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聚友善的力量
在農業生產的道路上，面對生產與行銷小農時常一個人單打獨鬥，東部地

區唯一的百大青農團體組，也是宜蘭在地的青年農民，在農業領域上彼此

扶持，以友善耕作方式栽培作物，傳承農村互助換工模式，並發展在地食

材和農村文化為主題的食農教育。

 對於友善小農來說，團體合作比單打
獨鬥優點來得多，一群人才能走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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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人夢 農夫魂
從小生長在台北的游勝淵，兒時回宜

蘭老家員山鄉過寒暑假擁有美好的回憶，

因此對宜蘭充滿濃厚的情感，回鄉從農的

心志充滿著憧憬，期盼自己的孩子就像是

兒時記憶一樣，能夠在大自然的鄉村裡快

樂的成長。游勝淵對農業領域的工作充滿

熱情，研究所畢業後，從事過水果、花卉

產業的業務員，在休閒農場、有機農場、

有機餐廳上過班，經歷過農業的生產、銷

售面向的磨練，走過好幾回的摸索後，更

確立自己最喜歡的是農業生產者的角色。

勝淵家族裡的爺爺輩，當時從事農業

支撐家庭的經濟，後來因整體經濟環境的

關係，父親便北上發展，家族的農業生產

中斷過 10多年，幸運的是，因著祖田、老

房子、老倉庫，加上在地人身分血緣，從

事農業生產的阻礙相對少很多。游勝淵回

老家的起初幾年，一頭從事正職工作養家，

另一頭的熱忱與心力從事農業生產，農業

生產的節奏逐漸上手後，正式全力轉為全

職農夫的角色，主要種植稻米、仙草乾、

洛神、季節蔬菜等，以保護農田不受農藥、

化肥的汙染的信念，用給家人吃的心情照

顧農作物，讓消費者享用物美價廉與健康

優質的農產品。

 

從農解決人生困惑

李玉菁原任職事非營利組織並服務弱

勢團體，2008年開始注意食安議題，從毒

奶粉、澱粉等事件到層出不窮的食安事件，

覺得自己是農家子弟出生，卻對農業生產

不熟悉，當時只是一位消費者，只能任人

安排，聽大家說的好像都有道理，但自己

卻沒有分辨對錯的能力，消費者僅能倚賴

政府的食安稽查，於是李玉菁開始思考生

產應該是什麼樣子，並開始擘劃自己的農

耕世界。之後，李玉菁終於實踐從農的生

活，開始回老家務農，並選擇對生態、自

然安全的友善耕作方式，除了種植水稻、

金棗、珍珠芭樂、黑豆外，也種了少量的

雜糧和蔬果。

其實這一切並不容易，李玉菁花了很

大的心力與父親近 40年的慣行農法觀念拉

扯、拔河，但還好父親很好溝通，但有更

多時候是父親心疼女兒吧。漸漸的，李玉

菁從開始的被質疑、不看好，到父親的肯

定，甚至很願意傳授更多的農業技術。李

玉菁還記得，有一次父親從大倉庫搬出爺

爺時代的農機具，一一教導她如何使用，

曾幾何時離自己很遙遠的倉庫，現在卻很

密切，從農這幾年與父母的相處時間更多

了，關係上親近許多，也感受到父親對己

從農是很開心的，從農不僅是實踐友善土

地，更是梳理自己的生命經驗。

    

科技人生髮夾彎

黃正豪從農前在科技業擔任高薪的工

程師，日以繼夜工作的結果，造成身體開

始亮了紅燈，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徬徨的當

下，想起小時候農村的田園風景，心中有

許多的嚮往，故決定在人生中轉了一個大

彎，回到宜蘭老家重新開始。

轉職從農的過程中，不免歷經許多的

挫折，適合友善耕作土地著實難覓，所以

在這期間換了不少次農地，而每次換地都

是一次重新養地的開始，無形之中也不斷

消耗掉黃正豪的夢想，但在因緣際會之下，

透過周邊的農友找到了適合且可長期耕作

的田地，又加上農民學院的課程補齊農業

技術，從入門、初階、進階、高階等的相

關農業課程，擴張自己對農業的知識，並

與全台的農友經驗交流相長。

黃正豪種植水稻、地瓜、南瓜、芋頭、

檸檬等多樣性的友善耕作，並且和太太一

起專研烘培，將收成的米磨成粉，加入在

地食材做成麵包、吐司、蛋糕等，使用自

家生產的農產品製成烘培品料好又實在，

增加農產的收入。每當週末時刻，黃正豪

就會載著自製手作的烘培產品到台北的農

夫市集販售，有好幾次才剛佈置好攤位而

已，便馬上就銷售一空，甚至有回流的客

人專程走國道 5號高速公路，直接殺到宜

蘭找黃正豪購買，而且都是一口氣掃光剛

出爐熱騰騰的麵包，而這樣的支持也給黃

正豪繼續為理念繼續打拼的正向動力。 游勝淵利用特製的長桿，撈取田中的福壽螺。

 李玉菁與插秧機，在父親的指導下，現在已
經非常熟悉各式水稻農機的操作。 

 黃正豪種植多樣化的作物，搭配太太的好手
藝，將自家產品做結合，加工品、烘培麵包都

是受客人喜愛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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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自由的靈魂

