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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農場奮鬥記

為了讓青年成為台灣農業領域的「留鳥」，農委會

自95年開始推動「漂鳥計畫」，鼓勵青年親近農業，

進而投入生產行列，本場已陸續舉辦多場次的農業

體驗營、園丁計畫及築巢營等農業推廣教育訓練活動，參訓的人數已達900

人，課程內容兼顧理論與實務，成功讓對農業有興趣的青年更深入的認識農業，

提升對台灣農業及農產品的認同感，更讓部分學員毅然投入農業生產成為留鳥，

增添不少台灣農業的生力軍。

在近年環保意識及樂活風潮盛行下，越來越多人重新發現農村的可愛、有機

農業的重要，也吸引很多人興起移民農村當起農夫的念頭或是想要過著半農半X

的生活，一方面實現打造一畝夢田的理想，另一方面負起守護土地的責任，所以

漂鳥計畫順勢招收了很多對農業有憧憬的學員，然而經過一連串課程的洗禮後，

有人認清事實、發現自己不是作農的料，有人發自內心對農民產生無比的敬意，

有人對台灣的農產品更有信心，有人覺得自己還沒準備好，有人迫不及待要找塊

地來大展身手⋯⋯⋯，這些學員對生活及生態更有認知意識，也力行於農事活動

中，他們回鄉之後是否過著幸福快樂的農夫生活？ 

本書以曾經參加本場辦理之漂鳥、築巢或園丁等訓練課程，留在轄區內從事農

業的學員為主角，記錄他們的故事及想法，期望這些新農民的轉型歷程可以提供

有意從農的青年作為借鏡，並帶給農友新的啟發，也可讓民眾了解作農的甘苦。

事實上，這些新農民已經慢慢將新觀念及作法帶入傳統的農村，讓老一輩的農

友刮目相看，並進一步帶動這些農友加入他們改革的行列，間接推動農村永續發

展，也讓台灣農業高齡化的問題出現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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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政儒

帶入新理論，藉著學理來面

對多變的氣候以及病蟲害；並

將農場導向「體驗活動」的方

向，增加教育功能之外，也強

化了家中收益。

「一般人都會覺得心理學和

農業距離遙遠，但對我而言，卻

是一點也不遙遠，因為其實我從未離農。」務農世家出身的

何政儒，唸的是中原大學心理系，畢業之後返鄉投入耕作，

並將新觀念帶入，讓家中的農耕事業增加了兩成的收益。

阿公是佃農、爸爸是農夫，務農世家出身的何政儒，小的

時候真的很討厭種田！但是長大後，大學畢業工作幾年，在

思索人生方向時，務農這個方向還是油然浮上心頭。

「其實當時我爸爸相當反對，因為他知道這條路的辛

苦，所以不希望我也這樣。」即使如此，何政儒仍是下定

決心回來，而且還希望藉著新觀念的導入，來改變傳統

的務農環境。而在回鄉之後的第一件事，便是試著說

服父親，改變用了一輩子的慣行農法，減少農藥的

使用量，並使用更多的有機資材。

之外，他也透過農改場的專業訓練中，與

農業專家接觸的機會，學得不少理論以及病

蟲害防治的新技術，「傳統老農都是只知道

做，卻說不出所以然來；但藉著學理，不僅

▲何政儒與水稻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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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推薦

礁溪蛋黃番茄外

觀飽滿可愛，成串的

番茄在綠色葉叢露出

臉來，彷彿在向食客

招手，通過生產履歷

的保證，每一顆都是

安心滿分。

▲家中農場是礁溪地區第一個對外開放的體驗農場

樂．活．新．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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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為何而做，而且在面臨多變的氣候以及病蟲害時，能

做出更精準的判斷。」

何政儒認為，農業其實需要更多了解理論的人投入，這

熱情推薦

礁溪蛋黃番茄外

觀飽滿可愛，成串的

番茄在綠色葉叢露出

臉來，彷彿在向食客

招手，通過生產履歷

的保證，每一顆都是

安心滿分。

▲家中農場是礁溪地區第一個對外開放的體驗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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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樣才能克服困難，並有更好的品質

產生。「與人做交易時需要頭腦，

而與植物打交道時同樣需要運用

頭腦，因為植物是活的，你要想辦

法征服它，也正由於如此，農業其

實是個挑戰性頗大的行業！」

在何政儒一連串的改變規劃中，還包括「農場體驗活

動」的施行。以前父執輩很難想像，會有遊客到農田

裡參觀，而且還要花時間為他們解說，「這樣怎麼有時

間耕種呢？」。不過何政儒認為走向休閒農業是一種趨

勢，應該要朝趨勢走，如果不思突破、一味墨守成規的

話，只會「做得越

多、怨嘆越多」。

如今他們的農場成

為礁溪地區第一個對

外開放的體驗農場，

同時也因為經營路線

的改變，為家中增加

了兩成的收益，何政

儒回鄉務農雖只有短

短三年的時間，但已做出不少改變。

對於未來，他則是希望能朝「休閒教育農場」的方向邁

進。曾經當過老師的何政儒認表示，現在的小孩整天與電

▲稻作收割時節忙  ▲桃太郎番茄頗受外界好評

▲青翠可愛的香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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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伍，接觸到的都是無生命的東西，因

此希望藉著體驗與解說，讓孩子們了解

作物的生長，給予他們生命教育的觀念，

學會惜福、知足。因為他認為，朝著這個

方向，農業做起來除了增加經濟收益之

外，還有了更深一層的教育價值。

新世代農夫：何政儒

●參加訓練班別：95年漂鳥營  

●經營項目：水稻、蔬果

●聯絡電話：0935-841337

●聯絡地址：宜蘭縣礁溪鄉淇武蘭

路86-5號

●GPS：E121°46'51" N24°48'32"

▼種植向日葵作為休耕期景觀綠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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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王杰

一位從未下過田的女子，因

為嫁夫隨夫，也投入有機農業

的行業。如今的吳秀娟，想要

與先生一起從有機擴展到休閒

農業的領域。

宜蘭「綠園有機蔬菜」老板

娘吳秀娟，嫁給先生黃王杰

之後，從不會務農到每天下田、揀菜、包裝，樣樣都得

會，從早到晚幾乎忙到沒有休息的時間，一頭栽入有機

農業的領域當中。

她的先生黃王杰從事有機蔬菜生產已有十幾年的歷史，

以國內有機農業生產來說，算是起步相當早，並且擁有

「種菜 人家」品牌自產自銷，他還曾經當選過八十八年

的全國十大傑出青年農民。

當初黃王杰原本在桃園從事電子業

工作，因為奶奶生病而辭工作返鄉，談

起要做種「無農藥」的蔬菜，一輩子務

農的爸爸氣得說：「工作辭掉了如何維

生？而且作物不灑農藥怎麼可能長得

大？」，不過黃王杰另有想法，他看到

了有機的未來市場，認為不灑農藥的

蔬菜，價格可由自己決定，不至於隨市

場的行情而波動。

▲夫婦倆的胼手胝足，後來終於
獲得回報

以國內有機農業生產來以

「種「種菜菜菜菜菜 人家人家人人人 」品牌自

的全國

當初

工作

起要

農的爸

生？

大

了有

蔬菜

場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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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秀娟

