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庄人帶路

豐饒青春 邊境近境——富里鄉

美衣客：傳遞祝福的手工棉被

好食客：特色泥火山豆腐＆傳統媽媽味手路菜

住客庄、好客行：客製化帶路 體驗邊境米鄉祕境

客家本色

願當永遠的批判者——文史工作者劉青松

客庄後生

為文化抬轎——富里鄉竹田村長陳勝駿

活動成果

客鼓鳴心～鼓王爭霸戰

客家志工手作客家花布香草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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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六十石山、赤科山

以及臺東太麻里金針山為花

東縱谷三大金針栽植區，每

年 8-10 月 金 針 花 季， 遍 地

澄黃綿延，吸引大批遊客走

訪。正如金針花的別名「忘

憂草」，暢遊在花蓮客庄仙

境般的花海中，期間限定的

療癒美景，令人忘卻俗世一

切煩憂。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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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33



4

老店職人 鄧文貴「鄧爸」

　　在富里舊街上，有一家沒有招牌

的棉被店，被鍾雨恩這一群年輕人稱

為「鄧爸爸手工棉被」。他們口中的

「鄧爸」鄧文貴，是大家心中的傳奇

人物，也是一位「斜槓歐吉桑」。鄧

爸是目前唯一堅持手打棉被的職人，

棉被淡季的時候，他就務農，他曾種

過香菇，做過有機栽種，現在則是種

苦茶樹。今年因為天氣熱，苦茶樹枯

了好幾棵，讓他非常心疼。

祖傳手打被 ６歲開始學習

　　祖籍江西的鄧文貴，手打棉被是

祖傳，他六歲就開始當父親的學徒，

從最簡單的拉棉花開始，也要學著自

己做棉線，一路被父親邊揍邊學，慢

传递祝福的手工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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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的，技術好一些就開始學習拉紗，

全部的技術純熟「出師」，至少要六

年。他笑說，父親用來敲他的手指指

節都長繭了！

夫妻分工 鄧媽負責釘棉被

　　鄧爸回憶以前，樣樣都自己做，

裝著棉花的被胎，都要「牽棉紗」，

以家傳工法、自製的彈弓「江西斗」

將棉花彈開彈鬆，再將彈好的棉紗壓

緊，最後固定的工作「釘棉被」，則

是由太太——「鄧媽」徐秀位登場，

這是公公傳授給她的獨門功夫，用針

線把棉紗固定好，棉紗才不會亂跑，

可以維持棉被的平整和蓬鬆。

　　徐秀位是吃苦耐勞手藝又好的客

家婦女，所以公公傳授她很多製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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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現在剩他仍老驥伏櫪，守著花

東區目前唯一的手工棉被店。鄧文貴

說：「這是爸爸留給我的技術，能做

多久是多久。」

　　帶路人鍾雨恩說，雖然現在棉被

用各種人造絲或先進素材製作，主打

輕薄保暖以及各種機能，讓傳統棉被

不敵而逐漸沒落，但其實在鄉間，手

打棉被是一種祝福，通常晚輩結婚成

家或是要遠行，長輩都會買一床鄧爸

的手打棉被相贈，職人細心製作的棉

被，除了實用，蓋在身上的溫暖和微

微的重量，也傳遞祝福，代表著一份

慎重而綿延的心意。

花蓮縣富里鄉中山路 120 號

1.2. 用針線把棉紗固定好。

     「鄧嗎」示範這個獨門絕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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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禾泥火山豆腐

　　富里的羅山有著名的泥火山，形

成當地的特殊地貌以及有機村的生

態，利用泥火山泥漿水製作的豆腐，

也成為當地特色。羅山泥火山的水質

因含有鹵水，故可取代石膏作為凝固

劑，其天然鹹味即源自於鹵水。以前

當地婦女都會以此製作天然的豆腐給

孩子吃，幾經失傳後，終於在多年前

社區總體營造時，向老人家尋回這項

獨一無二的傳統技術。

　　佩茹熟練的把曬乾捆成一捆的竹

葉作為火種，丟入大灶裡，慢慢的添

加柴火，身為「富里 983」成員的她，

自稱是講不好客家話的客家人，但她

特色泥火山豆腐＆

传统妈妈味手路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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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禾泥火山豆腐仍用大灶柴燒煮豆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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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富里鄉羅山村 6 鄰東湖 80 號

(03)882-1959

綠禾體驗農家

步驟 1. 磨豆

步驟 4. 加泥火山水再煮

步驟 7. 入模

步驟 2. 加熱煮開

步驟 5. 豆腐花與清水分離

步驟 8. 加壓

步驟 3. 第一次過濾

步驟 6. 第二次過濾

步驟 9. 完成

綠禾自家生產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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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媽媽手路菜

