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
■新社古堡

度的氣候，讓此地的

個獨特的河階地形所構成，自然資

社鄉，位於台中縣東邊的山城地區，地勢起伏、群

山環繞，是由

源的條件再加上年平均溫度攝氏

成，為了提升菇農的產業競爭

6

為台中縣第二大客家聚落。

年的陽明山計畫，在

一直以來作為新社鄉經濟主力的農業發展，在近

人之多，成
27,000

個新村落後，使得新社鄉的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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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增加，至今日全鄉人口約

此次規劃了

形成平埔族的新社。民國

海族的部落，在幾十年間經歷多次開發與遷移後，

擁有中台灣花園美譽的新社鄉，原屬平埔族巴宰

綠色森呼吸，快樂慢活之地

提升。

香菇精與茶包等，目的就是希望能讓菇類的經濟效益再

社鄉農會仍與生技業者持續研發其他菇類加工品，像是

包裝組合，以擴展傳統市場之外的銷售管道。目前，新

「虹溪」香菇品牌，推出香菇、金針菇、杏鮑菇等鮮菇

潮進入這個小村莊旅遊消費。例如新社鄉農會就自創了

相關加工品的商機，一方面結合農產與觀光，吸引人

力，農會與地方機構也積極輔導菇農，一方面開發菇類

產量約佔全台總產量的

新社鄉農會表示，協成村菇寮的密度高居全國之冠，

要賣點，讓網友可以按圖索驥，一路吃喝玩賞。

點，此次「菇聲響起 協成香菇街」群聚，也將其納為主

集散地聞名的協成村香菇街，都成為國民旅遊的熱門景

以歐洲古典風格建築為特色的新社古堡，以及菇類美食

新社鄉一帶的休閒農場，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其中，

近年來，在「一鄉一休閒」農漁園區計畫的推行下，

吸引觀光人潮進駐，也帶來相當可觀的經濟收益。

果、蔬菜及各種菇類等，品質及產量傲視全台，不僅為

農業發展蓬勃，從早期的甘蔗、水稻到現在的花卉、水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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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食在好天堂

菇聲響起協成香菇街
新社菇鄉的懷舊與創新

花海跟美食，是新社鄉兩大觀光資源，每到年底花海季以及5~10月的香菇收成季，這個小
鄉鎮一下子擠進了數萬觀光人潮，賞景、摘香菇、大啖健康美食，熱鬧非常。由於新社鄉

日夜溫差大，特別適合香菇栽種，尤其協成村一帶更是產量驚人，光是這個小村所產的香
菇佔全台產量的6成之多，沿街林立的香菇專賣店，形成地方特色。除了生鮮香菇、乾燥

香菇，當地居民還利用香菇加工製造出香菇素肉、香菇貢丸、炸香菇及香菇香腸等，成為
當地頗具盛名的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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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 也結 合觀 光規 劃， 尤其以 盛產 菇類 聞名 的協 成村 ，

餘

更成為養生美食主義的朝聖地。早在民國
~ 年代
間， 協成 村村 民便 已開始 進行 菇類 菌種 的培 育與 生產 ，
現在 已經 有包 括新 鮮香 菇、杏 鮑菇 、秀 珍菇 等多 達
種菇 類批 發銷 售至 全台 。這裡 ，不 僅是 香菇 種植 、買 賣

定透 過協 會的 整合 ，將

化作 業導 入香 菇產 銷中 ，成立

了「菇聲響起 —
協成香菇街」群聚網，並以香菇街沿
革、 活動 訊息 、香 菇介 紹、店 家簡 介、 留言 板、 折價 券
列印等功能作為群聚主軸。
協成村的菇類生產面積達 200
公頃，盛產期是 月到
月。 由當 地國 小兩 名老 師所研 發試 驗而 成的 「太 空包

