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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 神農 嚐百草 今有 神農 創新招
文／圖 ■ 石郁琴

前言
2017年第 30屆全國十大神農暨模範

農民選拔，本場轄區方政倫、周俊吉及林
篤毅3位農友榮獲全國十大神農殊榮，謝明
樹、楊景翔及黃勝裕等農友榮獲全國模範
農民，成績斐然，成為農民學習最佳典範。
十大神農獎被視為是農業界的奧斯卡獎，
要獲此殊榮，必須得先經過一層層的審查
及通過嚴格的評選過程，才能在眾多傑出
的佼佼者中脫穎而出，獲獎難度相當高。因
此能獲此獎者堪稱為達人中的達人，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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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倫”鄒築園”品牌融合鄒族傳統三原色─
藍、黑、紅，包裝設計與文化巧妙結合，別具
特色

後，就一頭栽入咖啡的世界，2007年第1次
參加全國咖啡評鑑比賽，一舉拿下冠軍，從

中的菁英。透過以下這些得獎主人物介紹，

此獲獎無數，「獎」都「講」不完，2015年

或許您就更能清楚了解為何這些農業達人

更取得美國CQI Q GRADER國際咖啡品質

能稱之為「現代神農」！

鑑定師資格。
方政倫藉由到各地知名精品莊園參訪

方政倫～咖啡王子「獎」不完
方政倫是首位鄒族原
住民獲得全國十大神

的機會，將所見所聞融會貫通，不僅改良了
一般咖啡傳統水洗處理法，更引進了蜜處
理法及日曬法，經過他不斷的努力，終於讓

農，16 年前從臺北

臺灣咖啡在阿里山上飄香也讓各地愛好者

退伍返回阿里山鄉

聞香而來，品嚐這臺灣特有的好滋味。為了
擴大咖啡市場，他不藏私的將所學咖啡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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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倫調製出臺灣咖啡
豆獨特風味，優異表現
獲得全國十大神農，為
首位獲獎的鄒族原住民

製技術無償傳授給有興趣的農民，只因分
享的快樂，快樂會加倍，而學生青出於藍的
表現更是促使他不斷精進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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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改良一般咖啡傳統水洗法，讓咖啡

技 應用在 農 業 上，是 個

增添了酸度及花香味，不僅平衡整體咖啡的

專業又有效率的博士

風味與口感，更凸顯臺灣咖啡豆的特色；而

級農民。為了讓消費

蜜處理法除了能完整呈現咖啡豆的金黃色

者吃的安心，買的放

澤，還能保留住甜度，更將原本應丟棄的咖
啡外殼，搖身一變成為黃金果殼蜜茶，成功
的將垃圾變黃金，意外的為自己增添收入，
而該項產品更成為2015年全球首位發表的
新產品。
日曬處理法的重點在於能在越短的時

心，生產安全的農產
品是他唯一的目標。從
農一開始就直接投身高
難度的有機農業，在11
年前有機農業尚未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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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俊吉將資訊科技應用
在有機農業管理上，創
新的表現獲得2017全國
十大神農

間完成乾燥就越能呈現出咖啡完美的香氣，

盛行的環境下，能堅持

方政倫找到讓咖啡呈現出水果酒香及白蘭

至今，甚至還接受鴻海集團委託，協助規劃

地酒香的特殊風味秘訣，這款咖啡很快的

「永齡杉林有機農業園區」，由此可見功力

就成為他的莊園內辨識度最高的招牌咖啡。

非同一般。

為了提高消費者對品牌的認同感及辨識度，

從事有機農業的最困難的地方在於如

他在設計「鄒築園」品牌形象時，特地融合

何做好病蟲害防治及降低人力需求，周俊

鄒族傳統三原色─藍、黑、紅，獨特的名稱

吉採用「農」、「畜」綜合經營模式，運用

及包裝，果然吸引了顧客的目光及好奇心，
成功的將產品與文化結合，更帶動當地觀
光產業，發展出六級化的經營模式。
政倫返鄉後，為了強化部落的產業發
展，他不斷參與各類社區服務組織，擔任無

