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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鄉擁有得天

獨厚的自然環

境， 這 處 恬 然

淨土孕育出各式風情的庭園咖啡館和特色民宿，成為休閒

渡假勝地。而南庄優良的水質，亦使此地成為養殖鱒魚的

最佳區域，培育出的魚肉鮮甜又肥嫩，是饕客們必嚐的特

色美食。在地的養殖場大都分布於海拔 800 公尺以上的蓬

萊、東河、鹿場三個地區，可說是北臺灣最大的鱒魚故鄉，

而原為虹鱒生產中心的南江村，當地的傳統餐廳已逐漸轉

型成為休閒農場，除提供鱒魚大餐外，另有飼養環境之導

覽參觀，有些還提供遊客體驗釣鱒魚的樂趣，了解鱒魚美

味從產地到餐桌的過程，直接嚐到最安心的天然佳餚。

虹鱒為高冷性淡水魚類，堪稱魚中貴族，對於賴以生

存之環境要求相當嚴苛。須在水溫、pH 值適中，高含氧的

清流活水裡養殖，且生長環境之水量須四季豐沛無汙染。

南庄由於地勢高且森林保存完整，加里山提供了源源不絕

的冷泉，且中港溪主、支流潔淨，加之全年氣候涼爽，正

具備鱒魚生長的絕佳條件！幼魚長為成魚約需一年，期間

亦須適時調整所餵養之飼料等，在這些細心呵護之下，才

可孕育出品質優良的肥美虹鱒。養殖業者更研發急速冷凍、

真空包裝技術，方便外帶與宅配，延長保鮮與賞味期，讓

遠處的饕客也能一

飽口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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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存並享用

這 個 美 好 滋 味？ 首

先，魚丸買回去後，

建議一定要冷凍以留住新

鮮，而且必須等到完全解凍，再放

入沸水鍋中燙熟，否則水分容易流失，

使得魚丸失去彈性，影響口感。另一

方面，苑裡魚丸都是使用天然的真材

實料輔以合宜的辛香料所製，不僅沒

有鯊魚的腥味，稍加烹煮便吃得到它的汁甜味美和香 Q，

還能搭配排骨、蘿蔔或其他蔬菜燉湯，變為一道可口佳餚。

魚丸當然也是不可或缺的火鍋料，進一步做成滷味、炸物

料理皆別有一番風味！

光復初期，苑裡地區沙條（小口半沙條鯊）及雙過（雙

髻鯊）鯊魚的產量極為豐富，但因交通運輸不便且冷凍技

術未臻完善，運銷不易，每當魚汛期盛產，除了少部分零

售鮮食之外，往往供過於求，產銷無法平衡以致賤價傷漁。

為了順暢魚貨通路，當地漁民興起了將鯊魚製成魚丸的想

法，以期解決鯊魚產銷失衡現象並提升漁民收入。由於原

料取自沿岸新鮮漁獲，所開發的魚丸不論在風味或彈性上

皆非類似產品可以媲美，其名聲不脛而走，成為廣受歡迎

的苑裡特產，更是苗栗縣的最佳海鮮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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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山、好水、好人情的苗栗山城，

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孕育出四季豐饒的各式產物，

其中水產作物的技術研發、培育改良，透過加工與料理，

不僅為當地社區提升產值效益，也為農村觀光產業加分

 

先民手作傳承的苑裡魚丸，各個渾圓飽滿。

肉汁的鮮甜，混合油蔥、胡椒的香氣，

每一口咬來層次豐富、Q 軟彈牙。

山中美味－南庄鱒魚，蘊藏在深山活泉水中。

肉質細緻、無刺不腥，是道鮮美、甘甜的料理食材，

無論蒸、煮、煎、烤或是做成生魚片，皆讓人食指大動。

 

