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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字：東埔、有機農業、綠色保育標章、生態保育 

玉山國公園管理處（以下簡稱玉管處）自民國 101年起，委託財團法人慈心

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基金會）輔導園區內的南投縣信義鄉東埔一鄰及

周邊高雄市桃源區梅山，兩個布農族部落，朝向永續利用的有機耕作轉型。 

起初部落居民對有機耕作感到陌生，擔心產量會下降，無法負擔家計。透過

不斷與居民溝通、協調，舉辦教育訓練課程與出外參訪，引發部落居民對有機耕

作的興趣與意願。近一步針對有意轉作的農戶，結合相關部門之行政資源、學者、

農耕專家…等，多方的支援與陪伴，適時解決農戶許多問題，增進轉作意願。從

民國 104年起，本計畫輔導範圍從東埔一鄰擴大至整個東埔村，廣納更多有意轉

作的農戶。 

為部落長遠的未來，結合相關部門舉辦健康檢查、衛教課程，帶動居民從重

視自身健康，進而關心環境的健康。另外本會也關注到「孩童的觀念，決定著部

落的未來」，持續兩年與東埔國小合作「校園有機蔬食」，今年辦理「一日有機農

夫體驗」，將有機的種子落在孩童心中。 

歷經四年來不間斷地關懷及陪伴部落居民，已有 7戶農友通過有機驗證，驗證面

積達 5公頃。在生態保育方面，由林務局與本會共同推出的「綠色保育標章」有

5戶通過驗證，面積達 4公頃，保育大冠鷲、領角鴞。 

有機農戶的耕作技術逐年純熟，產量也隨之增加。在 104年兩位有機農戶，

年收益皆超過以往慣行農耕。由本計畫得知，透過生態產業有機耕作的推動，保

育與經濟得以共存；不僅改善部落居民生活，維持經濟收益，亦得以保護部落週

邊自然資源，符合國家公園之理念-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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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12, Yushan National Park Management has authorized Tse-Xin Organic 

Agriculture Foundation to facilitate two Bunun tribes, which are located in the eastern 

side of the Xing Yi Village of Nanto County and Meishan of Taoyuan district in 

remote Kaohsiung, in pursuit of everlasting organic farming transformation. 

At first, tribal residents were unfamiliar with organic farming and worried about 

the slumping number of crops. In order to raise awareness and interests of organic 

farming, the Foundation consistently negotiated with them and hosted training 

sessions and institution visits. Moreover, the Foundation associated with agricultural 

experts and scholars to offer assistance whenever the organic farmers encounter 

difficulties. Since 2015, the project has expanded into the entire Dongpu Village 

counselling more candidates on organic farming. 

In consideration of future, we held health check and sanitary education with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tried to increase consciousness of health and extend over the 

environment. Besides, the Foundation noticed that the tribe’s future relied on the 

concepts for children, therefore, we coordinated with Dongpu Elementary School for 

two consecutive years by holding an event of “Organic Vegetarian School Meal”. In 

2015, “Experiencing Organic Farming for One Day” was held to bury an organic seed 

in the heart of children. 

Over four years, since the Management and the Foundation have continuously 

spared no effort to facilitate the residents, seven farmers have successfully passed the 

Organic Verification by reaching 5 hectares. On the aspect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two farmers have applied the Green Conservation Label promoted by the Forestry 

Bureau in the range of 4 hectares by 5 verified organic farmers, which also conserves 

Crested Serpent Eagles and Collared Scops Owl.  

http://www.iciba.com/couns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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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c farming is gradually getting mature, which also reflects on outcome of 

crops. Two of the organic farmers said that the annual income of organic farming in 

2015 surpassed that of traditional farming. As the result of this project, the Foundation 

concluded that organic farming can fulfil both conservation and economic income. It 

optimizes the life quality for the residents and protect the natural resources which 

reaches the everlasting goal of the National Park. 

