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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和你我的活力
是小農不肯放棄的努力

有機
的故鄉

一說到「花蓮」兩個字，就像順口溜般，讓人反射脫口滑出「好山好水好環境」，
但其實大家還漏了一句：「好有機」。
花蓮是太陽的故鄉、原民的故鄉，更是有機的故鄉，不但縣內有機驗證戶數在今年
首度突破500戶，有機驗證面積也高達2,433公頃，表示台灣1／4的有機驗證面積在
花蓮，兩項紀錄都排名全台第一；其中，除了有機水稻、蔬菜耕作面積居冠，有機特
作雜糧類耕作面積也是首屈一指。而有機轉型期必須經過二或三年的時間申請，透過
轉型期可以讓土壤慢慢恢復淨化，才能申請有機驗證。
除了相關部門的鼓勵與協助，主要支撐這些漂亮數字的是，有機小農們每天在田
間，與雜草、蟲害、缺工、天候等各種困境鬥智鬥力的結果。過程中的汗水和淚水別
人不一定看得見，但已有愈來愈多的青農開始採取「抱團打群架」的戰略，用韌性以
及智慧一起有機，向所有人證明，守護有機耕作／友善土地的決心與毅力。
所以，我們再熟悉不過的花蓮順口溜，除了「好有機」之外，應該再加長一截小尾
巴：「好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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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壽豐】
大約從2000年開始，日本這個大家印象中對
食安把關最嚴謹的國家，也淪為連環爆出知名
大廠食安醜聞的地區：首發是雪印牛乳中毒，
隔年又東窗事發，將澳洲牛肉改包裝、日期，
偽造成國產牛肉，最後遭抵制兩年破產收場；
冷凍公司肉類希望（Meat Hope）製造假牛肉
銷售圖利超過十年，案發後一個月宣告破產；
三百年和菓子老店赤福竄改商品賞味期限，被
勒令停業……震驚日本社會的同時，也讓人再
一次見證市場競爭的殘酷現實。
堅持有機的背後，同樣得經歷產銷競爭的嚴峻
洗禮，為了克服四大天敵：雜草、蟲害、缺
工、天候，單打獨鬥變得愈來愈吃緊、風險。
人有抱團群聚的天性，特別是在危機意識升高
之際。小農的田間戰爭天天上演，西線不可能
無戰事，而大後方更關鍵存亡的還在營銷問
題，誰能夠三頭六臂？

靠團隊長出來三頭六臂
要三頭六臂也並非真不可得，家族經營是一種
模式，共耕共管又是另一種可行的模式。就像
在花蓮壽豐鄉正式成軍大約四年的「花蓮伍go
農」，便是青農共耕共管的例子。
早期來自農民學院的王彥棠、黃兆瑩、林佩蓉
和呂琬婷四人，因為前後都選擇落腳壽豐，志
同道合之下，決定展開共耕共管的新嘗試：一

004

花蓮

花蓮

005

銷售量，統籌出總量後，耕種及管理工作便依
序分頭進行。作物收成了，統計一下共花費多
少成本，日後再從銷貨收入中扣除共同基金的
部分，餘的便可以分派成為個人當期的收入；
共同基金主要是用於支應種植成本，以及水電
油費和購買機具、種子等日常開銷。
當然，共耕共管最大的好處是，除了勞務上的
減法效應，還可以創造財務上的加法效應，增
加投資機器廠房的能力，大大提升效率。此
外，更可以讓原本因為低產量而無法透過大型
通路批發，必須仰賴單點零售的稻米，一下子
拓展出五條微型通路，一方面可以相互支援零
售，另方面也讓生產更具規模經濟。
這兩項優點，不難從創始品牌「穗稻．自然