夫唱婦隨    夫唱婦隨  夫唱婦隨
 攜手邁向
   休閒體驗

Green
 Business



樂．活．新．農．夫 

開心農場奮鬥記

當時是有機農業的起步期，做來相當辛苦，也沒有銷售

管道，黃王杰用小發財車到路邊叫賣，經常剩得一大堆賣

不出去，幾乎花光夫婦倆的積蓄，直到經過六、七年之後，

熱情推薦

「種菜人家」皆為

有機蔬菜，生長時間

雖然比一般的來得

長，但是因為是有機

栽種，因此蔬菜的原

味重、甜味明顯，保

存期限也比慣行農法

的蔬菜要來得長一

些。

▲滿園的蔬菜綠意

9



消費者逐漸接受有機

觀念，事業才逐步的

上軌道。目前「種菜

人家」的產值每年有

一百多萬，規模不小，

夫婦倆的胼手胝足，

終於獲得了回報。

如今農場已具相當

規模，但畢竟單只從

事生產還是較為辛

苦，夫婦倆商量後認

為應該朝休閒農業的

方向走，吳秀娟因此

參加了花蓮區農改場

的漂鳥營，希望藉由

參訪來學習他人的經

營長處，日後可以走

向生產為主、體驗為輔的農場經營模式。

有機蔬菜種植起來雖然較為辛苦，但黃王杰認為「歡喜

做、甘願受」，同時也看好未來發展，認為將來的有機市

場規模會越來越大。他表示，希望能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投入此一領域，因為現在從事有機已經有路徑可尋，不用

像他們早期那樣走許多冤枉路。

10

▼吳秀娟從不會務農到每天下
田、揀菜、包裝，樣樣都得會

▼黃王杰還曾經當選過全國十
大傑出青年農民

▲「綠園有機蔬菜」是國內早期從事有機的農場▲滿園的蔬菜綠意

大傑出青年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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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非常適合進行有機耕種，應該要

有更多的人投入這個行列。」他認為，要

是能有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投身有機，如

此便能共同合作，以合作的方式來降低

成本，大家同心協力，共同來開拓有機農

業的這塊市場大餅。

新世代農夫：黃王杰、吳秀娟

●參加訓練班別：96年漂鳥營  

●經營項目：蔬菜

●聯絡電話：03-9301678

●聯絡地址：宜蘭縣壯圍鄉過嶺村

壯濱路三段71號

●GPS：E121°48'56" N2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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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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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公的苗圃
我的庭園造景事業

陳玉明

接下苗圃的家族事業之後，

大幅調整營運方向，轉型成以

庭園造景為主，希望能以多角

化的經營方式來拓展老生意，

再創另一個高峰。

陳玉明家中的果樹苗圃是一

個傳了三代的家族事業，從他

阿公便開始經營了，不過這個苗圃生意卻是越來越難做，

原因在於種果樹的人逐年遞減，導致樹苗價格大幅滑落，

比起十年前大約下跌了四成左右。

早在陳玉明爸爸當年便已察覺了這種情況，不過固守家

族事業的他不敢有太大的異動，只有靠自己的人脈，零星

的接一些庭園造景來做，只是數量不多，大概佔了一成左

右的營業額，主要還是以苗圃經營為主。

不過這種情況在他兒子回來接手後就改變了。陳玉明

高商畢業，在外工作了兩三年後，回到家鄉接下家

族事業，看到逐年萎縮的苗圃生意，決定要做些改

變，那便是大幅提升庭園造景的比重。

爸爸對他的看法很支持，畢竟自己經營過，

知道苗圃市場的萎縮是無法擋的，所以決定

放手讓兒子一搏。陳玉明的第一步是先到外

面的景觀規劃設計公司上班，學習最新的庭

園造景技術，接下來還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團

▲樂活新農夫陳玉明

比起十年前大約比

早在陳玉明爸

族事族 業的他不敢族

的的接一些庭園造

右的的營業營 額，主

不過不過這種情

高商高商畢業

族事族事業

變，，那那

爸爸

知道

放手

面

園

1212121212121121222221212121212112121221222122212222222222222222222

Green
 Business



樂．活．新．農．夫 

開心農場奮鬥記

熱情推薦

宜蘭老字號的苗

圃，苗種以果樹苗

為主，包括年柑、椪

柑、金棗、柚子⋯等

十多種，專業的育苗

生產，種類繁多，價

格也不貴喔！

▲陳玉明家中的果樹苗圃是一個傳了三代的家族事業

13



隊來承包工程，專門承接假山、魚

池、圍牆、涼亭等庭園造景工程。

目前雖仍是起步階段，但陳玉明

已經感覺到庭園造景的利潤比苗

圃來得好許多。「樹苗必須從種子

開始，經歷育苗、嫁接等過程，歷

時三年培育的小樹苗，卻只能賣個

七十元，利潤微薄。」他認為，需要藝術視野及專業技術

的庭園造景，比起苗圃有發展性、利潤也較高，加上宜蘭

的別墅不少，庭園造景的發展性又來得更高了一些。

在陳玉明接手之後，目前已將庭園造景的經營比重提高

到百分之五十左右，

未來他甚至計畫要

提升到百分之九十。

「即使是家族企業也

不能守株待兔，若只

是墨守成規遲早會被

淘汰，唯有不斷創新

才能站穩市場。」

他認為，年輕人投

入農業的確是個不錯的方向，因為年輕人的創新能力可將

傳統的農業帶入嶄新領域，「我想要闖自己的一片天，至

於能有多麼遼闊，那就要全看自己的努力了！」

▲嬌豔的紫薇花 ▲八十歲的阿嬤還是經常下田

▲樹苗必須從種子開始，經
歷育苗、嫁接等過程，歷
時三年培育

14

▲樹苗必須從種子開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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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農夫：陳玉明

●參加訓練班別：97年漂鳥營  

●經營項目：苗圃、園藝造景

●聯絡電話：0935-080747

●聯絡地址：宜蘭縣員山鄉湖東村

蜊埤路34之1

●GPS：E121°41'34" N24°45'11"

▼陳玉明希望能將將庭園造景的經營比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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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圃生意卻是越來越難做，原因在於種果樹的人逐年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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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政儒

Green
 Business 放棄了百萬年薪、光鮮亮麗

的光環，他說想要過真正自己

覺得快樂的日子。如今他一邊

工作、一邊種稻，心中平靜又

踏實。

畢業於中興大學社會系的張

博勝，在台北的電信業工作了

六、七年，位居業務副理、年薪百萬，過著人人稱羨的生

活。不過在日復一日的工作下，他發覺自己內心逐漸被有

機農業所吸引，於是趁著轉換工作的機會搬到宜蘭，租下

了一塊一分地，開始了業務經理身兼水稻農夫的生活。

他的施作採用的是「秀明自然農法」，不施藥、不灑肥，

也不用生物防治法，全然的自然成長方式。對於務農新手

感覺似乎不太好入門，不過張博勝說，還好水稻並不難

照顧，加上他跟著「華德福森林學校」一群了解有機的

家長們一起耕作，在有人教導的情況下，即使是務農

新手還是有不錯成績出來。

他說，自然農法為了不讓稻子容易得病

蟲害，插秧時秧苗的數量較少、讓它間

距拉大，如此便可以較為通風，不容易得

病；而即使得病也不施藥，寧願犧牲部分產

量，來換取整體稻作的品質。

與其他投入農業的年輕人一樣，張博勝也

▲豐收的喜悅全寫在臉上

16

百萬年薪副理
務農中找到快樂

張博勝

他的他 施作採用

也不也不用生物防治

感覺感覺似乎不太

照顧照顧，加上他

家長家長們一們一起起

新新

病

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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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具有實驗精神。目前他正規劃在田中挖一個深洞當魚

