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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   陳勵勤

本場轄區5屆百大青農計有156位，第4
屆百大青農即將於本 (109) 年度9月23日舉
辦畢業授證典禮，前3屆百大青農也已畢業
數年了，這些百大青農目前現況如何呢？本

場透過電話訪談5屆百大青農現況，並將相

關經營現況簡要呈現。

本場轄區 5屆百大青農中大多數 
(86.84％) 有意願在有通路的機會下加入小
農聯盟整合 (表1)，但也有20位 (13.16％) 無
意加入小農聯盟。無意加入小農聯盟的青

農其中13位表示目前無遭遇急迫性問題，也

有15位取得安全驗證或標章 (表2)，種植作
物為設施番茄瓜果、蘆筍、紅龍果有17位；

歸納顯示這20位青農大多表示行銷通路沒
問題，並且重視食安在行銷議題上，另外部

分青農彼此聯盟形成集團互相支援，目前這

些青農經營上順利，此模式可以做為其他

青農營運上的參考。

青農目前遭遇問題最多仍是通路 (表
3)，其次為缺工 (38位、25％)，再次為資金 
(18位、11.84％) 及土地 (17位、11.18％)，但
也有39位青農 (25.66％) 表示目前沒有太大
問題。歸納顯示，缺工方面主要是季節工 
(主要缺工者為種植設施番茄瓜果、短期葉

菜、蘆筍等27位)，多數主要是產季時會有
人手不足的情形，但是農場主也無法提供

表1、若有通路的機會有無意願加入小農聯盟
個數 百分比

無 20 13.16%
有 132 86.84%

表2、無意願加入小農聯盟之青農驗證情形
個數 百分比

產銷履歷 4 20.00%
有機 4 20.00%

QR code 9 45.00%
無 5 25.00%

註：部分青農會有兩種以上驗證或標章

表3、青農表示目前遭遇問題
個數 百分比

通路 55 36.18%
缺工 38 25.00%
土地 17 11.18%
資金 18 11.84%
無 39 25.66%

氣候變遷 8 5.26%
生產 10 6.58%
產銷競爭 8 5.26%
加工 7 4.61%
政策 3 1.97%
註：部分青農會有兩個以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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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年的工作量來招聘工人協助，因此在產

季時缺工問題就會被凸顯，雖然政府有協

助成立相關缺工人力團來支援，但仍不足。

從青農栽種作物種類 (表4) 並搭配有無驗
證來看，14位短期葉菜類青農皆為有機驗證。

65位設施番茄瓜果中有22位產銷履歷、6位為
有機友善驗證，23位僅取得QR code標章，9
位完全無任何驗證或標章，5位為取得其他相
關驗證。蘆筍青農9位當中有2位有機、4位產
銷履歷、3位僅取得QR code標章。9位紅龍果
青農中2位有機、2位產銷履歷、2位僅取得QR 
code標章、3位完全無任何驗證或標章，水稻

青農16位中有3位有機、3位產銷履歷、4位僅
取得QR code標章、6位完全無任何驗證或標
章。11位豆類青農中0位有機、5位產銷履歷、

2位僅取得QR code標章、4位完全無任何驗證
或標章。8位玉米青農中3位有機 (鮮食玉米/
玉米筍)、2位產銷履歷 (鮮食及硬質玉米各1)、
1位僅取得QR code標章 (鮮食玉米)、4位完全
無任何驗證或標章 (鮮食玉米)。以第三者驗
證稽核的角度來看，僅有QR code標章有37位 
(24.34％) 和34位 (22.37％) 沒有相關驗證或標
章合計71人，仍有將近一半的青農未取得相

關安全驗證。

表示沒有問題之39位青農，其種植作

物類別統計如 (表5)，其他作物多數都有些問
題，以紅龍果栽培經營最上軌道77.78%，主

要是這幾位紅龍果青農彼此聯盟形成集團互

相支援，並合作開拓通路，所以目前在經營上

無太大問題。

青農栽種面積  (表
6)，在1公頃以下有99位 
(65.14％)、1～2公頃有18
位 (11.84％)，扣除糧食、

雜糧作物 (大多數面積大
於5公頃) 外，平均栽培面

積為1.5公頃。種植設施

番茄瓜果的65位青農經

表4、青農栽種作物種類
個數 百分比

設施番茄瓜果 65 42.76%
短期葉菜 14 9.21%
蘆筍 9 5.92%
豆類 11 7.24%
水稻 16 10.53%
玉米 8 5.26%
紅龍果 9 5.92%
花生 7 4.61%
蓮 4 2.63%
柑桔 2 1.32%
鳳梨 1 0.66%
龍眼 4 2.63%
文旦 6 3.95%
芒果 4 2.63%
南瓜 2 1.32%
芭樂 3 1.97%
木耳 3 1.97%
註：部分青農會有兩種以上作物