擁有身分證的苗栗大閘蟹，是金秋裡的珍饈首選。

膏黃豐腴濃郁、蟹肉鮮嫩，瞬間攻佔味蕾，

品質的嚴格控管，讓消費者品嚐起來安心又健康，

打造苗栗大閘蟹成為全臺優質金字招牌。

老饕們千萬別錯過這些天然的水產美味！

歡迎前來苗栗賞「丸」，我們將以「鱒」相待、由衷致「蟹」！

苑裡

魚丸之所

以能獨樹

一幟，在

於選用了

上等的鯊

魚肉混和

豬肉作為食材，並以胡椒粉、油蔥、特砂糖、精鹽、香油

調味，且絕對不添加防腐劑，而創造出有別於一般魚丸的

鮮美口感。魚丸的彈牙、脆口更取決於魚漿能否維持在攝

氏 0 ～ 5℃的低溫；尤其早期均為純手工製作，生產者的

雙手即使在寒冬中也須忍受冰冷液體的襲擊，揉捏出一顆

顆飽滿又厚實的魚丸。雖然目前先進的機械用具已取代人

工，但是仍須經過去皮骨削肉、絞肉打漿、調味、成型、

水煮、冷卻、包裝、冷藏等繁複程序，方能擁有此一美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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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苑區漁會

 037-861171

    苗栗縣苑裡鎮中山路 133 號

  王記魚丸

 037-861685

  苗栗縣苑裡鎮大同路 75 號（苑裡市場）

 王記鑫魚丸

 037-861859、0932-667029

  苗栗縣苑裡鎮苑南里和平路 118 號

 鄭記進發魚丸

 037-861523

  苗栗縣苑裡鎮天下路 80 號（苑裡市場）

 利昌魚丸

 037-868336、0931-075818 

  苗栗縣苑裡鎮天下路 80 號（苑裡市場）

 南庄鄉農會展售中心
037-824156
 苗栗縣南庄鄉東村中正路 195 號

 南庄家政班餐廳
037-824155
 苗栗縣南庄鄉東村中正路 195 號

 春谷休閒農場
037-821892
 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小東河 25 號

 春友休閒農場
037-824815、0919-211272
 苗栗縣南庄鄉東村 17 鄰 111 號

 南庄鱒魚養殖場
037-823608、037-821856
 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 16 鄰 14-1 號

 高山青農場
037-821517
 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 14 鄰 30 號

 唯我獨鱒庭園餐廳
037-824296、0911-410151
 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 17 鄰 39-1 號

 桂花園鄉村會館
037-823066、037-823989
 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 5 鄰 73-7 號

 蓉櫻農場
037-823998
 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福南 45 號

新鮮、Q 彈的虹鱒肉質，是來此的遊客不能錯過的美

味，因此南庄餐廳店家紛紛推出現抓現煮的鱒魚大餐組合，

研發出多種創意吃法，搭配當地野菜，如特產桂竹筍等，

即形成一桌山中盛宴。虹鱒的鱗片屬於細鱗，可以吃、不

用刮除，亦沒有土腥味和小骨刺，為生魚片的最佳食材，

嚐起來爽口而不膩。喜熟食的朋友，選擇清蒸烹調，亦能

嚐到十足的原汁原味！鹽烤的酥脆外皮還可強化其香氣及

口感，其它像是三杯、紅燒、糖醋，甚至西式佐料等吃法，

更是能品嚐細嫩、綿密魚肉的豐富口感。除了新鮮的鱒魚

料理外，亦有醃鱒伴手禮供來此的遊客購買，魚肉發酵熟

成後具有特殊風味，用來煎、烤、炒飯、做成日式飯糰都

相當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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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閘蟹適合生長在水溫攝氏 20 ～ 28℃的水域，除了