池，休耕的時候養些烏鰡、鯉魚等魚類在水田間漫遊，耕

種時再將魚趕回洞中。這樣做的用意是讓魚吃掉危害稻作

的福壽螺，加上魚糞也可以變成自然肥料，肥沃田地。

熱情推薦

以「秀明自然農

法」所生產出的白

米，完全採用日曬方

式烘乾，因此稻米本

身就帶有一種陽光的

香氣，烹煮之後也香

味四溢喔！

▲福壽螺是水稻大敵,需經常清除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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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作收割時節忙  ▲桃太郎蕃茄頗受外界好評

其實這種方式跟運用鴨子下田的「稻鴨共棲栽培法」

很像，都是利用動物來啄食害蟲，同時

排泄物又可作為稻作養分的補充，一舉

兩得。不過這種「稻魚共棲」的方式是

張博勝在網路上看到四川的例子所得到

的靈感，台灣沒有人這樣試過，真要嘗

試，還須有些勇氣才行。

對於耕作越來越有興趣的他，由於才剛起步，仍須有

一份外面的工作來支撐家庭經濟，他給自己十年的時

間，來慢慢提高在農耕上的比例，並希望十年之後能全

靠務農來過活。

「當初在決定是否

要放下虛名以及光鮮

亮麗的光環時，也曾

猶豫過，但真正做了

之後，才覺得應該要

早一些投入農業，因

為有一種踏實的快樂

感。」張博勝說，在

台北工作時所得到的

是一種追逐目標的成就感，但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快樂，因

為當時所追求的只是「主流社會框架下的目標」，無法引

起自己內心的共鳴。

18

▲天然的陽光曬穀,可以讓白米有股陽光香氣

▲小女兒對稻米的
一切都很好奇

▲

舉起鋤頭做田埂

一

間
▲拿起鐮刀忙收割

很

排

兩

張

的的



▼種植向日葵作為休耕期景觀綠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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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Business
反而務農後每天與大地接觸，心中感

到無比踏實，是一種難以言喻的快樂。因

此他給自己十年的時間慢慢靠近農業，

希望以這種「迂迴前進」的方式來達成目

標，完全的回歸自然，做自己。

新世代農夫：張博勝

●參加訓練班別：96年築巢營  

●經營項目：水稻

●聯絡電話：0988-066144

●聯絡地址：宜蘭縣宜蘭市民族路

366號9樓之3

●GPS：E121°44'42" N24°45'3"

119

▼翠綠的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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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Business

投身農業
  尋找另一個
百萬年薪

楊文志

非常注重蔬菜中硝酸鹽含量

的他，經過多次實驗自創了一

套農法，種出來的蔬菜硝酸鹽

成分非常低，遠低於市面上的

蔬菜，讓他相當引以為傲。

楊文志在投入農業之前，曾

擁有百萬年薪的高收入，這樣

的他，勇敢投身農業，發揮本身在食品以及藥學方面的專

業，期望農業也能讓他創造另一個百萬年薪。

在別人眼中，楊文志的行動或許有些大膽，因為曾在藥

廠、食品廠任職的他，年薪已達百萬，卻於二十九歲那年

離職，投入農業，當起農夫來了，主要動力是來自於想改

善農業環境的使命感，以及看到健康食品的未來市場性。

這位年紀輕輕的新農民，善用了他對食品及藥學方面的

專業，並發揮年輕人特有的實驗精神，在他的一分地上，

以自己的蔬菜不斷做實驗，不但將作物種植過程予以標

準化，同時還自創了一套「無毒有機農法」。

他以一年的時間來做實驗，找出三十多種有機資

材，調配出四季不同的有機肥，這些有機肥可增加

作物的含水量，可有效的降低蔬菜內的硝酸鹽含

量，楊文志相當重視硝酸鹽這個問題。他認為，硝

酸鹽是一種致癌物，但一般民眾卻不熟知，同時

也沒有列在有機檢測當中。

廠、食廠

離職離

善農業

這位

專業，

以自以

準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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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文志看好農業這個行業

Green
 Business



樂．活．新．農．夫  

開心農場奮鬥記

他認為現有的有機檢測種類不夠，因此他都是將蔬菜自

行送交實驗單位做檢測，而未來他也計畫將蔬菜的硝酸鹽

含量貼在包裝上，讓民眾更加清楚。楊文志決定不走有機

驗證路線，而想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

目前他所種的蔬果，光是賣給週遭親友就已供不應求，

所以正打算接下一塊八分地，拓展種植面積。「農業這個

熱情推薦

採用自己調配的有

機肥，有效的減少了

蔬菜中的硝酸鹽含

量，同時菜葉的土味

及草味也不見了，吃

起來甘甜而清脆。

▲楊文志採用自己調配的有機肥，減少了蔬菜中的硝酸鹽含量



行業可以做上二十年！」嘗試過許

多領域的楊文志，對這塊新領域相

當看好，「我覺得正再開啟另一個

百萬年薪當中。」

他表示，務農這個行業頗有意

義，因為可以種出好的東西給別人，一起分享健康，而在

此同時，收入也越來越為穩定，可成為一項長遠志業。因

此儘管辭去了百萬年薪的工作，這個年輕人依然相信只要

創新努力，依舊可以開創出另一個百萬年薪出來。

▲楊文志認為務農不但可以種出好的東西給別人，更重要的是，一起分享健康 ▲鮮艷欲滴的番茄

22

▲鮮艷欲滴的番茄

義 因為可以種出好的



樂．活．新．農．夫  

開心農場奮鬥記

新世代農夫：楊文志

●參加訓練班別：95年漂鳥營  

●經營項目：蔬菜

●聯絡電話：0939-704528

●聯絡網址：goodvege@gmail.com  

http://www.wretch.cc/blog/goodvege

▼一分地上種植著數十種的蔬菜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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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Business 命運的轉動，帶給了賴嬌燕

另外一種不同的生命體驗。她

在意料之外的情況下改唸了農

業，但是這扇窗卻開啟了她另

一段人生，目前不但從事有機

種植，而且還出書，用她自己

的方式推廣有機。

賴嬌燕的求學歷程有些奇妙，原先是打算到日本唸攝影

的，卻臨時改變了主意，進入八岳中央農業實踐大學，一

腳踏入了農業領域當中。不過這位台灣少見的日本農業女

學士，回台之後並非一帆風順，而是接連流下了人生當中

深刻的兩次眼淚。

「第一滴的眼淚是因為回台後，一整年辛苦的種植後卻只

有三千元的收入而流下來的。」賴嬌燕回憶道，回國之

後才發現在日本所學的那一套有機種植法，全都用

不上，原因在於土壤。因為日本土壤的腐植質多，

不需要太多肥料，有些甚至可以不需要肥料；但台

灣的土壤營養成分卻是不太好，仍需補給有機質

與微生物菌，才能打造出有機環境來。

當時在不清楚台灣土壤，堅持不灑農藥

及化學肥的情況下，一年下來的收入少得

可憐，頓時失望、挫折的情緒全湧上心

頭，賴嬌燕不禁掉下了第一次的眼淚。

▲賴嬌燕與弟弟賴君旺兩人一起
經營燕銘農場

有三有 千元的收

後才後才後 發現

不不上上，原因

不不需要太

灣的灣的土壤

與與微

當

及及

可可

頭頭

賴嬌燕
賴君旺

 出書不藏私 出書不藏私
   有機秘訣
大公開 大公開

Green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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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取失敗經驗，之後開始在田間進行各種實驗，記錄下