 

Keywords: Dongpu, Organic Farming, Green Conservation Label,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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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目標 

壹、計畫緣起 

玉山國家公園園區幅員廣闊，涵蓋豐富的天然及人文資源，東埔一鄰及梅山

為園區內及園區周邊聚落，部落居民主要為布農族族群，其產業特色來自於農業

耕作，農作物包括牛番茄、李子、敏豆、甜椒、茶葉、蓮霧…等，以蔬果為主。

耕作方式多採慣行農法 1，大量使用農藥、除草劑及化學肥料，造成環境的負擔，

此舉與國家公園生態保育的精神相違，故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以下簡稱玉管處）

自 101 年起委託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基金會)，將有機農

耕概念引入部落，輔導其轉為友善環境耕作方式，為當地居民達到經濟與自然保

育永續的雙贏。 

    有機農業是遵守自然資源循環永續利用原則，不允許使用合成化學物質，強

調水土資源保育與生態平衡之管理系統，並達到生產自然安全農產品目標之農業 

(有機農業簡介)。除此之外，有機農業比慣行農法有較好的經濟收益 (見

Anon,2001；Nordgren,2001)。再者，有機農業因需要的人力與勞動工時較多(黃璋

如，1997a；彭明輝，2006；Best,2008)，可成為幫助農民或失業民眾在不轉產業

之下的另外一種生產替代選擇，不僅符合生態環保，也兼顧了農民的經濟收益。 

    基金會承辦玉山國家公園園區及周邊部落生態產業轉型培訓已邁入第四年，

為使更多部落居民建立有機農耕理念及提升農戶轉作技術，恢復往昔與土地共存

共榮的理想，研擬辦理一系列課程與活動，以期輔導在地居民通過有機驗證、綠

色保育標章，亦透過引介通路商、安排消費者參訪，達到居民收入穩定及行銷部

落之功效。 

 
   1慣行農法：係指ㄧ般耕作方式，以化學農藥、肥料以及利用荷爾蒙、抗生素等以增加產品、增進品質的耕作

方法。現代慣行農法則面臨有害昆蟲或雜草對農藥之抗藥性日增；農藥或肥料的污染導致生態環境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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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標 

一、 藉由輔導有機耕作方式、綠色保育標章，無形之中能將國家公園生態

保育、永續發展之精神落實在生活當中，且透由保育田區內特定物種、

棲地的營造，使田區生態漸漸恢復，集合通過驗證農戶的力量，進而

影響整個部落。 

二、 邀請有機耕作相關學者、農戶指導，提升耕作技術，帶動產量增加，

堅定產業轉型的理念。待耕作技術純熟後，採取更多元的期作搭配，

創造農產品多樣性，提供消費者更多樣的選擇。 

三、 農戶有機會直接聽到消費者的心聲及鼓勵，使得生產的農產品更符合

消費者的需求，堅持走在友善耕作這條路上；消費者亦體會到農戶的

辛勞，給予最實質的支持。促使產消間，互助感恩的連結更為緊密。 

四、 醫療義診、健康議題課程的加入，喚醒部落居民重視自身的健康狀態，

而不當的農藥使用，亦直接或間接影響到自身的健康，此能成為將來

推動友善耕作重要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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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流程與項目 

  計畫主要分幾個部份進行：農戶轉作調查、現地技術指導、農耕相關課程、

綠色保育標章申請課程、消費者參訪、市集擺攤以及照顧居民健康的大型醫療義

診活動等，課程邀請專業單位、專家學者或經驗觀摩等方式進行，並持續關懷給

予信心，主要作業如下： 

表 1 計畫流程與項目 

工作階段 工作項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居民 

轉作意願

及輔導 

有機驗證撰寫輔導   3/29   
6/6 

6/23 
7/2      

通路商交流     5/29        

年度合作協議書簽訂    
4/10

4/15 
        

推動農田

生態系 

2 場 

綠色保育標章說明會     5/18        

綠保標章相關課程     5/18        

農戶普查

與關懷 
預計 10 次以上 1/15  

3/13

3/21 
4/1 

5/20

5/22 

5/25 

6/9 7/22 

8/2 

8/3 

8/6 

 10/18 11/11  

專業課程 

有機專家現地指導 2 場    4/29 5/11        

有機農耕操作課程 3 場   3/25 4/29 5/11        

田園交流 1 場   3/25          

提供農戶

與消費者

接觸機會 

消費者上山體驗 2 場     5/14 6/25       

農夫市集擺攤 1 場         
9/12 

9/19 
 11/29  

期末成果發表會 1 場           11/19  

深耕部落

關懷 

醫療義診 1 場      6/28       

健康議題課程 1 場   3/14  5/17        

梅山部落

發展課程 
梅山專業課程 2 場   3/31    7/31      

結案階段         期中     期末 

預定進度累積百分比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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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推廣範圍 

