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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十大神農與模範農民介紹

傳統產業亮起來
2013年模範農民介紹
文 ■ 吳建銘

圖 ■ 楊家燡、周志亮、曾明進、郭淑芬、董又銘、廖文斌

2013年10大神農評選結果在102年1月

打 造 臺

10日公布，本場轄區六腳鄉楊鎵燡先生、

灣本 土

學甲區周志亮先生榮獲全國10大神農，另

牛肉的

外二崙鄉廖文斌先生、麥寮鄉郭淑芬小

新一片

姐、虎尾鎮董又銘先生、大林鎮曾明進先

天，其

生共4位榮獲模範農民的獎項，行政院為發

經營目

揮臺灣優勢、增加就業機會與高附加價值

標與策

分享社會，讓臺灣產業得以永續發展，積

略為活

極推動三業四化方案(科技業服務化、服務

化休耕地，生產在地新鮮芻料，並以履歷

業科技化與國際化、傳統產業特色化)，而
農業為固有的傳統產業，若要維持產業優
勢，並與國際市場競爭，發展在地產業特
色是刻不容緩的行動，本次十大神農全國
評比競爭激烈，能入選的農民在生產經營
上應有其特色，本篇摘要轄區2位10全國大
神農與4位模範農民得獎者的資料如下，希
望勉勵相關產業的人員，並共同為臺灣農
業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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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出本土牛肉一片天的楊鎵燡

驗證為規範，堅持不打抗生素，與進口牛
肉做區隔(臺灣非狂牛症疫區)，楊鎵燡先生
由飼料源頭開始管控，率先通過本土牛肉
產銷履歷驗證，並成立獲得CAS國家驗證的
本土肉品專賣店與直營餐廳，其產銷一條
龍的經營模式，也成為國產牛肉中唯一產
銷合一的品牌。在生產經營規模方面，目
前楊鎵燡先生經營牛舍面積0.65公頃，飼養
公牛、肥育閹牛、肥育公牛各200多頭，種
植牧草7.5公頃、飼料玉米60公頃，同時配
合小地主大佃農政策，承租農地23公頃，

楊鎵燡～理出臺灣本土牛肉產業

並在嘉義、臺北東門與內湖開設國產肉品

的美髮師

與餐廳複合店，在創新發明方面，以青割

在嘉義縣六腳鄉的楊鎵燡先生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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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小地主大佃農土地種植
飼料作物，控管飼料安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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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的畜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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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AS安全衛生認證的分切場

