年義民祭活動，

請隨時關注花蓮縣政府客家事務處官網訊息。

客家人的年度活动    ─    义民祭

　　花蓮縣政府每年暑假舉辦義民祭

文化活動，今年將邁入第 7 年。

　　花蓮義民堂起源於傅崐萁前縣長

對於客家文化傳承與信仰文化的重

視，於 2010 年特囑自新竹義民廟分

香花蓮客家文化會館，建構民俗信仰

中心，以表彰客家信仰與文化傳承的

精神。2014 年首辦融合原住民、閩南

及客家族群特色呈現的全縣客家義民

文化祭。

　　每年義民祭文化活動祭祀大典，

客庄后生活动讯息
6-9月

活动预告县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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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風景》

花園一群蜂

屋背出天弓

椰子樹  企高高

圳溝水  緊唱歌

一群雞鴨屋唇尞

曬穀个阿公無閒坐

《農夫》

蒔田　挲草　割禾

犁耙　碌碡　腳鋤

一生人

精彩个故事歸米籮

取自 <<日頭尞床了　客家童謠創作 >>，文學街出版社印行

注釋：

1. 屋背：屋後。

2. 天弓：彩虹。

3. 緊：一直。

4. 屋唇尞：屋旁遊玩或休憩。

5. 个：的。

6. 無閒：沒有時間。

注釋：

1. 蒔田：插秧。

2. 挲草：除草。

3. 割禾：割稻，收成。

4. 犁耙：指農具犁和耙。

5. 碌碡：亦為農具之名稱。

6. 腳鋤：鋤頭。

7. 歸：整個、滿。

2018.12.19

2018.12.23

叶日　诗选



33

花蓮市好客文化會館

花蓮縣客家文化會館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復興街 98 巷 1 號

電話：(03)835-0315

開放時間：08:00-17:30

（12:00-13:30 休／周六、日休館）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 60 號

電話：(03)852-7843

開放時間：09:00-17:00

来讲客大家 客家本色资讯馆舍 活动成果 美衣客 住客庄好食客 好客行

想知道更多資訊，

請上我們的FB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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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林鎮客家文物館

吉安好客藝術村

壽豐鄉文史館

客家生活館

地址： 花蓮縣鳳林鎮中華路 164 號

電話：(03)876-2625

開放時間：08:30–17:00

　　　　 （12:00-13:30 休／周一休館）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慶豐村中山路三段 477 號

電話：(03)854-2993

開放時間：09:00-16:00（周一休館）

地址：花蓮縣壽豐鄉中山路 320 號

電話：(03)865-3830

開放時間：08:00-16:00

　　　　 （周一、五、六、日休館） 

地址：花蓮縣玉里鎮仁愛路二段 8 巷 10 號

電話：(03)888-0705

開放時間：08:30-17:00

　　　　 （11:30-14:00 休／周一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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