  活動推廣範圍以東埔一鄰居民及週邊部落的農戶，東埔村座落於陳有蘭溪與

沙里仙溪交會處，海拔約 1100 公尺，面對玉山北峰的尾稜，可望見玉山西峰及

塔塔加鞍部，是最接近玉山主峰的布農族部落。透由 104 年 11 月信義鄉戶政事

務所資料顯示，東埔村共有 368 戶，總人數 1288 人，男性人數 687 人，女性人

數 601 人，原漢共居，但布農族人居多。「布農」是原住民族中自稱 bunun 的漢

譯名，為「人」的意思。 

  東埔部落依地理環境規劃分為六個鄰，其中東埔一鄰位於玉山國家公園範圍

內，土地面積約為 30 公頃，居民約 98 戶，共 388 人，90%以上以務農為其主要

經濟收入來源。依 101 年初本基金會調查，所種植農產品以夏季蔬菜、高經濟作

物為主，如青心烏龍茶、牛番茄、敏豆、果樹、高麗菜、紅豆、玉米、刺瓜、蓮

霧等，東埔二鄰與五鄰為觀光溫泉區，其他鄰座落在陳有蘭溪的台地上。 

  東埔一鄰部落生態資源相當豐富，依 100年研究資料顯示，在動物資源方面，

共紀錄到 58 科 120 種動物，其中保育類有 7 種，特有種與特有亞種共 27 種，而

在植物資源方面，總共 59 科 107 種。  

    推廣範圍除東埔一鄰及週邊部落外，還有高雄梅山部落，位於南部橫貫公路

距台南市 110 公里，當地稱為梅山口，行政區域屬高雄市桃源區。依該區戶政事

務所 104 年 11 月份資料，梅山村居民約 101 戶，男性 173 人、女性 141 人，98

年八八風災前，南橫公路沿線風光如畫，登山客絡繹不絕。今沿路道路坍塌，僅

趁旱季以河床便道進出，遊客不復以往，基金會亦主要趁旱季前往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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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範圍： 

1.東埔一鄰或周邊部落之農戶。 

2.高雄梅山部落。  

 

 

 

 

 

 

 

圖 1-1 計畫推廣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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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埔一鄰推廣範圍： 

一、標號 1：沙里仙段田區。 

二、標號 2：東埔一鄰居民居住所在地。 

 

 

 

表 2 東埔一鄰部落範圍介紹(資料來源：玉山國家公園研究叢刊編號 1234) 

樣線 樣線介紹 樣線長度 

樣線 1 
沿著東埔道路向東埔一鄰的方向前進，直到廢棄舊倉庫結

束，樣線兩側沿線具闊葉混合林，部份路段為茶區。 
1 公里 

樣線 2 
從東埔一鄰部落中出發，沿著部落周圍走一圈，樣線周圍

以住家、農耕地為主 
1.4 公里 

樣線 3 

沿著東埔一鄰往東埔溫泉區的道路前進，沿途經過老東埔

橋，兩旁部份路段的植披為農耕地，多數為闊葉混生林、

老東埔橋旁則為坍塌的地形                                                       

0.95 公里 

樣線 4 

從廢棄倉庫旁的小路出發，沿途經過東埔吊橋入口、東埔

吊橋步道，最後在東埔一鄰石雕結束，東埔一鄰前段的植

披以大花咸豐草為主，吊橋步道的植披則為闊葉混生林。 

0.4 公里 

 

圖 1-2 東埔一鄰推廣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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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東埔一鄰相關地籍位置示意圖(資料來源：玉山國家公園研究叢刊編號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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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計畫辦理情形 

