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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時光飛逝，很快的又到了每2年開獎1次
的全國十大績優產銷班暨優良產銷班選拔，

本場從本 (108) 年度參加區域評選的9個產銷
班中，精挑細選出5個菁英班參加全國賽。所

選出的5班強棒，果真不負眾望，揮出漂亮全

壘打，全都榜上有名，並奪下3席全國十大績
優產銷班及2席全國優良產銷班的佳績，傑出

優秀的表現，實在是可喜可賀！本屆榮獲全國

十大績優產銷班的有雲林縣西螺鎮蔬菜產銷

第16班、嘉義縣竹崎鄉果樹產銷班第49班及
阿里山鄉雜糧產銷班第1班。另外臺南市柳營

區蔬菜產銷第2班及嘉義縣太保市稻米產銷第
2班也不惶多讓，榮獲全國優良產銷班。本屆

參加全國十大績優產銷班選拔全國賽的有22
個產銷班，每班都是地方上的一時之選，從鄉

鎮市區比賽一路過關斬將，進入到全國賽，實

力難分軒輊，各具特色，能夠在強敵環伺情況

下，脫穎而出獲得優勝，實在不容易，也就更

加讓人好奇，這5班的魅力與實力究竟何在?
接下來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一一為您來解

密～

產銷履歷好蔬菜「和心蔬菜」  
與你同在

雲林縣為臺灣葉菜類主要產區，其中西

螺鎮更是雲林縣蔬菜的生產重鎮，栽培面積

達7,100多公頃，消費者所食用的蔬菜多來自

於此。民國83年，產銷班班長有感於當時農民

從事蔬菜生產，大量使用化肥及農藥，不僅造

成土壤嚴重劣化，蔬果農藥殘留問題也層出

不窮，使得消費者人心惶惶，連帶的影響守法

良善農民的生計。當時適逢政府推動「吉園圃

標章」制度，故而程昆生班長組班之心油然而

生，遂與5個同好共同成立「和心蔬菜」產銷

班，後經農會重整改名為「西螺鎮蔬菜產銷班

第16班」，班員人數由一開始的5人增加到目
前的38人，成班超過25年，實在難能可貴。

西螺鎮蔬菜產銷班第16班自83年起政府
推動吉園圃標章就一直積極配合，曾多次獲

得績優吉園圃產銷班及模範產銷班殊榮，隨

著農業政策與時俱進，吉園圃改為產銷履歷，

班也隨之升級做產銷履歷，一做就超過10年，

持續不斷擴增產銷履歷面積達到目前的47公
頃。班員們秉持著成立宗旨「安心、健康、誠

信」三原則，誠實生產安心健康的好蔬菜，確

文／圖 ■   石郁琴

五班都是好榜樣 旗鼓相當都好棒
108年全國十大績優暨優良產銷班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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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消費者食的安全，不曾改變，信守對消費者

