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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Db偏鄉弱勢與原民地區地方學習與產業加值 
雙軸輔導方案 
  

 

 

 

 

 

 

 

 

部落特色產業系列講座 
一、10 月 17 日/嘉義阿里山特色作物─咖啡講座 

二、10 月 31 日/台東金峰鄉發展作物─紅藜講座 

三、11 月 18 日/苗栗泰安象鼻部落特色作物─苧麻講座 

 
 
 

 
 
 
主辦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台灣原住民族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 國立嘉義大學原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原住民文化服務社、

原住民文化研究社 

活動負責人：王進發主任、貝清浩同學 

連絡方式：05-2717075、05-2717077  

Email: aptc@mail.nc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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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緣起 

    在部落推動產業升級及轉型的過程中，傳統產業往往首當其衝，

備受壓力，一方面為了因應創新，而需針對技術知識及生產手法不斷

精進創新；一方面又要保留文化傳統生產過程。但傳統文化的傳承與

技術精進在概念與運作上往往互斥矛盾，彼此的衝突往往一觸即發。 

    傳統產業的轉型需仰賴技術改良及引入科技化的生產方法才得

以有效達成，但部落面對人才大量流失、農業人口年齡層老化等問題，

即便有良好的科技與技術進駐部落，卻缺少相對應的年輕人才承接，

老居民更無心思及體力學習新的技術與概念，所以部落產業轉型往往

功敗垂成。 

    但近幾年由於政府對發展地方產業的鼓勵與推動，以及部落意識

及土地歸屬逐漸復興，部落出現了不一樣的生機，促使有些在外青年

開始回歸部落，一部分重拾傳統產業的耕鋤，一部分則承接部落產業

及文化事業，期能讓部落重新振作復興。 

    而本次開設的部落特色產業系列專題講座，即是希望能與成功進

行產業轉型的部落青年共同探討，如何在學習新的生產技術及現代知

識的同時，亦能兼顧部落傳統農作技術與文化的傳承，並達到回饋部

落的目標。 

貳、活動目的 

一、 藉由邀請近幾年回歸部落發展傳統產業轉型成功之原住民青年

講師群，分享在不同地區、不同族群、不同產業，進行產業轉型

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因應對策及契機。 

二、 使本校師生進一步瞭解部落農產業及特色產業發展的未來可行

規劃與前景。 

三、 使本校師生瞭解部落如何可在引入新技術及新科技設備的同時，

降低對部落失業的衝擊；而創新的想法及創作，如何與傳統文化

及技藝取得平衡，使部落產業發展能順利推動與執行。 

參、預期效益 

一、 可將講師分享之相關農作栽培知識、經驗與產業發展歷程，融入

後續國中小營隊活動之教材與課程中。 

二、 可建立未來部落與學校間進行產學合作的契機。 

三、 激勵學生接觸部落產業發展，提高學生畢業後返鄉深耕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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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Db偏鄉弱勢與原民地區地方學習與產業加值 
雙軸輔導方案 
 

 

 

 

 

 

 

 

部落特色產業講座(一) 

嘉義阿里山咖啡產業經營分享及 

咖啡杯測體驗 
 
主講者：方政倫 先生 
講座時間：107年 10月 17日(星期三)18時至 21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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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資訊 

活動日期：民國 107年 10月 17日(星期三)下午 18時 至 21時 30分 

活動地點：國立嘉義大學蘭潭校區 行政大樓 3樓原住民中心研習教室 

主辦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 台灣原住民族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原住民文化服務社、

原住民文化研究社、嘉義阿里山 鄒築園 

邀請講師：嘉義阿里山鄒築園咖啡王子─方政倫先生 

活動對象：凡對本次講座主題有興趣之嘉大師生皆可報名參加 

活動名額：限額 20名 

活動報名：一律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https://ppt.cc/fvB5Ux 