農畜特性解決有機農業生產問題並可提高
營收。他採取「農、雞」綜合方式解決有
機農業蟲害的問題；「農、鵝」綜合法減少
雜草問題；「農、蜂」綜合法提高蔬果授粉

給職職務，希望提升臺灣咖啡在世界的知

率，這些綜合經營方式，一方面可以減少有

名度，擴大消費市場，為地方創造更多的就

機農業人力短缺問題，所放養的雞、鵝還可

業機會。他鼓勵年輕人在投入農業時，千萬

以生雞蛋、鵝蛋，連同雞鵝肉一併販售，可

不要害怕遇到困難，因為越是困難的事，回

謂是一舉兩得，營收也跟著翻漲。

饋的風味就越特別，就像他的咖啡一樣，先
苦後甘，苦中帶甜！

隨著耕種面積不斷的擴大，如何有效
的管理農場成為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周
俊吉與資策會共同合作研發「農地生產效

周俊吉～農畜合一做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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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量化管理系統」。這套系統不僅可以管

周俊吉本身具有植物保護農業背景，

理農地生產、進行成本評估，還可以做為

從事有機農業栽種不僅學以致用，更將科

生產履歷憑證的系統。將它應用在農場裡，

臺南區農業專訊

2016年12月

98期

古有神農嚐百草 今有神農創新招

產銷活動

不但能解決人員派
工、生產排程等問
題，還可加速問題
分析，有效解決問
題，對於農友在生
4
4

周俊吉與其他農友(場)合作種
植有機蔬果，多元拓展行銷通
路，擴大有機市場

產上極有幫助。
為了建構穩定
的農產品供應鏈，

他提供農業技術與資材支援合作的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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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篤毅遵循古法做烏魚子，口感紮實軟Q味道好，屢屢獲
獎並打響”東石林家烏魚子”品牌(圖/林篤毅提供)

們，使所生產的有機蔬果能達到通路要求，

後自然而然的接手家中養殖事業。原本只

擴大有機市場，拓展更多通路。目前除了自

是單純的養殖漁戶，因不甘於中盤商從中剝

有農場24公頃外，還與其他農友 (農場) 共

削，於是他決定改變經營方式，從烏魚養殖

同合作生產葉菜類及根莖瓜果類作物，近3

到烏魚子製作、銷售，都要自己做。為了要

年有機蔬果銷售量就達到400～500噸，在

做好烏魚子加工品，他花了15年研究，期間

臺灣有機農業多為小農

丟掉的失敗品不計其數，但他仍勇往直前，

經營的情況下，此種

直到 2011年參加比賽得獎後，終於打開

經營模式開創了有

「林家烏魚子」的名號，自此成為比賽的常

機農業的新契機！

勝軍。
他所製作的烏魚子，除使用自家的烏魚

林篤毅～全臺烏
魚子冠軍霸主
在 以 低 密 度、
生態平衡之養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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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篤毅聯合其他養殖業
者，發揮產業群聚效
應，共同帶動當地社
區發展，傑出表現獲得
2017全國十大神農

採子外，堅持只用鄰里當季新鮮魚子，絕不
使用進口魚子原料，醃製過程完全遵循古
法，採天然日曬而成。在製作過程中自行打
造大小相同的水泥塊，進行重壓程序，確保

式，從 烏 魚 養 殖 至

烏魚子受力平均，因此口感特別紥實有Q度，

烏魚子加工成品都是以食安的高規格來製

深獲消費者喜愛。

作，確保烏魚子品質。這就是林篤毅所堅持

林篤毅採取「夏魚冬烏」的經營模式，

的經營理念，惟有嚴格的自主管理，才能讓

也就是3～10月生產及銷售臺灣鯛魚苗，冬

消費者吃的健康。

天製作烏魚子加工品。為了縮短臺灣鯛魚苗

林篤毅為東石鄉養殖漁戶子弟，從小

全雄性期程及減少水體污染，他與嘉義大學

就看爺爺及父親養魚，身為家中獨子，退伍

進行產學合作計畫，將台灣鯛養殖期由21天
臺南區農業專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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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短為12天，大幅縮短30～40％，降低養
殖業者的養殖成本及風險，間接提高漁民收
益。更首創溫棚設施養殖技術，升高水溫6～
7度，成功對抗了今年霸王級寒流，能夠提早

