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庄人帶路

古往今來 不變的民間蓬勃動能

—壽豐鄉豐田社區

美衣客：40 年不輟的繡字巧手＆印尼客家風蠟染

好食客：揉合美味與記憶的客庄好食

住客庄：依山傍水的優閒下午—依山午民宿

好客行：沿歷史軌跡、來趟豐田之旅

客家本色

傳家有道惟純厚 處事無奇但率真

—書畫家彭明德

客庄後生

務實作風 走出自己的路—金品醬園陳正士

活動成果

109 年花蓮縣義民祭傳承客家忠義精神

賴勝品 & 徐世慧 串聯客家文化能量

109 年花蓮海洋客庄─情懷曼波新城客家嘉年華

得意的事—我的警察兒子

活動訊息

葉日松詩選

館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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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 12 月至次年 2 月休

耕期間，繽紛五彩波斯菊花

海搖曳生姿，讓花蓮的美，

即便在寒冷的冬天也持續綻

放。波斯菊花語是「幸福快

樂」，活力的花海，幾乎從

北到南每個鄉鎮市都可見。

何不把握花季期間，走訪花

田，帶回滿滿的勇氣及幸福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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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田，一個地圖上找不到的

名字，這個地名是日治時期的舊

稱，以現在的行政區域劃分，包

含的是壽豐鄉的豐坪村、豐裡村

和豐山村。

　　豐田是日本在台灣所設的第

二個移民村，日治時代，被選作

日本移民村的示範基地。早年許

多客家人從西部到花蓮移墾，有

些由北區、中區而南區遷徙；也

有先從偏南的富里、玉里開始，

再往北遷；另有一些較有經濟能

力的客家人落戶在壽豐，因此壽

豐族群多元。豐田因為有在地居

民投入社區總體營造，經營多

年，不斷注入新的創意與生命

力，整個社區洋溢著活潑與熱情

的氣息。

　　楊鈞弼和游雅帆夫妻以「牛若肯做，毋驚無田

倘好犁」的精神，在 2001 年成立「花蓮縣牛犁社

區交流協會」，開始結合有志一同的居民進行社區

營造。努力 20 多年，關心社區的老人、婦女、青少

年等族群，牛犁社區交流協會逐漸發揮影響力，也

栽培許多新生代生力軍，為社造注入新血。

　　游雅帆原不知自己有客家血統，在進行教育部

樂齡計畫「奇萊家書」的家族遷移踏查時，才發現

自己有客家人和馬卡道族血統。

　　兒子楊富民從小參加青少年服務隊，跟著父母

穿梭巷弄，掃街、服務、田野踏查，他認為自己就

是社區養大的孩子。從小在豐田長大，就讀東華大

學，因為真心喜愛自己的家鄉，他繼續留在社區、

和社區一起成長。

帶路人簡介

游雅帆、楊富民（母子檔社造工作者）

客   　人带路

古往今来   不变的民间蓬勃动能
—    寿丰乡丰田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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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不辍的　字巧手＆
印尼客家风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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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繡學號職人江瑞娥

巧手拼出藝術才華

　　位於壽豐鄉站前街，距離豐田車

站不遠，有個醒目的「繡學號」招牌，

這裡蘊含著江瑞娥超過四十年的繡字

功力。

　　江瑞娥是道地的客家人，母親是

無師自通的女裝師傅，她從小遺傳了

媽媽手藝天分，很喜歡針線裁縫，跟

著媽媽和嫂嫂學習，後來跟住在對街

的先生結婚，開始縫製女裝。隨著成

衣越來越發達，款式流行又便宜，女

裝訂製逐漸不敷成本而沒落，江瑞娥

的女裝生意也越來越不好。

江瑞娥把兒時家鄉的景色，拼成一幅幅的畫作 只要簡單做記號，就能上針車直接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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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籍客家姊妹 

