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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當年三星農會正好在推「三星蔥專區」及「蔥蒜節」，將原本沒沒無聞的三星蔥給打響了名號，

建立了品牌價值並順勢拉抬了價格，「所以說我有很不好的運氣，但卻又可以說是很幸運！」

他的運氣在回鄉的第三年便來了。那年剛好因為颱風而產生了三星蔥的「天價」、第四年則

更是一公斤蔥賣到了 582 元的超天價，這兩波好運勢讓他還清了大部分的負債，這才大大的鬆了

一口氣。而後他自創品牌「蔥滿理想」，有著實現自我理想的涵義在；由於他的蔥種得好，加上

人生故事又充滿戲劇性，吸引許多媒體報導，因此也讓這個品牌具有相當知名度。

林東海自己也相當積極地做著各種實驗，是他的成功

關鍵之一（左）。林媽媽每天都幫忙兒子洗蔥包蔥（右

上）。出菜前，洗蔥阿桑忙得不可開交（右下）。

棄業從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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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東海並沒有因此而滿足，還清負債之後他開始思索，種蔥是有賺到一些錢，但天災來了一

樣無法克服，於是他開始到處上課，學著用藥、觀察土壤以及使用微生物製劑，希望學到最新技

術讓蔥能長得更好。

農改場技術加持 青蔥根系強健

「接下來才是我真正的『農業轉捩點』！」原來是他主動去爭取了「農業經營專區」設立在

他們產銷班，因為這個專區的設置，許多的協助以及技術，全都跟著進來了。不僅如此，同時還

有農改場、農試所、藥毒所等三個農業研究單位的專家也同時進駐專區，讓林東海開始了他的技

術大躍進，並將三個研究單位所傳授的技術給巧妙的融合在一起。

擺脫負債，林東海在農業領域發光，開朗且自信的面對未來（左）。花蓮農改場場長黃鵬 ( 右一 ) 經常前往關心農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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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改場對我幫助最大的是在青蔥的根系照顧上。」林東海說，他與花蓮農改場蘭陽分場合

作，建立「青蔥健康種苗管理模式」，學得整套的青蔥種苗消毒技術；此外，還與農改場研究人

員在相互討論下，試驗出一套「拮抗微生物處理種苗」技術。

「這是種苗蔥在種下之前，根部先沾附拮抗微生物的方式。」林東海解釋，此為無心插柳的

意外成功，但出來的成果卻是出乎意料的好，「根系沾了微生物的蔥，種下去之後缺株率非常低。」

他得意的說，這點在颱風過後更是明顯，「別的蔥在颱風過後都死傷殆盡了，但我的依然好好的，

而且一分地就賣了 30 萬元！」花蓮農改場副研究員陳任芳解釋這一技術表示，這乃是運用了一

種「搶位子」的概念，一旦好的微生物先佔了位置、搶先吸取了養分，那麼壞菌自然也無容身之

處了。

至於農試所則是協助他篩選無病毒種苗來種植，「這很像預防醫學一般，先篩選出健康的種苗，

它在面對逆境時會表現得格外搶眼。」最後，他也取得藥毒所不少菌種來做實驗，「我大約試驗過2、

30 種不同的菌種，發現有 8 種菌對蔥有效，噴灑之後青蔥會長得很強健。」於是乎，融合了三個農

業研究單位的技術，林東海種出了與別人不同、「全身都是學問」的有機蔥。

在農改場輔導下，林東海近來也種植了高經濟作物丹篸（上）。

林東海獲選為 2013 的全國模範農民，農改場特別前往致匾祝賀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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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亂搞的傢伙

其實除了研究單位的協助之外，林東海自己也相當積極地做著各種實驗。到他的田裡看，他

會告訴你這一區是做著什麼實驗、那一區又是進行著什麼實驗。他與花蓮農改場的試驗合作便不

只一種，除了青蔥健康管理技術之外，還有配合進行合理化施肥試驗、水稻與青蔥輪作、加強綠

肥種植以及有機質肥料施用等各種不同試驗。

其實若說林東海有任何成功因子的話，他本身積極嘗試、勇於創新的精神肯定是一項重要因

素。「以前我還在當學徒的時候，我師傅就曾給過這樣的評語：『這傢伙不錯，很喜歡亂搞！』」，

他形容自己，做料理時便喜歡發揮想像力，做出與別人不同料理時，就是最開心的時候。而目前

身為農夫，他則是積極投入各項實驗，「我要的就是具有科學理論的東西。」他不諱言，「實驗

田來的經驗，別人光從旁觀看是想學也學不走的！」

如今的林東海，早已擺脫負債的形象，在農業領域發光，開朗且自信的面對未來。問他覺得

自己的經歷算是一種「人生逆轉勝」嗎？他只淡淡回答，「之前上帝的確是關上了大門，但我後

來發現，祂究竟還是為我開了另一扇窗！」目前所擁有的這一切，終究還是要感謝周遭所有的人，

當然，以及給予他磨練的上蒼。

經營項目：三星蔥
連絡地址：宜蘭縣三星鄉貴林村 2 鄰 21 號
電　　話：0935-174652
班　　別：102 年農民學院良質米栽培管理班

林東海

自行研發的青蔥蛋糕，奶香味中飄著淡淡青蔥香（左）。

林東海牌蔥油餅，比外面賣的還好吃（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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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蟲子都跑來了