的承諾。為了確保所有班員都能安全用藥，產

銷班依據班員生產作物別，量身打造屬於個

人的專屬用藥紀錄表，不僅方便班員填寫，也

便於產銷班管理；另一方面，產銷班也在集貨

場設置生化檢驗室，強化用藥自主風險管理，

務必確保每一項蔬菜從田間生產到包裝出貨

都是安全無虞。

產銷班採企業化經營，組織分工明確，

依照訂單內容，由產銷班統一規劃班員種植

期程，以計畫性生產，共同品牌行銷，銷售通

路高達60家以上，遍及各大賣場 (惠康、好市

多、全聯社、大潤發)、知名餐廳 (瓦城、鼎泰

豐)、學校營養午餐、國軍副食、團膳及工廠

等，創下年銷售額達1億5千萬元以上的佳績。

只要班員依照規定生產，年收入達300萬元不
是夢，因此吸引越來越多人加入，班員人數不

斷增加。

該班秉持著「農業乃是一種道德良知

事業」，每天實實在在的生產新鮮安全的蔬

菜，嚴格的為消費者的健康把關。未來將朝

向生產有機蔬菜，發展截切蔬菜及開發農產

加工品為目標，讓「和心蔬菜」成為「合」您

「心」意的好蔬菜！

酪梨銷售多元化  產業升級效益佳
臺灣酪梨栽種面積796公頃，以臺南市大

內區及嘉義縣竹崎鄉為主要產區，其中竹崎

鄉酪梨栽培面積77公頃，為全台第2大產區。

竹崎果樹產銷班第49班栽培面積34.67公頃，

佔竹崎地區栽培面積的45％，是當地酪梨主

要生產農戶。該班成立於民國87年，班員人數

39人，成班超過20年，班員個個栽培技術純

熟，更是酪梨評鑑比賽的常勝軍，獲獎無數；

1  程昆生班長 (左) 帶領西螺鎮蔬菜產銷第16班榮獲
108年全國十大績優產銷班

2  西螺鎮蔬菜產銷第16班所生產的蔬菜都具有產銷
履歷驗證標章，生產資訊看得見

3  產銷班自設生化檢驗室，強化用藥自主風險管
理，確保產品安全性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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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組織架構完整，班員向心力強，班務運作順

暢並通過產銷履歷集團驗證，為農糧署優質

供果園成員之一。

竹崎果樹產銷班第49班以「阿波卡樂 酪
梨崎園」品牌共同行銷，年產量超過600公
噸，落實果品分級制度，唯有特級品才能以

品牌銷售，價格比一般市價高出15-20％，每

公斤可達百元，平均年營業額達7,000萬元以
上，逐年攀升。銷售通路以宅配、行口、果菜

拍賣市場為主，冷凍加工為輔；除了鮮果販

售，以格外品酪梨加工製成的冷凍酪梨丁、

冰棒及冰淇淋，更是夏季熱賣火紅商品，每

年可為班增加200多萬元額外收入，堪稱為小

「冰」立大功！ 
為了預防果品產銷失衡發生，產銷班每

年都會依據市場銷售資料，進行統計分析，製

成報表後提供班員產期調節參考；並輔導班

員利用嫁接不同酪梨品種來進行產期調節，有

效分散產期，以穩定班員收益。每年酪梨產季

開始時，產銷班會自辦酪梨行銷說明會，提高

產品曝光率以推廣國產農產品；並鼓勵班員踴

躍參加酪梨評鑑，藉由比賽獲獎建立優質果

品形象，提高班員自信心及產銷班知名度，增

加宅配訂單，成效十分良好。另外，產銷班與

4

6

4  竹崎鄉果樹產銷第49班榮獲
108年全國十大績優產銷班

5  竹崎鄉果樹第49班生產的酪
梨唯有特級品才能貼上「阿波
卡樂 酪梨崎園」品牌販售！

6  酪梨截切成冷凍丁或是加工做
成冰棒、冰淇淋，可以延長保
存期限，並且提升產品附加 
價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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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農會家政班合作，研發各式酪梨創意料

