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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府為了彰顯農業產銷班經營績效，

藉由選拔績優產銷班作為其他產銷班學習

典範，帶動齊頭並進，共同提升臺灣農業競

爭力，每2年舉辦全國性十大績優產銷班及

優良產銷班選拔，以發現臺灣產業新力量。

今 (106) 年度本場推薦的5個產銷班在經過

層層的考核及激烈的競爭之下，從眾多的競

爭者中脫穎而出，由元長鄉花卉產銷班第2
班及嘉義縣阿里山鄉雜糧產銷班第2班，拿

下了全國十大績優產銷班殊榮，可圈可點

的傑出表現，令人讚賞。同樣表現不凡的還

有新港鄉蔬菜產銷班第27班、太保市蔬菜

產銷班第26班及雲林縣口湖鄉烏魚產銷班

第6班等3班，榮獲全國十大優良產銷班，

精彩優異的表現，值得鼓掌喝采。茲將以上

得獎產銷班的優良事蹟加以介紹，希望能

作為其他產銷班學習的最佳典範，一起創

造臺灣新農業！

元長『設施』頂呱呱，夏種『蔬

菜』冬種『花』

雲林縣元長鄉為洋桔梗生產專區之一，

以元長鄉花卉產銷第2班為主體，栽培面積7
公頃，所生產的洋桔梗以外銷日本為主。產銷

班透過計畫性生產，以共選共計共同運銷模

式，年銷日本180萬支。由於洋桔梗外銷日本

僅限冬季，為了更有效率的運用設施及降低

土壤劣化情形，產銷班以『夏菜冬花』輪作模

式，在夏季較缺乏蔬菜時種植小黃瓜，冬季種

植洋桔梗，大大的增加班員的收益。

由於洋桔梗栽培技術門檻較高，農民通

常需經過專業訓練才比較容易成功，而本班

班員不但個個技術純熟，還具備有自行育苗的

能力，大幅的降低國外購苗成本達1/2，對於

提升產業競爭力相當有助益。也因為如此的

生產模式，讓產銷班在5年內營業額翻漲了5
倍達到7,500萬，吸引很多年輕人投入該項產

業，班內45歲以下的班員就佔了一半，有了青
1  阿里山鄉雜糧產銷第2班種的正港「臺灣味」是

原生種珍穀雜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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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接棒，洋桔梗產業前景更令人期待。

為了減少設施土壤劣化，生產高品質小

黃瓜，產銷班多使用微生物性肥料 (溶磷菌、

菌根菌等) 及大量施用有機木屑增加田間有機

質，盡量減少化學肥料使用，所生產的小黃瓜

安全、健康又好吃，還通過產銷履歷驗證，深

受消費者的喜愛與信賴。為了提高小黃瓜的

附加價值，班員也試著將小黃瓜製作成瓜乾

及現調氣泡飲，希望藉由產業的升級，拓展多

元化的銷售通路。

由於班採取共選共計的方式外銷洋桔

梗，如何確保品質達到均一性十分重要，因此

從洋桔梗的田間生產，集貨場包裝到最後裝

櫃出貨，產銷班自訂了3種標準作業生產流程 

(SOP)，再依照班員實地演練操作後，將集貨

場動線規劃出最適合作業的模式，在最短的

時間內發揮最高的工作效率。同時又應用自行

研發的雙層花卉搬運車，將冷藏庫的利用率

倍增，雙管齊下做到省時、省力又省錢！

本班組織建構完善，青農人數眾多，在

班長領導下大家目標一致，團結一心，成績表

現十分亮眼，未來除了努力提高洋桔梗在日本

的市佔率，也積極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

拓展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澳洲等海外市

場，希望讓『M.I.T』國產優質洋桔梗「花」現

世界！魅力無限！

阿里山『茶山良食』，『有機』

誠實的『糧食』

莫拉克風災重創臺灣，摧毀阿里山地

區觀光資源，迫使當地年輕人遠走他鄉，為

了讓留在部落裡的族人能有工作的機會，也

讓離鄉背井的人有回家的路，於是成立「阿

里山鄉雜糧產銷第2班」，簡稱「茶山雜糧

產銷班」。

班員以集體耕種的方式，在茶山共同

租地，一起栽種祖先留下來的原生種珍穀

雜糧 (香糯米、紅糙米、糯小米、白薏仁)，
為了感恩大地留給他們自然純淨的土地，

班員們以友善耕種的方式，生產最自然、健

康、安全的有機糧食，堅持不使用任何的農

藥及化肥，這是他們回饋土地最好的方式。

產銷班所生產的有機雜糧不僅受到國人喜

愛，還熱銷到日本，獲得當地民眾高度認

同，還跨海致贈班一台「自走式割捆機」，

希望能幫助他們提高產能，讓更多的日本消

費者品嚐到這正港的『臺灣味』。

為了能有持續且穩定的收入，班員

們利用當地茶山特有的季節性作物，開

發出各種農產加工品，提升了產品的附加

價值，目前已研發筍製品、薑製品、糖製

2  元長鄉花卉產銷第2班開發小黃瓜現調飲品，搶
攻冷飲市場，拓展多元通路

3  班員具備自行培育洋桔梗苗能力，可節省購苗成
本50％，大幅提升產業競爭力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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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他們從不吝惜伸出雙手，只因他們走