不只品種而已，有機栽種也是她所堅持的。因為附近週遭都是慣行田區，噴藥噴得農民都得

戴上防毒面具；而她的田是附近唯一的一塊有機田區，是唯一塊淨土，因此也就更形珍貴了。

她開心的描述，有機栽種真的很有意思，青蛙、螢火蟲、甲蟲、瓢蟲、椿象…等各種昆蟲都

往她田裡聚集了，而且只會這這個有機區域裡活動。尤其是晚上的螢火蟲，只會在她田區的綠籬

範圍內閃閃發亮，別處就沒有了，「真的是好奇妙啊！」，而她女兒則是追著螢火蟲跑來跑去，

大喊著：「所有的蟲子都跑過來了啊！」，很美好的回憶。

附近農田只要一噴藥，所有蟲子都會往她田裡飛，不僅如此，園區內各種奇奇怪怪的草也很

多，可是林貴媚卻覺得這樣子還蠻好的。「其實『放任』是一種很好的作法。」她指出，放任昆

蟲與植物不特意去管時，田區生態自然而然的會形成一種平衡，植株生長其中反而會特別強健。

細心修剪之下，每天只能照顧兩行（左）。

被蝸牛吃得只剩骨架的火龍果枝幹（右）。

棄業從農
美麗新世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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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跑過來的蟲子有好

也有壞，林貴媚會直覺的先請

教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以有機

的方式來加以防治，然後還會

加上自己的方法，那便是與蟲

對話。通常她會向蟲子們說：

「歡迎你們過來住，但是不

能搞破壞、弄得亂七八糟。

還有，也要記得留一口給我

喔！」她笑稱，先跟它們談好

條件，蟲子其實也都是懂的。

與植物及昆蟲對話

不只和蟲子說話，更多的時候是與植株對話。把火龍果當孩子般照顧的林貴媚，常常懇切的

對著作物說，「努力一點，今年又要靠你們了！」而若是植株開始遭到病蟲害侵襲時，她則會雙

手合十的對它們默念：「拜託，千萬不要生病了！」

她說，每天都與火龍果在一起，感覺真的跟它們很親。看著植株的各項細微顯現，就能感覺

到它們現在是否舒服？是否自在？是否正在跟你反應需要一些什麼？「我每天看著火龍果的各種

微妙變化，都覺得這些微妙變化，其實是它們試著在與我溝通對話。」因此每天她都仔細的觀察

植株的一舉一動，想從中讀懂火龍果的內心世界，「我每天滿腦子想的都是作物呢！」

也就是因為把火龍果當小孩照顧，所以也超有感情的，每當植株嚴重染病，需要整個連根拔

除時，她就會心疼的直想哭，覺得「真的要這樣拋棄小孩嗎？怎麼會有父母這麼狠心呢？！」

採草生栽培方式，火龍果與雜草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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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一般的世界

林貴媚不僅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同時也是整個

園區火龍果的媽媽，而她為了這些孩子們，每天都

需工作到晚上，因為火龍果的病蟲害防治、捕捉蝸

牛等工作都必須到了晚上才能進行。

剛開始種植的時候，鄰居都覺得很奇怪，怎麼

有個人戴著頭燈，老是出現在半夜，也搞不清楚到

底在幹什麼？「不過晚上的天空真的美呆了！」林

貴媚臉上忍不住浮現一抹微笑，「夏天時還可以看

到整片的星星連在一起，感覺就如同銀河系一般。」

正因為每天都得工作到晚上，觀星星、伴月亮的，

所以也順勢將農場取名為「星月相伴有機農場」。

 披星戴月的工作其實並不輕鬆，而且可說是相

當吃力，但由於她愛作物之心大於一切，於是快樂

便比辛勞來得多，而一切的付出也都是值得的，「晚

上的天空，就如同夢一樣的世界，永遠都不下班也

沒關係啊！」

經營項目：火龍果
電話：0987-511966
班別：101 年度農民學院有機農業班

林貴媚
夜間開放的火龍果花，大器而美麗（上）。林貴媚

因小孩常生病，因此興起自己種植的念頭（下）。

棄業從農
美麗新世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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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鄉 20 載　落葉終歸根