理，積極推廣酪梨入菜，成功打入日本料理餐

廳市場，讓酪梨不只侷限於飲品使用，食用方

式更多元，大幅提升酪梨鮮果使用量及整體產

業收益。

產銷班以精湛的栽培技術，搭配產期調

節的方法，生產高品質安全的酪梨，輔以多元

化行銷方式，多管齊下做到產銷無虞，收益穩

定的局面，落實產銷班成立宗旨。未來將持續

擴大產銷履歷驗證面積，積極拓展外銷市場，

與生技公司合作開發更多酪梨加工品，推廣國

產優質酪梨，讓「阿波卡樂 酪梨崎園」成為

「幸福果」的最佳代言人！

找雜糧不囉嗦  就要『taso ci cou』 
羅馬拼音『taso ci cou』為原住民鄒族

語，意味著健康、強壯又團結的鄒族人，這就

是阿里山雜糧產銷班第1班將品牌命名為『打

手機鄒』的由來。該班是由阿里山鄉鄒族原住

民所組成，由班共同承租土地，以秀明自然農

法共同栽種原生種雜糧及蔬果，栽種面積達

125公頃並全園通過有機驗證，自99年起成立
至今已10年，採公司化經營模式運作，是極具

特色的產銷班。

阿里山雜糧產銷班第1班成功復育當地許
多原生種雜糧，包含有糙薏仁、赤小豆、黃肉

芋頭、葛鬱金等作物，所栽種的這些品種有別

於一般商業品種，屬於產地限定，只此一家，

別無分號，是產銷班特有的獨家商品。由於產

銷班地處偏遠，貨物運送不易，因此為了延長

產品保存期限及貨物寄送方便，產銷班除了將

雜糧做成加工品外，也利用當地其他特產，像

7  阿里山鄉雜糧產銷第1班榮獲108年全國十大績優
產銷班

8  阿里山鄉雜糧產銷第1班與當地餐廳「mino」合
作，提供其所需食材

9  阿里山鄉雜糧產銷第1班復育赤小豆品種，為產
銷班獨家商品，別處買不到！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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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竹筍、油茶、薑、甘蔗及咖啡等作物，作成

筍乾、苦茶油、薑糖、蔗糖及咖啡粉等加工品

一同販售，一方面豐富產品品項，提供消費者

更多選擇外，另一方面也能提供族人更多就

業機會，產銷班也得以週年經營，班員收益能

穩定。

產銷班從生產、採收、分級、加工、包裝

到銷售，所有流程都由班員分工合作完成，每

個人依據工作的天數領取薪資，以公司化模

式運作，銷售通路達40家以上，包含有機店、

餐廳、宅配、展售會等，部份筍製品外銷日

本，相當受到當地民眾的歡迎。此外，產銷班

也與當地餐廳「mino」驛站合作，負責提供餐

廳所需的食材，並結合社區獵人體驗、農耕體

驗營及生態解說等活動，研發具有當地特色

的雜糧伴手禮及養生餐，協助社區發展休閒

農業，吸引遊客到訪，提高農產品銷售量，也

可促進部落經濟發展，促進產業升級。

未來產銷班將持續復育更多原生物種，

以增加產品的多樣性，也能維持鄒族傳統文化

資源的永久性；積極研發特色農產加工品，以

故事性的行銷，導入傳統部落農耕體驗，擴大

銷售市場，促進地方發展，讓消費者在吃的同

時也能了解食物的來源，真正落實食農教育。

想吃有機雜糧嗎?不囉嗦，立馬拿起手機撥

「打手機鄒」，健康美味就能宅配到家！

「太康有機」蔬果 新鮮安全通通有
臺南市太康有機專區是全國第一座由政

府輔導管理設立的有機專區，專區面積達45
公頃。柳營區蔬菜產銷班第2班位於此專區
內，是由進駐業者共同組成的產銷班，班員

人數18人，通過有機驗證面積30公頃。主要

栽培作物以有機蔬菜 (82％) 為主，有機雜糧 
(16％) 及有機水果 (2％) 為輔，年平均產量約

180公噸，年營業額達2,400多萬元以上。

柳營區蔬菜產銷班第2班主要生產作物
包含短期葉菜、瓜果菜類、地瓜、豆類及紅龍

果、桑葚、檸檬、百香果等水果，產品種類繁

多，品項豐富多元；班員具備農產品加工研發

能力，可自行研發出各式各樣的有機農產加工

品，並自創品牌自產自銷，透過班員彼此之間

互通有無，共同分享通路資源，產銷班銷售通

路超過30家以上，遍及有機商店、有機分裝

場、契作、學校、大賣場、宅配、展售會並外

銷香港、新加坡及中國。

10 11

10  柳營區蔬菜產銷第2班榮獲108年全國優良產銷班
11  柳營蔬菜產銷第2班以生產有機蔬菜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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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柳營蔬菜產銷第
2班以有機蔬果
做成農產加工
品，成功提升產
品附加價值