　　「陳媽媽」曾惜鳳是富里知名的

廚娘，她曾開了 25 年的自助餐店，

手藝之好，遠近馳名，尤其是她的梅

干扣肉，嚐過的人馬上成為「粉絲」，

五花肉十分軟嫩，入口即化，和梅干

菜的清爽中和之後肥而不膩，是她的

招牌「手路菜」。

　　陳媽媽因為喜歡作菜，只要吃過

好吃的菜就會想辦法複製。最重要的

是，她喜歡當地、當季、當令的食材，

富里早市剛挖鑿出來的鮮甜竹筍、成

功漁港剛捕獲的花枝，還有市場上的

溫體豬，都是她的菜籃選項。通常新

鮮的食材，只要簡單料理，汆燙一下

用鹽或醬汁稍稍提味，食材本身的好

味道就讓人難忘。餐桌上的蔬菜常常

都是鄰居或親戚送的作物、吃的米飯

陳媽媽曾惜鳳 ( 右 ) 的好手藝遠近馳名，
左為經營「邊界 ‧ 花東」民宿的小兒子陳宣帆

梅干扣肉是陳媽媽招牌「手路菜」 陳媽媽端出的都是精心料理的家常菜

不是兒子自己種，就是親友種的，陳

媽媽的料理，從產地到餐桌的距離極

短，真箇吃在地，最有益。

　　陳媽媽說，她的料理會好吃，是

因為捨得花時間，譬如梅干菜，一定

自己搓自己醃自己曬，以前鄰居的客

家老太太，看她醃福菜，都會教她怎

麼搓鹽才會入味，且不會搓破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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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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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瑋苓嘗試用當地食材做各種點心

　　陳律遠有農夫穩重、內向，有點

憂鬱又純真的氣質，他原本和妻子董

瑋苓都在澳洲打工度假，回鄉務農後，

他也曾感受過付出和收穫不成正比的

沮喪，但在過程中，他慢慢學會與大

自然共享共處的節奏，也漸漸變得更

輕鬆自在，他覺得這是一種「知命」。

　　每天忙完農事的休息時間，律遠

就變成咖啡師，在「鳳成商號」為遠

道而來的遊客沖一杯上等的咖啡。也

因為有這個空間，讓陳律遠雖然處在

偏鄉，也能遇到各種來到富里充滿才

華的人們，在交流中反而讓他獲得了

開店之前意料之外的收穫和刺激，拓

展了自己的視野。

　　手藝非常巧的董瑋苓，心思也非

常細膩，在澳洲時就相當喜歡料理，

和先生回到富里後，她也嘗試用當地

的食材做點心，搭配陳律遠的手沖咖

啡來接待遊客。譬如：她曾用先生種

的有機米捏成滋味絕佳的飯糰，最近

以臺灣土肉桂來做肉桂捲，味道較為

溫和也更清香，加上附近鱉溪部落老

人家親炒的黑糖，都融入這芳香濃郁

的點心裡，一口吃進在地的心意和味

道。

鳳成商號前身是五金行 老空間再利用，變成年輕人交流的場所

花蓮縣富里鄉車站街 7 號

(03)883-0588

11:00-18:00 ( 周三公休 )

鳳成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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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生活的富里夥伴們】

19

　　妤潔的母親是客家人，父親則是

閩南人，讓她對歷史、文化的融合和

傳承特別敏銳。她不久前也在菸樓裡

籌辦了「菸事時光展」，讓許多與菸

樓菸事有關的老物件、老照片重見天

日，也藉由民宿，讓更多人了解明里

這個小地方的前世今生。

　　原本民居農舍現改成簡單乾淨的

住宿空間，大阪式菸樓內部，設計成

半開放廚房和展示老物件的空間，後

方原本的挑菸室，則改為用餐、交誼

的地方，包括以前的通風口等，她都

細心的保留下來。每個角落妤潔都細

心布置，由於姊姊也回鄉經營家裡的

老店「玉山餅舖」，她也常將招牌豆

沙餅、地瓜餅分享給住宿的朋友，讓

大家更深入體驗在地的食衣住行。

花蓮縣富里鄉明里村 1 鄰 13 號

0916-831589

明里 13 號驢行

　　不同年紀、背景的人在這裡創造

不同的魅力與樣貌，帶路人鍾雨恩認

為，這就是富里最迷人的地方。儘管

大家做事的方式不一樣、想法也不一

定一樣，但每個人都用自己的力量為

地方付出，這也是東部融合、多元的

特色。鍾雨恩最喜歡的，就是在富里

這個地方還保有以物易物、純樸善良

的人情風土。

　　近年積極推廣富里這個品牌和食

農教育，鍾雨恩希望將來能著力於農

村的客製體驗，更拉近食物和產地的

距離，創造食物的價值，結合當地用

心經營、用心生活的夥伴，就是他心

裡的祕境風景。鍾雨恩說，花蓮的客

家人多數是移民客，在打拚的同時，

也更能共融與共榮，讓地方更好，讓

這片風土人情更有層次和魅力。

1.2. 在菸樓式的住宿空間中，體驗明里日常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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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年的公務人員生涯，劉青松踏