推廣有趣蠟染 DIY

　　在豐田，有一群客家姑娘，從小

在印尼長大，嫁來臺灣時雖然聽不懂

國語，但聽得懂客家話，她們是清朝

居住在閩、粵地區的客家族群「過番」

到南洋開墾的後裔。譬如牛犁社區交

流協會的新住民組長楊雪霞，已經嫁

來臺灣二十幾年，組員黃愛婷也已經

在臺灣生活十九年了。

　　她們認為台灣的客家文化，其實

不只有傳統的內涵，還融合了異國的

文化，現在越來越多來自東南亞的新

住民，早已浸染當地文化，內化為自

己的一部分，也等於為臺灣的客家文

化擴充更豐富、更多元的內涵。

　　她們最喜歡用蠟染推廣融合了印

尼風情的客家文化，製作蠟染需要耐

心，除了要將蠟融化，還要用蠟針筆

慢慢的滴蠟，針筆的孔洞越小，滴

蠟越細緻，速度也越慢，一件蠟染作

品的完成，包括畫出線條、上色，還

要再煮過固色，光是上色的程序就

要三天，沒有耐心是無法完成的。她

們現在的作品除了幾件舞龍舞獅的

圖案具有華人風格之外，其他的大都

是充滿印尼異國風情的圖騰，例如

WAYANG，是印尼知名的玩偶吉祥物，

在台灣也很受歡迎。

　　雪霞和愛婷說，蠟染在印尼已被

列為世界遺產，值得大力推廣，有興

趣的民眾都可以預約體驗。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中興街 37 號

( 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

(03)865-0243

製作蠟染需要耐心，要用蠟針筆慢慢滴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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揉合美味与记忆的客　好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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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承三代的客家好味道

——豐田劉記

　　豐田大同戲院舊址，現在已成為

當地居民飲食的好去處，林立著各式

小吃店和小菜攤，其中有一攤就是已

傳承五十年的「豐田劉記」。牛犁社

區交流協會的辦公室跟豐田劉記只隔

一條街，成為帶路人楊富民等夥伴常

常吃早餐、打牙祭的地方。豐田劉記

現在傳承到第三代劉百章，他更加勤

奮的延續阿公研發的好味道，前一晚

先泡好米，磨漿、加水、調整比例、

蒸熟，每個細節步驟都自己來。劉百

章是返鄉青年，以前曾從事建築行業，

現在每天清晨兩點半就起床幹活，雖

然非常辛苦，卻相當知足惜福，他說，

比起在外面工作，這樣並不算辛苦。

　　客家話稱碗粿為「水粄」。劉百

章是客家人，從小看外公外婆做水粄，

外婆會跟他說比例和作法，將蘿蔔乾、

絞肉炒香，加上獨門醬料，吃起來特

別清爽又有滋味。劉百章說，一般人

吃飯喜歡吃新米，但做水粄要用在來

米，且是用舊米做才好吃。

　　客家人常常拿來當成點心的「甜

第三代劉百章傳承外公的好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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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除了兩夫妻之外，兒子王天

岐也加入，又高又俐落的身影成為揮

鍋鏟的大廚，王天岐從小和楊富民一

起長大，接手父母的廚藝，讓這個陪

伴大家長大的味道繼續飄香。

花蓮縣壽豐鄉豐田村壽山街 141 巷 11 號 

( 豐田派出所對面 )

11:00-15:00、17:00-21:00 ( 週二至週日 )

( 週一公休 )

路口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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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店家引以為傲的料理：薑絲炒　

　大腸、海帶與什錦麵

2. 王宏敦的兒子王天岐也加入餐

　廳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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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叫「依山午」呢？年僅

二十六歲的經營者高偉成說，因為自

己非常喜歡大自然，花蓮又是全臺灣

最美、空氣最好的地方，在豐田，山

離自己非常近，感覺依山傍水；加上

自己非常喜歡下午，有種慵懶自在的

氛圍，因此將民宿命名為「依山午」，

除了諧音好念好記，也點出這是一個

離大自然很近、讓人放鬆的地方。 　　高偉成的母親是花蓮鳳林的客家

人，他從小在花蓮長大，父親是建築

師，不喜歡砍樹，所以依山午的規劃

都是依據原本的地貌和大樹來設計。

為搭配自然美景，高偉成和父親使用

鋼骨結構的環保建材，耐震與挑高設

計，建構出會呼吸的空間，冬暖夏涼。

高偉成自己種植水耕蔬菜，讓住宿的

客人吃到在地清淨的飲食。民宿最大

的賣點，是夜晚的蟲鳴和白天的鳥叫，

沒有光害的環境，療癒且抒壓。

依山傍水的优　下午
—   依山午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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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偉成希望把民宿打造得更有地方特色

依山午的規劃都是依據原本的地貌

和大樹來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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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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歷史的老藥局——開元藥房

　　