■活動流程 

時間 內容 活動說明 

17:30～17:50 講座報到 簽到及用餐 

17:50～18:00 師長致詞 
講師簡介及說明未來計畫之

相關活動 

18:00～19:00 
第一階段講座 

【創業經驗分享】 

分享部落傳統作物及產業轉

型之發展經驗 

19:00～20:00 
第二階段講座 

【咖啡未來展望】 

部落作物及產業轉型之發展

遠景及未來走向 

20:00～21:00 
第三階段講座 

【實作杯測體驗】 

咖啡杯測進行方式說明及 

實測體驗 

21:00～21:30 
問與答 

Q&A 

部落特色作物栽培及產業發

展之問題探討與經驗交流 

21:30 賦歸 

 

https://ppt.cc/fvB5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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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講師及特色作物簡介 

【2017 十大神農】嘉義阿里山咖啡王子 ─ 方政倫 

  「我說鄒築園，其實就是一個鄒族青

年建築起自己夢想的莊園。」然而，方

政倫的莊園落成首週便遇八八風災肆

虐，坍垮的道路阻斷咖啡廳商機。回憶

當時場景，方政倫說：「開開心心開了

一間咖啡廳卻變成孤島，像倒閉狀態。」 

    但狂風暴雨澆不熄方政倫烈焰般

的企圖心，望著成天空蕩蕩的店，他靈

機一動，既然客人無法上門，那就主動

找客源。正好這段期間政府舉辦多場災

區農產品展售活動，方政倫便運用機會

南北奔波，推廣自家咖啡。就像一場大風吹一樣，風災把習慣躲在吧

檯後煮咖啡的他，吹進第一線的展售現場，直接面對顧客。 

    過去內向寡言的方政倫，在日日頻繁與顧客互動之下，反而累積

出優異的解說技巧。例如，他發現南部消費者喝咖啡的口味較重，方

政倫便有一套生動說法，說服他們嘗試中淺焙豆子：「我會告訴他們，

好咖啡做淺焙才能喝出豆子本身的風味。 

    這期間雖獲得不少交

流經驗，但方政倫反省，花

太多時間在推廣、太少時間

在精進技術。結果，學如逆

水行舟，不進則退，生豆參

賽名次年年下滑。這股渴求

進步、卻沒有頭緒的無力感

直到民國 100 年，方政倫

去屏東聽完夏威夷咖啡大

師 R.Miguel.Meza 的講座

後才豁然開朗：「我恍然大

悟，原來咖啡製作還有那麼

多種處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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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鄒築園，不僅成為國內外咖啡業者競相參訪之地，各國咖啡

愛 好者也慕名而來。而方政倫忙於咖啡農務與店務之餘，也積極在

各地產銷班分享種植經驗。他輔導的農戶莊家榮與羅玉聰，也於去年

全國精品咖啡豆比賽中，分別奪得標準水洗組與其他處理組的冠軍，

實是青出於藍，更勝於藍。 

  方政倫表示，當年靠自己摸索咖啡路，卻常找不到方向，所以希望

不藏私地分享，讓更多有志投入的後進迅速上軌道。且越多人種植咖

啡，越能聚集經濟效益，方政倫期待大家一起努力，讓臺灣阿里山成

為世界級的咖啡產地。【資料來源：豐年社、農傳媒】 

特色作物簡介 

阿里山高山咖啡 

    阿里山地區種植咖啡品種多為「阿拉

比卡」咖啡樹，它本身對溫度及溼度非常

敏感，所以種植環境至少於海拔 900公尺

以上的高地氣候，高度越高、所烘培出來

的咖啡豆品質就越好。因果實成熟期不一，

一年可採收多次。所以秋、冬季節您若來

到阿里山地區，都有機會看到結石纍纍的

滿山咖啡園。 

    每年 2-4月滿山咖啡樹開滿了小白花,散發出迷人的香氣。10月

至隔年 1月果實飽滿成熟時，咖啡由綠轉為深紅色，即可採收。 

    阿里山高山咖啡產

於高海拔 1,000公尺以

上之大阿里山系，其氣

候和土壤非常適合咖啡

的生長環境，咖啡所呈

現出來的風味也不盡相

同，阿里山咖啡喝起來

相當的順口，即便平常

不喜歡喝黑咖啡的人都

可以接受，彌漫的咖啡

香味，入口的甘醇味道。【資料來源：豐年社、農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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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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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Db偏鄉弱勢與原民地區地方學習與產業加值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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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特色產業講座(二) 