供應魚苗，幫助漁民復養。
林篤毅聯合 8家養殖業者，參加「104
年嘉濱漁村綠饌食群聚計畫」，彼此將資源
做整合形成互補與共享，共同帶動當地社
區發展，消費者能夠從體驗活動中了解烏魚
產業，也間接提升了鄰里其他鰻魚、龍膽石
斑、白蝦及蚵的產値，讓東石鄉掌潭村成為
了烏魚子故鄉，也為農村的永續發展奠定了
基礎。

8

謝明樹曾創下棗子外銷量100公噸，佔當年度全台外銷量1/3

需求，紅龍果的產期批次多達8～22次，若
每批次均投入套袋的人力與資材，無形中便
提高了整體生產成本，降低市場競爭力；套
袋後果實成熟時也不易辨別，常有採收成熟

謝明樹～首創
紅龍果網室栽
培的省工一哥

度過高或是不足的問題，影響果實品質，因
此免套袋的紅龍果網室栽培深具市場發展
潛力，目前已推廣使用有50公頃。

曾代表中國

除了紅龍果外，棗子也是農場的另一

造船廠參加全國

項主力產品，生產方式亦採固定式網室作

技能競賽，榮獲電焊
組冠軍的謝明樹，
在造船廠任職11年
後轉行當農民，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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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明樹省工種植紅龍果
及外銷蜜棗成績卓越，
獲得2017年全國模範農
民(圖/謝明樹提供)

法，採收結束後並不掀網，省去每年上網
與掀網的人力操作，如此長年蓋網，也不
會有網子提早衰敗脆裂的情形。並且利用
電照或麗蠅飼養技術來調節產期可將棗子

將電焊技術應用在

的產期由1～3月的盛產期，提早至12月或

農業生產上，首創紅龍果11目抗強風螺旋

是延後至4月生產，可確保蜜棗價格穩定。

織固定網室栽培，不僅農場的網室全部自

在2014年，更創下有史以來蜜棗最大外銷

行搭建，還以不銹鋼線固定網子與水平結

量 (100噸)，深受大陸與香港顧客的喜愛。

構，強化網室抗風功能，大幅降低颱風過境

謝明樹大面積的栽培果樹並建立一套

時可能造成的網室結構毀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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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的生產流程，可大幅降低生產成本，

網室栽培不僅可保護紅龍果免受病蟲

目的就是希望以親民的價格能讓消費者享

為害，更重要的是能夠省工，解決套袋人工

受到高品質的水果，同時也可提高農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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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2016 年他著手整合楠西當地的果農
成立果樹產銷班並向農糧署提出申請成立
「優質水果專區－紅龍果 (棗)」，希望能結
合眾人之力，一起拓展國內外市場，不只讓
國人能享受到美味又安全的農產品，還能
行銷全世界，讓世界看見臺灣，再次打響
「臺灣水果王國」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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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景翔～年輕有
為甜瓜王

習，如此教學相長之下，自己的農業知識也

子承父業

不斷向上提升，可謂利己又利人。

的楊景翔，本身

景翔透過生產技術及農業生產工具的

也是國立大學農

改良，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生產作業標準流

藝系畢業的高材

程，同時導入低成本自動化注肥節水滴灌系

生，年紀輕輕的他
已在各比賽中嶄
露頭角，曾拿下

楊景翔善用自動化注肥節水滴灌系統，省水又省
錢，所種的甜瓜一樣結實累累有夠甜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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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景翔輔導多位青農投入農
業行列經營有成，優異表現
獲選為2017全國模範農民