由於產銷班生產種類繁多，品項複雜，為

了做好品質管控，班自訂生產標準作業流程及

蔬果分級制度，在集貨場內進行產品分級包

裝，再以「太康有機農場」品牌共同銷售，所

有的農產品都符合有機產品規範標示，有機

農產加工品則印有國際條碼便於在國內外上

架。產銷班108年配合行政院「推動廢棄物資

源化，邁向循環經濟」政策與本場合作，推行

2年農林漁業廢棄物循環利用計畫；在有機專

區內建置有機堆肥場，進行液肥製作及生物

炭應用等試驗，一年可節省58萬元的廢棄物
處理費及11萬元的有機肥購置費，成效相當良

好，不僅為產銷班大幅降低生產成本，也可達

到循環經濟及友善環境目的。

產銷班班員青農及女性從農比超過20％

以上，其中女性班員表現成績更加亮眼，近2
年參與全國農會所舉辦的「農業產銷班女性

創意點子競賽」分別獲得首獎及第3名佳績，

為產銷班注入更多新能量與創意，相信這股

女力將能帶領產銷班成為未來明日之星，成功

指日可待！   

太保有機米  集團契作不容易
臺灣水稻栽植面積27萬多公頃，主要集

中在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及臺中

市地區；其中嘉義縣為全臺第三大產區，太保

市又為嘉義縣主要稻米生產鄉鎮，栽培面積

達3,975公頃，為該地區的主要生產作物。

太保市稻米產銷班第2班，成立於87年，

班員人數44人，自90年通過有機驗證一直持
續到現在，在氣候條件及生產環境不如東部

地區的情況下，栽種難度相對提高，但為何產

銷班仍選擇要有機栽種，而且一種還超過20
年?其實背後原因一開始僅僅只是太保市農會
為了配合本場進行有機水稻品種試種，必須

尋找適合的試驗田及願意配合的農民，就在

這種無心插柳之情況下，卻開啟了當地有機

水稻栽培的契機。

有機水稻栽培難度高，產量較少，一般農

民多不願意轉型栽種，因此光是在有機田區及

農民的整合上就煞費一番工夫，幸好在農會

的協助下，順利的將志同道合的農民重整，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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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太保市稻米產銷
班第2班榮獲108
年全國優良產銷
班

14  太保市稻米產銷
班第2班與當地
農會契作，以
「太保有機米」
品牌販售，口碑
極佳！

成立該產銷班。產銷班透過與農會契作，獲利率

相較一般慣行農法可提高30％，銷售通路也有保

障，加上友善環境意識漸漸抬頭，因此越來越多

的農民逐漸開始接受有機栽培的觀念，面積也逐

漸的擴大到今日有機水稻生產專區的規模。專區

全園面積約46公頃，由2個產銷班所組成，本班

為其一，栽培面積有27公頃，由於田區相連，易

於機械化操作及建構隔離帶，因此鄰田汙染風險

大幅降低，所生產的有機稻米品質一致、安全有

認證，並曾多次獲得米食競賽的肯定，是當地極

具特色的農特產，也是企業界十分喜愛的伴手禮

之一。

產銷班與當地農會契作，以「太保有機米」

品牌行銷，銷售通路以有機商店及宅配為主，少

部分外銷加拿大、香港及大陸。透過產銷分工方

式，班員收益穩定，無後顧之憂；而農會也能掌

握貨源，確保出貨品質，可謂雙贏；此種建立稻

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以契銷鏈結提升稻米品質

方式，可作為稻作產業的最佳示範。未來產銷班

希望能將栽種有機米20年的經驗，傳承給更多青

農，讓臺灣有機農業後繼有人，得以永續發展！

結語

本次得獎產銷班的共同特徵，就是

能嚴格落實產品分級制度，具備產銷履歷

或是有機驗證標章，農產品不只品質優良

並且安全有保障。另一方面，產銷班善用

產銷班力量，以共同採購方式降低生產成

本，間接的提高產品市場競爭力，並自創品

牌，以多元化經營拓展銷售通路，產銷無

虞，班員收益得以穩定，充分發揮產銷班

合作精神，才能締造今日亮眼佳績，獲獎乃

是實至名歸。政府藉由選拔表彰優良產銷

班，鼓勵農友們能勇於創新，不斷進步，逐

漸朝向農企業發展；同時，也希望這些得獎

的產銷班能成為其他產銷班學習典範，共

同提升臺灣農業競爭力。與此同時，讓國

人能看見更多臺灣優質國產品，才能以實

際行動支持農民，唯有消費者的支持與肯

定，才能帶動臺灣農業不斷的勇往前進，

精益求精，日新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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