來並反覆操作，收成逐漸增加到八成左右。到了第三年她

熱情推薦

「田園庄」這本

影音書，將太陽、月

亮、有機農法與生活

結合在一起，教導大

家有機蔬果的栽培

技巧，簡單的肥料製

作，讓有機的觀念與

實踐深入一般家庭當

中。

▲弟弟是賴嬌燕的事業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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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嬌燕原先是打算到日本唸攝影，卻臨時改變的改了主意，一腳踏入了農業領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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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覺到品牌的重要性，於是前往縣

府工商課辦理農產行登記，由於資

本額僅有一萬元，辦事員隨口的一

句：「妳的產量那麼少，為何還要

申辦公司行號？」，霎那間，學成

回國時的雄心壯志、收成不佳的負

債、種植過程的心酸歷程全都浮現，讓她當場哽咽，留下

了人生中難以忘懷的第二次眼淚。

經過不斷的實驗以及嘗試之後，終於在第六年才得以

收支平衡。目前賴嬌燕與弟弟賴君旺兩人一起經營著「燕

銘農場」，以平價銷售有機蔬果，最近兩人甚至還出了一

本影音版的書「田園

庄」，將種植有機蔬

菜的方式予以公開。

為了出版這本書，姊

弟倆還自行登記成立

了一家出版社、自己

來拍照攝影，想借著

書籍來傳播有機觀

念。

迴異於傳統老農，姊弟倆人在挽袖下田之餘，還以自力

救濟的方式涉足出版業，運用文字與影音的雙重力量，期

望能傳達更多的有機觀念。「田園庄」應該是台灣第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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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弟兩人一起打拼                       ▲燕銘農場的菜園欣欣向榮

▲燕銘農場以平價銷售無毒
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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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Business
完整性高的有機工具書，不過無論是不

是第一本，姊弟倆的行動，都讓外界對於

這些「新世代農夫」的勇敢，留下了深刻

印象。
新世代農夫：賴嬌燕、賴君旺

●參加訓練班別：95年漂鳥營

　98年築巢營  

●經營項目：蔬果、水稻

●聯絡電話：03-9659336

●聯絡地址：宜蘭縣五結鄉鎮安村舊街

路71號

●GPS：E121°46'8" N24°42'34"

●聯絡網址：http://www.enmei.com.tw/ 

272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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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Business

  從城市到蔥田 
三星蔥向前衝

何永安

由製造業轉而投入三星蔥的

種植行列，雖然在第四年之後

損益才接近平衡，但他仍看好

這個行業，未來打算朝青蔥加

工品方面發展，走出一條屬於

自己的路。

何永安退伍之後曾在桃園的

製造業任職八年之久，漸漸他覺得這個工作已達瓶頸、無

法再有更多發展了，想到家中還有一塊五分地，於是興起

回鄉耕作的念頭，希望這樣可以按照自己想法過活、實現

自我。

當時何永安才剛結婚，為了不使家庭經濟受到影響，他

決定自己先回家鄉三星，老婆仍是留在桃園工作，等經濟

情況穩定了倆人才團聚。

他如此安排的確有其必要，因為開始耕種的前兩年，

由於經驗不足而產量欠佳，後兩年則因天候因素，收成

也不怎麼好。因此在他回鄉務農的四年之後，目前在收支

上尚未達到平衡。

「還好我太太沒有怨言，現在家中大部分的收入是她

賺來的。」何永安說，老婆很支持他，認為肯努力

最重要，其他一切都是可以克服的。有這麼體

諒的太太，當然是要繼續努力的往前衝了。

對於回鄉務農，何永安坦言成果並沒有

▲樂活新農夫何永安

自我自自

當時當 何永安才剛結婚，為

決定定自己先回家鄉三星，

情況況穩定了倆人才團聚。

他他如此安排的確有其必

由於由於經驗不足而產量欠佳

也不不怎麼好。因此在他回鄉

上上尚尚上 未達未 到平衡。

「還「還好我太太沒有怨

賺來來的。的 」何永安說

最重重要，要 其他一

諒的諒的太太太 ，當

對於對於回鄉回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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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中理想，但無論如何，這是自己的選擇，而且日子也

比以前還來得愉快自在；重要的是，他認為只要肯對作物

付出，產生的成果就會成正比，因此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熱情推薦

三星蔥的特徵是蔥

白長、葉肉厚、纖維

柔嫩、蔥味香濃、口

感佳且富含纖維質。

三星蔥不僅蔥白長而

且嫩，清香不辣，是

廚師煮菜不可或缺的

調味聖品。

▲何永安運用家中五分地種起三星蔥來

229



對於務農，他認為，應該要有更多的年輕人力投入農

業，因為年輕人勇於嘗試，會讓傳統農業產生改變。他以

自己的例子來說，他會在吉園圃的要求範圍之內，再想出

辦法來減低農藥用量，這樣同時也就降低了生產成本。

對於未來，何永安希望朝向青蔥加工品的方向發展。他

認為，目前農會雖對三星蔥有不少的產品開發，但大多是

將蔥加入現有產品當中，例如蔥餡餅、蔥蛋捲等，而非由

蔥來擔任主角，因此未來他希望能讓蔥出任主角，開發出

全新的三星蔥產品。

何永安認為，唯有與市面上的產品不同，才能不步人別

人後塵，而走出一條完全屬於自己的道路出來。

▲吉園圃包裝出貨上台北拍賣                      ▲清洗三星蔥,賣出好價錢 

▲蔥田做畦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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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農夫：何永安

●參加訓練班別：97年漂鳥營  

●經營項目：三星蔥

●聯絡電話：0919-285014

●聯絡地址：宜蘭縣三星鄉三星路

二段47號

●GPS：E121°42'29" N24°40'10"

▼種植三星蔥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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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瑩剔透的蔥花十分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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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Business 為了過自己想要的生活，竹

科工程師跑到了宜蘭租地務

農，放棄別人認為是金飯碗的

高薪工作，他說不後悔，因為

正在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

有點難跟農業聯想在一起。

因為黃振福畢業於清華大學核

工系，曾在竹科當過一年的工程師，這樣的背景說要務農，

放棄外人眼中光鮮亮麗的生活，也難怪受到父母反對了。

不過黃振福卻頗堅持，因為他覺得上班的地方看不到陽

光，感覺很差，所以從三重搬到宜蘭，租了一塊一分地，自

給自足的過起了務農生活。

第一年他試著種水蜜桃與上將梨，但水蜜桃卻全給蟲給

啃光了，所以第二年起全部都種梨子，不過由於技術不足、

又遇天災，收入很慘，一直到第三年成本才逐漸打平。

問他會不會後悔務農？「不會！」他口氣堅定的說，

他正在做一件自己喜歡的事，而且將它視之為事業在

經營，就跟開公司一樣，用經營的心來審慎面對，對於

未來也是。

跟許多年輕的務農者一樣，黃振福頗具試驗精神，在

他租來的農地上劃出一小塊，每年都使用各種不同資

材來做試驗，想要找出合適的有機肥或防治資材出

來。經過多次的實驗之後他發現，梨樹的菌害嚴

▲樂活新農夫黃振福

 竹科工程師
轉戰農業

黃振福

光，感覺很光

給自足的過給

第一年他

啃啃光了，所

又又遇天災

問他

他他正在

經營，就

未來也是

跟許多

他租來

材來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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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很難做到真正有機，只能找到一些替代資材，例如無