表5、沒有問題之青農栽種作物
個數 百分比

設施番茄瓜果 16 24.62%
短期葉菜 0 0.00%
蘆筍 2 22.22%
豆類 3 27.27%
水稻 7 43.75%
玉米 1 12.50%
紅龍果 7 77.78%
花生 1 14.29%
蓮 0 0.00%
柑桔 0 0.00%
鳳梨 0 0.00%
龍眼 1 25.00%
文旦 1 16.67%
芒果 1 25.00%
南瓜 1 50.00%
芭樂 2 66.67%
木耳 0 0.00%
註：部分青農會有兩種以上作物

表6、青農種植面積
個數 百分比

面積＞5 ha 27 17.76%
面積4-5 ha 1 0.66%
面積3-4 ha 2 1.32%
面積2-3 ha 5 3.29%
面積1-2 ha 18 11.84%
面積0.3-1 ha 64 42.11%
面積＜0.3 ha 35 23.03%
平均(扣除糧食雜糧作物) 1.5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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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面積平均為0.67公頃，其中有22位青農面
積小於0.3公頃。在青農產品可出貨月數 (表
7) 方面，平均為7.9個月，小於5個月的有47
位 (30.92％)。
有通路問題方面者，其平均可出貨月數

8.3較總體平均7.9為高 (表7)，進一步了解，

若是大通路則包含：全年或一段期間的穩

定供貨、安全驗證、品質規格…等雙方對接

議題；若是直銷通路，則需要有業務拓展的

精神與行動力、顧客關係的維持、品質的穩

定性…等；不論是何種通路都需讓自己產品

去符合顧客或消費者各方面需求，才能打

開通路。

表 8顯示 5屆百大青農中有 3 4位 
(22.37％) 未取得相關驗證或標章，其他118
位 (77.63％) 已通過驗證或取得標章，其中

有機驗證 (含友善) 有34位 (21.71％)、產銷
履歷有50位 (32.89％)、QR code標章有64
位 (42.11％)，甚至部分青農會有兩種以上
驗證或標章，顯示將近8成青農重視安全行
銷議題，並以此規範作為產品差異化行銷的

開始。但因QR code標章為自主管理，未有

第三者驗證稽核，比較無法讓消費者信服，

所以僅有QR code標章有37位 (24.34％) 和
34位 (22.37％) 沒有相關驗證或標章合計71
人，仍有將近一半的青農未取得相關安全

驗證。在目前消費者越來越重視食安的狀況

下，取得相關安全驗證有其必要性，而且安

全驗證也是上行銷連鎖通路的條件之一。

表9顯示34位有機驗證 (含友善) 青農中
為數較多者有14位 (41.18%) 種植短期葉菜
及6位 (17.65％) 設施番茄瓜果，歸納顯示種

植有機短期葉菜的青農以供應團膳業者為

主，雖然供應團膳通路算穩定，但是在盛產

期及寒暑假仍有銷售通路壓力 (表10) 的問
題 (13位、38.24％)，另外有機短期葉菜生

表7、青農產品可出貨月數
個數 百分比

出貨月數≧10 59 38.82%
出貨月數=9 8 5.26%
出貨月數=8 9 5.92%
出貨月數=7 21 13.82%
出貨月數=6 8 5.26%
出貨月數=5 16 10.53%
出貨月數≦4 31 20.39%
平均可出貨月數 7.9個月

表8、取得驗證或標章
個數 百分比

有機友善 34 22.37%
TAP數 50 32.89%

QR code 64 42.11%
無 34 22.37%

Global GAP 6 3.95%
產地認證、其他 4 2.64%
註：部分青農會有兩種以上驗證或標章

表9、有機友善青農栽種作物種類
個數 百分比

設施番茄瓜果 6 17.65%
短期葉菜 14 41.18%
蘆筍 2 5.88%
水稻 3 8.82%
玉米 3 8.82%
紅龍果 2 5.88%
芭樂 2 5.88%
甘藷 1 2.94%
木耳 1 2.94%
註：部分青農會有兩種以上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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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需要較多且穩定的員工，所以仍有缺工的

需求 (9位、26.47％)。
有機驗證 (含友善) 青農栽種面積 (表

11)，在1公頃以下有18位 (52.95％)、1～2公
頃有10位 (29.41％)，扣除糧食、雜糧作物

外，有機驗證 (含友善) 青農平均栽培面積為
1公頃較低於總體平均栽培面積1.5公頃。所

以仍有土地及資金需求 (均有6位、17.65%) 
來擴大經營面積降低生本。除團膳通路外，

需增加推廣來開發連鎖通路、賣場來常態性

全年供應，並可考慮擴大經營規模 (結盟或
增加經營面積) 來降低成本，及提供常態穩

定的工作量以維持工人全年工作。 表12顯示50位產銷履歷驗證青農中以
覺得有行銷通路問題 (17位、34%) 及沒有問
題 (15位、30%) 為多，沒有問題之15位產銷
履歷驗證青農有9位為種植設施番茄瓜果，