蕭明山最初 12 年的職業軍旅結束後，他進入飯店旅遊業體系，開啟事業第二春，這一呆又是

10 年，由於工作性質為活動策劃，他接觸到許多農村，除了與社區結合進行休閒遊程，也會將其

特色產品，建議包裝設計後，引入飯店的銷售系統，因此他從中發現，原來傳統農村有許多資源，

都擁有很吸引人條件。

雖然並非家中獨子，蕭明山還是在闖盪一番後返回部落照

顧年邁的父母，並試著接下過去務農的經營，同時參與太巴塱

社區營造協會，擔任執行長一職，和協會理事長－那麼好 ‧

阿讓牧師一同為部落做些事情。

建立互信機制

由於基督教唯一真神的教義，讓信仰虔誠的阿美族人，與

傳統文化漸行漸遠，但阿讓牧師從中找到立足點，認為敬天和敬上帝是一樣的，因此才慢慢的以

記錄片、口述歷史，以及部落傳統故事歌謠等，找回族人對過去的記憶以及熱情。

若把部落比作一個大家族，年輕人要插手管家裡的事情，一開始大多困難重重，尤其太巴塱

部落是個重視倫理的地方，即使是要舉辦一個小小的活動，都得和長輩詳細溝通，否則會引起很

大的反彈而造成隔閡。

「阿美族的歷史悠久，每個時節都會有不同的祭儀，這些傳統都是破壞不得、也不可以隨便

以觀光名義，開放一般民眾參與。」蕭明山表示在部落進行任何的計畫，都不能操之過急，即使

詢問頭目長老們，老人家也不會馬上給確切的答覆，因此協會在內部溝通上，前後花了 5 年才取

得部落耆老們的信任。

棄業從農
美麗新世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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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植部落農產特色

蕭明山表示，當協會試著找回過去傳統文化時，發現在產業上部落也嚴重失根，以太巴塱紅

糯米為例，其為當地具有香氣且糙米為紅色的糯米，幾乎是台灣獨有，即使在南投部分原住民部

落亦有紅色糯米，但並不具香氣。

但以現況來說，部落農民，甚至包括協會部分成員，皆種植一般水稻，對於紅糯米只認為是

祭祀用作物，並不認為能以此謀生，實際上目前的確也只有少數族人零星栽培，且自古相傳的紅

糯米族群混雜，栽種上亦有許多限制。

阿讓牧師認為，部落發展應產業與文化並重，讓產業帶動文化、以文化呈現產業，找出足以

代表部落的作物是很重要的，因此當他參加花蓮區農業改良場，102 年年初舉辦的試驗研究成果

發表研討會，接觸到水稻「花蓮 22 號」新品種資訊後，隨即向水稻研究室潘昶儒詢問相關技轉

事宜，而後協會便以蕭明山為代表進行技術轉移、取得種原。

101 年 4 月太巴塱社區營造協會帶領光復鄉水稻第 4 班，至花蓮農改場參訪水稻栽培相關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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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耆老以古法收獲水稻花蓮 22 號（協會提供 ˙ 左。）102 年一

期作，部落歡慶收割紅色香糯米－水稻花蓮 22 號（協會提供 ˙ 右）

花蓮農改場場稻作研究室潘昶儒主持人 ( 左一 )，至田區拜訪蕭明

山，說明花蓮 22 號栽培注意事項（下）。

棄業從農
美麗新世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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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花蓮 22 號」是花蓮農改場自 90 年開始，於光復太巴塱地區收集紅糯米種原、品系繁

殖及性狀調查檢定後，101 年正式品種推出，此品種經過純化，因此在植株外觀表現、香氣均十

分穩定，而且十分重要的是，它不具光照敏感特性，不像部落原先混雜品系只能種一期，花蓮 22

號周年均可種植。

當協會欲以紅糯米為發展重點，就要賦予該作物新生命，蕭明山表示協會雖試圖從祭典出發，

但由於不可隨意更改傳統祭儀之內容，因此協會將創造一個新的感恩祭形式，以文化紀錄的方式

呈現紅糯米收割，未來再逐漸的轉變成專屬紅糯米祭典，102 年一期作先以部落內部活動為主，

等活動成熟後再對外開放。

333 原則

由於蕭明山過往經歷，返鄉後雖以務農維生，但事實上他不論是自

家生意，或者是主持協會事務，主要還是擔任行銷、企劃的工作。「我

回到部落是要發揮所長，並非替代父母既有的工作，而是要創造新的利

協會以感恩季形式，找出過去收割祭儀，歡慶本季紅糯米收割（協會提供 ˙ 左）。

紅糯米 ( 右上 )。陸稻 2（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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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因此雖然他種田、養雞，但主要還是由家人代管，甚至遊說哥哥也回來協助主要的農事。

「把米賣給糧商，和直接賣給遊客是完全不同的。」蕭明山明白初級生產和三級休閒產業能

賺取的利潤差距甚大，但目前他也不敢貿然跳級，故而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經營原則，即為 1/3 交