　　位於豐田車站口、五味屋旁邊，

有一間老房子，低矮的屋簷裡，是充

滿故事的中藥行「開元藥房」。開元

藥房在民國五十二年由中醫師古禮金

創設，古禮金是當地非常有名氣的中

醫，兒子古志榮繼承父業，包括古老

的切藥刀、老木椅、藥櫃等依然維持

著父親留下來的樣子。其中最珍貴的

是記載藥籤的藥方冊，包括婦科、幼

科、目科、外科等，用毛筆工整的書

寫並詳細分類各種藥方。

　　雖然現在因為衛生法規，已經不

再用藥籤求藥，但過去村子裡的居民

身體不舒服，最常做的就是到廟裡求

神取藥籤，再拿著藥籤到藥房拿藥。

古志榮說，因為父親早已經歸納整理

大部分居民容易遭遇的健康問題，再

分門別類做好各種藥籤送到廟裡，所

以不論居民怎麼求，都不會差距太遠。

　　以前包括水痘、麻疹都可以用中

藥治療，隨著醫療越來越發達，這些

疾病逐漸絕跡，現在開元藥房的藥品

大多以養身為主。喜歡研究各種草藥、

植物的古志榮，在藥房門口種植各種

中藥材，譬如「蓽菠」就是檳榔花，

可以消腫消炎，石膏可以退熱，鴨舌

黃治療女性經期不順，朱砂則已禁用。

藥房的牆上掛著許多歷史文件，隨意

的擺設都是老東西，鄰人都喜歡來這

裡喝茶聊天。這些經過歲月洗禮的器

具和故事，吸引年輕人進入探訪，成

為認識這個村子歷史與文化很重要的

一環。

1. 民國 52 年由中醫師古禮金創設　　

　的中藥行

2. 切藥刀、老木椅都一一保存下來

1

2
花蓮縣壽豐鄉站前街 32 號

(03)865-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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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家有道惟纯厚        处事无奇但率真 

  —   书画家彭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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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身書畫世家的彭明德老師，歷

任過黨務人員、也當過壽豐鄉長，退

休後在書畫世界裡找到優游自在的真

我，他用畫筆介紹花蓮的文化和風光，

且不藏私的分享畫法。彭明德說，畫

畫修身養性，求真善美意境、養精氣

神，希望藉由藝術，將客家人的「靈

魂」和「骨骼」，也就是「客家精神」，

讓更多人看到。

　　從祖父開始，彭家就流淌著藝術

的血液。彭明德的祖父是竹東人，曾

任日本警察，愛好詩畫，三十歲出家

學佛，因此，彭明德的父親、姑姑們

常到寺廟中，姑姑們甚至長住寺廟。

以前寺廟有很多藝術家走動，包括書

法、雕塑家，因此彭明德的父親在耳

濡目染下，非常愛好藝術，後來遷居

彭明德出身書畫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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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從小跟著爸爸撿蝸牛、在家

剝辣椒皮而不能出去玩的男孩，國中

出國後原本可以留在國外取得永久居

留權，卻還是回到家鄉，承接父母的

事業。年輕不代表好高騖遠，也不代

表一定要叛逆才能走出自己的路，陳

正士用年輕的創意，讓品牌年輕化；

也以務實的態度，留下父親創業的故

事和家族的記憶。

　　位在鳳林鎮的金品醬園，由陳秋

金研發出剝皮辣椒，已創立廿七年，

過去都是給通路販售，兒子陳正士加

入經營團隊後，有感於剝皮辣椒的競

爭越來越激烈，若要經營出自有品牌

信任感，一定要有店面，於是在 2020

年初，在花蓮市開設全新販售據點，

設計了嶄新的形象，讓人耳目一新。

务实作风      走出自己的路   

  —    金品酱园陈正士

客庄后生活动讯息
10-12月

活动预告县长的话

陳正士發揮創意讓品牌年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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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傳了客家媽媽敏銳的味覺，陳

正士對品質嚴格把關，他說，媽媽很

會釀東西、醃東西，父親要他回來，

是希望他能經營在鹿野的民宿，以及

販售自家釀酒的「高台酒莊」。陳正

士說，「高台酒莊」是台東第一家私

人申請釀酒，官方沒有經驗，菸酒管

理都要上陳到財政部，因此從父親申

請開始，來來回回長達十年，才終於

拿到牌照。在這個過程中，包括設計、

行銷，他都是邊做邊學，後來變成興

趣，所以產品形象設計都自己包辦。

現在因為自己在花蓮，酒莊人手有限，

為了確保品質風味，一年只釀一次梅

子酒，專供民宿客人訂購品嚐。

　　金品醬園成功的關鍵在重視人情

味和品質的精神，堅持用最好的辣椒，

就算之前因為疫情關係生意大幅下

滑，父母也不願背信，寧可辣椒買回

來放在冰箱甚至最後必須丟棄，也堅

持收購原本跟農民說好的數量。他的

母親為了品質好，試過各種醬油，甚

至連日本的高級醬油都試過，最後選

擇某一家臺灣醇釀的品牌醬油。

　　陳正士覺得自己是一個興趣很廣

的人，他不用花俏的方式，親自在故

鄉鳳林設計一個故事館，希望能完整

呈現父親創立品牌的歷程和精神，讓

新舊融合，也讓更多人知道上一代奮

鬥的甘苦，了解剝皮辣椒得之不易，

抱持感恩之心，細細品嚐。

1. 2020 年初，金品醬園在花蓮市

　成立全新販售據點

2. 陳正士與爸媽合影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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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前，挑擔供應飯菜酒水以壯義勇軍