台東金峰鄉紅藜產業復興經驗分享 

 
主講者：高世忠 先生 
活動時間：107年 10月 31日(星期三)18時至 20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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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資訊 

活動日期：民國 107年 10月 31日(星期三)18時至 20時 30分 

活動地點：國立嘉義大學蘭潭校區 行政大樓 3樓原住民中心研習教室 

主辦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台灣原住民族教育暨產業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原住民文化服務社、 

原住民文化研究社 

活動講師：推動紅藜產業「南迴四忠」之一─高世忠 

活動對象：凡對本次講座主題有興趣之嘉大師生皆可報名參加 

活動名額：限額 20名 

活動報名：一律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https://ppt.cc/f9jinx 

■活動流程 

時間 內容 活動說明 

17:30～17:50 講座報到 簽到及用餐 

17:50～18:00 師長致詞 
講師介紹及說明未來計畫之相

關活動 

18:00～19:00 
第一階段講座 

【創業經驗分享】 

分享部落傳統作物及產業轉型

之發展經驗 

19:00～20:00 
第二階段講座 

【產業未來展望】 

部落作物及產業轉型之發展遠

景及未來走向 

20:00～20:30 
問與答 

Q&A 

部落特色作物栽培及產業發展

之問題探討與經驗交流 

20:30        賦歸 

 

  

https://ppt.cc/f9ji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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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講師簡介 

高世忠（排灣族名：

Tjinevengan），為了照顧

年邁的父母，他脫下軍靴，

換穿雨鞋，回到家中雜貨

店幫忙，從此過著簡單的

部落生活…，但事與願違，

便利商店與量販店的林

立，店裡的生意每況愈下，

如何在照顧家園與自己

的未來之間取得平衡，給

了他「改變」的契機。在探索改變的過程中，他接觸到金峰鄉公

所農情調查員的工作，一年半的專案執行日子裡，他反覆走訪了

鄉內所有農家，仔細了解與思考，農戶所面臨到的困境與需求。

於是，啟動了自己的紅藜、小米產銷事業，以行動改變現狀問題。 

 這是一個機會、更是無比勇敢的承

擔。面臨部落裡耕作人力不足，高世忠

善用過去部隊的管理經驗，快速組織出

一支具有技術、體力的代耕部隊，極盛

時期，更有近 40 位部落青壯年在南迴地

區到處協助耕作，讓逐漸淪為荒煙蔓草

的家園，印染上閃耀七彩豔紅色的繁榮

美景，為部落永續發展而努力。【資料來

源：紅金寶金讚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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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特色作物簡介 

台灣藜（學名：Chenopodium formosanum）為莧科藜亞科

藜屬之台灣原生種植物。傳統稱為紅藜，於 2008 年 12 月正名

為台灣藜，是台灣原住民耕

作百年以上的傳統作物，布

農語稱為 mukun，排灣語稱

為 djulis 或 tjulis，卑南語稱

為 duli，魯凱語稱為 baae 或

ba'e，阿美語稱為 kowal。為

一年生草本植物，植株生長

強健、耐旱性極佳，而其中

的穀粒被稱「料理界的紅寶

石」，由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教授蔡碧仁教授提名。聯合國

命名 2013 年為「國際藜麥年」。 

    台東的土質氣候非常適合紅藜生長，而紅藜更是台東原住民

族傳統作物與重要經濟作物，近年來在水土保持局台東分局及相

關單位的積極推動與扶持之下，部落越來越多的青年返鄉種植紅

藜，回家的原因百百種，最主要的還是希望讓家鄉優質健康的紅

藜能夠被更多人看見與食用，不同農夫種出來的紅藜都有不同的

風味，而這些風味都來自於不同的故事。 

用途 

    在台灣，紅藜為原住民傳統的糧食作物，多與稻米、糯米或

芋頭共煮，成為粽子、竹

筒飯，或供作釀造小米酒

之用，而非原住民也開始

把它與麵粉共煮，成為烘

培和餐飲料理。目前在屏

東縣瑪家鄉、臺東與花蓮

地區原住民有栽種。【資料來

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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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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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特色產業講座(三) 

