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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台東市區僅20分鐘車程，鹿野鄉被稱做台東市的後花園 永安村的美麗聚落
文‧圖片提供／陳銘磻

花東縱谷渾如花醉的鹿野鄉

從台北搭乘自強號火車到達台東縣鹿

野鄉，大抵需要5小時餘；鐵道沿線經過

宜蘭、花蓮兩縣，途中僻村江煙，天風海

濤，峻山藍水捲起一片開闊的如畫美景，

看陽光掩映碧海青天，景趣滿前，引人心

神愉悅起來。

是的，這是從繁華的都會通往石屋

花軒、流水繞戶，坐沉山水仙境的曠野之

路，應接不暇的自然景致，拈來水雲深處

多少鳥雀啼痕。一時間，花東縱谷渾如花

醉的秀麗青山，接踵於前。

鹿野鄉位於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南

區，適宜種植特種作物，中北部為平原地

帶，良田沃野，為農作菁華地帶，鹿野鄉

地理位置因板塊運動以及河川侵蝕之故，

到處呈現河階地，為國內少見的階梯形農

地。

1 9 7 0年的鹿野鄉，人口總數為

16,034人，當前則約9,790人，閩南佔

40%，客家佔30%，平地原住民佔20%，

其他則佔10%，到處田園風光的鹿野鄉

共轄有鹿野、龍田、永安、瑞隆、瑞源、

瑞和、瑞豐等七個村落，全鄉農業人口約

佔七成，是典型的農業鄉，主要作物以稻

米、茶樹、甘蔗、鳳梨為主，其他尚有釋

▲ 鹿野車站與來往的遊客

迦、枇杷、香蕉、梅、李、仙人掌紅龍果

及水晶楊桃等水果作物。

鹿野鄉境內的河川大都發源於中央山

脈與海岸山脈，其中包括卑南、鹿野、鹿

寮、加拿典、木坑等溪流，是水資源相當

豐富的地方。 

鹿野鄉地名的由來，據稱有二：一

說這裡的過去曾為孤岑的荒野之地，經常

見有鹿隻群聚棲息其間，所以稱為「鹿

野」；另有一說法則指出，日治時期，

日本政府認為鹿寮一帶土沃水美，天候

宜人，便在這裡設置鹿野移民村，大量招

募日本新潟縣鹿野農民遷移過來，時日

段，土地面積約莫88.71平方公里，東南

以卑南鄉大溪村與延平鄉鸞山村為界，南

邊與卑南鄉相銜，東側以海岸山稜與東河

鄉為界，北方與關山鎮緊密毗鄰，西邊則

與延平鄉連接，全鄉位於熱帶地區，鄉境

東部海岸山脈為畜牧區，西南部屬丘陵



一久，新移民逐漸增加，日人遂將原地名

叫鹿寮的鹿野正式更名為鹿野，台灣光復

後，鹿野地名也一直沿用至今。

因為地處花東縱谷最南端，距離台東

市區僅20分鐘車程，交通便利，鹿野鄉遂

被人們稱做台東市的後花園。

鹿野僻處群山壑谷之中，西有中央

山脈，東有海岸山脈，就連冬天的東北季

風都不易吹進來，尤其每年春天來得早，

因此當地所產的春茶，往往比起其他地區

都要提早採收，這種早採的春茶即被稱為

「不知春」。

以茶葉見聞全台的鹿野鄉，其中著名

的鹿野高台觀光茶園，位於永安村及龍田

▲ 鹿野鄉中北部為平原地帶，良田沃野，為農作菁華地帶

促成飛行傘成為鹿野名聞遠近的主

要景點，在於民國85年時，四個在地的年

輕人突發異想的玩起高空飛行傘；可民風

保守的鹿野鄉，並未能接受這項極限的運

動技藝，直到後來，經由茶園經營者李明

展、李明訓兄弟倆無償借出土地，經過規

劃整理，以及安全考量，在陡峭的坡地上

敷起水泥，供做飛行軌道，再加上當時李

仁生鄉長(永安村人)的大力推動，這項漫

遊天際的運動才得以在鹿野生根、揚名。

縱谷中自有天地好尋，除了高台飛行

傘的活動之外，鹿野鄉至今仍保有幾分純

樸田園的恬靜景象，紅塵煩囂惹不上身，

自然美景遍地可拾；著名的景點包括：月

世界奇景、位於鹿野溪上游的紅葉溫泉、

福鹿茶休閒觀光茶區、武陵綠色隧道、鹿

野河階、鹿鳴溪上游的蝴蝶谷、龍田百年

古木群、紅葉少棒紀念館、連接鹿野鄉和

卑南鄉的鹿鳴橋、位於海岸山脈的都蘭山

（美人山）、位於鹿野鄉瑞和村寶華山的

雷公泥火山、鹿寮溪上游的武陵幽谷等。

早採的春茶，香味、口味皆宜人

▲
 

村之間，是台東縣境開發較早的茶農區，

高台觀光茶園居高臨下，視野甚佳，近可

玩賞山翠撲簾的綠色茶園風光，同時又可

遠眺花東縱谷放膽奇山的煙霞雲霧，以及

龍田河階上方生機鬱勃的農田景緻；佳思

紛至，雲可賞心。

名震遐邇的鹿野高空飛行傘、練習

場，則位於永安社區高台觀光茶園一帶，

每逢假日，常見各型各色的飛行傘翱翔天

際，為綠油油的茶園農地增色生輝不少。

飛行傘與休閒茶園兩相結合，已然成

為鹿野鄉最大的觀光特色；一望無際的原

野，但見飛行傘如花似雲，千變萬化，一

朵一朵的在天空漫漫遨翔。

天趣活潑的永安社區富麗農

村

以「福鹿茶」稱名於世的鹿野鄉永安

村，是近年來甚受各方矚目的茶園社區，

社區內外綠野平疇，茶香四溢，加上村民

愛鄉的熱情不斷加溫，這些年來的永安村

已然經由共同營造的團隊力量，被塑造成

一座充滿大自然生態園區的富麗農村。

藍天在上，蘚跡在地，一甌茶，一

爐香，一翦梅，一片樹蔭；幾叢花，幾群

鳥，幾池水，幾片閒雲，走進永安社區，

友來或促膝侃侃而談，或飲一杯冷泡茶會

心交流，彼談我聽，不覺俗念都捐，塵心

頓洗，盡得世間意氣相許，果真天趣活

潑。

舊名叫鹿寮的永安村，北、東以鹿寮

溪與瑞豐、瑞源、瑞隆村為界，南以高台

低丘鄰接龍田、鹿野兩村，西臨延平鄉武

陵、永康兩村。

根據畢業於台北世界新專廣電科的

在地導覽員廖中勳、吳玉萍的專業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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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村設立年代溯源自日治時期大正6年