行商、1/3 自銷，最後的 1/3 則做為三級產業的基礎產品，在風險平均分攤下，讓他更能在部落安

身立命。

而身為協會執行長，蕭明山不但負責撰寫水保局之農村再生計畫、肩負與居民溝通使命，亦

代表協會技轉水稻「花蓮 22 號」紅糯米，希望藉此提振部落的農業發展，配合農再計劃，將紅

糯米定位為當地精緻農產，替部落穩固初級農業生產，同時創造觀光嶄新價值。

聯絡人：那麼好 ‧ 丫讓
聯絡地址：花蓮縣光復鄉南富村富愛 
　　　　　街 22 號
電話 / 傳真：03-8703141

蕭明山

棄業從農
美麗新世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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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進殺出的操盤手

「以前在公司為客戶操盤的時候，每個月進進出出、經手的錢都有上億元之多呢！」談起之

前的生活，蕭旭暘說，之前在投顧公司工作，主要工作是幫客戶代為操盤，但操作時需要非常的

小心，風險控管的意識要很高，一發現不對就得趕快出場，不然一不小心賠了客戶的錢，就得想

辦法在下次給彌補回來，精神壓力不小。

這個工作一做就是 10 年，每天為自己、也為客戶在股市殺進殺出的，「沒錯，股票在賺錢

時候的確是賺得很快，但賠的時候也會很慘！」他說，自己 10 年在股海殺戮下來，有時賺錢也

有時賠錢，整體而言是打平的情況。

由股海轉為務農，蕭旭暘找到其中樂趣（左）。之前股票看盤時使用的十幾台電腦，已變得毫無用武之地了（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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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結婚之後，老婆及媽媽卻都很不喜歡他在股海中沉伏的工作性質，於是他開始思考另

一種生活，並在花蓮壽豐覓到一塊 5 分地，舉家搬了過來，開始了他的雜糧種植生涯。之前股票

看盤時使用的十幾台電腦，雖然也跟著過來壽豐，但卻已變得毫無用武之地了。

由經手上億的股票操盤手，變身成為單純的田間務農者，外界不論怎麼看起來都會覺得差別

相當大，但他自己卻感覺沒有太大差異。「我現在跟以前一樣，要找出具有未來性、趨勢向上的

產業，而農業就是這樣一種產業。」

看好雜糧的未來性，耕地也由 5 分地擴大為 4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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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 發展趨勢向上

他認為，台灣之前的優勢是資訊產業，但這一

塊在近年來已逐漸的被大陸給趕上了，一旦未來大

陸優勢更形強化的話，台灣恐怕是拼不過的。「所

以台灣未來的長線是在農業，而不是台積電或是聯

電。」這是由於台灣的有機農業及精緻農業做得相

當細緻有特色，大陸就算想學也學不來，其他產業

或許未來都會被大陸給複製過去，但唯有農業是大

陸難以超越的。

「舉個例子來說，你看興農這支股票的線型，

整個趨勢就是即將要突破向上的。」手機中秀出股

票的技術分析表，蕭旭暘侃侃而談的說道，這支股

票的整體線型是打底了好幾年，目前正要起飛向上

的趨勢，這跟農業寂靜了好幾十年，未來卻即將要

蓬發向上的趨勢是一致的。

身為股市操盤手，蕭旭暘當年的工作就是要找

出有潛力的產業，然後投資在它身上；而目前，他

則是認為雜糧種植是一項具有潛力的產業，值得花

費心力在它身上。

蕭旭暘與年輕的夥伴王彥棠一起努力。

棄業從農
美麗新世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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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項目：雜糧
聯絡地址：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仁愛街 60 巷 12 號
電話：0988-328398
班別：102 年農民學院有機農場經營管理班

蕭旭暘

盤整多年 即將起飛

搬到壽豐後，他先在 5 分地上種下黃豆、黑豆、花生等

作物，第一年就種植成功，而第二年之後的產出光是在有機

市集就賣光了。成功的經驗鼓勵他再承租更多的土地，擴大

面積為 4 公頃，並且增加了小麥、黑芝麻、紅豆、綠豆等多

種作物。

「我覺得有機雜糧是一項相當值得投資的作物，肯買的

消費者幾乎都不會殺價。」他表示，雜糧的需求量其實相當

大，就曾有加工廠商來跟他洽談過，不過因為對方需要量為一噸之多，最後因為無法供貨而作罷。

由於前景看好，所以若有其他青年有心投入農業的話，蕭旭暘會鼓勵他們也來種植雜糧。

「我非常看好雜糧未來的國際趨勢。」他認為，台灣的雜糧種植在經過了4、50年的沉寂之後，

目前就像是一支好股票盤整多年之後，即將要起飛了，「一個產業在剛要起步之前大多是沒有什

麼人知道，但是只要眼光精準，越是少人投入這個初升段，越是能夠賺到後面這一大段的錢！」

在證券業打滾十年，蕭旭暘以股票的技術分析來比喻雜糧，形容得頗為生動。不過他不只是

說說而已，而是真心想要投入這個產業，未來若有機會，還希望能朝著「農企業」的形式來發展，

「只要看好產業未來的趨勢發展，就要心中堅定的全心投入。」這些是股票教他的事情，而農業

與雜糧正是這樣一種向上發展的產業。

雜糧就如同一支好股票的初升

段一樣，正在起漲點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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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吃下大塊的