人和作物都要「自然醒」

醒」嗅出點端倪。這個團隊希望每天可以樂在

花蓮伍go農所有成員原本是各自租地耕種、經

決條件，否則會有下床氣，透早摸黑出門可是

營客群，組織明確之後，便把大家的田集中起

苦農的形象；另方面也自我期許，要以友善自

最初這群青農來自五花八門的產業，有藥商業

來共管，好分擔彼此的勞務及風險。在生產規

然的方式耕作，不催化、不濫用藥物，讓作物

務、影像創作、自然資源研究等，唯一的共通

劃之前，大家首先會各自預估當期作物需要的

也能享受「自然醒」的優厚待遇。

起買農機具、一起整合農地、一起規劃產銷。
之後團隊發展成五位成員，兩位是女生，總管
理耕地面積達到25公頃左右。

工作的心情下田，睡到自然醒當然是必要的先

點是完全沒有務農經驗，還加上一股傻勁與熱
情，讓這個團隊顯得朝氣活潑、大膽創新。例
如起步較早的王彥棠，退伍後跑了三個月的藥
商業務，發現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缺乏成就
感，剛好碰上政府推出休耕地活化、小地主大
佃農等政策，再加上申請入學習農也算早鳥，
不必擠窄門，人生就這樣順順銜接了過來，耕
作之路走得比後來者通達許多。
黃兆瑩紮著長馬尾，從事過多項與藝文相關的
工作，像是紀錄片執行製作、書店活動企劃。
務農對他來說單調了些，興之所至，還會帶著
面具下田。好比《大象席地而坐》電影上映
時，由於原著書中曾提到，「花蓮市的動物園
裡有一頭大象」，於是他就去買了副大象面
具，在田裡拍張照，發文說「欸，今天有隻大
象在田裡工作」，自娛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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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花蓮伍go農來說，萬事以愛與喜樂出發，有

地說，百分百國產豆研磨的豆奶，不添加防腐

架」一直是花蓮伍go農特有也擅長的模式，王

機驗證是基本配備，不是商品的主打，因為這

劑與消泡劑，口感香濃醇厚，真正「有夠濃」

彥棠表示，「這種模式值得推廣，但沒辦法完

四、五年來，他們各自經營的稻米自有品牌，

啦！「伍go農」是團隊第一次的品牌整合。

美複製」，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早與顧客之間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基礎。

每個人可以各司其職各安其位。
成軍五年對農業來說還不算成熟的隊伍，接下
來花蓮伍go農要追求的是產銷平衡。雖然進入

很快地，品牌整合大約一年後，他們已經走到

好比團隊中兩位女生成員，她們獨立而韌性，

合作社階段，組織有潛力可以無限放大（最低

成立合作社的階段，代表花蓮伍go農將進入另

本身就是成熟的農場經營者，除了超越體能的

門檻七人），但預計再往下走個二、三年，缺

即將完成第二次品牌整合

一次蛻變，有九條好漢在一班；不但開始接觸

吃重勞務外，駕馭起播種機、除草機就像騎上

乏獨立經營能力的後來者，就會很難加入並跟

大型通路及零售上架通路，未來還希望推展與

戰馬的將士，照樣是虎虎生風。同時，女性在

上腳步。

不過花蓮伍go農的主力產品還是在大豆，黃

其他消費者合作社的社間合作，降低客源分散

農事上的觀察會較男性細膩，比方同樣是去

豆和黑豆，種水稻主要是為了輪作，減少大豆

的問題。近期並同步展開新加工品項的研發，

巡田，女生會比較關注雜草、抑菌、田平不

當然，過程中若遇政府單位適時提供各項輔導

的雜草。目前雜糧種植完全機械化，主要是透

準備擴大產品線，像是豆乾、天貝等，很快他

平、水太多太少等細節；男生則比較注重施

或補助方案，對團隊的永續或個別農戶的經

過參與農改場的機械化除草等試驗，試驗成

們將針對這些商品，進行第二次品牌整合。

肥、翻土等粗重工作相關的眉角。互補型的合

營，也是非常重要的挹注；特別是起步階段及

作，最經得起磨合。

中期以後的兩個發展關鍵期。像今年上半年，

功、成熟後就技轉，他們再向廠商購買機器投
入田間管理。

農委會便頻頻釋出有利青農創業的政策，協助

互補型合作團隊最經得起磨合

團隊唯二的女生林佩蓉表示，自己因為從讀書

青農穩定早期的經營。王彥棠提醒，充分掌握

開始就上山下海做田調，在大自然裡穿梭、在

政府資源，是聰明農夫不可缺少的另一項功

奶、米餅和甜酒釀；其中豆奶由鳳榮地區農會

就算是進入合作社階段，也想保留真正「合

田間烈日下農事，性別的差異好像會漸漸被抹

課。

代工。這群年輕人特地給豆奶取了個幽默的品

作」的精神，而非傳統企業運作形式的合作

平模糊，雖然體能先天上的差異很難克服，但

牌「伍go農」，諧音「有夠濃」。他們自豪

社，因為他們沒有獨大的單一發起人。「打群

她們幸運的地方就是透過團隊的截長補短，讓

大豆產品則是以加工品形式面市，主要是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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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興生態農場