本計畫從 101 年至 103 年間推動產業轉型，輔導範圍以玉山國家公園園區內

的東埔一鄰為主，共計 4 戶農友通過有機驗證、1 戶通過綠保標章。 

從 104 年度起，輔導範圍擴大至整個東埔村。列出下列推動的方向： 

1. 擴大推動產業轉型，對於新接觸的農戶，建立與輔導團隊基金會的互信；

安排其了解有機驗證的精神、申請，評估場區申請的可行性，輔導填寫

申請書、送件。過程中以陪伴，讓農戶走過前期的不確信感，並透由通

路商的協助，穩定農戶轉作意願。 

2. 對已轉作的農戶，除彼此交流耕作經驗外，藉由消費者活動參訪、參與

農夫市集，堅固轉作的信心。 

3. 為部落長遠的未來，結合醫療體系相關單位，持續第二年辦理健康檢查、

衛教，建立正確的健康概念。與東埔國小合作推動校園有機蔬食，將有

機理念向下扎根 

第一節 居民轉作意願調查及輔導 

一、 有機及綠色保育標章的介紹 

1. 慈心事業簡介、交流 

時間：民國 104 年 4 月 1 日 上午 10：00～16：00 

地點：同富傳愛中心 

講師：基金會 中區事業部 慈心課 楊麗蘭課長 

對象：東埔村有意願轉作有機的居民 7 名 

說明：使農戶認識基金會，消弭隔閡，接續推動有機產業轉型、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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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錄如下： 

為建立互信，楊課長談到基金會成立的原因是，現今大環境，農戶為迎合

消費者購買大又漂亮的農產品，施用大量的農藥、化肥。造成環境不斷惡化，

消費者、農夫的健康出現警訊。 

基金會推動有機耕作初期，因技術不純熟，產出如網球拍的高麗菜、五爪

的紅蘿蔔…，依靠著一群相同理念的消費者支持購買，開發許多加工品，挺過

初期的艱困。至今 419 戶農戶通過慈心有機驗證，面積 1,541 公頃。進而創立

里仁商店，協助農戶銷售。現今的食安問題，凸顯「食的安全」。因應消費者，

有機商店如雨後春筍般，大賣場設立有機專櫃，農夫市集遍地開花。 

基金會在新北市坪林地區、嘉義阿里山推動有機耕作，保護國人「水」的

品質。與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共同推動綠色保育標章，讓更多農戶跨入友善大

地的行列。 

基金會於 100 年進入東埔，103 年在東埔國小推動校園有機蔬食，校長談

到：十年後，他們(國小的小朋友)就是這片土地的農夫，他們的觀念將決定這

塊土地，未來如何被對待。農戶感嘆的說：這麼努力工作，還不是為了小孩的

未來。假設環境被破壞，小孩未來該怎麼辦。 

  

圖2-1 與農戶簡報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

金會 

圖 2-2 農戶們看到介紹校園有機蔬食

孩子的笑容時，不禁露出笑容 



 25 

  

圖 2-3 講師基金會 楊課長 圖 2-4 針對農戶問題作回答 

  

圖 2-5 下午前往農戶田區，田區在往塔

塔加遊客中心的台 21 線路旁 

圖 2-6 農戶的溫室田區 

  

圖 2-7 在茶園中農戶分享種植的方式，

與近期遇到的困難。 

圖 2-8 與農戶作經驗交流，分享輔導種

植茶樹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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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機驗證說明會 

時間：民國 104 年 3 月 29 日 10：00～16：00 

地點：同富傳愛中心、農戶田區 

講師：慈心有機驗證股份有限公司 驗證專員 蔡婷君小姐、林沛佳小姐 

對象：東埔村有意轉作的居民 8 名 

說明：認識慈心有機驗證的法規及資材使用的標準，申請書填寫。下午初

勘新農戶田區，了解轉作的可能性。 

活動紀錄如下： 

課程中講師結合自身務農的經驗，讓農戶們簡單的認識法規。講師提供行

政院農委會農糧署-肥料管理整合資訊系統

（http://fims.afa.gov.tw/WFR/PublicFun/QueryFertBrand.aspx）可找到肥料的成

分標示、登記字號…等資料，及農糧署公告的有機商品化資材。農戶說自己從

事有機耕作兩年，苦於找不到可用的肥料，真的幫助很大。 

 