5

御牧牛分切肉品，右上角
為QR CODE

勻為芻料，使肉質油花分佈均勻，產銷全包

在臺南市學甲區的周志亮先生是致力

策略，創立御牧牛、鈜景國產肉品專賣店

於將傳統養殖漁業轉型的先鋒，其經營目

與御牛殿麵鍋食堂三個自有品牌，並善用

標與策略為堅持生態養殖與無用藥的方

牛隻各個部位，開發不同的牛肉加工產品，

式，讓養殖漁業與環境生態能永續發展，

同時利用國產牛肉的優勢，創新烹調手法，

以及提升養殖技術，降低成本、掌握市場

成功行銷本土優質牛肉，在產銷組織貢獻

動態與擴展通路等。目前周志亮先生養殖

方面，長期推動畜牧業生產履歷制度，與

2.5公頃的鰻魚、臺灣鯛、虱目魚與白蝦等，

日本專家進行交流，促進臺灣肉品履歷系

產量約16公噸，100年外銷至日本的活鰻約

統的推展，並在各個場合積極推廣本土牛

20公噸，國內加工鰻約1公噸的產量，在創

肉，在農業政策配合方面，配合小地主大

新與發明方面，周志亮先生率領產銷班成

佃農政策種植牧草與飼料玉米23公頃，

員參與各項養殖認證，成為全國首先運用

垂直整合農產與畜牧產業，也因此獲得嘉

ISO22000與SQF養殖認證系統，將傳統養殖

義縣傑出農民，其它貢獻方面，楊鎵燡先

作業標準化與系統化，在創新發明方面，

生關心產業發展，於97年榮獲六腳鄉農會

採用生態養殖搭配益生菌方式，以移動式

頒發農業生產優良人員獎項，99年榮獲嘉

捉鰻機減少捕撈時間和損傷，運用水車排

義縣政府畜產有功人員，同時也長期支持

列方式增加水中溶氧量，以及採用浮料飼

各項社會福利慈善事業，經常參與義賣活

料配合自動投餵飼料桶，減少人力的投入，

動，如2011國產CAS牛肉及產銷履歷牛肉促

在品牌建立與行銷方面，以「亮嫂活力鰻」

銷品嘗會捐出一頭牛義賣等，其在產業與

品牌直銷於各大餐廳與飯店，強無用藥、

地方的貢獻也獲得本次全國10大神農的肯

安全、衛生、美味的產品特色，在產銷組

定。(備註：楊鎵燡先生的專訪資料置於臺

織貢獻方面，研發鰻魚養殖技術，帶領班

南區農業改良場首頁/推廣園地/農業臉譜/

員取得全國第一張ISO22000與SQF養殖雙

農民、產銷班、農企業專訪中)

認證，並配合政府推動TGAP，以及與國外
專家學者進行技術交流等，在其它貢獻方

周志亮～安全與活力鰻魚的催生者

面，周志亮先生熱心公益，關懷弱勢與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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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活力鰻的催生者～周志亮

7
7

8

指導與鼓勵班員取得各項認證

8

9

全力投入推動「ASC-ISRTA負責
任的鯛魚養殖」國際驗證

帶領協會參加臺
灣美食展，強力
推銷通過產銷履
歷與ISO22000雙
驗證水產品

發展，個人長期擔任臺南市中小企業榮譽

場。曾明進先生首創文心蘭設

指導員協進會企業服務志工，於98年也榮

施栽培，以電腦環控設備搭配

獲經濟部個人服務績優獎，以及獲得真理

自動注肥系統，設計輸送帶進行生產與選

大學傑出校友，其所屬的南瀛養殖協會也

別，有效提升生產與作業效率，並與試驗

協助職訓局辦理各項訓練，並深入學校推

場所合作建立標準化採後處理流程，延長

廣在地水產品等，積極回饋社會，而近年

文心蘭切花的瓶插壽命與降低耗損率，同

來也為因應野生鰻苗減少的問題，於2012

時規劃不同大小的煙燻房，妥善利用煙燻

年全力投入推動「ASC-ISRTA負責任的鯛魚

房的空間與人力配置，在創新發明方面，

養殖」國際驗證，輔導在地養殖鰻業轉型

設計環保節能溫室，在溫室下方埋設通風

與提高養殖認證的層級，積極開發國際市

管，利用負壓將溫室氣體與地殼(26℃)進

場，提昇臺灣水產品的競爭力與在國際市

行熱交換，減少溫室降溫的費用，並在溫

場的能見度，周志亮先生為整體養殖產業

室上方架設太陽能發電板，除具遮陰效果

投入極大心力，也因此獲得本次全國10大

外，每年還可發電93,407度，約可增加83萬

神農的榮譽。(備註：周志亮先生的專訪資

的電費收入。目前曾明進先生個人擁有文

料置於臺南區農業改良場首頁-推廣園地/

心蘭溫室710坪，年產95,487枝切花，申請

農業臉譜/農民、產銷班、農企業專訪中)

中的輸美溫室1,000坪，若通過申請，每年
約可外銷230萬盆的幼

曾明進～導出文心蘭產業新ㄧ頁
的導演

苗，除賺取外匯外，並
能 增 加當 地的 就 業 機
會，在產銷組織貢獻方

位於嘉義縣大林鎮的曾明進先生致力

面，協助整合雲嘉南區

於臺灣文心蘭產業的發展，其經營目標在

域包裝 場，減少包裝

於將文心蘭產業由切花擴展至盆花，建立

設 備與資源的浪費，

標準生產流程的輸美溫室，積極擴展內外
銷市場，藉由辦理國內外展覽來創造話題，
提升文心蘭的藝術層次，炒熱末端消費市
26

9

臺南區農業專訊

2013年03月

83期

10

曾明進先生熱心公益，於
日本東京有樂町義賣資助
日本311大地震受災農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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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文心蘭遠端環控系
統，可由網路以智慧型
手機或平板電腦進行控
制
文心蘭經輸送帶分級包
裝流程，以顏色線條加
快選別

爭取廢鐵道修築成自行車道等，積極活絡
地方產業的發展，此外，曾明進先生也熱心
公益活動，於日本311大地震後號召國內業
者於東京有樂町交通會館義賣文心蘭轉賑
東北震災農戶，以實際行動幫助日本311大
地震的災民，曾明進先生無論在文心蘭產
業與地方公益上都能盡心盡力，因而榮獲