富興生態農場

田間格瓦拉

田間格瓦拉

穿上農人的鞋子換位思考
賴萌宏來自金瓜石、畢業於屏東農專畜牧科，
最初來到花蓮經營的是牧場。期間，經常看見
有小貨車載滿獵犬上山非法狩獵，讓他不斷思
考，自己能為動物們做些什麼。2007年，他收
掉牧場，加入瑞穗鄉富興社區發展協會，以符
合向政府申請保育動物計畫的身分，避免更多
動物消失。
事實上，學畜牧的賴萌宏對種植了解不多，愈
深入社區愈認識到，不友善的農耕作業對生態
的衝擊，恐怕更甚於狩獵。農民往往為了方
便、速效、產量，大量使用化肥、農藥，容易
造成田間動物誤食而亡，再加上野生動物經常
破壞造成農損，痛恨之餘，農民自然下毒架
網，務求趕盡殺絕。
剛開始賴萌宏覺得人類自私，從農後他開始理
解，動物農損對農人的傷害與痛。於是他換位
思考，穿上農人的鞋子，展開田間實驗，希望
透過觀察動物習性，試驗可以減少農損又保護
生物多樣性的耕作方法，以解決人類與動物的
衝突。

富興生態農場成立於2012年，在這塊向台糖承
文字 ■ 朱仁貴

租的6公頃左右良田上，賴萌宏不好好種植營

照片 ■ 許雅雯攝／富興生態農場、

生，卻為了尋求友善處理動物農損的解方，最

牛犁社區交流協會提供

早共邀集了十八位慣行農法的農夫大搞「實驗

【花蓮 光復】

分一口作物、留一塊土地
農場只要求兩項規矩：一是不用藥，二是不捉

農場」。這實驗一開步，花了賴萌宏近十年時
間，至今仍踽踽走在奮鬥的路上。

鳥／毒鳥，其餘都不在管理範圍。就算如此，

震撼，激起他世界革命的理想。而富興生態農

當初為了落實理念，賴萌宏還在社區裡辦了說

民不想百分百收成？賴萌宏持續用簡單的邏輯

場場主賴萌宏，則是目睹農民與環頸雉的戰爭

明會，鼓勵慣行農友踴躍參與，特別開出前4

心生不忍，自願扛起田間革命的使命。兩者不

年無償認作的條件，反應相當踴躍。此後，農

同的是，「紅色羅賓漢」格瓦拉追求共產主

友們因為各種原因進進出出，始終維持大約十

義，賴萌宏要達成的則是共存的信仰。

名農友的實驗規模。

騎機車遊歷整個拉丁美洲的切．格瓦拉（Che

一開始溝通這些觀念總是困難重重，有哪個農

Guevara），因為目睹無所不在的貧窮而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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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農民解說：慣行作物若一公斤賣10元，有機
就可能賣到25、30元，動物農損的部分豈不就
補了回來，那為何不有機？為何不友善？這麼
做只不過是，分一口作物給動物吃，留一塊土
地給動物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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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金牌夢

小雨蛙有機生態農場

文字 ■ 朱仁貴
照片 ■ 許雅雯、王牧民攝／
小雨蛙有機生態農場、
立川漁場、心宿體驗農場提供

【花蓮 壽豐】

有媒體解釋，設立休閒農業區（休區）的
好處是，「可以促使農區變景區、田園變
公園、勞動變運動、農產品變商品、民房
變客房」。這表示，休區最厲害在於它有
能力變變變，只要創意夠，點石就能成金。

賴萌宏不斷從種植過程中找答案。他思索的防

賴萌宏認為，動物不只會偷吃作物，也會幫忙

台灣休閒農業從1965年成立第一家觀光農

治方法是透過觀察動物習性，依據牠們的「消

吃蟲，牠們對整個生態系的服務，經常是我們

園，到追求區域性發展，一路走來共歷經

費習慣」布置作物防護措施。比如防範環頸雉

看不到的。為此，他投入近十年時間，希望促

萌芽、成長、發展三大階段，至今全台共

挖花生吃，他試過超音波、圍網、彩帶等各種

進政府政策改變，並推動「生態系服務給付計

劃定有95個休區；其中，壽豐休閒農業區

方法，目前正嘗試將大網目的瓜網平鋪在田上

畫」的落實。

是花蓮縣第四個被劃入的休區。

的障眼法。乍看之下有些滑稽，但背後是暖心
的用意，看到網會讓環頸雉以為是陷阱而警戒

2014年起，花蓮林區管理處邀請賴萌宏加

走避，不殺不毒免掉一場戰爭。但禽鳥會學習

入「濕地保育計畫」，「以農友來輔導農友」

也會適應，方法一旦失效，就得另闢蹊徑。為

的方式，帶動有心從事友善耕種的農友。目前

求生活、生產、生態平衡而「三生有幸」，賴

經他輔導的24位農友陸續加入保育計畫，總營

十年前，小雨蛙有機生態農場場主陳威

萌宏會不斷嘗試任何傻子才會做的事情。

造面積達到47.53公頃。同時，該管理處也已

良，同時也擔任豐山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率先行制定「濕地生態系服務給付」規範，這