苗栗泰安原民苧麻文化及編織產業 

 
主講者：游莉蓮 女士 
活動時間：107年 11月 18日(星期日)12時至 1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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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資訊 

活動日期：民國 107年 11月 18日(星期日)12時至 15時 

活動地點：苗栗縣泰安鄉士林部落  戀綴染織工坊 

主辦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嘉義大學 台灣原住民族教育暨產業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嘉義大學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原住民文化服務社、 

原住民文化研究社 

活動講師：泰安泰雅戀綴染織工坊織女─游莉蓮女士 

活動對象：凡對本次講座主題有興趣之嘉大師生皆可報名參加 

活動名額：限額 20名 

■活動流程 

時間 內容 活動說明 

11:30～11:50 講座報到 簽到及用餐 

11:50～12:00 講師介紹 
講師自我介紹本身經歷及部

落特色 

12:00～13:00 
第一階段講座 

【特色作物基本認知】 

分享部落傳統作物及產業轉

型之發展經驗 

13:00～14:00 
第二階段講座 

【產業未來發展展望】 

部落作物及產業轉型之發展

遠景及未來走向 

14:00～15:00 
第三階段講座 

【手作體驗染織】 

體驗苧麻處理過程及 

染織基本技巧 

15:00～15:30 問與答 

Q&A 

部落特色作物栽培及產業發

展之問題探討與經驗交流 

15:30 活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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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講師簡介 

戀綴泰雅工藝坊
─主要是以泰雅紋路及圖

騰所創作的編織、家飾品

為主，均從事工藝十幾年，

參與野桐工坊文物、各地

公共藝術織作。  

【戀】一字傳承了泰雅

族 Gaga與女性成年後所必

須具備的編織技術，持續

迷戀般以傳統工藝為創作

的行動基礎，傳承傳統技藝並透過新的結合創作方式傳遞，將古老的

智慧結晶傳承於手作的作品上，延續原鄉特色文化。【綴】代表用雙

手點綴泰雅傳統編織，並用線與心交疊織作完成作品。 

泰雅族傳統織紋手織布 用心傳承製作 

◎用心傳承泰雅傳統服飾，

不讓泰雅編織技術及所

屬北勢群的特有圖紋消

逝，讓年輕族人在泰雅慶

典能大放異彩。盼望在祖

靈的守護下，以泰雅織布

維護傳統，保持家計並照

顧孩子過著平穩安定的

生活。  

◎Ga Ga Tayal〈泰雅族傳

統規範〉的生活觀，為了生活、生存因應不同的天然資源，進而累

積「用手思考」的能力。訴說泰雅族與自然共生的氛圍與精神，希

望消費者消費後能更了解到泰雅族染織知識、文化內涵與環保思維，

更進一步認識品牌精神。 *借由傳統染織工藝中對自然材質、產物

使用、工藝技術等表現，表達部落對環境、生態保護的思考。藉由

手作工藝與天然材料，為「世界環保」發聲－原住民部落與生態環

境共存的重要性、人類生活與自然環境的重要性。【資料來源：經濟

部中小企業處城鄉特色網 OTOP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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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特色作物簡介 

苧麻自古即栽培

為纖維植物，歐美各國

稱它為 Chinese silk 

plant（中國絲草）。台

灣外銷纖維類植物以

黃麻和苧麻，佔的份量

最多，但是苧麻的纖維

比黃麻長，不透明，有

美麗似絹的光澤，不易

蟲害，韌度強是黃麻的三倍以上，而且顏色白容易染色，所以是

最優質的染織物，深受歡迎。清朝時，台灣的苧麻織品「全部」

輸出到中國大陸。 

苧麻的韌皮纖維，精細的織成夏布，製成高級布料或襯衫，

較粗的則做為蚊帳、漁網的材料，或編為繩索。以前產婆接生新

生兒，用來綁臍帶傷口的就是苧麻線，再用麻油（原住民用酢漿

草的汁液）塗在剪斷的傷口上，有助傷口癒合。【資料來源：維基百

科、認識植物網站(作者：莊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