過同樣的路，更能體會其中的苦。

未來產銷班將以更多樣化、規模化的

產業經營為目標，努力邁向產業六級化，在

兼顧產業發展及保留部落文化下，讓阿里山

「茶山良食」成為「誠實糧食」的代名詞！

新港蔬菜『安奇麗』安全健康

『有履歷』

成立近20年的新港鄉蔬菜產銷班第27
班，班員人數多達54人，其中不乏有資深農民

與青年農民，班員們並沒有因為年齡差距產生

代溝影響班運作，反而因著新舊融合，更能互

相學習，彼此成長讓產銷班得以永續經營。

本班所產的蔬菜品質不只優良，安全更加

掛保證，有6項農產品通過產銷履歷驗證，也

由於班員人數優勢，經營面積夠大，能夠穩定

供貨，因此得以獲得長期訂單，連知名餐廳鼎

泰豐都指名購買班生產的甘藷葉，正因為客源

固定，使得班員能夠無後顧之憂，放心的擴大

面積，不用擔心蔬菜滯銷問題發生，因此產銷

班向心力極強。

產銷班主力作物甜椒、甘藷葉及青花

菜，不只是知名餐廳指定供應商，更高達

50～90%的產量是供應給長榮空廚、麗晶遊

輪、全聯、好市多、惠康、遠百、大潤發等大

型量販店及連鎖超市，價格高出一般市場的

拍賣價達33～96%。透過漢光果菜生產合作

社、加州果菜運銷合作社及素茵農產公司等

集貨商拓展通路，以產銷班共同品牌「安奇

麗」，販售全臺各地，大幅提高市佔率，年銷

貨量達1,103公噸，營業額達5,000萬元。 

品及苦茶油

等產品，其

中筍製品外

銷日本，同

樣獲得熱烈

回響，產品

供不應求，

相當搶手；

今年也嘗試

外銷美國及

中國大陸，

希望能拓展

更多的海外

市場。更加

難得的是產

銷班的外銷

作業都是由

班員獨立完成，並未依賴任何貿易商協助，

實在相當不容易。產銷班從生產、加工到銷

售，全由班員們同心協力，分工合作完成，

企業化的經營，宛如小型公司，僅管麻雀雖

小，卻是五臟俱全，每個人各司其職，各盡

其力，為班爭取最大的利益。所創立的「茶

山良食」品牌，從一開始的默默無聞到如今

銷售通路超過40家，優質品牌形象已深植

消費者的心。

產銷班從成立第1年資源貧乏到第2年

資源豐富，第3年起就能獨立自主運作，憑

藉的就是各方的支援及班員目標一致的向

心力，除了感念大地給予族人自給自足的能

力，班員們也從中學習到如何與大自然共

存，從挫折中再站起來，因此對於需要幫助

4  新港鄉蔬菜產銷班第27班生產的葉用甘
藷，安全健康有「履歷」，連鼎泰豐都
指名要它

5  班員們將小番茄加工做成番茄地瓜酥，
提高產品附加價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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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出貨量大，因此班員自田間採收後送