曾祥祐從大學園藝系畢業後，有感於

農村人口老化問題，加上自己想做自己的

老闆，於是在當兵時期就下定決心追隨爺

爺的腳步，成為一名自由自在的農夫。他

很感謝家人支持這條從農路，因著對友善

環境的信念，曾祥祐選擇對環境無汙染的

自然農法模式進行耕作，所謂自然農法的

耕作方式，就是完全無使用農藥、化肥，

而且員山鄉有「水的故鄉」之稱，所以灌

溉水稻的水源，也都是天然的湧泉，耕作

的面積從原有的 0.5公頃水稻，擴大到現在

的 1.8公頃，這對於自然農法而言，已經是

很不錯的成績，當然這也代表了曾祥祐在

農業成長的最好見證。

此外，曾祥祐也經營自有獨立品牌，

雖然都有固定的客戶來採購，但偶爾仍會

遇到米賣不出去的問題。當然，單打獨鬥

的確不容易，所以他決定結合周邊的務農

夥伴，以共同行銷的方式來推廣友善耕作

的產品，除此之外，他也和其他成員嘗試

種植當歸、丹參等多樣性生產，以期讓後

端銷售能夠更多樣化，提供更多友善信念

的消費者來選購。

半農半Ｘ的斜槓人生

高中時期對園藝情有獨鍾的邱靖惠，

在上大學時便選擇園藝系就讀，也因為興

趣與讀書合而為一，所以在求學期間可說

是如魚得水，在實習課時甚至有綠手指的

名號，因任何綠色植物交到他手上，都可

以被照顧得枝葉繁茂、生氣盎然。大學畢

業後因著工作關係，接觸到培訓農友的計

畫，並辦理友善耕作農業課程，也因此有

機會與農友一同學習友善耕作的方法。

從原本在辦公室的計畫專員，漸漸的

開始親身腳踏泥土，與夥伴們展開半農半

X的共耕生活，並種植筊白筍、百香果、

黃金櫛瓜、黑米等品項，邱靖惠對於自己

所種植的產品相當有信心，也實踐了「自

己的食物自己種」的夢想。我們也充分地

感受到學以致用這四個字，在邱靖惠身上

得到了最好的示範，邱靖惠也盼望這樣的

信念，能持續融入自己生活中，並傳達給

新一代的青農。

 

食農教育達人

同樣畢業於園藝系的邱士倢，選上為

百大青農時，正值為環境教育研究生，並

致力於各項環境領域，如環境教育、環境

保護、環境復育等議題，其實都可以見到

她的身影，也因為自己興趣的關係，在因

緣際會下認識了這些有共同理念的在地青

農，並成為百大青農團體組的成員。

邱士倢在團體組裡的任務，是整合資

源的角色，包含行銷策略的擬定、外部資

源的導入、食農活動的舉辦、消費者資訊

的回饋等，其中讓第一線的生產夥伴們可

以清楚了解消費者的想法是什麼，或者將

夥伴的理念如何傳達給消費者 (例如：我

們在種什麼 ?為什麼要這麼做 ?對環境有什

麼影響 ?作物要怎麼料理才好吃等 )，更是

邱士倢的重要任務，就外人來看，可說是

名符其實的創意行銷總監呢。邱士倢對於

百大青農的陪伴師機制也深表認同，因陪

伴師由旁觀者的角度來給予團體意見，或

以協調者的角色讓團體朝向共同的目標一

起努力，使來自不同領域和知識背景的青

農能更快整合、相容，並帶著穩健的步伐

持續向前邁進。

 

友善耕作的職農精神

集體的力量勝過單打獨鬥，夥伴間的

扶持與學習，更可以少走許多從農的冤枉

路，團體組對於友善耕作的信念，對於台

灣農業領域而言或許並非主流，但卻是重

要的根本，這些青農以員山為基地，一同

推動友善耕作的理念，為台灣友善農業盡

一份心力，而他們的務農經驗，也可提供

給具相同信念的小農，一個從事友善耕作

藍圖的重要指引，雖然走得慢，但走得穩，

也走得久。

 本來獨自經營的曾祥祐，與團體夥伴一起打
拼後不僅增加耕作品項，對於務農也越來越順

手。

 邱靖惠看著自己所種植的茭白筍，每一次的
種植都是成長，只要作物能平安長大，一切辛

苦都值得了。

 邱士倢透過環境教育的專長，與團體組夥伴
們一起規劃未來方向以及關注食農教育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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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的腳步，成為一名自由自在的農夫。他