2014 年嘉義縣

統，通過調節閥和滴頭進行調節，妥善運
用灌溉水資源、準確控管及平均供給肥料
等養分，降低水及養分的散失，減少雜草

高品質美濃瓜比賽冠軍，2015年全國小番

生長。相較於一般灌溉可減少約65%的用

茄競賽季軍，是農業界未來的明日之星！

水量，因葉子保持乾燥能減少病害風險，節

即使是科班出身的景翔，仍舊不斷的把

省灌溉所消耗之水量更可減緩地層下陷的

握學習資源，有系統的逐步學習所需的專業

問題，打造出節水的友善環境，成為兼顧生

知識及技術，紮實的農業技術基礎，加上產
銷班班員之間的經驗交流及農政單位輔導，
農業技術更上一層樓！2014年還自費到荷
蘭參加本場策畫為期14天的「荷蘭溫室管
理課程」，學習先進國家精緻農業設備及管

產、生活、生態之三生農業。
除了精進生產技術，景翔不時思索如
何拓展區域農產品銷售通路，提高農友收
入。於是他想到結合在地農民組成經營策

理方式。景翔入選為農委會第2屆的百大青

略聯盟團隊，建立福嘉農場品牌，以健康、

農，以身為青農的經驗協助輔導在地青農從

優質、供貨穩定的品牌形象，在各通路獲得

農，所輔導的10名農友在各競賽中屢獲得佳

消費者信賴，更加確認自己以生產優質安全

績，青出於藍的表現讓他更加不斷的努力學

農產品為畢生職志是一項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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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勝裕～臺灣白肉
雞品牌第1人
黃勝裕是白
肉雞飼養農二代，
看見近幾年廉價進
口雞肉比例高升，從
2011年的29%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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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勝裕首創臺灣白肉雞品
牌，致力推廣國產雞肉不遺
餘力，獲選為2017全國模範
農民(圖/黃勝裕提供)

至 2015 年 40%，
國內自給率從
75% 大幅下降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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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勝裕通過嘉義縣「嘉倍安心」優質畜牧場源頭
認證，安全保證100%(圖/黃勝裕提供)

一條不一樣的新道路。

63%，反觀國內白肉雞的消費量越來越高，

成立公司後開始銷售自營畜牧場雞隻，

但自給率卻因廉價進口雞肉增加反而下降。

銷售通路遍布有生機店、農會超市、飯店、

近幾年由於廉價進口雞肉的關係，連帶影響

特色餐廳及網路電子商城。草創初期，營收

到國內產地價格的白肉雞產業，為了突破困

為負成長，目前已由虧轉盈，漸入佳境。黃

境，黃勝裕決定率業界之先，投入經營白肉

勝裕也是業界唯一一位進駐嘉義大學創新育

雞品牌，打破過去白肉雞只有聯合品牌的產

成中心，與學校合作，成功研發出健康、便

銷模式。

利的雞胸肉可即食加工品。

他在 2015 年成立「御正食品有限公

為實現三代同堂同桌吃飯的農二代黃勝

司」，推出國產「御正童仔雞」做到了進口

裕，回鄉從農並不惜重資的為自家的禽產品

雞肉無法做到的肉品溯源、藥物殘留的逐

做認證、花費大筆的檢驗費用，就是為了讓

場、逐批檢驗及取得飼養認證。黃勝裕取得

消費者對既有的白肉雞印象改觀，讓國產白

國內第一張白肉雞產銷履歷的認證，同時也

肉雞不用再與進口雞肉削價競爭，在夾縫中

是目前唯一取得人道飼養與友善畜產雙認

求生存，而是以產品的價值來拉近與消費者

證的人。在雞肉檢驗部分，他除了做到逐批

的距離。

SGS96項動物用藥與賀爾蒙檢驗，還針對

政府舉辦全國十大神農選拔是為了表揚

雞隻飼料、水源、肉品檢驗，並另請第三方

對農業產銷技術創新及農業、農村永續發展

公正單位監督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有功的農民，希望藉由彰顯其傑出事蹟作為

嘉義縣政府抽驗)，就是要用最嚴格的標準面

農民學習的標竿及典範，提升臺灣農業人力

對食品安全，提升國產白肉雞品質與形象，

的素質及農民社經地位，開創農業新契機，

也期許自己能為這份產業注入新能量，走出

也讓臺灣農業得以永續發展，綻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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