（1917年），日本人曾設鹿寮移民村，

民國37年時正式改名為永安村，取名「永

安」為村名，意味著冀望長居久安的用

意。

永安村於民國50年代即開始推廣種植

茶樹，茶園面積也緣於飲茶文化日漸風行

而日益擴大，茶農所得相對增加，新移民

的生活逐漸穩定下來，使得永安村的人口

不斷增加，村民眾志成城的在農委會水保

局的協助建設下，全力維護休閒農業及觀

光產業的發展，以養茶之情自養，則別開

洞天；以調茶之性自調，則縱橫自在。

社區居民有一半以上從事與福鹿茶相

關行業的永安村，不但充份發揮社區營造

的團結力量，促使社區成為乾淨、自然、

地導覽人員一同暢遊永安社區芳園千畝的

自然景觀。

何等悠閒的人間真境，一畝茶園迷

宮，便是茶史生態：鹿寮溪流水一灣，便

是原名叫鹿寮村的永安聚落；聽高台曠野

鳥雀數聲，便是一幅好畫景；散步滑草

場，便是坐擁一片天；走進無圍牆的永安

國小，便是踏破蒼苔的大自然生態園林；

玉龍泉生態步道更是由永安社造團隊及

村民們共同開通古道，親手打造出全長

1,100公尺的親水生態步道，又為永安社

區的生態畫上更多的色彩。其中獨木橋、

生態池、戲水區更是小朋友的最愛，熱帶

森林的特殊林相、搭配溪流兩旁、兩螯放

賜的螃蟹家族、夜裡歡唱跳動的青蛙及漫

步21國際渡假村與星月共眠，便是水上金

微笑、快樂的美麗天堂，更在多樣化的休

閒農業中，發展出使遊客歡喜的飲茶文化

與生態探尋，同時於民國94年成立台東縣

鹿野鄉第一支社區巡守隊，專司維護社區

的安全與安寧。

由熱心公益的社區居民戴春發先生擔

當首任大隊長的永安社區巡守隊，主要任

務為社區巡邏防護，希望達到社區治安零

死角，以及維護社區民眾身家安全，提高

舒適生活品質，營造平安有愛的優質社區

環境。而第二任大隊長林俊宏更是將巡守

隊帶入另一高峰，於民國95年拿到全國績

優治安社區。

出入逍遙的永安社區，不僅讓遊客深

刻的感受到村落乾淨的環境，並能經由在

永安社區發展協會租借的電動單車，與在

谷，怡然自得。

白雲無語謾相留，客到茶煙起竹下，

悠閒恬靜的永安村，野鳥忘機好作伴，彷

若一首使人唱懷不已的清賞幽歌，歌成樹

影弄茶間，永安社區叫人看盡世間好山

水。

位於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內的永安社

區，主要農特產為鳳梨及福鹿茶，目前社

區協會正結合村民共識共榮的認知，積極

推動社區營造工作，全力發展觀光產業，

福鹿茶及飛行傘即便是永安村兩大吸引觀

光客的主力。

永安村擁有讓村民引為傲的山水風

景、樸實的濃厚人情味，以及全國總冠軍

茶的榮耀，江山風月別是一番好景色，永

安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傅錦英對於社區營

▲ 一年四季飄散著茶香，使得永安村成為東台灣最大的茶鄉，「福鹿茶」
更知名全國

▲ 沿著峽谷，經玉龍泉及溪流，體驗熱帶森林的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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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提出深遠的見解，她說：

永安村是個族群多元的村莊，截至民

國95年總人口數約在1,815人左右，為鹿

野鄉人口最多的村莊，由於村莊面積大，

加上大多數地形為丘陵地及河階地，因此

民眾居住分散，目前共有九個小聚落，其