到集貨場清洗、選別及包裝時，產銷班會指派

專人在旁協助選別，依照不同通路別，嚴格落

實分級包裝，控管品質標準。又為了提高甜椒

附加價值及增加銷貨量，產銷班與當地其它產

銷班合作，共同開發甜椒加工品 (如甜椒冰淇

淋)，希望能吸引不同客群，多元化銷售產品。

產銷班創立『安奇麗』品牌意義，是希

望生產「安全」、「安心」、「奇」特又繽紛亮

「麗」的甜椒，以鮮豔的色彩吸引消費者注意

而購買，同時也希望所有的班員都能夠在一個

「安全」友善的環境下，「安心」的從事農業

生產，共同的創造自己「綺麗」的彩色人生！

太保『青農』向前衝，營收『破

億』不是夢

由一群平均年齡35歲的青農所組成的太

保市蔬菜產銷第26班，以策略聯盟方式與在

地優質農民組成團隊，利用純熟的技術，在

各項比賽中獲得佳績，提高知名度並奠定優

質品牌形象。以頂級的蔬果，搶攻高端客群，

締造年營收破億的傲人成績，打造屬於自己

的農業王國，展現年輕人無所畏懼的衝勁與

堅強實力！不禁令人豎起大拇指說：『臺灣青

農！好YOUNG的』！

產銷班以設施生產高品質的小番茄及甜

瓜，除了自訂標準作業生產流程及分級包裝

標準，還以區域別劃分班員組別，每組設組

長1名，嚴格落實分級制度，力求品質一致才

能以共同品牌出貨，維護品牌形象。又為了延

長產期，穩定供貨，拓展更多市場，產銷班以

『福嘉農場』及『沃田農場』雙品牌行銷，做

出市場區隔，分散風險。

主要銷售對象以高級水果行為主，其

次為宅配、百貨公司、拍賣市場及外銷新加

坡等。產銷班走頂級水果高價路線，創下年

營業額1億3千多萬元的好成績，獲利率高達

70%，吸引眾多年輕人搶著加入，目前產銷班

45歲以下的班員就佔43%，其中還有百大青

農3位，年僅30歲的楊景翔還榮獲2017全國

模範農民，印證了英雄出少年，青春無極限！

產銷班以設施有計畫性的生產，不只做

到產期調節，還可降低農閒人力閒置及旺季

缺工問題，今年度更以行動支持農委會推動

的『農業季節性缺工計畫』，僱用4名農業師

傅，為農業培養新的生力軍。產銷班也積極的

參加社區各項活

動及農村再生計

畫，對於活絡農

村人力及社區發

展幫助極大，更

奪下第一屆嘉義

縣金牌農村獎，

實屬不易。 

6  甜椒製成冰淇淋，多元化經營，吸引不同客群

7  太保市蔬菜產銷第26班所生產的頂級甜瓜及小番
茄，主打高端市場，締造營收破億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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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班長同時也是公司負責人的曾班

長，為了提高產銷班及當地養殖產業知名度，

與班員不斷研發各項烏魚子加工品，大幅提升

烏魚子的附加價值及班員收益，使得獲利率由

原來的15%提升到35%，年營業額達2,200
萬元。

產銷班應用多年研究才成功的烏魚子分

離法技術，製作出烏魚子鬆、烏魚子醬、烏魚

子酥及烏魚子鳳梨酥等新產品，市場反應相當

熱烈，成為來口湖必買的熱門伴手禮。尤其班

員呂新發創新的「蜜蠟烏魚子」產品，竟然可

以放置在常溫下1至2個月，還能保有新鮮美

味，突破傳統僅能冷凍 (藏) 食用的障礙，精

湛技術也讓他榮獲全國模範漁民，該項產品

也成為2017雲林縣十大伴手禮之一。

未來產銷班除了繼續研發各項烏魚子加

工品，也嘗試透過海藻萃取技術將海底「龍鬚

菜」製成保養品，藉由多樣化的經營提升班員

收益，同時也嘉惠消費者，落實產銷班口號-

來「口湖」必定有「口福」！

結語

隨著時代的演變及科技的進步，臺灣農

民的經營方式已不再單純侷限於生產面，而

是逐漸的朝向構築產業價值鏈前進，藉由產

業升級及智慧農業應用，改變過去單打獨鬥的

經營方式，進而以產銷班組織的團體運作，發

揮合作的加乘效果，提升產業競爭力，讓農業

不只能立足臺灣，更能放眼世界，綻放耀眼光

芒！

產銷班以追求「健康」、「卓越」與「樂

活」的農業為發展主軸，藉由紮實的生產技

術，配合政府推動政策，發展精緻安全農業，

提升產業價值，鼓勵青農創造屬於自己的農

業新時代。 

『烏魚』加工好功夫，來『口

湖』絕對有口福

有「烏金」之稱的「烏魚」全身是寶，尤

其「烏魚子」更是臺灣冬季限定美食及過年送

禮的最佳良伴。由於海面可捕捉的烏魚越來

越少，無法供應龐大的消費市場，漸漸的以人

工養殖方式取代捕撈烏魚，但在口感及品質

上都不輸野生烏魚，也因為產量更容易掌控

及穩定，因此成為目前最

夯的新興產業。

雲林縣口湖鄉烏魚

產銷第6班是由一群志同

道合的漁民所組成，產

銷班成立宗旨是希望能

做到「產銷雙贏」，顛

覆一般漁民只會生產不

會行銷的刻板印象。班

員們將生產具有產銷履

歷的生鮮烏魚子，交由

經銷商加工製成烏魚子

加工品後，再由產銷班

所成立的「口福國際漁

產品有限公司」來販售。

8  口湖鄉烏魚產銷班第6班
生產的「一口烏魚子」真
的讓你吃了一口接一口

9  班員創新加工產品－蜜蠟烏
魚子放置常溫1至2個月，
竟然還是一樣好吃，實在
amazing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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