現職為「關愛生命慈善協會」理事長的張淑惠，最早是會計師出身，因為熱心公益而創辦了

協會，照護著一群弱勢的低收入戶。由於她同時也關心環境永續議題，深感有機對生命是很重要

的，於是在身體力行之下，半年前在花蓮的東華有機專區租下土地，而且還是一口氣就租了 16

公頃的大片區域，成立了「花蓮豐禾有機農場」。

只是，之前對農業沒有太多經驗，一下子跳入大區塊的耕種中，膽子會不會大了些？「大膽

嗎？我從小到大就一直聽到『大膽』這個字眼，從沒間斷過。」個性開朗的她哈哈大笑的說，「也

許有一點吧，不過我有上帝給我依靠，所以不怕！」

豐禾農場佔地有 16 公頃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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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般人不同思考方式的，她認為，大的未必比小的來得難經

營，而且如果想實踐輪作的耕種方式，甚至於農場的企業化經營，

反而需要大的經營規模才能達成，所以便「大塊的先吃下來」了，

而這也是一種企業經營概念的運用。

「企業化」來經營農場是張淑惠的一個目標，為此，她在農場

的人員管理、財務以及上中下游的產銷上，都有著一套的事先的規

劃。

阿德說他們的高麗菜飽滿紮實，是真正的「白佳麗」

（上）。農場自行育種（下）。阿德為農場進行了短中

長期規劃（右）。

棄業從農
美麗新世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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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上 樂觀謹慎

第一件事是聘請了一位專業人士來經營農場。

人稱「阿德」的陳文德，之前曾任職於觀光業管理

職，也做過不少農場的專案經理，來到豐禾農場之

後，規劃出了短中長期的計畫，並分批種植了各種

短、長期的作物，希望讓收入能夠循序漸進。而未

來農場也計劃僱用十多名弱勢族群到農場工作，以

增加就業機會。

在銷售管道上，則在農場一開始營運時便著手

了，網路、宅配、花蓮市的農民直銷站都是他們的

通路。同時也由於「關愛生命慈善協會」每年約照

護著 200~500 戶的弱勢族群，農場生產的次級蔬果

剛好可以做為物資發放，一點也沒有浪費到。

至於財務上是一個比較現實的問題。到目前為止，農場營運半年多，但已投入超過 700 萬元

的金額，未來預估還會投資到兩千萬。這麼一大筆錢不是小數目，「所以我現在又開始回頭接一

些會計案子，多少補充一些。」張淑惠說，其實他們有準備了一筆「預備資金」在後面，在財務

上也會進行階段性評估。「不過還好到目前為止，我們在經常支出這一塊是可以打平的。」她表示，

樂觀是必要的，「但必須樂觀而謹慎。」

技術上 相信專業

這個投入農業的初學者，有著相當的膽氣，不過背後也必須有應援才行。張淑惠表示，剛開

始接觸農業的時候真的有些很茫然，不知從何開始著手，幸好得到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不少協助，

野菜大規模種植也是農場的發展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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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農民學院的課程，以及病蟲害防治的諮詢都非常實用。

一直到現在，農場開張之後依然保持密切聯繫，種苗的培育、技術的指導仍然

沒有中斷，「認識花蓮農改場之後，我才知道要到哪裡去找資源。」她說，「這樣

一遇到問題才有辦法可以解決，這一點很重要。」

後半輩子的理想

這個農場雖然新，但是卻頗有理想。除了僱用弱勢族群到農場工作之外，也與

東華大學合作，於暑期僱用學生到農場實習，藉此讓年輕人走入農業並吸取有機的

專業知識，「我們是這樣想，給年輕人一個機會做有機，這樣或許可以為花蓮培訓

一些未來有機農場的經營者。」此外，他們也期許自己未來能夠成為一個銷售平台，

協助農場周邊的小農進行銷售之餘，大家相互協助、有利同享。

等著栽種的澳洲茶樹（左）。靈活運用芳香萬壽菊可驅除線蟲（右）。

棄業從農
美麗新世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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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農業，新手農夫張淑惠這樣認為：「我這輩子的前半部是為了生活所做的試驗；而後半