長、壽豐休閒農業區主委，在發現這兩個

是賴萌宏最感欣慰的地方。

區塊的業者重疊性很高之後，就想，何不

觀念＋給付＝行動

聯合業者打造壽豐新三寶

乾脆把兩方「相結合」一起發展？形成一
接下來，賴萌宏的努力就是朝向，推動一個追

個「泛休區」概念，地方繁榮最大化。這

彷彿田間革命家的賴萌宏，指著自己挖出一條

求價值而非價格的「生態系服務給付計畫」前

個概念讓豐山社區在2007與2008連續兩

長長占地兩公頃的溼地，上面沒有任何作物生

進。

年，獲選為農委會推動食農教育的五大社
區之一。

產，季節來時，候鳥、水鴨可以多到二百多
隻；這塊水域野生動物的「棲地」，剛開始沒
有政府資助進來時，等於他是每年要丟8萬元
到水裡。所以友善不能只靠傻勁，需要實質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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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去抓來自澳洲的淡水小龍蝦，一個暑假可
以創造3,000人次的遊客造訪。陳威良自豪表
示，「壽豐新三寶：有機農業、台灣玉、龍
蝦」已成為當地最強吸客機，未來要朝打造共
同品牌、創造社區產業前進，有機與友善就是
這個方向的主旋律。

金牌的意義在讓年輕人留得下來
除了擔任地方領頭羊，主要種植有機蓮花的小
雨蛙有更重要的目標是，要帶領食農教育再提
升，將針對高年級以上國中小學生和各級學
校合作，讓學童們到遊區來不再只是飯來張
口，而是能參與菜餚上桌前的過程：種植、採
收、管理，甚至自己動手烹調；即便管理的部
分不可能全程參與，但基本觀念不可少；這一
套完整的體驗也適用所有遊客。所以未來，小
雨蛙希望可以打造一間，讓數百人同時開火料
理的大型廚房。
對於社區，大家還有一個共同的夢想：準備參
加今年花蓮縣的金牌農村選拔。這是農委會每
三年一次的農村大比賽，前二名的社區可以代
表縣去參加全國競賽。豐山社區今年的夢想，
就是希望能夠代表花蓮縣爭取全國金牌農村的
榮耀。

為了帶動泛休區發展，主推生態體驗活動的小

團，也是全球唯一生產黃金蜆精錠的公司；漁

雨蛙，把社區內具有開發潛力的十多家業者，

場轉型休閒農業之後，每年創下30萬人次的觀

包括立川漁場、李佳豐與江玉寶的兩個有機農

光商機。江玉寶農場種植食用百合已有近二十

對陳威良來說，金牌農村的最大意義在於，讓

場、如豐琢玉工坊、心宿體驗農場等，都納入

年經驗，有機百合兩度進入總統國宴之後，立

年輕人能回得來、留得下來，甚至在這裡養育

休區體驗行程的規劃，並設有遊客服務中心與

刻聲名大噪，每年吸引大量遊客朝聖；農場裡

下一代，老人家因而可以受到更妥貼的照顧。

遊客對接，不論單點或套裝行程都見學豐富盡

的有機番茄和有機山苦瓜茶，也是熱門作物產

興而歸。這些業者針對不同客群、提供異趣的

品。

旅遊內容，相互扮演其他業者的「帶路雞」。
而頗具後來居上之姿的心宿體驗農場，在這
其中不乏臥虎藏龍的業者，例如立川漁場，擁

裡除了可以吃到自己動手，用有機蔬菜汁做

有世界最大的淡水蜆養殖場，其所屬的企業集

成的彩色麵疙瘩；重頭戲是穿上青蛙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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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大聯盟