很感謝家人支持這條從農路，因著對友善

環境的信念，曾祥祐選擇對環境無汙染的

自然農法模式進行耕作，所謂自然農法的

耕作方式，就是完全無使用農藥、化肥，

而且員山鄉有「水的故鄉」之稱，所以灌

溉水稻的水源，也都是天然的湧泉，耕作

的面積從原有的 0.5公頃水稻，擴大到現在

的 1.8公頃，這對於自然農法而言，已經是

很不錯的成績，當然這也代表了曾祥祐在

農業成長的最好見證。

此外，曾祥祐也經營自有獨立品牌，

雖然都有固定的客戶來採購，但偶爾仍會

遇到米賣不出去的問題。當然，單打獨鬥

的確不容易，所以他決定結合周邊的務農

夥伴，以共同行銷的方式來推廣友善耕作

的產品，除此之外，他也和其他成員嘗試

種植當歸、丹參等多樣性生產，以期讓後

端銷售能夠更多樣化，提供更多友善信念

的消費者來選購。

半農半Ｘ的斜槓人生

高中時期對園藝情有獨鍾的邱靖惠，

在上大學時便選擇園藝系就讀，也因為興

趣與讀書合而為一，所以在求學期間可說

是如魚得水，在實習課時甚至有綠手指的

名號，因任何綠色植物交到他手上，都可

以被照顧得枝葉繁茂、生氣盎然。大學畢

業後因著工作關係，接觸到培訓農友的計

畫，並辦理友善耕作農業課程，也因此有

機會與農友一同學習友善耕作的方法。

從原本在辦公室的計畫專員，漸漸的

開始親身腳踏泥土，與夥伴們展開半農半

X的共耕生活，並種植筊白筍、百香果、

黃金櫛瓜、黑米等品項，邱靖惠對於自己

所種植的產品相當有信心，也實踐了「自

己的食物自己種」的夢想。我們也充分地

感受到學以致用這四個字，在邱靖惠身上

得到了最好的示範，邱靖惠也盼望這樣的

信念，能持續融入自己生活中，並傳達給

新一代的青農。

 

食農教育達人

同樣畢業於園藝系的邱士倢，選上為

百大青農時，正值為環境教育研究生，並

致力於各項環境領域，如環境教育、環境

保護、環境復育等議題，其實都可以見到

她的身影，也因為自己興趣的關係，在因

緣際會下認識了這些有共同理念的在地青

農，並成為百大青農團體組的成員。

邱士倢在團體組裡的任務，是整合資

源的角色，包含行銷策略的擬定、外部資

源的導入、食農活動的舉辦、消費者資訊

的回饋等，其中讓第一線的生產夥伴們可

以清楚了解消費者的想法是什麼，或者將

夥伴的理念如何傳達給消費者 (例如：我

們在種什麼 ?為什麼要這麼做 ?對環境有什

麼影響 ?作物要怎麼料理才好吃等 )，更是

邱士倢的重要任務，就外人來看，可說是

名符其實的創意行銷總監呢。邱士倢對於

百大青農的陪伴師機制也深表認同，因陪

伴師由旁觀者的角度來給予團體意見，或

以協調者的角色讓團體朝向共同的目標一

起努力，使來自不同領域和知識背景的青

農能更快整合、相容，並帶著穩健的步伐

持續向前邁進。

 

友善耕作的職農精神

集體的力量勝過單打獨鬥，夥伴間的

扶持與學習，更可以少走許多從農的冤枉

路，團體組對於友善耕作的信念，對於台

灣農業領域而言或許並非主流，但卻是重

要的根本，這些青農以員山為基地，一同

推動友善耕作的理念，為台灣友善農業盡

一份心力，而他們的務農經驗，也可提供

給具相同信念的小農，一個從事友善耕作

藍圖的重要指引，雖然走得慢，但走得穩，

也走得久。

 本來獨自經營的曾祥祐，與團體夥伴一起打
拼後不僅增加耕作品項，對於務農也越來越順

手。

 邱靖惠看著自己所種植的茭白筍，每一次的
種植都是成長，只要作物能平安長大，一切辛

苦都值得了。

 邱士倢透過環境教育的專長，與團體組夥伴
們一起規劃未來方向以及關注食農教育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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