部則希望為了理想而做的。」因此包括創立了協會及農場，都是她後半輩子的理想。所以儘管外界

不少人認為她膽大冒險，但她仍抱持著一顆樂觀的心，為著這後半輩子的理想，努力地往前衝刺。

經營項目：稻米、蓮花、香草、玉米、野菜等二十多種作物
聯絡地址：花蓮市建國路二段 702 號
電話：0989-293274
班別：101 年農民學院有機初階班

張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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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秋香與家人在田中一起努力（左上）。輾米機旁玩耍的小女兒（右上）。自創品牌的泉香米，以及部落的文旦加工品（下）。



35

不過對於老家的土地，先生卻有著他的想法，他認為老式的務農時代已經過去，應該要運用

新知識來從事農業，而且既然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於是他自己開始勤跑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上課，

而且還帶著太太杜秋香也一起去，兩人在不知不覺中，在學習中對農業產生了興趣，於是與公婆、

小叔等家人在田中共同努力。

習到新技術 先做試驗

杜秋香說，到農民學院上課對他們真的有很大的功用，不管是土壤、天氣、用藥等知識都有

相當的幫助，而且就連土壤、葉子都可以免費做檢測，「這樣我們在施肥時就知道該多些什麼、

少些什麼，真的有差呢！」

「上課學得新知識，實際的運用於田間之後，發現問題後再於下次上課時提出，這樣就會成

長得很快。」杜秋香說，先生雖然還要上班，但對農業頗為有心，他還特別在田區撥出一小塊地，

專門用來試驗各種上課所學到的新技術，試驗成功之後再移到田區去正式操作，父母等老一輩就

是這樣被他影響，慢慢的捨棄老方式，轉而也跟著運用起新方式來耕作了。

杜秋香夫婦勤於上課之後，回鄉第一年的收成就優於往年，看得村民稱羨不已，夫婦倆除了

不藏私的告知所學的用肥、用藥新知識之外，同時也鼓勵他們去上課，因此去年農改場所開設的

文旦班中，其中就有 11 位學員都是來自鶴岡地區。

自我品牌 增添獲利

夫婦倆不但樂於學習，而且在回鄉之後還逐步的改變了老家以往一慣的銷售模式。原來之前

家中稻米收成之後全都是賣給米廠，獲利有限而且還難免有被剝削之感，於是他們在接手之後，

打出了自我品牌「泉香米」，從親朋好友之間開始賣起，由於品質不錯，短短三年時間，光靠親

杜秋香與家人在田中一起努力（左上）。輾米機旁玩耍的小女兒（右上）。自創品牌的泉香米，以及部落的文旦加工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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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項目：文旦、稻米
聯絡地址：花蓮縣瑞穗鄉鶴岡村新鶴路一段 55-1 號
電話：0931-385330
班別：102 年農民學院文旦健康管理班

杜秋香

友們的口耳相傳就能賣光所有的米。

「比起之前賣給米廠，這種自我品牌的銷售方式能夠增加50％的獲利呢！」杜秋香開心的說，

剛打出品牌的時候，先生主張用「試吃」的方式來吸引顧客，她卻是對於辛苦種出來的米要免費

送出覺得很心疼，沒想到這一招頗為奏效，凡是試吃過的人都給黏住了，回購率高，這讓銷售一

路變得暢旺。

鶴岡居民對此看得羨慕不已，紛紛向他們打探自創品牌的可行性，也躍躍欲試了起來。夫婦

倆對此也不藏私，認為大家都打出自我品牌，未來鶴岡這個地名標籤一定能夠越來越響亮。

越做越好玩

原先不是務農的杜秋香夫婦，由於樂在學習而對農業產生了莫大的興趣，因為上課不但學到

技術理論，還有機會與其他農友相互交流，「去上課之後才知道，原來外面的世界這麼美好！」

夫婦倆運用所學的新技術，親自做實驗，並用試驗田區的成果來說服長輩，做出一番成績之

後，甚至讓在外地工作的小叔自願放棄城市生活回鄉來一起努力，一家人共同打拼的感覺很不錯，

現在就連老人家都做得很開心，「人人都說務農很辛苦，但我們卻感覺越做越好玩呢！」

杜秋香說，「愛上農業」從來就不是她的人生選項，然而在種植、巡田、收穫的循環過程中，

感受到實實在在的生活，以及作物豐收時的紮實成就感，目前收入也比之前做美容時要更好一些，

「我現在真的做得很開心！」杜秋香滿足的說，接手農業雖然對她而言是一項意外，但這個意外

也讓他們夫妻倆看到了人生中另一個不一樣的選擇。

棄業從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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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花蓮光復鄉太巴塱部落的林德財，老家以務農為主，不過小時候他卻是很討厭務農，「因