銀川永續農場

梁美智，便是銀川這個台灣最大有機農場銷售
業務的扛霸子。

雙碩士聯手有機稻米的產銷

文字 ■ 南方笑

梁美智堅持每一期都要賣新米給消費者，她強

銀川有機米這個品牌經營了二十多年，創立者

照片 ■ 許雅雯、王牧民攝／

調，「這只有我們專門做銷售的才能看得透，

是農場創辦人，也是農民口中的「班長」賴兆

因為我把消費者看得很重要，一般生產者下不

炫與「班長娘」梁美智。班長主掌生產，班

了這個決心，絕對會留著慢慢賣，所以一輩子

長娘主管銷售，二人將農場從6位農民的小小

「米的耕作面積總共340公頃，142位農民，

都在賣舊米；新米放著放著，想等舊米賣完再

班，拉拔到至今142位農民的大聯盟。創班的

一年兩穫產出3,000多噸稻米。」雖然「班長

賣新的，結果新米又放成舊米，更下不了決

頭五年，還留在公務體系掙錢養家的梁美智，

娘」梁美智把這些數字說得利索利索，但一

心。」但梁美智站在第一線面對消費者，她深

一放下公務就是衝往超市煮飯請消費者試吃。

年3,000多噸的有機稻米，要銷售談何容易。

深知道，給消費者最好的才能永續經營。「就

篳路藍縷，賴兆炫認為團隊分享與互助精神，

和「班長」賴兆炫同為中興大學農經所同學的

算賠錢也要把當期的米處理掉，損失我們自己

是銀川屹立不搖的主因。

銀川永續農場提供

【花蓮 富里】

吸收不損及農友，然後迎接新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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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兆炫決定回鄉從農時，父親很不諒解，在民
國八十幾年那個年代，高學歷農夫在傳統上很
難被接受，更何況還是「雙碩士」的夫妻倆。
然而就讀農業經濟的他，對自己生長的土地有
一份情感，在接觸到日本的有機農法之後，心
生嚮往，因此下定決心回鄉，要用生產改變台
灣的農業。之後，父親看到他用不同的方式經
營農業，非常驚訝，也從原來的反對轉為支
持。
在生產管理方面，賴兆炫運用經營管理模式建
立團隊，尤其農友都是地主，如何與地主溝通

017

友克服進入有機領域會遇到的技術與市場問

的市場成長曲線。

題，以及運用科技數據進行田間管理、統一資
材採購創造價格優勢等等，賴兆炫有效掌控品

有了品牌與通路，現在他們更重視向下扎根的

質，更創造一個讓農民安生立命的團隊氛圍。

努力，希望在下一代心中種下「有機與友善」
的種子。過去每個孩子都願望當醫生做總統，

在銷售方面，梁美智堅持每一期都要賣新米，

沒人想過要做農夫，他們希望能讓孩子們體認

就算賠錢也要出清。她認為，只要農民把基本

到，其實農夫也是一門值得投入的行業。因此

功打好、農田管理好、品質顧好，好好好連三

近6年來每年舉辦有機生活營，富里國中、國

好，當品牌深得消費者信賴，銷售自然可以水

小近700名學生都來參與，誰也不知道今天埋

到渠成。話雖如此，為了推廣有機概念與銀川

下的種子，20年後將有多少會成為農業的新菁

米，最高紀錄，梁美智曾在一年內辦了74場演

英，但沒有種子就不可能開花結果。

講，南征北討，最遠還曾飛到馬祖分享，「只
要有人的地方都願意去。」

活動中，銀川的農友人人都有機會上台成為講
師，上台的榮譽感與掌聲的鼓勵，讓農民們備
感身為職人的使命與尊嚴，對團隊的經營理念

敬老育少，以愛傳承

也會更加認同落實，形成正向的循環。此外，

有鑑於消費者食用米的數量愈來愈少，銀川也

天，請五星主廚下鄉、老農上座、青農上菜，像個

逐步展開跨足食品加工領域的規劃，經過多年

大家庭般以愛傳承。有老農曾感動地說：「班

研發，總算成功研發出純米麵與純米粉。「一

長娘，這是我這世人呷過最好的一頓飯。」

銀川年年也會舉辦敬老活動，在重陽節這一

草地馬蓋仙

製品的接受度與使用量，為銀川米拉出下一波

三棧有機農場＋壽豐印象

理念與福利分享，都是一門學問。從協助新農

個食品加工廠可以吃掉40幾公頃的有機耕作產
出，當然要拚。」同時也藉此提高消費者對米

文字 ■ 南方笑
照片 ■ 許雅雯攝／
林秋男、盧紀燁提供

【花蓮 新城＋壽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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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鷹飛完了換飛無人機

的推估值是較精準的數字，一方面可以從結果
論規劃控制單一作物的產量，二方面可以做為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對於自由飛翔的嚮往，壽豐