種植 技術 養植 法」 ，使 得菇類 農產 品能 企業 化生 產， 並

的重 鎮， 也是 香菇 完整 生態及 香菇 美食 的最 佳品 嚐與 教
育展示場所，每年的吸引大批觀光人潮前來賞味遊玩。

且有 效控 制品 質， 是當 地的一 大特 色， 也是 協成 香菇 街

著頭 種香 菇， 不如 結合 社區的 力量 一起 發展 ，從 種植 技

太空 包廢 土拿 來飼 養復 育獨角 仙， 遊客 在採 收季 前來 ，

發展 的關 鍵之 一。 當地 香菇觀 光農 園， 還將 採收 完畢 的

巧、 採收 包裝 及產 品行 銷各方 面著 力。 於是 ，在

＊輔導開運團隊：數位聯合電信

後即 由王 來發 ，也 就是 現任的 王村 長， 成立 香菇 發展 協

＊網址：http://www.sie-cheng.com.tw/

會， 也因 為有 了這 個機 制，才 有後 來的 香菇 街出 現。 今

菇菇料理，美味讚不絕口
到訪香菇的故鄉，當然不能錯過香菇美食。為了滿足
遊客 的嘴 ，新 社餐 飲業 者可是 卯足 了勁 ，設 計出 各種 烹
調手 法的 香菇 料理 ，包 括蔭瓜 香菇 雞、 火烤 香菇 香腸 、
酥炸 鮮菇 、芥 茉杏 鮑菇 、柳松 菇養 生
羮 等都 是人 氣一 等
一的 美食 。如 果想 要回 家自己 嘗試 香菇 料理 ，那 不妨 走

＊自慢商品：各類香菇、菇類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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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王村 長接 觸了 經濟 部中小 企業 數位 化開 運團 後， 決

不僅可以嚐到鮮美的香菇，還可以觀賞可愛的獨角仙。

年前

其實，當地菇農早在

餘年前就發現，光是自己悶

5

10

60
70

e

一趟 協成 香菇 街， 這裡 的生鮮 香菇 與乾 貨香 菇， 有口 皆

10

便宜、有的貴一點，「其實菇類品
質、大小及新鮮度都是影響價格的
因素，如果菇類不夠新鮮，色澤就
會黃黃的，有些大陸進來的香菇看
起來沒有黃黃的，但卻是用色料加
工的，那個薰起來就會產生二氧化
硫，就是我們說的黑心香菇。」
所以要採購香菇，除了要看一
看、聞一聞，最好還是挑有商譽的

店家，就像協成村香菇街的

菇類都是自家種植的，香菇

採收後，就依照菇身的大小做

分類、去角，再製作生鮮或烘乾的基

本處 理。 「大 家也 可以 去參觀 我們 的香 菇農 場， 觀察 香

年、老字號的「九龍香菇行」，也

菇生態、體驗摘菇樂趣。」詹大哥說。

在原產地經營

是以 好品 質、 好信 用著 稱，店 裡的 明星 商品 包括 當季 香

幾年 的「 佳農 山產 行」 ，顧客 遍及 全省

菇、 冬菇 、花 菇、 台灣 金針、 香菇 餅乾 及香 菇素 肉干 。

同樣 已經 成立

大鄉鎮，從零售到批發，凡與佳農香菇行來往過的客

戶， 皆對 佳農 讚賞 有佳 ，黃老 闆為 了讓 消費 者更 了解 香

菇， 還可 以從 四季 溫度 變化介 紹到 菇色 與口 感， 提供 消

費者 作為 採購 指南 。佳 農主要 的商 品包 括新 鮮營 養美 味

香菇 、木 耳、 金針 、巴 西磨菇 、乾 杏鮑 菇以 及各 類菇 加

工品的大量批發零售。

談起香菇的選購，「宏國香菇行」也有一番見解，

「菇一般分四季採收，冬季產量最少，品質也較優，

幾年 的老 店， 除了 種香 菇、賣 香

冬菇在營養單位及表面的厚實度、口感方面都是最佳

的。 」這 家同 樣屹 立

菇， 還提 供遊 客「 停、 看、聽 」的 講解 服務 。店 內主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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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碑。