為老是被老爸使喚來、使喚去的！」這樣的他，畢業之後便離家前往西部，陸續從事鐵工以及卡

車維修等工作。

意外的芋頭豐收

結婚之後回到花蓮，還是做他的老本行鐵工，幫人家蓋鐵皮屋，但這工作卻因為景氣太差，

而落得有一頓沒一頓的，生活壓力大增。那時他看到已退休的岳父，耕種著自己的一塊田，每天

快快樂樂的到田裡去，感覺頗為自由自在，於是興起了務農想法。

棄業從農
美麗新世界 7

林德財目前有一甲半的芋頭田，未來還想繼續擴大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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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的時候，岳父撥給他吉安鄉一塊兩分地來種芋頭，沒想到種得很不好，「芋頭裡面都

黑黑的、爛掉了，死掉的就有一半以上！」林德財因此想辦法去請教種芋頭的老師傅，老師傅剛

開始還不肯透露秘訣，但林德財不死心的與他不斷聊天，終於老師傅說漏了嘴，套出了訣竅之後

趕快記下來。

得到秘笈之後的林德財，第二年種起芋頭果然順利，芋頭長得多又好，「連我自己都嚇了一

大跳，怎麼會長得這麼多！」他將芋頭賣給了大盤商，由於品質不錯，收購價也不差，一年的收

入就與一般上班族的年收入差不多，可說是相當不錯。

農改場專家的話要聽

芋頭種得順利的他，第三年便將面積擴大到一甲半，而且他還種了水稻與玉米，不過還是芋

種出興趣來，林德財樂當芋頭農（左）。將作為苗種的芋頭（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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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鬱蒼蒼的芋葉（左）。吉安芋頭品質好，為全國四大芋頭之一（右）。

對於芋頭品質，林德財有他的自信（下）。

棄業從農
美麗新世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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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的身價最好，所以林德財未來打算全部改種芋頭。不僅如此，他目前還積極的到處找地，因為

種吉安芋頭「種越多、賺越大」。

雖然耕種才進入第三年，但林德財已種出令他自豪的品質。他說，一般芋頭的剖面帶多少會

一些紅絲，但那種並不好吃；而他的剖面則會呈現白色，這表示肉質較為鬆軟好吃。「我會暗中

與他人做比較。」他忍不住滿臉笑意的說，「要是我的比較好，都會在心中暗暗的得意！」

目前已累積出屬於自己種植心得的林德財，經常地往花蓮農改場跑，去問一下有無最新的種

植資訊？同時他還會把由農改場得到的疫病防治資料，全部都整理歸檔，隨時都可翻看。「這些

資料對於預防多種病蟲害，是很有效的。」他說，與其去聽農藥商的大話，還不如聽專家的話要

來得保險、實在許多。

心滿意足的生活

要是你問林德財滿意現在的生活嗎？他會回答你「真的還不錯！」，主要是在收入穩定方面。

由於芋頭賣得不錯，目前已成了他主要的收入來源，而農忙之餘還可兼作鐵工，這部份的收入則

是成為他生活費用的補貼。與他之前單做鐵工相比，現在的收入比之前多上了兩成，生活寬裕不

少。

金錢之外，心境上也同樣寬裕許多。因為之前做鐵工時，每天只能枯坐家中等案子進門，心

情常呈現焦慮狀態，「景氣不好時，常常有一餐沒一餐的，又有小孩要養，那種日子真的是愁眉

不展啊！」林德財回首從前，不免慶幸自己目前的穩定，不僅養家活口沒問題，偶而還能帶小孩

去吃一些好吃的。

除此之外，務農的好處還有不少，像是時間上的調配自由便是其中之一。「務農其實還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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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想做什麼、就做

什麼。」不過也必須事

先計畫好才行，林德財

指著寫得滿滿的月曆說，

他每個月都會先將整月

的行程規劃出來，這樣

就很清楚何時農忙？而

不忙時則可去兼做鐵工，

多點收入。

對於其他有意投身農業的年輕人，林德財會鼓勵他們也採「半農半 X」的方式，因為耕種本

身並沒有那麼嚴格的時間限制，一有剩餘時間及餘力便可從事第二份工作。「同時有兩份工作可

以穩定經濟，而且其中農耕的那一份，還是完全屬於自己的事業，值得付出全力來打拼。」因為

這位每次在施肥時，心中都會默默感謝主的阿美族青年，便是如此打拼出屬於自己的一片藍天的

啊！

經營項目：芋頭、水稻、玉米
聯絡地址：花蓮縣吉安鄉南華村華興五街 26 巷 1 號
電話：0933-997412
班別：99 年農民學院有機水稻栽培管理班

林德財

林德財常常將小狗帶到田間一起工作（左）。林德財對於目前的生活，心滿意足

（右）。

棄業從農
美麗新世界 7





44

棄業從農
美麗新世界 8

累了 養鹿吧！

彭晟育之前的工作是在台北縣開設汽車出租廠，不過這個行業卻時常會碰到奧客，租去的車

子弄壞了也不願賠償，變得經常得跑法院，以官司來解決紛爭，如此長久下來，不免讓人感覺精

疲力竭的。

某天他突然想通了，不想再過得這麼累，於是在 11 年前將出租廠做了一個結束，返回家鄉

花蓮來從新開始。回到花蓮的他，剛開始時以開遊覽車為業，不過覺得閒暇時還可以再兼個副業，

於是開始了他 11 年的養鹿生涯。

每天聽三次經文的鹿，個性溫和又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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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的是台灣水鹿。而看起來溫和馴服的鹿，卻是養了之後才知道不是這麼回事。鹿由於生性