生產期間的調整，進而影響作物採收時間的依

印象第二代盧紀燁的秘密武器，都是會飛的。

據避免大家一窩蜂搶收，造成市場供需失衡破
壞價格。

就讀東華大學博士班期間，盧紀燁因為父親受
傷而返鄉，協助務農的父母打理周邊事務，最

目前此構想已獲得花東地區政府採納進入實作

主要是營銷管理這部分。但因為大約八年前朋

階段，但礙於所收集資料多數只有這兩年的期

友送來的一隻南美栗翅鷹，觸動了開始思考有

間雖有短期結果，仍需長期收集並進行資料判

機／友善耕作的可能，訓練鷹來驅趕偷襲稻穗

讀期待最後成為科學指標。

的麻雀。農民追尋一種有中心思想的有機／友
善的耕作作為，而不是放著田區什麼都不管，

農業是個複雜的產業，導入智慧科技，有助產

畢竟我們離野放還有一段路要走。

業對長期發展的預測，讓農民在過程中，逐步
找出未來十年該做什麼、該種什麼的答案，以

有機耕種幾乎沒有不缺工的。主要耕作有機地

帶動幾個人排排坐在機器上，大家低頭便能扦

瓜與玉米的三棧有機農場主林秋男，有一年雇

插地瓜枝條，大幅減少種地瓜的彎腰之苦。每

請了六、七位農工來幫忙，結果能找到的幫手

每路人或鄰近農友經過時，大家總禁不住在田

當中最年輕一位，居然是個七十歲的阿伯。

邊好奇駐足，打量研究這究竟是哪裡來的機
器？臨走前，很多人還不忘拍張照以茲記錄。

林秋男望田興嘆，現在年輕人都不愛種地瓜，
因為地瓜種植時大多採用斜插枝條的法式，必

網路自學摸了四、五年，愈久愈摸出種興味

須彎腰扦插，不論肢體負荷或體能消耗上，任

來。林秋男除了研發出了種植機，還有採收

誰都會感覺吃重。林秋男的老婆大人，先前在

機、割草機等，像極了草地裡的馬蓋仙；平時

百貨業工作，也從來拒絕下田。最初，他嘗試

用人力要花三、四天的農事，用機器一個下午

用分期種植的方法，讓作物可以分批成熟，錯

就搞定了，而且生熟手不忌，連原本拒絕下田

開彼此採收的時間，這基本上也算是一種勞

的老婆，也從此成為田裡的生力軍。這結果讓

動「分流」的辦法，可以暫緩缺工之苦。

林秋男眼睛都笑彎了。

但勞動分流治標不治本。在無法改變種植方式

這種組合加掛式的機器效率非常高，可視需要

的情況下，缺工問題一年比一年吃緊，逼急

調整間距或其他設定，便可以適用多種作物的

了，原本只是一般上班族的林秋男，只好靠著

耕作，讓林秋男成為鄰里間大受歡迎的機具

網路自學，嘗試動手改造農耕機具，想靠著不

總顧問。他笑說：「現在經常會接到社區農

怕彎腰、鐵打的機器，來降低耕作時人力的負

友的電話，要我過去幫忙解決或調整機具上

擔，以及勞動上肢體的障阻。

的問題，經常忙到快搞不清楚自己主業是什麼

在大家還把焦點放在用獵鷹進行生物防治

因應大環境的變化，使農民的每一分辛苦都能

的「鷹獵米」時，盧紀燁又悄悄把重心轉移到

創造出價值。這，是盧紀燁下一步要走的農業

另一項新的議題與思考—智慧農業。為了要

之路，現階段的務農，是為未來十年智慧農業

用科技抓住十年後台灣農業的樣貌，盧紀燁開

建置基礎知識的系統。

始玩起無人機，應用在智慧農業上。
有機耕作長期面臨缺工與產銷失衡的困局，盧
目前他與公部門有多項合作，運用無人機量測

紀燁認為，未來農業勢將彙整出兩大方向：其

蒐集各類作物的種植面積、地理位置等相關資

一為智慧農業代耕隊(一人開十台火犁)，其二

訊，建置數據資料庫；然後透過資料庫的分

為政府部門之農業資料開放並加入即時性。他

析，預估幾個月後作物的產量。最終計算取得

期許壽豐印象可以成為智慧農業的先行者。

了。」

網路自學變身發明王

讓林秋男樂此不疲的，是助人最樂，並且可以

第一款種植機設計出來後，靠著他的曳引機，

經常性的缺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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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新城

北 花 蓮

新城天主堂

三 天 兩 夜

新城天主堂四周擁有近百年樹齡的日本黑松，搭配懷舊的神社遺址與
莊嚴的天主堂，禮拜堂則採用諾亞方舟的造型，有著新生再造的意
義， 牆面爬滿了青綠色的藤蔓， 顯得古樸而莊重，讓人彷彿穿越時空
回到過去。
玩哪裡：鄰近的「新城老街」、「新城照相館」、「新城海堤」都
是值得一去的景點。新城照相館是百年的木造宅邸，2006
年的電影「盛夏光年」就是在該處取景，相館內也有販售
花蓮小農的農特產品，喜歡老宅風味的朋友絕對不能錯
過！
吃哪裡：可前往新城車站對面的「太平洋食府有限公司」用餐，太
平洋食府採用在地新鮮食材烹煮各式料理，同時也提供客
製化菜單供選擇。