患子或是矽藻土來進行防治工作。

這位富有實驗精神的年輕人說，他種的梨子雖然不是純

熱情推薦

三星位於宜蘭縣

蘭陽溪上游，地勢較

陡、排水良好，是水

梨適合的生長環境，

所產出的上將梨除了

具有汁多、甜度高、

果核細小等特色外，

又因無工業污染，一

向深受民眾喜愛。

▲長得像沖天砲的梨子,相當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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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有機，但考慮到民眾健康以及減少對環境的破壞，種植

過程中不免比一般的慣行農法增加了許許多多的程序，以

減低對自然的殘害，但目前市面上的價格機制，卻沒有鼓

勵到這種的認真務農者。

「目前市面上的農產驗證是一種簡單的二分法：有機驗

證的是90分、吉園圃的則是60分，但在60分到90分這當

中，還有許多的分級沒有被區分出來。」黃振福認為，台

灣的分級制度不夠清楚，會讓一些

想朝有機路線的農民感到失落，因

為即使他們努力朝有機邁進，但這

種努力卻反應不到收益上、制度上

也沒有給予鼓勵。

他因此建議，政府應該讓農產品

驗證有更層次的分級，這樣才不至於造就一堆只求產量、

34

▲梨園內綠意一片                             ▲幼果被蟲咬了,呈現出受傷的美感    ▲梨花開得嬌豔▲梨花開得嬌豔

▲紅鳩鳥也到梨園來育養雛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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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Business
不顧安全係數的農民，同時也能鼓勵更

多有心從事有機的農民，成為吸引人才

投入農業的誘因。
新世代農夫：黃振福

●參加訓練班別：97年漂鳥營  

●經營項目：上將梨

●聯絡電話：0939-381374

●聯絡地址：宜蘭縣三星鄉桂林路

111號

●GPS：E121°39'4" N24°40'59"

35

▼為保護梨子而撐起的傘,遠看像花一樣朵朵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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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Business 退休的兩夫妻自己種植、並

動手製作家庭風味加工品，這

種小規模的小農模式他們做得

頗為愉快，同時也鼓勵有興趣

的民眾一起加入。

一臉笑瞇瞇的邱垂森，很難

想像他當了二十多年的高中教

官、半輩子的軍人。他與太太楊素英在退休後，於宜蘭梅

花湖畔買下一塊地，種了十多種的有機果樹及蔬菜，小量

的自產自銷，忙得不亦樂乎，夫婦倆退休後的生活比任何

時光都要來充實。

原先就對有機農業感到興趣的邱垂森，退休後開始積極

參加花蓮農改場的園丁計畫、保健植物加工以及有機種植

等各種專業訓練，太太也加入了桃園農改場的農業專業

訓練，學得專業知識的他們，在宜蘭買下一塊一分半

的地，開始了退休後的農耕生活。

夫婦倆一起蓋屋、一起耕種，綠建築的房屋不裝

冷氣、屋頂收集雨水來灌溉作物、自製堆肥讓農

場的產物不斷循環，忙得十分開心。邱垂森說，退

休後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才是人生，現在每天看到

自己親手種的植物生生不息，心境上的愉快真是無

可言喻。

他們在一分半的土地上，種了十幾二十種的作物，不

▲邱垂森認為退休後能做自己想
做的事，才是人生

原先就

參加花蓮

等各種

訓練

的

自

可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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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垂森
楊素英

自產自銷自產自銷 自產自銷
退退退退休後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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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推薦

各種有機且具有

家庭特色的加工品，

都是不靠機械、自己

動手製作的。對其他

有心朝此模式發展的

民眾，邱垂森夫婦也

很樂於分享經驗，可

與他們進行聯繫。

▲庭院中養了鵝,做出的鵝蛋蛋糕相當的有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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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每種都只有兩、三棵，這麼做其實是有原因的，「少量

且種類交錯的種植，比較不容易產生病蟲害，如此讓有機

做起來不會那麼困難。」楊素英道出他們的種植心得。

種出來的作物除了提供家人日常所需之外，他們還自己

動手做出了少量的加工製品，像是水果醋、梅精、洛神花

汁、冰淇淋、鵝蛋蛋糕⋯等，有機且具有家庭特色的加工

品，光是賣給週遭親友就供不應求。

楊素英表示，他們所採用的方式

是一種「小農模式」，不投資機器

設備，成本及門檻都不高；交錯種

植的方式不會耗費太多人力、少量

的加工品也不會產生滯銷，很合適

對農業有興趣的民眾投入。

「農業人口逐漸老化，小農模式可

以讓更多的民眾有意願投入，台灣

的農業才有未來。」楊素英呼籲政

府重視小農，並且提供一個平台讓

他們的產品得以銷售。

她建議政府可以在每個縣市中設立一個銷售平台，出租

給小農而非財團，讓小農的自產商品有個地方得以展示、

銷售，有了這樣一個通路管道，小農便能安心的從事種植

而不用擔心產品滯銷，定能有效鼓勵民眾投入農業、發展

出台灣農業的另一片天空。

▲土地上種了十幾二十種的作物，每種都只有兩、三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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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農夫：邱垂森、楊素英

●參加訓練班別：96年園丁訓練(邱垂森) 

●經營項目：水果、蔬菜、加工品

●聯絡電話：0915-565875

●聯絡地址：宜蘭縣冬山鄉大埤

　一路173號

●GPS：E121°43'43" N24°38'42"

▲邱垂森家靠近梅花
湖畔,景色宜人

339

樂．活．新．農．夫  

開心農場奮鬥記

Green Business



Green
 Business 這幾年以來，宜蘭大同鄉的

茶葉種植已逐漸的走下坡，形

同沒落產業，但兄弟倆卻不認

輸，接手之後逐步的改變經營

策略，讓產值下滑的茶園改頭

換面，帶來新的生機與活力。

宜蘭縣大同鄉松羅村的玉蘭

是茶葉的盛產地，茶園綿延，不過玉蘭茶近幾年來由於

受進口低價茶的衝擊，瀕臨沒落邊緣。林立偉、林承偉

家中所經營的玉露茶園，同樣受到大環境的強烈衝擊，

兄弟倆畢業之後陸續回鄉，接手家族產業，卻遭到父親

反對，因為他認為這個產業沒有發展性，不願兒子走這

條辛苦的路。

其實兒孫自有兒孫福，兄弟倆在接手之後，採納了農會

的建議，朝向休閒農業方向，開設了「玉露茶驛棧」，經

營項目包括了民宿、餐廳以及DIY體驗活動，多元化的

經營，逐步的增加了營收。

同時在茶園方面，同樣也出現轉機。為了學得更多

經營技巧，兄弟倆分別參加了花蓮農改場的漂鳥營

及台東農改場的築巢營，觀摩到花蓮瑞穗種植蜜香

紅茶的成功，給予了兩人啟發，於是回來後開始著

手生產蜜香紅茶，並朝向有機的方向發展。

負責茶園耕種的哥哥林立偉表示，以前他們只

▲兄弟倆在接手之後，朝向休閒
農業方向，開設了玉露茶驛棧

條辛苦的

其實兒

的的建議

營項營

經經營

同同

經經

及

紅紅

404040404040

林立偉
林承偉

  兄弟同心兄弟同心
創造茶業創創創創造造茶業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價價價價價價值