13

本次的模範農民。

廖文斌～打破圓形思維的方形西
瓜達人
雲林縣二崙鄉的廖文斌先生目前年僅
32歲，是標準的回鄉青年農民，其經營目
14

13

14

文心蘭溫室通風管進行地表熱交換，符合環保節能
概念
不同栽培模式切花品質比較，左為傳統遮陰網栽
培，右為設施滴灌栽培

標與策略在於創新栽培，成功
種植出方型西
瓜，運 用 網 路
宅配 行 銷提高

並提升總體的包裝與外銷量，農業政策配

知名度與銷售

合方面，配合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建造輸美

量，以 設 施 栽

溫室1座，響應青年農民政策，聘請回鄉青

培來提高蔬果

年，指導其生產栽培技術，配合農村再生

的品質，注重安

政策，成立北勢文化發展協會，並擔任理

全用藥，同時參

事，熱心參與社區發展，包括協助當地筍

與農會共同運

農建立綠竹筍生產制度，設計社區「田旺

銷，降低資材與

筍」品牌，爭取與主婦聯盟簽約，並向臺糖

運輸成本，並建

15

15

廖文斌突破傳統，生產在地
方型西瓜，首創雷射彩繪，
增加觀賞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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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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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式離地栽培西瓜，提高產
品品質與製造話題

17

首創雷射彩繪，增加方型西
瓜觀賞價值

18

18

19

方型西瓜夢想果園品牌
行銷

19

積極參與各項西瓜競賽，
包含高品質西瓜，珍奇西
瓜競賽，屢獲佳績

立自有品牌行銷國內外市場。廖文斌先生

外，廖文斌先生熱心公益，協助臺灣兒童

個人目前擁有網室面積約1公頃，露地栽培

家扶基金會籌建發展遲緩兒童早療中心，

約15公頃，作物品項主要以蔬果為主，100

擔任義工協助社區環境清潔工作，並辦理

年外銷一般圓型西瓜共48貨櫃，平均單價

廟務工作與協助社區長者生活起居等，足

為16.15元/公斤，外銷方型西瓜5,000顆，單

為青年回農的楷模。

價為500元/顆，方型西瓜的外銷國家包括
新加坡、香港、澳門、俄羅斯等，成功打響
臺灣方型西瓜的名號，廖文斌先生的創新
之處在於突破傳統，生產臺灣在地的方型
西瓜，並首創以雷射彩繪方式增加方型西
瓜的觀賞價值，同時積極參與各項比賽，
增加產品的曝光度，以及創立「夢想果園」
的方型西瓜品牌來行銷，除方型西瓜外，
也研發直立式西瓜栽培，藉此提高西瓜的
品質，並開發鮮食金柑等新產品，積極擴
展新的市場，在產銷班組織貢獻方面，組

28

郭淑芬～新綠金產業-麥寮結球萵
苣的幕後推手
雲林縣麥寮鄉的郭淑芬小姐年為農
家第二代，其經營理念與目標為生產安全
優質的結球萵苣，帶領麥寮生菜通過吉園
圃、TGAP、JGAP、GLOBAL GAP的認證，全力
輔導結球萵苣契作，達到計畫生產、穩定
供給、安全栽培、健康蔬果的四大訴求。郭
淑芬小姐
計畫性契

織產銷班參與農會共同運銷，解決產銷問

作結球萵

題，提供班員最新市場資訊，掌握最新動

苣，以 統

態，農業政策配合方面，協助班員申請吉

一標準作

園圃標章，參加農民網路技能訓練進階班

業 程 序，

訓練合格等，社區農業服務方面，提供學

大規模生

校夏令營教學材料(方型西瓜)，指導班員新

產來降低

的栽培技術，並藉由媒體採訪方型西瓜的

生產與管

機會，進而打響二崙鄉西瓜的知名度，此

理 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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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國內外各項展覽，推廣臺灣
優質結球萵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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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球萵苣統一苗期管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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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導入全國第一臺結球萵苣包裝機，有效
節省人力與成本