有 機 輕 旅 行

買哪裡：秀林鄉「西寶新心向榮有機農場」每年定期辦理體驗活
動，並於活動後、作物收成時，寄給每位參與活動的家戶
一份當初他們種下的農產作物。
地址｜花蓮縣新城鄉博愛路64號
時間｜24小時
門票｜免費，可自由參觀
停車｜路邊白線停車

七星潭海岸風景區

花蓮唯一縣級風景區，從四八高地俯瞰，狀似明月，又稱「月牙
灣」。最知名的景觀，莫過於沿岸邊大小不一的白色鵝卵石，是東部
海岸獨有的特色礫灘。設有「港濱自行車道」，喜歡騎單車的人可以
租車，沿著海岸線邊騎邊賞海。
玩哪裡：除了七星潭附近的「潭泊區」、「石雕公園」外，鄰近的
「七星柴魚博物館」整合了在地的海洋生態教育和食魚教
育推廣等多元發展，提供遊客深度的在地遊程，另外還有
刨柴魚、章魚燒DIY等等的體驗活動呢！
吃哪裡：可前往在七星潭附近的「安口食堂」，安口食堂的米飯

採用當地的「富里有機米」，配菜也選用花蓮在地有機
蔬菜、雞蛋和豆腐，這是一間充滿溫度、溫馨、溫暖的
幸福食堂！
買哪裡：前往鄰近的花蓮市「禾亮家香草」門市購買各式有機香草
茶包、香草純露、各式有機香草所做成的伴手禮。可透過
「禾亮家 香草創意坊。Pura Vida Herbs」FB粉絲專頁洽
詢訂購。
地址｜花蓮縣新城鄉海岸路
時間｜24小時
門票｜免費
停車｜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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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吉安、花蓮

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前身為花蓮酒廠，園區內保留了日治時代的霧面玻璃、底氣
窗、檜木窗櫺等建築特色。園區內不定期辦有市集、展覽等活動，是座具有人文風
情、歷史意義的景點，十分適合全家大小前往同遊。
玩哪裡：鄰近的「太平洋公園」、「花蓮鐵道文化園區」、「松園別館」都是值得一遊的
景點，其中太平洋公園擁有大型的3D彩繪裝置藝術，也是近期的IG打卡熱點！
吃哪裡：可前往仁愛路上的「食驛」餐館，享用花蓮在地有機蔬果製成的餐點，其中鍋物
更是老饕們的最愛，桌桌必點美食！「食驛」也是取得農委會「有機之心」標章的餐廳，
值得推薦。
買哪裡：前往花蓮市建國路二段的「綠色小鎮天然有機沛沛商行」購買有機健康食品，也
可以前往中山路的「淺草堂」門市購買有機山苦瓜茶、有機紅薑黃粉等等，或透過露天拍
賣、秧田良品等網路平台訂購。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144號
時間｜戶外空間24小時開放，其他依各活動公告（服務中心：週一至週日09:00~21:00）
門票｜戶外空間免費，其他依各活動公告
停車｜園區內 (民國路入口)停車場 每半小時10元。鄰近的自由街停車場，每小時20元。

照片 ■ unsplash

台開心農場（洄瀾灣開心農場）
台開心農場內種滿著向日葵、野薑花等各種花卉，園區內除了各式各樣的花卉外，也可
看見各種石雕藝術作品，讓人置身在藝術的薰陶之中。
而在開心農場內最引人注目的，應當是孔雀、山羌、梅花鹿、小馬這些可愛動物，這裡
的動物可讓人親近互動，可說是最能療癒身心的休閒園區！
玩哪裡：鄰近的「吉安慶修院」、「知卡宣綠森林親水公園」、「新天堂樂園」、「星巴
克貨櫃屋」等等知名觀光景點都值得安排進行程之中。
吃哪裡：可前往福興七街上的「櫻の田野休閒養生館」享用有機蔬菜製成的各式料理，而
「蓮花火鍋」為該店的招牌，可看見蓮花在鍋中綻放，獨特又美觀。也可以考慮中央路上
的「龍哥斯特海鮮餐廳」，其餐廳為取得「有機之心」標章之合菜料理，使用新鮮活撈海
鮮搭配在地有機蔬果烹製而成，歡迎大家來這裡大啖特色海鮮料理！
買哪裡：前往福興路上的「大來生機」購買各式各樣有機農產品，這裡匯集了許多在地有
機小農種植的農產品喔！種類相當多元，大家可以前往參觀選購。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華中路100號
時間｜每日8:30～17:30
門票｜入場無門票費，網路另有販售體驗套票
停車｜場內免費停車