Green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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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包種茶，但後來發現，同一個地區其實可以種植多種的

茶，「這樣不但一年到頭都會有茶葉可生產，而且客人在

購買時也有了更多的選擇。」

熱情推薦

「玉露茶葉大餐」

中不僅所有菜色都以

茶葉入菜，而所用菜

也都是自己所種有機

蔬菜，營養又健康。

▲驛站到了夜晚一樣美麗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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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他們也改變了以往的銷售管道，將原有賣給

批發商的模式，轉變成小包裝、自己銷售，不僅減少了中

間的剝削，利潤也跟

著水漲船高了。林立

偉說，改成茶包的小

包裝之後，客人的接

受度提高，再加上是

採用有機農法，只要

經過解說，購買力增

加不少，「現在比起

當年走下坡的時候，

利潤已逐步的回籠

了！」。

哥哥負責茶園，弟

弟則是負責驛棧，兄

弟倆各司其職、相互

支援。弟弟林承偉表

示，年輕人經營的特

點便是善用科技，像

是網站、媒體、部落格都是他們的經營利器，「網路真的

很重要，目前我們的客人中有一半是回流客、另一半則是

來自網路。」

業績的提升，不但讓兄弟倆有了自信，父親也放心的交

42

▲紅茶進行發酵

▼紅茶揉捻過程

▲民眾在驛站玩茶葉對對碰遊戲              ▲ 到驛站還能進行茶凍DIY活動

▼紅茶揉捻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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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Business
由他們經營。「我們一家人合作得很好，

就像桌子一樣，桌腳缺一不可。」林立偉

說，他負責茶園、弟弟著重在驛棧及對

外聯繫，而爸爸則是「大總管」，統籌指

揮，一家人合作無間，讓產值下滑的茶園

改頭換面，出現了新的生機與活力。

新世代農夫：林立偉、林承偉

●參加訓練班別：97年漂鳥營 

●經營項目：茶葉、玉露茶驛棧

●聯絡電話：03-9801111

●聯絡地址：宜蘭縣大同鄉松羅村玉

蘭路1-1號

●聯絡網址：http://www.yu-lu.idv.tw/

●GPS：E121°35'28" N24°39'59"

▼驛站中除了美味餐點之外還能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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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Business

    估價師農夫
換個角度看農業

林孝威

估價師，一種感覺離農業很

遙遠的行業，但林孝威卻能從

不同的角度切入，讓農業與估

價工作相輔相成，創造另一種

的價值所在。

有著「估價師」執照，在台北

工作了十多年，如今卻拿起鋤

頭在田間工作，身上沾了些許泥巴的林孝威笑著說，農業

其實有著更好的發展價值，值得投入與期待。

估價師的工作內容主要為何呢？一般民眾想要申請房

貸或是法院進行拍賣時，都需要估價師前往，替土地和樓

房評估出合理價位，是頗為專業的行業。曾經接過不少

農地拍賣的林孝威，因為接觸多了，開始對農業產生興

趣，於是參加了花蓮農改場的園丁課程以及台中農改

場的有機專業課程。

逐漸萌生下田耕作的他，卻苦於找不到機會來做，直

到在網路上發現光合作用農場與大王菜舖子合作推出的

「不一樣的漂鳥」，這個計畫提供了一塊土地、一位擅長

自然農法的老師，來讓有心投入農業的漂鳥有個實際操作

的機會，邊做邊學，再確定是否真的要投身農業？

目前在壽豐山腳下實習的林孝威，和其他四位學員合力

耕作一塊兩分地，上面種了十多種的蔬菜及稻米，過著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日子過得平靜又踏實。

▲樂活新農夫林孝威

貸貸

「

自

的

耕

出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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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林孝威並沒有放棄他原有的工作，主業依然是估價

師，只是對農業越了解就越有興趣，已經打算在實習課程

結束之後，與有意繼續的學員合租一塊地，大家繼續的來

共同耕種。

「合力耕種的感覺真的很好，在這邊，大家思考的不是

熱情推薦

以自然農法產出的

「悠仁米」，沒有施

放任何的化肥及農

藥，稻米自然散發出

陽光的味道。此外，

這也是一種為家人、

為環境所種出的米，

寓意深長。

445

▲學員合力耕作,相互協助



如何贏過別人，而是透過相互支援來達成雙

贏、甚至多贏。」他表示，以前在台北的工

作，性質著重在「贏」，因此話術的攻防、人

際的處理都要非常小心，這種生活過久難免

感到不踏實，並會開始思考「這是我真正想

要的生活嗎？」

下田耕作之後，林孝威覺得農業其實有著

多元的發展價值，除了可穩定個人心靈之外、對環

境、對生態發展都有長足的益處。此外，選擇農業作為副

業，「工作的多元化」也讓他有更多的發展，未來可以一

邊估價及仲介農地，一邊又可腳踏實地、貼近自然。

對林孝威而言，農業價值是多元化的，生活模式也是有

很多的可能性，如何讓各種元素相輔相成、激盪出更多的

火花，則是他下一步將要思考的問題。

▲藉著相互支援來學著達成雙贏                    ▲收穫的喜悅

如

贏

作

多元的發

▲

以自然農法產出的
作物，沒有施放任
何的化肥及農藥

46

▲站在田中央，心情是
無比的沉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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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農夫：林孝威

●參加訓練班別：96年園丁訓練  

●經營項目：水稻、蔬菜

●聯絡電話：0939-852519

●GPS：E121°32'22" N23°55'30"

　(田區)▼多人耕作的感覺比一個人要來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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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耕作一塊兩分地，上面種了十多種的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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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Business 三十出頭的年輕人，一頭栽

入有機種植。他說，務農生活

自由自在、平穩而踏實，會是

他一輩子的工作方向。

「像我這種不願阿諛奉承、

看到黑暗面就忍不住要揭發

的個性，當農夫再合適也不過

了！」今年三十二歲的黃建全

年紀雖輕，但對自己個性及未來要走的道路卻相當堅定。

黃建全在花蓮縣工業職業學校畢業後，也曾在外工作一

兩年，不過嫉惡如仇的個性讓他覺得自己應該找一份獨立

自主的工作，於是在參加花蓮區農改場的漂鳥營之後，透

過改農改場的引薦，到明淳有機農場習作，在陳文富的教

導下學習有機種植。

他在壽豐租下一塊一點三公頃的土地，種植甜玉米、蕃

茄、火龍果、綠竹筍等作物。農業初入門便遭無情的下馬

威，由於有機種植不能噴灑農藥，所以結果是「蟲吃剩的

才能賣」，黃健全形容，「第一年的收成慘不忍睹！」。

還好技術純熟得很快，收入在隔年就被打平，目前是

有機轉型期的第二年，銷售管道主要是與花蓮市

農會、壽豐鄉農會、大王菜舖子等固定通路商合

作，佔了一半，另外百分之二十左右則是網路

團購。

▲黃建全年紀雖輕，但對自己
個性及未來要走的道路卻相
當堅定       順從個性 

自在的務農生活

黃建全

自主的工作，

過改過 農改場的

導導下學習有機

他在壽豐租

茄、火龍果、

威威，由於有機

才能才能賣」，黃健

還好還好技術技

有機有機轉

農會農會

作作

團團

Green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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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建全認為，年輕人投入農業，種植本身並不會太困