中阿美族人大都落腳於永昌及永隆兩個部

落。

基於社會環境不斷變遷，永安村己

從過去農耕社會轉型變成為農業觀光並重

的村落；反觀昔日野鹿成群的鹿寮村，如

今卻成每年將近數萬名遊客前來觀光的旅

必定指日可待。

永安社區獲選為十大經典農

漁村

根據台東縣政府指出，鹿野鄉永安

社區因為位處於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擁

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從民國80年起積極

轉型發展休閒產業，設置台東第一座觀光

茶園「高台觀光茶園」，並且引進飛行傘

運動，以及在永安社區發展協會的努力之

下，大力推動社區綠美化及地方建設，並

且獲得縱管處、水保局、林務局等單位的

協助，環境不斷改善，社區逐年蛻變中。

該社區自民國90年起，更致力於推動

社區營造工作，不僅按月發行社區報，並

且成立社區解說服務隊以及社區巡守隊，

提供遊客及社區居民更優質安心的服務，

遊重鎮，有鑑於此，永安社區發展協會從

民國90年起，便積極開發推動社區總體營

造，在當時理事長陳宗猛及廖金生理事長

的鼓勵支持下，當時的社造組長廖中勳(現

任總幹事)與吳玉萍夫婦，本著回家鄉回饋

之初衷，希望將社區民眾的生活做妥當的

改善，開始向公部門申請經費展開社造工

作。近幾年更以社區兩大資源「福鹿荼」

與「飛行傘」做為旅遊行銷包裝，結果獲

得許多迴響，讓永安社區近年來頻頻獲選

為績優社區及參加文建會全國社區年會的

殊榮。

93年度對永安社區來說，的確是個

具決定性的考驗年，社區發展協會嘗試以

社區自身的力量來推動社造工作，因此在

社造幹部的決議下，希望以另一種方式來

推動社區營造工作，除了爭取好鄰居文教

基金會的社造補助外，一切就得靠社區力

量，積極發展全方位的觀光產業，如飛行

傘、民宿、茶產業、旅遊業等；並改造永

安村成為一個富有希望且快樂的社區，進

而全面提昇社區居民生活環境，打造鹿寮

新故鄉，把成果與大家分享。期間，深受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於永安社區執行綠茵工

程計畫的卓著成效影響，幾年下來，永安

社區不斷從蛻變中變身，相信透過水保局

的襄助建造，永安社區要成為模範社區，

深獲各界好評，更贏得多次全國性農業暨

社區營造的大獎。

就因為能夠凝聚村民的共識，以愛和

微笑的團隊力量，積極推動社區綠美化與

休閒農業的深耕文化，鹿野鄉永安社區不

僅於民國96年入圍由行政院農委會主辦的

第一屆十大經典農漁村的票選名單，經過

嚴格評選及網路票選結果，更不負眾望的

拿下前十大。

不斷蛻變的鹿野鄉永安社區，氣候

宜人，四季良辰，白雲青松常使鳥啼欣然

有會，早在日治時期，日人即將鹿寮列為

日本移民村，永安村居住環境絕佳的特性

可見一斑，其中擁有清澈豐沛水質的玉龍

泉，更是永安村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從

地底湧現的玉龍泉，泉質清淨甘甜；目

前，居民及遊客藉由玉龍泉生態步道，沿▲ 蛻變的鹿野鄉永安社區，氣候宜人，四
季良辰，白雲青松常使鳥啼欣然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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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著村民的齊心努