  

圖 3-1 慈心有機驗證公司的講師，為大

家介紹申請有機驗證流程、注意事項。 

圖 3-2 此次除了農戶外，因要輔導農戶

填寫申請書，基金會也派了許多人。 

http://fims.afa.gov.tw/WFR/PublicFun/QueryFertBrand.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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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因講師輕鬆幽默的講說方式，讓

原本枯燥的法規聽起來也相當活潑。 

圖 3-4 介紹完有機驗證說明後，輔導農

戶填寫申請書。 

  

圖 3-5 下午前往農戶位於日月橋旁的

田區進行初次勘查。 

圖 3-6 了解合作農戶今年的種植情

況，此位農戶預計採茶後下苗。 

  

圖 3-7 合作農戶與我們分享今年的桃

子因為沒有雨水長得特別好。 

圖 3-8 在合作農戶的田區中協助摘掉

側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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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綠色保育標章說明會暨棲地營造說明 

時間：民國 104 年 5 月 18 日 10：00～16：00 

地點：東光教會、沙里仙田區 

講師：基金會 綠色保育標章專員 陳榮宗先生、張慧婷小姐 

對象：東埔村有意轉作的居民 5 名 

說明：「綠色保育標章」是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與基金會合作設置，用意

在鼓勵田區有珍稀生物棲息的農戶，採取不用化學農藥、肥料以及相關積

極性的友善措施，以維護珍稀生物的生態與棲地，生產過程經由基金會的

監督驗證後，農產品便可獲得「綠色保育標章」。相較於有機驗證，綠色

保育標章更是提供農戶，眼前較易走向友善耕作的下腳處。強調各種生物

平衡生存、林務局補助檢驗費用，與現行有機驗證的不同處。 

活動紀錄如下： 

上午課程介紹綠保標章經 5 年推動，通過驗證的農戶有 104 戶，在國立台

灣博物館的支持下成立「田裡有腳印市集」，增加綠保農產品銷售管道。綠保

標章代表該農業生產區存有保育類動物或積極營造生態多樣性的棲地，農作過

程需順應自然，禁止使用任何有害的耕作方式，讓農作物與自然生態共存共生，

確保農產品的安全。以保育生態及愛護環境的永續理念，向農戶分享簡易的棲

地營造。 

下午到兩戶有意申請的田區，採水土送農業改良試驗所免費檢驗。 

  

圖 4-1 講解如何營造棲地 圖 4-2 介紹綠保標章精神、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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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農戶聚精會神的聽著講師說明。 圖 4-4 講師幽默的講解，讓農戶臉上出

現笑容。 

  

圖 4-5 農戶田區採土送驗，田區石礫眾

多，很難採到土壤。 

圖 4-6 黑黑的土是富含有機質的象徵。 

 

二、 有機及綠色保育標章驗證申請 

1. 田地初勘暨綠保申請書填寫 

時間：民國 104 年 6 月 6 日 10：00～16：00 

地點： 沙里仙田區、望鄉部落田區 

對象：東埔村有意轉作的居民 3 名 

說明：協助農戶填寫綠色保育標章申請書，與農場的初次勘查。 

活動紀錄如下： 

幾位農戶在聽過綠色保育標章的說明會後，紛紛表示對於綠保標章有興趣。

安排陪伴農戶寫申請書以及農地的場勘。綠色保育標章的申請，別於其他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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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因該標章強調保育動物、生態。在申請書中要填寫對保育物種的了解、

認識，還有棲地營造的觀念，對農戶來說是相對困難的。農戶表示很感恩我們

能夠陪著他們填寫，他們笑著說：拿筆比拿鋤頭還要重呢！ 

  

圖 5-1 傾聽農戶如何管理他的田區。 圖 5-2 陪伴農戶填寫綠保申請書。 

  

圖 5-3 雜草淹沒作物是生機的表徵。 圖 5-4 農戶田區與鄰田成為強烈對比。 

  