敏感且神經質，容易受到驚嚇而逃竄不安，剛開始養的前幾年，彭晟育還摸不準習性時，很容易

被這些逃竄的鹿激怒而動手打它們。

聽佛經修行的鹿

「後來不會了，我發覺這是我自己的修行不足才會這樣。」他說，自己篤信佛教，養鹿過程

剛好可以做為修行時的一個歷練，把它們看成是自己的小孩般對待、管理之外，每天也跟著它們

一起修行，「看開了，就很好養！」

和鹿們一起修行的彭晟育，不僅自己勤於誦經，每天還會以錄音機放經文給鹿聽，早、中、

彭晟育每天與鹿們一起修行，平靜無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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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各放一次，每次一小時。

問他鹿聽佛經的效果如何？果

然聽到神奇的答案：「會修行

的鹿就會自己修行，脾氣也就

會跟著越變越好了！」他說，

其實大部分的鹿在經文的薰陶

下，個性都變得溫和平靜了，

因此他跟著也好管理了許多。

這些聽經文長大的鹿，每

天吃的可都是有機產品喔！除

了鹿寮之外，彭晟育租有一塊

1.2 公頃的土地，上面種著數

十種的作物，這塊地目前已取得中天的有機驗證，所生產有機作物鹿都很愛吃。「香蕉它們最喜

歡了，其他像高麗菜、地瓜、玉米、山藥…等，鹿全都愛吃，就連樹葉也吃呢！」彭晟育除了會

餵它們吃一些豆餅當成營養補充之外，這些鹿基本上每天吃的都是純有機的食物。

對鹿也不搶取豪奪

「我想用古老的方式、天然的養殖以來讓鹿們吃得健康，這樣長出來的鹿茸才會是最優質

的。」他表示，鹿茸是由鹿全身的血液往上升而長出的，所以吃得健康的鹿自然會長出健康的鹿

茸，雖然外表上看不出有什麼差異。

「鹿茸每年只能一收，但我知道有些鹿場為了賺錢，晚上還會整夜用電燈來對鹿照射，刺激

生長而讓鹿茸能夠收兩次，想也知道那些鹿有多可憐！」他說，賺錢也是得講求道德，即使對鹿

除了豆餅當成營養補充之外，這些鹿吃的都是純有機的食物（左）。香蕉是

鹿們的最愛（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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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搶取豪奪，這樣才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對於未來發展，彭晟育則是有著一套長遠的

規劃。他希望目前的鹿寮及農園，未來可以一起

轉型為「有機休閒鹿園」，讓前來的遊客不僅能

夠親自體驗作物耕種，同時還能嘗試餵鹿的樂

趣。

為了將來的規劃發展，彭晟育在園中早已種起咖啡、洛神、甜柿、龍眼、金柑以及各種不同

的香草，為的是要將來可讓不同時間前來的遊客，都有不同蔬果可以體驗。

不求不貪的平靜歲月

此外，為了做好休閒農場主人，他也勤跑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上課，把各種經營管理的課程給

上了遍。對於農改場他頗有深刻印象，因為每次在種植遇到什麼問題，一通電話過去即使不能馬

上解決，事後也都能得到回覆。「這對我們幫助很大。」彭晟育這樣形容，「是一個與農民接觸

密切的單位啊！」

休閒農場是未來的規劃方向，目前彭晟育養鹿仍是以販售鹿茸、鹿茸粉及酒為主。鹿茸這幾

年由於進口量增，價格頗為低迷，「花蓮價格更低，但很多人還是照樣殺價！」，養鹿邁入 11 年，

去年才第一次打平，生意可說是不好做。不過即使如此，他仍是強調日子一定得過得不求不貪，

不是自己的決不去強求，即使對鹿也是如此。於是，彭晟育每天照顧著一群聽佛經的鹿，心安理

得的過著屬於他的平靜歲月。

經營項目：鹿茸、鹿茸粉、鹿茸酒
聯絡地址：花蓮縣壽豐鄉溪口村 18 鄰知亞甘 15-3 號
電話：0910-309206
班別：101 年度農民學院有機農場經營管理班

彭晟育

除了養鹿之外，彭晟育還種著有機蔬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