力，永安村把整個社

區的建設推向綠美化

的境地

▲
 



著峽谷，經玉龍泉及溪流，體驗熱帶森林

的奧妙，上抵高台茶園，遠眺永安田園風

光，即成重要旅遊行程！

向來民風保守的永安村，經過轉型期

的重重阻撓，並於「創造美麗新社區」的

團結共識之後，每戶人家已然從過去封閉

保守的作風，大開心靈的微笑之門，以開

放式的美麗庭園，展現「茶香花香、果甜

人情濃」風範，相迎到訪的遊客。

民國50年代，政府在鹿野大力推動

紅茶種植，永安村一併轉型成為茶園區，

不少原本栽種鳳梨的林園變成茶園，隨

後，茶農更紛紛改種高經濟價值的小葉種

茶葉，烏龍茶、鐵觀音、武夷茶、金萱茶

等，「茶鄉茶香，靜謐鄉里」，一年四季

飄散著茶香，使得永安村成為東台灣最大

的茶鄉，「福鹿茶」遂而知名全國。

勇於蛻變及集合村民共生共榮的共

識力量，使得永安村能夠從原本地處窮鄉

僻壤的小村落，逐漸發展出茶產業的特色

以及發揮社區營造的成效，加上統合水保

局的規劃，大力推動水土保持綠美化，整

建觀光休閒產業，遂成為東台灣的最大茶

鄉，同時成為飛行傘及休閒旅遊的重鎮。

永安村依仗著村民的齊心努力，把整

個社區的建設推向綠美化的境地，期間配

合水保局的整建規劃工程，不但完成社區

營造的具體成果，同時被世人以「山中傳

永安村之美，可以臨丘高臥樓台，

放眼四方，於山得道機，於水得仙機，賞

他半塢白雲耕不盡，看它田間綠地風飄萬

點，拈來幾株楊柳風流自賞，林泉之滸，

足以暢敘幽情，便成千載難逢的詩情畫意

之境。

蕭然無事，為甚麼不到這捲起一片青

蔥好景的鄉野淨地，在渾如茶醉的鄉村庭

園，以杯茶飲之，清人吟魂呢？

天氣晴朗，清露晨流，掩映不住應接

不暇的景趣當前，走吧！

奇」相稱。

走進花東縱谷，放眼望去，永安村到

處綿延的稻田，黃花紅樹，村落煙橫，一

片翠綠的大地，展現出幾分狂花疏柳的美

景，家家戶戶庭前幽花怒放，總讓人吟思

忽起，頗有遠離塵囂，一派清興的感動；

每每啜茗以對，倍覺清雅滴破愁心，頓時

好景無數越山而來。

這時，若能到高台悠遊飛翔永安村獨

一的飛行傘，換得更深旅遊心，便覺不虛

此行了。

飛行傘運動在高台發展已有近十年

的歷史，旺盛的上昇氣流，讓永安高台成

為國內飛行傘好手心目中最理想的飛行傘

基地，十里青山，居高遨遊，登臨水雲深

處，果真描不完大地江山一片廣闊乾坤。

年來，飛行傘逐漸發展成為鹿野鄉永安村

重要的觀光休閒運動，尤其經由觀光局花

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縣政府、鹿野

鄉公所的協助，鹿野高台設置了專業的飛

行傘體驗中心及起飛場，每年舉辦飛行傘

全國排名賽及花東縱谷國際飛行傘邀請

賽，「想飛的季節」成為鹿野推動飛行傘

運動的代名詞，由於推動飛行傘運動不遺

餘力，永安村的旅遊觀光發展也順勢隨之

起飛，每到晴空萬里的天候時，五顏六色

的傘花悠遊天際，飄然成為全台最美麗的

空中景致。

我到鹿野鄉永安村來，一潭明月釣

無痕，這恬靜的小小農村，或走訪水保局

輔導成功的茶園品茗喝咖啡、或上高台體

驗飛行傘、或騎電動單車到田間閒逛、或

走進草弄民宿看它原始風味、或到不遠處

的紅葉溫泉泡湯，一路走來，忽聞狗吠雞

鳴、蟬吟雀噪，又見一樹龍眼長不停，再

見紅橙橙的蓮霧高掛樹梢，恍似踏入絕勝

之境，三徑竹間，花影參差，撩我許多風

情。

▲ 出入逍遙的永安社區，感受村落乾淨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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