23

臺灣生菜村品牌行銷

並將訂單集中化，開擴多元化通路與保價

發展研討會與社區營造活動等，並創立美

收購的方式，穩定農產品價格，維護農民

生菜(結球萵苣)文化館，積極推廣當地結球

的利益，目前輔導契作農戶105戶，面積共

萵苣產業，郭淑芬小姐全力輔導契作，以

250公頃，參與契作的結球萵苣農戶每公頃

標準化與大規模方式生產，除增加農民的

利潤高於一般農戶2～2.8萬元，有效提高農

收益外，也藉由結球萵苣的外銷進而提升

民收入，改善農民的生活，在創新發明方

臺灣在國際市場的曝光度，且目前年僅31

面，導入產銷履歷系統，控管生產至採後

歲，足為農村第二代青年的楷模。

處理的作業流程，於每年赴國外考察新技
術與引進種苗進行耐熱試驗，並由荷蘭引

董又銘～沉浸於蝴蝶蘭世界的玩家

進全國第一臺結球萵苣包裝機，包裝數量
由單人每日包裝900粒提升至6,800粒(4人操
作機器)，包裝成本也由每粒1.28元降至1.01
元，有效節省包裝人力與成本，品牌建立
與行銷方面，創立臺灣生菜村品牌，架設
中英日語網站進行國際化行銷，積極參與
國內外農產品展覽，並協助辦理結球萵苣
產業文化節，積極推廣麥寮當地結球萵苣
產業，產銷組織貢獻方面，建立與簡化結

雲林縣虎尾鎮的董又銘先生為專業的
蝴蝶蘭玩家，其經營理念與與策略為由目
標市場分析選育蘭花新品種測試種植，並
開拓新的國際市場，董又銘先生認為掌握
品種才能保有
國際競爭力，因
此他用品種來
建立品牌銷售
至全世界，以策

球萵苣產銷SOP標準化模式，提升結球萵苣

略蘭園及產銷

產業的競爭力，農業政策配合方面，配合

班合作的經營

防檢局推廣性費洛蒙誘捕器，並赴日本研

模 式，穩 定 供

習相關栽培技術，同時配合農業試驗場所
24

進行農藥試驗等，在社區農業服務方面，

蝴蝶蘭專業栽培者，
董又銘先生

24

熱心公益，關心地方社區發展，辦理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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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產銷活動

2013年十大神農與模範農民介紹

27

25

4個專屬品種權，同時積極參與國內蘭花展
覽，獲獎無數，包含2010年臺灣國際蘭展個
體花競賽第二獎、第三獎、2011年臺灣國
際蘭展個體花競賽第一獎、第三獎，2012
年臺灣國際蘭展個體花競賽第二獎等，育
種成績斐然，充分顯示出其在蘭花育種上
26

25
26
27

30

的努力與成果，產銷組織貢獻方面，組織

蝴蝶蘭溫室生產SOP標準化控管生產流程
新品種蝴蝶蘭具豐富花色，深受國內外好評
外銷紙箱上印有臺灣蝴蝶蘭字樣，增加臺灣的國際
曝光度

蘭花產銷班，與班員進行栽培技術交流，
推動蘭花產銷聯盟，加強策略蘭園合作，
創造產業最大利益，而除了經營蘭花事業

貨，降低成本與經營風險，創造產業的最

外，董又銘也配合農政單位進行相關蘭花

大價值。在生產管理與規模方面，董又銘

產業研討與展覽活動，並協助地方事務發

以批次統一SOP標準化作業，在溫室作場邊

展，辦理多項藝文活動，捐贈蘭花至多所學

包裝，並培育新的蘭花品種，積極擴展外

校美化環境，以及參與學校、公所、醫院籌

銷市場，目前董又銘先生個人擁有溫室規

備義賣活動等，其專業與熱心公益的形象

模1,200坪，生產外銷瓶苗50萬株，以及外

也榮獲模範榮民的肯定，至於未來的營運

銷1.7吋苗50萬株，內銷產量則包括2.5吋、

方向，董又銘先生表示， 將逐漸朝向生產

3.5吋苗與開花株合計13萬株，委託班員代

規模化，管理企業化的農企業模式發展，

為生產其外銷品種1.7吋苗共80萬株，品牌

並加強溫室的環控能力，建立週年穩定的

行銷方面，強調品種即為品牌的根本，加強

供貨能力與品質，朝向先接訂單再生產的

蘭花育種，目前擁有200多個蝴蝶蘭品系，

方式，以提升蘭園的國際競爭力，在董又銘

在國內申請通過2個品種專利權，歐盟27國

先生的堅持與努力下，也令人對未來的發

則有1個品種專利權，並與比利時廠商簽署

展有更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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