歸納顯示種植設施番茄瓜果的青農以直銷

宅配為主。有行銷通路問題17位中，扣除糧

食雜糧作物相關，其平均經營面積0.48公
頃。

表13顯示50位產銷履歷驗證青農中以
種植設施番茄瓜果者有24位 (48%) 最多，

其中沒有問題者有9位，而沒有通路問題的

設施番茄瓜果青農有13位，平均經營設施

溫室面積為0.5538公頃，歸納顯示其行銷

通路以直銷宅配為主。另有通路問題的設

施番茄瓜果青農有9位，平均經營設施溫室

面積為0.46公頃，歸納顯示其行銷通路以盤

商、拍賣及大集貨商為主，直銷宅配為次。

其他問題的比例很少。另其次為種植蘆筍、

豆類、文旦柑橘等之青農各有5位 (分別占
10%)。

表10、有機青農認為目前遭遇問題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通路 13 38.24%
缺工 9 26.47%
土地 6 17.65%
資金 6 17.65%
無 3 8.82%

氣候變遷 4 11.76%
產銷競爭 4 11.76%
生產 2 5.88%

加工、政策 2 5.88%
註：部分青農會有兩個以上問題

表11、有機友善青農栽種面積
個數 百分比

面積＞5 ha 3 8.82%
面積4-5 ha 0 0.00%
面積3-4 ha 0 0.00%
面積2-3 ha 3 8.82%
面積1-2 ha 10 29.41%
面積0.3-1 ha 13 38.24%
面積＜0.3 ha 5 14.71%
平均(扣除糧食雜糧作物) 1ha

表12、產銷履歷青農認為目前遭遇問題
個數 百分比

通路 17 34.00%
缺工 8 16.00%
土地 6 12.00%
資金 6 12.00%
無 15 30.00%

氣候變遷 2 4.00%
生產 4 8.00%
產銷競爭 1 2.00%
加工 4 8.00%
政策 1 2.00%
註：部分青農會有兩個以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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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顯示產銷履歷驗證青農栽種面
積，在1公頃以下有30位 (60％)、1～2公頃
有7位 (14％)，扣除糧食、雜糧作物外，平均

栽培面積為1.9公頃。產銷履歷驗證青農面

積5公頃以上者 (13位、26％) 大多數糧食、

雜糧作物，此部分青農大多無通路行銷問

題，問題較個案性，如：加工議題、資金、

氣候變遷影響…等。

綜整轄區青農目前遭遇的多數問題

為通路  (55位、36.18％)、缺工 (38位、

25％)、資金 (18位、11.84％) 及土地 (17位、

11.18％)。上述所呈現的情形或許可以從整
合、團體驗證、專業業務行銷或管理三方面

著手。

以通路方面來說，不論是何種通路都

需讓自己產品去符合顧客或消費者各方面

需求，賣場超市需要穩定供貨量、安全驗

證、品規符合、品項…等，或是直銷通路，

則需要有業務拓展的精神與行動力、顧客

關係的維持、品質的穩定性…等。當需雙

方對接上述議題討論時，就要讓「專業的

來」，讓專業行銷業務人員出馬，以共通的

行銷語言接洽買方，作為生產者與買方的

溝通橋樑，來尋求買賣合約的取得，畢竟農

友的專業不是行銷，術業有專攻啊！當取得

合約後，如何符合上述需求 (如穩定供貨、

品規及品質的穩定、安全驗證…等) 議題
呢？擴大經營可能是方法之一，當自己無力

擴大時，要如何「整合」就相當重要了，此

時團隊或聯盟的成立就可能因應而生了，執

行「集團驗證」也順理成章，這些都需要專

業管理人員來整合。

當上述能夠整合時，就可以提供常態

穩定的工作量以聘請全職工人維持全年工

作，缺工問題就會比較有相當程度的降低，

缺土地及資金擴大經營的問題也可以有部

分的解決。當然這是在最理想的狀況下，但

是在未來若是真的有機會來臨時，大家是否

能夠以共同目標 (價值觀) 及無私的努力，來

成就大家彼此，也成就自己呢！

表14、產銷履歷驗證青農栽種面積
個數 百分比

面積＞5 13 26.00%
面積4-5 0 0.00%
面積3-4 0 0.00%
面積2-3 0 0.00%
面積1-2 7 14.00%
面積0.3-1 25 50.00%
面積＜0.3 5 10.00%
平均(扣除糧食雜糧作物) 1.9ha

表13、產銷履歷青農栽種作物種類
個數 百分比

設施番茄瓜果 24 48.00%
短期葉菜 0 0.00%
蘆筍 5 10.00%
豆類 5 10.00%
水稻 3 6.00%
玉米 2 4.00%
紅龍果 2 4.00%
花生 2 4.00%
龍眼 2 4.00%

文旦.柑桔 5 10.00%
芒果 1 2.00%
南瓜 1 2.00%
芭樂 1 2.00%
木耳 1 2.00%
註：部分青農會有兩種以上作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