圖 5-5 適逢假日小孩回來協助採收。 圖 5-6 一籃籃的番茄滿是農戶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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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輔導填寫綠保申請書 

時間：民國 104 年 6 月 23 日 10：00～16：00 

地點： 同富傳愛中心 

對象：東埔村有意轉作的居民 5 名 

說明：協助農戶填寫綠保申請書，並將農戶集合起來、相互認識。 

活動紀錄如下： 

現代農耕，使用化學肥料、農藥，雖提升收稼，但對農地的生態環境、自

身的健康，帶來更為巨大的影響。在農場生態系的中，農耕方式的調整，對生

長其中的動植物，有著重要的影響。綠保標章的推動，是以生態保育的方面著

手，鼓勵農戶去了解保育的動物與田間相互的關係。 

(1) 農民跨入轉作有機的階梯：相較於慣行農業，有機農業的核心理念在

於追求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關係。為鼓勵部分有心從事有機轉作，卻

受限客觀條件（如：緊鄰慣行農耕的小面積田區）而還無法進入有機

驗證系統的農民，只要生產操作符合「綠色保育標章」有關友善環境

耕作的基準，於農業生產區存在農委會公告於「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

的保育或特殊物種，皆可申請、取得「綠色保育標章」的使用。（於

104 年度修訂，申請資格新增：紀念性物種，營造陸域棲地、水域棲

地或多樣化棲地，皆可申請。） 

(2) 透由消費支持生態保育：消費者對貼有「綠色保育標章」農產品的消

費，是種認同農業生產所具有生態保育功能的具體實踐。期望在消費

的帶動下，同時兼顧對農民生計的保障，及對珍稀物種生存的守護。

(陳玠廷, 【公民寫手】農業生產與生態的重逢：認識綠色保育標章, 

2012) 

農戶回饋，認識基金會之後，才發現還有很多人一起走在這條路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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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孤單的一群人。彼此之間還會交換種植的經驗，相互留下名片、聯絡方式。 

  

圖 6-1 在填寫綠保申請書之前，再次與

農戶分享綠保標章的精神。 

圖 6-2 在合作農戶的田區，了解目前植

株生長情況。 

  

圖 6-3 疑似因為高溫導致番茄的著果

率不高。 

圖 6-4 了解合作農戶目前種植現況、有

無遇到困難。 

 

3. 輔導填寫綠保申請書 

時間：民國 104 年 7 月 2 日 10：00～12：00 

地點： 東埔村農戶田區 

對象：東埔村有意轉作的居民 3 名 

說明：協助農戶填寫綠保標章申請書。 

活動紀錄如下： 

相較於有機驗證，綠色保育標章更強調田地的耕作方式與生態息息相關。

採取友善環境的耕作，不僅保障耕作者的健康，亦直接保育耕地及周圍的動物。

在填寫過程中，農戶詢問以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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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通過綠色保育標章後，有無通路呢？ 

回覆：綠保標章目前除交給認同的通路商，各地里仁商店會不定期舉辦農夫

市集，只要農戶有意願會安排前往擺攤，藉此打開農場的知名度。 

(2) 已通過有機驗證，還要申請綠色保育標章？ 

回覆：綠保標章強調農產品與動物的連結，讓消費者了解買這把蔬菜間接保

育了動物。在有機農產品的銷售上，大大的加分。也將為市場開創不

一樣的消費族群。農戶聽完回覆後，更認同申請綠保標章的價值。 

 

  

圖 7-1 與農戶核對申請書資料。 圖 7-2 為農戶解答詢問的問題。 

  

圖 7-3 了解農戶為何申請綠保標章。 圖 7-4 填寫綠保標章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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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助轉作農戶、介紹通路商 

1. 簽訂合作協議書 I 

時間：民國 104 年 4 月 10 日 10：00～16：00 

地點：沙里仙農戶田區、神木村田區 

對象：東埔村有意轉作的居民 6 名 

說明：協助部落居民轉作，就作物種植與輔導等相關事宜訂定協議書。 

活動紀錄如下： 

簽約對象，鄭秀蓮、全諭嘉。此次簽約，逐一為農戶講解內容、補助資材

的數量、價格，資材統一訂購。近期互動過程中，發現農戶不清楚有機資材的

使用及能否使用。與農戶們分享農委會公告的有機資材品項表，期盼農戶們在

資材的使用上能更加熟稔。 

 