水質要乾淨之外，水中還需要水草及適量的螺類生長。

苗栗山多平原少，溪流上游又有 5 座水庫及水源保護

區，天然環境很適合養殖大閘蟹。目前使用生態養殖方式

推廣飼養大閘蟹，各地養殖池廣植水蘊草、苦草等不同品

種水草，淘汰以往塘內使用的蟹屋，也強化養殖戶掌握水

質變化的能力，知道什麼時候該換水、消毒，維持優良的

養殖環境，提升技術。水草栽值得宜，不僅可以調節水質、

防偽標章扣環的使用皆為一次性，一旦鎖住便無法正

常打開，因此如經破壞後亦不能重複使用。除了使用智慧

型手機掃瞄 QR-code 外，消費者亦可上網輸入扣環上的數

位防偽碼，查詢養殖戶與生產履歷資料，非常方便。

蟹殼、蟹臍、腹部、蟹足、蟹腳等部位也都隱藏著辨

別優質大閘蟹的「密碼」：蟹殼色澤鮮明、有光澤且呈墨

綠色，通常體厚堅實，若呈現黃色，一般較為瘦弱。蟹臍

凸出的，多是脂肥膏滿，凹陷的則為膘體不足；如果蟹膏

鮮豔，蟹臍兩旁還會透出紅色。蟹足黃毛叢生，大多膘足

強健，無毛者往往體軟無膘。另可將蟹肚朝上，用食指輕

按臍部，或以指甲在蟹腳上捏壓，硬又結實的一定比鬆軟

的來得成熟飽滿。

還能試著掂掂蟹的分量，小巧量重的是好蟹。而藉由

觀察蟹被反轉後可否迅速翻回，便知其有無活力、存放時

間的長短。最後，俗諺「九月圓臍、十月尖」表示農曆九

月（國曆十月）母蟹卵滿、膏黃，是吃母蟹的時機，到了

農曆十月（國曆十一月）公蟹性腺發育程度最佳，滋味最

好。

正宗的優質大閘蟹，基

本在外觀上要具有「青背、

白肚、金爪、黃毛」等四大

特徵：

青背
蟹殼呈青色，平滑又帶有光澤，燒熟後顯現純

紅色且鮮豔。

白肚
貼泥的肚臍、甲殼呈現磁白色，晶瑩潔白有光

澤，沒有黑色斑點，給人水亮玉質般的美感。

金爪

爪尖呈現黃金般色澤，2 個螯和 8 隻爪強勁有

力，即使放在玻璃板上都能八足挺立，爬行自

如。

黃毛 蟹腿毛長且黃，根根挺拔不帶泥土屑。

苗栗縣三個大閘蟹養殖協會組成北、中、南 3 隊參加

2015 年上海海洋大學蟹文化節暨「王寶和盃」全大陸河蟹

大賽，與上海、江蘇、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山東、遼寧等 9 省的六十多家養殖企業較勁。此次評比標

準為「肥滿度」60％、「外型特徵」的體色、齒況、背部

疣狀突佔 40％，每隻大閘蟹均以暗碼編制進行「盲評」。

在參加中國河蟹競賽最高殿堂的王寶和盃大閘蟹競賽中，

由苗栗三個養殖協會組隊參賽，一舉拿下 3 座金蟹獎，更

在「最佳口感獎」中擊敗勁敵，脫穎而出，勇奪最高榮譽。

青背 白肚

金爪 黃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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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蟹．撇步

榮耀．品牌
一些糖，製成薑醋醬汁。因大閘蟹屬寒性食物，品嚐時可

搭配陳年紹興酒去寒。食用後，手上殘留的腥味，可用茶

水、檸檬水或用牙膏沾水等搓洗去除。

品蟹祕訣

•善用吃蟹利器，去殼刮肉更方便！

明清時代，文人雅士品蟹是一種文化享受。賞菊吟詩

啖蟹時，人人都備有一套專用工具，包含錘、鐓、鉗、匙、

叉、鏟、刮、針，俗稱「蟹八件」。

•依照部位拆解，輕鬆享用好滋味！

1. 去蟹臍。2. 揭蟹蓋。3. 除蟹鰓。4. 推蟹胃。

5. 去蟹心。6. 拆蟹嘴。7. 掰蟹身。8. 截蟹腿。9. 剪

蟹螯。10. 去手腥、喝薑湯、暖暖胃。

增加溶氧量，還可降低水溫和改良底質，同時利於大閘蟹

蛻殼與隱蔽，水草更能吸引螺類繁殖，為其提供天然新鮮

食物來源。

另外，透過專用儀器設備進行水質檢測等，建立生產

履歷。每月定期監控各地養殖池的水質情況，包括 pH 值、

溶氧量、氨氮含量等，以防止水質惡化危及大閘蟹成長環

境。養殖過程中，餵養安全的配方飼料，且不用抗生素等

動物用藥，使得苗栗所養殖的大閘蟹能在最自然的環境中

成長、茁壯。

 苗栗縣優質大閘蟹產銷協會

0920-091695

 苗栗縣大閘蟹養殖發展協會

0963-254960

 苗栗縣一級棒大閘蟹推展協會

0919-84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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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閘蟹向來是不少台灣人渴求大啖一番的頂級精緻美