＊群聚參與家數：12家

種植香菇已有 幾年的「香菇之家 偉(晟農產行 」)詹
大哥強調，一般消費者可能會納悶，為什麼香菇有的

＊群聚名稱：菇聲響起—協成香菇街

20

10

e化群聚小檔案

20

10

商品
包括台灣香菇、花菇、
冬菇、巴西蘑菇、猴頭
菇、松杉靈芝、鹿角靈

芝、高山金針、黑木耳、香菇餅及素肉乾等。
來到「秀妮菇類專賣店」（台灣農頭有限公司），
除了 買香 菇， 還可 以認 識香菇 生態 並親 自採 摘香 菇。 老

尋幽探訪，體驗山中歲月
除了香菇生態美食之旅，到訪新社還可以欣賞一大片
的玫 瑰、 薰衣 草、 香草 、櫻花 及桃 花， 彷若 世外 桃源 的

月期 間來 訪， 還可 以欣 賞一

公頃 幅員 的園

美景 ，讓 人瞬 間忘 卻塵 世煩惱 。坐 落於 滿山 翠綠 之中 的

月到

「沐 心泉 休閒 農場 」， 四面環 山， 擁有
區， 景緻 優美 ，在

了解爸爸的辛苦，但往後自我介紹時他只說爸爸務農

你 啊 ！』 很 多 年 過 去 了 ， 小 男 孩 也 慢 慢 長 大 ， 他 開 始

的哭 鬧大 聲的 回了 小男 孩，『 沒有 種檳 榔， 是要 怎麼 養

要男 主人 不要 再種 檳榔 了，這 時男 主人 按耐 不住 小男 孩

土質 疏鬆 ，而 且嚼 檳榔 還有一 堆的 壞處 ，他 嘶啞 的吼 著

啼啼 的找 爸爸 ，他 大哭 大鬧地 說學 校老 師說 種檳 榔會 使

故事 。「 多年 前的 一個 下午， 家裡 的小 男孩 放學 後哭 哭

是一 大片 的檳 榔園 ，這 裡的轉 變可 是有 一個 令人 感動 的

限浪 漫， 不過 老闆 說， 以前， 這裡 並不 是一 片花 海， 而

進入這個園區，滿眼盡是花草美景，感受到的是無

大片的金針花海。

8

很辛 勞， 對於 種檳 榔一 事半字 不提 。到 了男 孩高 二的 那

溫情地說：「這是我家，

我們鄉下人比較好客，希

望你常來我們家坐坐。」

如果嚐過沐心泉的料理

後，想要買材料回家自己

煮，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走

一趟「宗美行」，採購生

鮮食材。「宗美行」是老

餘年 的老 店家 ，現 在店 裡由一 個小 不點 兒

看顧，她叫做「小余」，在這家店也待了 幾年了呢 ！

但也 已經 是

闆在 經營 沐心 泉之 前所 開一家 小超 市， 雖說 是小 超市 ，

■宗美行

原本在網路上就具有相當知

街群聚中，新社古堡莊園

下深刻印象。在協成香菇

築之美相互輝映，讓人留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與建

巨石排列的獨特景觀，

建築外，還有數百顆

園區內除了古典歐式

有助於體內環保喔。

餐，不僅好吃，又

調製成菇類風味餐及水果

個大 安森 林公 園，

茶，也都使用當地現採食材，經由大廚精心

因為位於香菇水果之鄉，新社古堡莊園的餐點及下午

成為此地常客。

美景 如畫 ，保 留自 然資 源的規 劃手 法， 讓蝴 蝶、 鳥兒 也

股離 塵的 神秘 感。 園區 幅地相 當於

身歐 洲， 冬春 交接 之際 常有清 霧繚 繞， 更讓 古堡 增添 一

中市北屯區與台中縣新社鄉交界海拔 800
公尺，四季氣
候怡 人。 這裡 的歐 式古 典建築 及造 景， 讓人 感覺 彷若 置

新社頗具盛名的旅遊景點「新社古堡莊園」，位於台

10

5

年， 他再 一次 跟著 爸爸 來到這 片山 地， 當爸 爸說 ：『 我
們到了』，男孩簡直
不敢相信，原本的檳
榔樹己去掉大半，換
上的是滿山滿谷的金
針花、野薑花、楓
樹、櫻花與柏樹，男
孩高興地看著爸爸，
爸爸只說：我不會忘
記你小時候的那次哭
鬧。」就這樣，三年

10

8

後沐心泉開張，老闆

37

闆還設計了一套美味的香菇、杏鮑菇、秀珍菇美食料
理， 特別 推薦 涼拌 杏鮑 菇及自 製現 烤香 菇披
蕯 ， 中西 式
料理一併嚐，口味很特別喔 ！以現炸香菇起家的「菇薌
農產 行」 ，堪 稱新 社的 鮮酥菇 創始 店， 店內 的獨 家「 菇
菇香 腸」 ，是 人氣 首推 的好料 理。 因為 加入 香菇 取代 掉
以往 的肥 肉， 讓菇 菇香 腸口感 不僅 不油 膩， 而且 吃得 到
香菇 ，嚼 勁、 香味 十足 ，且循 古法 純手 製作 、不 含防 腐
劑、不含人工色素，非常受養生一族所愛。
「震川農場」是此地新型態菇類農場，除了香菇生態
之旅 ，老 闆還 特別 設計 了漆彈 、餐 廳、 山訓 攀岩 及烤 肉
等活 動， 滿足 各個 年齡 層對於 美食 及遊 樂的 旅遊 需求 。
想要 一邊 賞景 、一 邊悠 閒享受 美食 的人 ，不 妨到 位於 新
社鄉 中興 嶺往 谷關 要道 上的「 菇神 商行 」。 這裡 幾乎 每
天上 演「 夕陽 秀」 ，瞬息 萬變 的雲 朵， 伴著 橘紅 霞光 投
射在 餐廳 的四 周如 同幻 境，入 夜後 還可 以遠 眺台 中市 區
萬家 燈火 ，聽 著現 場樂 團演唱 的動 人情 歌， 品嚐 百菇 養
生鍋、家傳菇菇鍋以及手工蕎麥冷麵，浪漫百分百。