聲勢，直到現在每年舉辦祭典時仍會

沿襲「㧡擔奉飯」的習俗以表追思，

感念先民犧牲奉獻的精神。

　　花蓮義民堂起源於傅崐萁前縣長

對客家文化傳承與信仰文化的重視，

特自新竹縣褒忠亭義民廟分香至花蓮

縣客家文化會館，建構民俗信仰中心，

以表彰客家信仰與文化傳承的精神，

　　由花蓮縣政府主辦「109 年花蓮

縣義民祭文化活動」已在 9 月 5 日盛

大舉辦，當天吉時一到，由縣長徐榛

蔚帶領與會來賓一同㧡擔奉飯行向義

民堂前舉行祭祀大典，並以客家古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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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㧡擔奉飯」是義民文化中，對

義民爺的感謝之意，早期鄉民會在出

109年花莲县义民祭
传承客家忠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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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客家古禮─五獻禮向義民爺獻上最高敬意 縣長徐榛蔚致詞，表彰客家人傳承的忠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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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擁有一個音樂創作、交流的

空間，賴勝品和徐世慧尋找了許多地

方，適逢客家文化會館的產業交流中

心辦理公開標租，覺得這裡空間場域

合宜，且位於台九線與台十一線交會

處，應是鄉親與旅人喜歡造訪之處。

徐世慧認為，客家人是比較隱性的民

族，這幾年客語音樂發展旺盛，現在

已經可以和華語音樂並存，客語包袱

較小，可以挑戰並創造潮流。

　　賴勝品和徐世慧將場地命名為「A 

May 哈克會館」，A May 就是徐世慧

的客家小名「阿妹」，八月成立後，

將場地改善得更適合音樂演出，搬進

各種樂器，提供即興演奏與創作，戶

外空間也做成展演空間。除了免費吉

他教學、歌唱班及講唱會，並結合相

　　今年八月開始，客家文化會館產

業交流中心由琴星企業社標租，主理

人為吉他老師賴勝品和客家歌手徐世

慧賢伉儷，兩人都是熱愛客家音樂的

文化人，他們將客家產業交流中心設

置成「A May 哈克會館」，除了創作、

耕耘，也和不同族群音樂交流，辦理

多元音樂展演活動，活絡客家文化會

館。

　胜品&徐世慧
串联客家文化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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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音樂交流的秘密基地：A May 哈克會館

客家歌手徐世慧吉他老師賴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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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實心裡非常驕傲，想起從前很苦

的日子，特別謝謝他們的努力。

　　現在的日子好過很多，我雖然還

是很常去田裡工作，但對我來說已經

不是為了養家活口，而是對田地的情

意。我常常在耕田的時候想起我的孩

子們，想起他們小時候偶爾自己跑到

田裡大叫：「媽～我肚子餓了！」現

在則是穿著警察制服，筆直挺立的站

在田旁邊說：「媽～該休息了！我們

來去吃好料的。」兒子啊，你可知道，

我有多驕傲啊。

　　有人說警察大人帽子上的鴿子象

徵和平，我想了一下，我那排行老二

的兒子向來待人都是溫和、熱心、甚

至樂意付出。

　　從前的日子很辛苦，和丈夫一起

打拚種田，都在田裡忙碌，常常早出

晚歸。除了耕田之外，還要整理田埂，

對於孩子的教導時間，少之又少，都

放牛吃草，不過孩子一個比一個更爭

氣，就像田邊的大樹一樣，頂天立地

的保護著我和丈夫。

　　第二個兒子高中畢業之後就考上

了警察，村子裡的人都知道我的兒子

是警察，對我們家的教育總是讚嘆有

加，我都跟人家說：「很好考的啦！」

得意的事  

—     我的警察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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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布畫創作、口述／許伍妹（77 歲）

文字整理、攝影／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許伍妹的作品 ( 貼布畫 )

三媽拼布展

即日起至 12/27（週日）9:00-17:00

花蓮縣客家文化會館第一及第二展覽室

展出單位｜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從 2015 年開始，藉由貼布畫蒐集長輩們的生命故事，5年來拜訪超過 70 個以

上的社區，做過 1,500 幅以上的貼布畫故事。一幅幅高彩度的貼布畫不只是碎布的集合，背後隱藏著每一位

創作者的生命回憶。在此分享許伍妹阿嬤的故事，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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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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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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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