難，即使遇到問題也可以克服，較難解決的反而是通路。

他說，即使像他有著固定的合作通路商，但每當到了產量

熱情推薦

甜玉米為有機生

產，甜度比市售的要

高上兩、三度，口感

好、香氣濃，是暢銷

產品的代表作。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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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剩的夏季，還是會有滯銷的情況

出現，賣不完時就當起善心人士，

轉送給畢士大教養院，「光是最近

我就送出了一、兩百斤的玉米。」

由於通路問題影響頗大，黃建全

因此建議農政單位在舉辦各項課

程時，可以加入農友與通路商交流的機會，因為多數農友

最缺乏的就是與通路商的聯繫管道，這樣更能實際的幫助

他們，不然光是上些行銷課程可能淪為紙上談兵，不容易

產生實質的效果。

這位有話直言的年輕人表示，務農之後，目前他的收入

剛剛好自己用而已，

不過對此他已經感

覺滿意，因為從事有

機農業早就有心理

準備，「不要強求、

也不要想著要賺多少

錢」。無論如何，他

還是在自己這片天地

中找到成就感，所種

出來的甜玉米及番茄，不論口感與甜度都比一般的好上許

多，這讓他引以為傲，「成就感無價！」。

他說，投身農業絕不後悔，因為在外面工作賺得再多也

50

▲有機玉米吃起來原味濃,甜度高                    ▲番茄也是有機的喔

▲火龍果花造型頗為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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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Business
是別人的，但務農卻是實實在在自己的，

自由自在的生活，平穩而踏實；而只要能

有效解決通路問題，他也相信年輕人投

身農業這條路，應該可以開創出一片廣

闊的天空。

新世代農夫：黃建全

●參加訓練班別：97年漂鳥營

　97及98年築巢營  

●經營項目：甜玉米、番茄

●聯絡電話：0953-227058  

　03-8227627

●聯絡網址：http://tw.myblog.

　yahoo.com/organic-farming/

▼一點三公頃的土地上，以甜玉米為最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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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Business 返鄉繼承家中事業的姐妹

倆，擔負起農場的管理工作，

對她們而言，想辦法將農場管

理制度化，是為當務之急。

陳詩怡、陳鈺鈴姐妹倆一個

畢業於青雲科技大學、一個畢

業於龍華科技大學，因為不忍

母親一人在農場忙裡忙外，兩人畢業之後幾乎沒在外面工

作就直接回鄉繼承家中事業。

家中事業是「伍百戶有機農場」，佔地十一公頃，種植

有高麗菜、玉米以及各種時令蔬菜；通路方面則是與統一

以及里仁契作，這兩大公司收購了大部分的作物，因此農

場的銷售通路穩定。

姐妹倆目前都在農場中負責管理的工作，剛好她們所

學的都是管理方面，因此也將部份所學帶入工作當

中。姐姐陳詩怡表示，與大公司合作最重要的就

是品質的維持，這樣才能保有長久的生意往來，

因此兩人接任農場工作之後，首要的任務就是

「品質管理」的建立。

「像是蔬菜的賣相、新鮮度以及成熟度我

們都很在意，只要沒達到標準的一律都會回

收。」她說，這個觀念老一輩的頗難接受，他

們會認為「這個蔬菜又沒壞，好端端的幹麻

▲姐妹倆認為將農場管理制度化
為當務之急

學的都是

中。姐

是品

因此

「品

們

收

們

5252

陳詩怡
陳鈺鈴

   農場管理農場管理
 制度化 
   姐姐妹妹
起來 一起來

Green
 Business



樂．活．新．農．夫  

開心農場奮鬥記

要丟掉？」，不過陳詩怡認為，消費者可不會這麼想，所以

產品一定要以最佳的面貌出現，犧牲部分瑕疵品是有其必

要性的。

熱情推薦

「伍百戶有機農

場」的蔬菜中以高麗

菜為最大宗，由於是

有機栽種，因此甜度

高、原味十足，口感

也較一般的蔬菜來得

更加細緻。

▲一片綠意的敏豆

553



除了品質控管之外，姐妹倆也建立了自己一套的成本控

制方式。她們在接手農場工作之前，分別參加了花蓮農改

場的漂鳥營、築巢營以及農業專業訓練課程，學到自製堆

肥的方法，上完課之後便開始實際運用，目前農場中的堆肥

大部分是自己製作的，不但品質較

好，同時也省了一半以上的費用。

除此之外，在兩人的建議之下，

農場也添購了冷藏設備來保鮮蔬

菜、大量機械來提高工作效率，改

變了雇工們原有工作模式、增加了

效率。妹妹陳鈺鈴認為，年輕人的學習力以及創新的能力

強，這些都有助於農業的發展與永續經營。

在姐妹倆的努力之下，農場這幾年的產品品質以及通路

銷售都日趨穩定，母親林佩汝也頗感欣慰，覺得有人繼

▲採土作驗證                       ▲農場與大公司契作，幾乎收購了大部分的作物 ▲黏板抓果實蠅的作物 ▲黏板抓果實蠅

▲只有通過品管的蔬菜才能
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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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衣缽。對於未來，姐妹倆則是希望能

夠建立一套「農場工作制度」，改變一

般農場缺乏制度的缺點，朝向制度化的

管理方向走，希望藉著強化規範來增加

工作效率，成為一座「制度化」的有機

農場。

新世代農夫：陳詩怡、陳鈺鈴

●參加訓練班別：95年漂鳥營

　97年築巢營  

●經營項目：蔬菜

●聯絡電話：0928-080731(陳詩怡)

●聯絡地址：花蓮縣吉安鄉福興村

福興六街432號

●GPS：E121°33'16" N23°58'2"

▼農場中的蔬菜中以高麗菜為最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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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小夫妻放下城市的繁華

到鄉間生活，換一種方式來過

日子，嘗試生命中不同的可能

性，過得愉快又自在。

一個是原本在台北的銀行工

作、一個則在IC通路公司的夫

婦倆，很難聯想到在一夕之間

突然變成了鄉間的民宿主人，不過發生在盧政惠與陳慧

秋身上的故事的確是這樣。

在台北工作了十多年的兩人，因為一次又一次的到花

蓮去旅行，愛上花蓮的他們，一次又一次的延長回程時

間，玩到都不想回去了。於是夫婦倆乾脆在光復鄉買下

一塊地，打算退休後可以到那邊去耕種。

可是，有一天在聊天當中兩人卻突然想到，「要是

等到退休後，卻發現卻扛不動鋤頭了，那該怎麼

辦？」，想到這一點，隔天兩人立刻都把工作給

辭了，包袱款一款便到光復去「種房子」了。

聽起來很有些戲劇性的衝動，不過兩人卻

不如此認為，他們說道，這樣做並不是不

喜歡台北的城市生活，而是想要轉換

另一種方式來生活，因為生命中本

來就應該要多方面來嘗試，而不是

固定於一種既定的模式。

▲有了動物為伴，鄉居生活更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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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政惠
陳慧秋