照片 ■ 花蓮縣文化局、花蓮鮮送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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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壽豐、光復

農友資訊頁

小雨蛙有機生態農場
小雨蛙有機生態農場內擁有豐富的生態，園區內也安
排許多休閒體驗活動，如：夜間生態講解、用有機食
材DIY蓮花杏仁脆餅等多種活動，都可以洽詢工作人員
預約喔！

花蓮伍GO農
0921067991

玩哪裡：鄰近的「立川漁場」、「心宿休閒農場」、
「江玉寶有機農場」也都是知名的休閒園區，可以安
排體驗摸蜆、抓小龍蝦等在當地才有機會體驗到的活
動！

03-8652323

富興生態農場

心宿體驗農場
0933524568

0926652873

小雨蛙有機生態農場

吃哪裡：可前往壽文路的「小和山谷」享用帶有蔬菜
及洋蔥甜味的手打漢堡排；其中必吃的舒芙雷鬆餅還
是採用新鮮的有機放牧蛋製成的呢！

0928875538

三棧有機農場
0933996960

03-8651333

佳豐有機農場

地址｜ 花蓮縣壽豐鄉魚塘路36號
時間｜08：00-17：00
門票｜入園免費，住宿價格請參考官網公告
停車｜農場內附設停車場

銀川永續農場
0800-010089

立川漁場

買哪裡：壽豐純青農場的有機米、大豆、芝麻及加工
產品→可透過有機電子商城尋找「純青農場」，或透
過「純青農場」官網或FB粉絲專頁洽詢訂購。

壽豐印象

0919911380

03-8653898

江玉寶有機農場
0953224856

瑪布隆農場
看到馬太鞍濕地，就知道瑪布隆農場到啦！農場有提供體驗預約，記得要先打電話給老闆
娘詢問體驗內容，才不會直接到現場撲了空呦！
農場主要種植有機黑豆、黃豆等雜糧。好山好水的環境，是團體出遊時放鬆的好去處，也
是家族旅遊帶小朋友認識食物源頭的好機會！

後記
花蓮縣政府自今年2月成立「有機農業促進專案辦公室」，便很清楚地宣示，花蓮
將要成為「全台有機首都」的決心，縣長徐榛蔚更立下具體標竿：「接下來預計
每年要開拓10％的有機耕作面積。」

玩哪裡：鄰近的「光復糖廠」、「太巴塱kakita'an祖屋」、「太巴塱紅糯米生活館」都是
值得一探的好地方，其中光復糖廠販售的冰品更是高達30多種，冰棒、冰淇淋、甜筒應有
盡有，還有宅配到府的服務呦！
吃哪裡：可以前往鄰近的「馬太鞍欣綠農場」享用有機原民風味合菜，欣綠農場選用光復
在地紫糯米製成的紫米飯，特別香甜可口；此外，欣綠農場也同是取得「有機之心」標章
的餐廳喔！

花蓮縣主要作物為：水稻、玉米、茶、文旦、西瓜、李、落花生、梅、金針和地
瓜等。每一項有機作物，都在花蓮純淨的水土中滋養，在農夫勤懇的栽培下長
大，自然展現健康作物才能透露出的樸質和醇美。但我們相信，與其不斷堆疊更
多甜膩的文字勾引你的味覺，不如帶領各位走進有機小農最真實的場景與心路，
體認他們滴下的汗水和淚水，然後你我才能真正陪伴他們做到、堅守並且永續。

買哪裡：前往「太巴塱紅糯米生活館」，購買部落珍貴寶石有機紅糯米、有機黑米、特色
酒釀等農產品。

這一期的主題「一起有機」，想要傳達的，不只是小農們如何聰明且執著地一起
有機，更是邀請消費大眾、政府政策、食農／食安教育、友善環境，大家統統一
起來有機！

地址｜花蓮縣光復鄉大華街107巷11號321 樓
時間｜08：00～17：00，活動時間需另致電預約
門票｜入園免費，活動費用請參考官網公告
停車｜可停在「馬太鞍濕地生態館」前的停車場，
再一路欣賞濕地美景，步行約20分鐘即可抵達瑪布隆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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