遍鳳林每個角落，一路陪著許多地方

產業和文史社團成長強壯。退休後，

他思考自己到底還有什麼剩餘價值，

可以再為地方做些什麼？他在臉書上

筆耕不輟，為鳳林留下六十幾萬字的

歷史和大小典故，至今沒有停筆。見

到可以改進的，他也仗義執言。劉青

松說，這是他對自己剩餘價值的肯定，

他願意以文化志工的身分做一個永遠

的批判者，期待地方能自發性參與，

社區動起來，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劉青松是土生土長的鳳林人，公

務生涯的前 15 年，他自認循規蹈矩，

但懵懵懂懂，不敢說自己是很好的公

務人員。直到 1995 年到東華大學進

修碩士，才了解行政體系的領域無限

寬廣，「自己以前好像井底之蛙，」

劉青松說，視野打開，就發現可以為

地方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愿当永远的批判者--
 文史工作者刘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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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青松筆耕不輟，為鳳林鎮留下許多文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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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林鎮要靠人文找出路

　　2001 年，政府成立了客家委員

會，2002 年，劉青松回鍋鎮公所擔任

秘書，覺得應該把自己看到、學到、

知道的為地方奉獻心力。他認為鳳林

自然資源、農產不是特別發達，但學

風鼎盛，客家人情豐富，只能靠人文

找出路，於是和當時的林廷光鎮長一

起試著做人文推廣。2002 年成立文化

志工隊、客家文物館，2004 年向文建

會 ( 現文化部 ) 爭取經費修復「鳳林

支廳長官官舍」，並定名為「校長夢

工廠」，之後修復菸樓，辦理地方文

化培力、推動花手巾植物染等，劉青

松都親力親為，陪著社區成長、強壯，

鳳林從寂靜的小鎮，變成讓花東縱谷

令人刮目相看的特色亮點。

退休後化身為文化志工

　　劉青松的父親是小鎮醫師，家中

對他沒有太多管制，他從小記憶力特

別好，常看著很多長輩到家裡和父親

聊天，他在旁邊聆聽，得知事件發生

的時間與空間，就自己牽著腳踏車循

線去尋找。「我很皮，很喜歡出去玩，

在胡亂逛這段期間，是我認識鳳林的

開始。」2009 年退休後，他回頭省視

自己，琢磨自己還可以為地方做些什

麼，於是轉換身分，以文化志工的方

式，推動地方事物，他認為這些工作

雖然艱苦，但很有成就感。2012 年開

始在臉書上將經歷過的，快被遺忘的

事，以自己過人的記憶全都記錄下來，

至今沒有停筆。因為他對文史的深入

研究，去年底文化局為他出版《奉鄉

鳳林林田村》，書中對鳳林的歷史、

沿革、人文風俗都有詳盡考究。

　　長年涉入社區、客家事務、語言、

教育推動，包括政府的研究計畫等，

學術耕耘不斷累積，對客家文化的推

1. 劉青松 2019 年出版

　　奉鄉鳳林林田村　－書

2. 舉辦簽書會

1

2 << >>





客庄后生活动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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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县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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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庄后生活动讯息
10-12月

活动预告县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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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个泥土》

故鄉个泥土

種出了靚靚个禾苗

釀出醇醇米酒个係

醹醹个人情味

六十石山个金針

安了一隻會飛个名仔

甜美个月光

夜夜下來摎𠊎約會

悠悠个河水

吟唱青山个戀歌

收冬後个天空

有紙鷂仔為𠊎兜彩繪

取自 <<海！已讀不回—客語小詩選 >>，文學街出版社印行 花蓮縣文化局贊助出版

注釋：

1. 个：的。

2. 靚靚：漂亮。

3. 醹醹：濃濃。

4. 安了：取了。

5. 摎𠊎：和我。

6. 紙鷂：風箏。

7.　 兜：我們。
2016.11 文訊雜誌 373 期

2016.12.15 於花蓮市自宅 2F 書房

叶日　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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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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愛客網

發 行 人｜徐榛蔚

主　　編｜彭偉族

執行編輯｜彭子南、陳櫻分、江孟勳

編輯顧問｜鄧菊妹、楊豐碩

審查委員｜呂嵩雁、洪莫愁、張振岳、傅廷暐

刊頭題字｜彭明德

企劃執行｜楊華妙

採訪撰稿｜吳宛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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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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