■震川商行

■宏國山產行

■沐心泉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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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度，是眾多網友

客多一些旅遊規劃參

同時，也透過網站的

考。

群聚也期望可以透
電子商務機制，發展線

推薦的景點，此次

過它的高人氣，吸
上交易商機。「在現在

個店家的特色與形象。

詹大哥表示，此次群聚成員大多為中、老年人，網路

行銷 對於 多數 人來 說是 新鮮的 經驗 ，也 充滿 挑戰 ，但 是

大家 都很 積極 參與 ，互 相溝通 、協 助， 因為 大家 對於 這

個群 聚網 站充 滿信 心， 相信民 眾會 因為 對於 新社 多了 一

用折價券可享折價再折價的優惠。此外，還特別提供手機QR-CODE的

引更多網友注意到

分了 解， 而多 一分 想要 親身一 遊的 慾望 ，而 且在 新的 產

沐心泉休閒農場

這個時代，網路使用那

下單，才是e化成功的關鍵。此次「菇聲響起 協成香菇街」群聚的促

這個群聚網。

銷宣傳手法包括大量寄發折價券，祭出消費誘因，還提供在店家內使

菇神商行

配銷模式成型後，電子商務的部

份也可望有好成績。

震川商行

麼普及，我們當然也知

我們之前在學校的輔導

輝皇傢俱有限公司

除了遊山玩水、

此次群聚中還有一
下，也嘗試製作網站，

化的必要性，其實

個特別的成員，那

但因 為是 自己 做自 己的 網站， 不像 這次 群聚 這樣 內容 豐

道

就是「輝皇傢俱有

富， 而且 各個 環節 都串 連得很 好。 」詹 大哥 表示 ，為 了

品味美食料理，在

限公司」。它位於
提升

化效 益， 還特 別規 劃整 條產銷 鏈、 整合 資源 ，讓

新五村與新六村的

群聚商家多了一條行銷管道，並且與群聚成員協力建

上網的趨勢預做準備。

交叉口之處，素有

佳農山產行

置、維護網站，期望將香菇街的名聲打響。
不過，由於參與群聚的菇農們大多為中高年齡層，

九龍山產行

「山中傳奇」之

稱， 從店 裡的 原木 傢俱 ，到店 外的 自然 美景 ，都 讓人 感

以種 植香 菇及 農作 物為 主，對 於電 腦知 識與 操作 所知 有
限， 執行 過程 算是 難度 頗高。 所幸 此次 有中 小企 業數 位

受到 芬多 精的 清新 ，喜 愛原木 家具 的遊 客， 不妨 將此 地
歸入旅遊路線中。

化開運團的協助，他們先是綜合了群聚成員的疑難雜

由於「菇聲響起 協成香菇

症， 再從 電腦 基本 操作 教學開 始一 步步 指導 網站 經營 ，

化群聚，為店家開開運

銷及 經營 撇步 等等 ，後 來在王 村長 與中 小企 業數 位化 開

街」的群聚成員，有些是以

現在，成員們已經可以自由地新增、刪除及修改網頁。

運團 一次 會談 後， 開始 有了群 聚的 念頭 。透 過王 村長 的

風景、休閒為號召，有些則

菇鄉農產行

■偉晟農產行

由於這些店家本來就常常聚在一起，討論地方文化行

家業 者組 成群 聚參 加經 濟部中

以餐飲為主，每個人對於網

解說 與聯 絡， 終於 促成

小企 業處 「縮 減產 業數 位落差 計畫 」， 並由 「香 菇之 家

在製作整合上相當不易。開

整，在統一的風格中，以細

各店家版面的製作上稍作調

運團與成員討論後，決定在

頁製作的版面及看法不一，

偉晟農產行 詹大哥擔任群聚領導人，將當地的產業發
(
)
展結合人文特色與自然美景，
在
網路上做出相當完整的介
紹，希望讓更多人對這個以
香菇及花海聞名的地方有更

偉晟農產行

e
e

部的加強與變化，塑造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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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網站只是數位化行銷的第一步，如何吸引更多人上網瀏覽，甚至

新社農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群聚開運撇步

台灣農頭有限公司

■家傳菇菇鍋

宏國山產行

優惠訊息下載，將廣大手機用戶納入目標客群，也為未來3G行動通訊

宗美行

12

多認識，也讓想要到訪的遊

小頭家做伙ｅ起來

■沐心泉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