轉換生活方式轉換生活方式
開心過日子開心過日子



熱情推薦

民宿「麵包樹舍」

提供了手作的質感和

慢步調的悠閒，屋外

草地全都是各種小

動物的家，喜歡小動

物的人來這邊一定會

感驚喜，可以充分享

受有牠為伴的鄉居樂

趣。

▲庭院中還有一個生態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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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兩分半的土

地上，自己動手蓋了

一座有著暖暖黃顏

色的民宿「麵包樹

舍」，而且還養了許

多的貓、狗、兔子、

雞、鵝、鴨、天竺

鼠，甚至還有黑肚綿

羊，庭院就像是一個動物園般熱鬧滾滾。這些在台北沒

有辦法做到夢想，在花蓮一次做到足，盧政惠的終極目

標，甚至是希望能養隻大象呢！

現在的日子中，盧政惠除了到國中當代課老師之外，

每天還忙著餵養小動物，陳慧秋則是負責照顧民宿，兩

人忙得不亦樂乎，每天都過得開開心心。陳慧秋就說，

每晚睡前她都會問老公：「感覺幸福嗎？」，得到的答

案都是肯定的。

錢少日子卻愉快。目前的收入雖然只剩以前的一半，

但他們都覺得不是太重要，「三餐簡單就好，沒賺那麼

多也可以」。陳慧秋說，其實在台北有台北的快活、在

花蓮也有花蓮的幸福，他們並沒有不喜歡城市生活，只

是想換一個生活方式，畢竟人生短短，什麼都得嘗試一

下，而他們試過之後，感覺真的還蠻好的。

對於一些也想放下城市煩擾，到鄉間過日子的人，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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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中養了許多動物,包括黑肚綿羊          ▲陳慧秋在廚房堡壘中忙碌



慧秋則是給予建議，認為要真正定居之

前，必須多到當地走動，四個季節都去

住一下，確定真的習慣並喜歡那個地方

才去買地，不要一下就完全投入。「即

使是夢想，也不要被它牽著鼻子走」，

謀定而後動，確定自己真正的心意，才

是展開愉快鄉間生活的最好方式。

新世代農夫：盧政惠、陳慧秋

●參加訓練班別：97年漂鳥營(陳慧秋)  

●經營項目：民宿

●聯絡電話：0932-216615(陳慧秋)

●聯絡地址：花蓮縣光復鄉大豐村

　大豐166號

●聯絡網址：http://www.breadfruit-

bnb.url.tw/

●GPS：E121°23'6.8'' N23°36'27.3''  

5959595955959595955555595959595959999999595959559559555959959959995959595959595955959595959595959595599959595559959559559555595555959555555555595999

▼餵養動物讓人心情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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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新移民的故事。年

輕的夫婦倆不但融入當地生

活，而且還成為羅山的「資訊

分享中心」，村民都樂於和他

們分享周邊事物，可說是新移

民的成功案例。

鵝黃色的「月荷塘鄉村民

居」佇立在湛藍天空之下，顯得頗為耀眼，這是張綦桓、冷

孟臻的城堡。他們在兩年前，身分還分別是台北的捷運司

機以及飯店公關時，排了休假參加花蓮區農改場的漂鳥營

及築巢營之後，對有機農業產生了濃厚興趣，更暸解自己

真正想要的生活，於是上完課便醞釀著把工作辭掉，帶著

小女兒到花蓮來展開新的生活。

目前夫婦倆除了在羅山經營體驗農家之外，也租了一塊

兩分地來種植有機水稻，雖然收入只有從前的四分之

一，但兩人卻異口同聲的表示，從頭到尾都沒有猶豫

或後悔過，因為搬到羅山之後，不但多出許多

與女兒的相處時間，而且還感覺到身體每

個器官都在與大自然呼應、對話，這些都

是以前在台北所享受不到的心靈感動。

在村裡，夫婦倆相當熱心的參與地方

事務、融入當地，閒暇時，他們最常做的

是拜會左鄰右舍、閒話家常，鄰人也樂

▲張綦桓種植有機稻米

Green
 Business

目前夫婦倆除了在

兩分兩 地來種植有

一一，但兩人卻異

或後或 悔過

與與女兒

個個器

是是以

在

事事務

是是

張綦桓
冷孟臻

  羅山新移民  羅山新移民
融入有機村融入有機村



於和他們商量各種問題，現在家中就如同「資訊分享中心」

一般，交流頻繁。

不過最令村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來到羅山不久，就將

「工作假期」的觀念帶入，以提供免費的住宿，來交換各行

各業專業人士對當地小朋友的教導。於是有廣告界的人來

教創意繪畫、老師來教英文、也有生態愛好者來教小朋友

熱情推薦

不管何時來到「月

荷塘鄉村民居」，都

有不同的農家活動可

以體驗。此外，夫婦

倆對於有機農業有很

多想法，很樂意與訪

客交流有機農業的觀

念。

▲夫婦倆除了經營民宿之外，也租了一塊兩分地來種植有機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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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昆蟲⋯。剛開始時，當地老人家對此不免議論紛紛，

但也因為這些行動的持續，逐漸贏得了村民的信任，夫婦

倆以新來的移入者身

分，很快的融入了當

地的生活。

對於生活經營，他

們將自己的「月荷塘

鄉村民居」定義為

「體驗農家」而非一

般民宿，因為來到這

邊，訪客可以參與插

秧、種菜、採菱角、採

芝麻、摘龍眼⋯. 等依

四季時令而不同的各

項體驗。

並不是他們本身擁

有這麼多種的活動，

而是想辦法串聯了附

近的農事活動，讓遊

客不管在哪個季節來都有當令的體驗可以嘗試，同時也讓

羅山的各農家增加了帶領遊客從事體驗活動的機會。這種

「把餅做大」的合作方式，逐漸的為居民所接受，新移民的

新思維也帶入到傳統農村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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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茶進行發酵

▲民宿內雅緻的廚房  ▲在老師的指導下,張綦桓學得種植有機稻米技巧▲民宿內雅緻的廚房 ▲在老

 ▲美麗的羅山吸引新移民前往奮鬥

▼冷孟臻希望羅山未來可以成為
一座有機教育園區



新世代農夫：張綦桓、冷孟臻

●參加訓練班別：96年漂鳥營

　97年築巢營  

●經營項目：水稻、體驗農家

●聯絡電話：0916-358822(冷孟臻)

●聯絡地址：花蓮縣富里鄉羅山村

東湖53號

●GPS：E121°16'40" N23°12'2"

Green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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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羅山未來可以成為一座『有

機教育園區』」，冷孟臻說，身為全國第

一個有機村已經十年，羅山到了需要進一

步提升的階段，未來若能夠強化與綠色能

源、生態教育的相互結合，必能成為台灣

重要的「有機教育園區」，「這樣民眾來

到羅山不但可以分享、學習到各種有機概

念，而且也會進一步的在下一代的心中生

根根根。」張綦桓與冷孟臻緩緩的說出了他們

的的的理想，這是一對新移民對羅山的關切、

以以以及對自對自然環然環境恆境恆久的久的愛。愛

▼從民宿往外眺望是一片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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