食。過往多仰賴進口，尤其是來自中國大陸。雖然自 2007

年起試圖自產自銷，卻因蟹苗取得不易、缺乏養殖技術、

無食品安全認證等條件，早期育成率普遍不佳、獲利不如

預期。

苗栗的天然水資源豐沛、水質優良，又氣候常年穩定，

擁有十分適合大閘蟹生長的環境。基於此，縣政府著手大

閘蟹養殖產業之推動，2011 年與上海海洋大學簽訂相關科

技合作協議，引進健康蟹苗、採用專用安全飼料，同時透

過專家長駐輔導、專業知識和經驗之傳授與交流，不僅突

破原有的瓶頸，產值大幅提升，養殖地點遍布苑裡、銅鑼、

頭屋、三灣、南庄等地區，更進一步創造出口碑，遠近馳

名。

把關．優質

苗栗縣政府推廣養殖大閘蟹，堅持「生態養殖、無藥

物殘留、安全衛生」的特色和優良品質，大閘蟹上市前一

個月，依衛生福利部 64 項動物用藥殘留規範進行檢測全

數通過，每戶養殖戶也都必須由縣府協助抽查送驗，為消

費者嚴格把關。為加強對苗栗大閘蟹品質認證的管理，縣

府特別製作專屬防偽扣環、訂定發放原則，除了強化品牌

識別，也方便消費者選購苗栗優質大閘蟹。

防偽扣環（蟹環）直徑約 2 公分，正面具雷射刻印之

「苗栗縣優質大閘蟹」產地標章，背面則有可供掃描生產

履歷的 QR Code 。只要帶上這個認證扣環的大閘蟹，就能

確保蟹苗是合法進口、通過 64 項藥物殘留檢測，並為全

程由縣府技術輔導養成的優質大閘蟹，亦是縣府輔育安心

美味的保證。 

保存方式

大閘蟹是生鮮的水產，建議購買起三天內食用。可將

活蟹平放在盒中保存，蓋上擰乾的溼毛巾，放入冰箱冷藏，

綑綁草繩的大閘蟹遇低溫（攝氏 5 ～ 10℃）會減少體力及

熱量消耗，而保有飽滿的蟹黃、蟹膏。

不過濕毛巾須經常更換，以保持濕度， 一旦發現活動

能力下降，便須立即料理 。切記大閘蟹勿用水洗，或解開

其細繩後放入水中暫養，否則將導致蟹死亡。

烹調建議

•清蒸水煮兩相宜

烹煮大閘蟹可用清蒸、水煮等方式。清蒸時先將蟹身

刷洗乾淨，置入蒸鍋加水，再放薑片去腥，苗栗地區民眾

通常還會加紫蘇，最後再滴上些許紹興酒或黃酒；水開後，

用大火蒸煮約 15 分鐘，關火再燜 1、2 分鐘即可上桌。如

果用水煮，可不用綁蟹，直接將蟹置入鍋內冷水中，水面

約與蟹身平高，開大火煮約 15 至 18 分鐘即可。

•薑醋醬汁佐風味

食蟹時，佐料可用醋加入薑末，也可依個人適好加入

品嚐．佳味

中華絨螯蟹，大家或許不知這個甲殼類動物所謂為何，

但若說起「大閘蟹」，便會令人眼睛為之一亮並食指大動！

「蟹」這個字，相傳是因大閘蟹而造的。大禹治水期間，

陽澄湖地區有一「夾人蟲」常於夜裡成群出沒，損壞堤壩、

傷害民工。當時的監工──巴解，命人挖一條圍溝，晚上

以火光引誘牠們入內，再用滾水將其燙死；瞬間「夾人蟲」

竟然變成紅色，且奇香撲鼻。巴解率先品嚐，發現那味道

鮮美至極。為了紀念這位勇於吃螃蟹的始祖，人們取其名

字「解」，在下面加了個「虫」，於是稱「夾人蟲」為「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