  

圖 8-1 農戶因今年提早種，植株已經 5

層花，準備要採收了。 

圖 8-2 因為番茄對肥份的需求高，農戶

除了施用液肥外，還會補充粒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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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簽訂合作協議書 II 

時間：民國 104 年 4 月 15 日 10：00～16：00 

地點：東埔一鄰農戶家、沙里仙田區 

對象：東埔村有意轉作的居民 4 名 

說明：協助東埔部落居民轉作，就作物種植與輔導等事宜訂定協議書。 

活動紀錄如下： 

簽約對象，伍守廣夫婦、司聖慰。因 4 月 10 日簽約當天兩位合作的農戶

都不在部落內，另於今日前往簽約。 

  

圖 8-3 部落長者的智慧，農戶聽從父親

建議，在介質包中加上碎石塊，從中攝

取微量元素。 

圖 8-4 與農戶簽訂合作協議書。 

  

圖 8-5 在簽訂合作協議書前，與農戶逐

條說明契約內容。 

圖 8-6 有機驗證、綠保都要水土檢驗報

告，至農戶田區作土壤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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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輔導有意轉作的農戶，發現農戶需再學習資材的選用。因對有機可用

資材不清楚，往往被外包裝的「有機」兩字所混淆。後續會安排相關課程，給

予農戶有機法規以及選別的標準。 

  

圖 9-1 了解植株現況，農戶分享植株的

選用及種植時間。 

圖 9-2 解答農戶對契約書當中的疑惑。 

  

圖 9-3 簽訂過程中，穿插關懷農戶種植

現況，談到高興處農戶不禁笑了起來。 

圖 9-4 農戶笑說簽訂契約該不會是要

把他給賣了吧。 

  

圖 9-5 借用農戶家煮中餐，趁著用餐時

了解今年種植的情況。 

圖 9-6 農戶高興的說這是昨天剛種植

的玉女小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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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7 在農戶的工寮中，了解使用的資

材品項。 

圖 9-8 農戶的茶園將在一週之後準備

採收囉。 

 

3. 通路商交流 

時間：民國 104 年 5 月 29 日 上午 10：00～16：00 

地點：沙里仙農戶田區 

通路商：福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專員 陳順益先生、王定國先生 

對象：東埔村有意轉作的居民 5 名 

說明：為保農戶產出後，有穩定的通路，堅固轉作的信心。邀請福業公司

與農戶相互認識。 

活動紀錄如下： 

福業公司表示此次是場勘，要成為里仁合格的供應商，仍需後續核對、評

估、討論。才會簽約、約定種植作物、排程…等。因山上接連下了 10 天雨，

農戶的牛番茄看似得病。研判是青枯病，先以氫氧化鉀+亞磷酸灌根。主要感

染源是土壤中的壞菌，以枯草桿菌增加土壤益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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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 福業公司與東埔一鄰合作農戶

互動 

圖 10-2 簽訂合約前，在農戶田區了解

今年種植的狀況 

  

圖 10-3 番茄植株得了青枯病的病徵，

會從葉子開始委凋。 

圖 10-4 整片的高麗菜田苦無買主，農

戶正在煩惱中。 

  

圖 10-5 福業公司了解農戶的背景，務

農年資、種植有機的原因。 

圖 10-6 福業公司與農戶報告要成為合

格供應商需要的條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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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7 東埔村位處高山，五月底高麗

菜仍有辦法結球。 

圖 10-8 福業公司前往東埔農戶的工

寮，了解今年是否合作。 

 

4. 邀約參與茶葉通路商交流暨座談 

時間：民國 104 年 8 月 2 日 18：00～21：00 

民國 104 年 8 月 3 日 08：00～14：00 

地點：有機農戶的住家、沙里仙田區 

對象：東埔村有機農戶 3 位、東埔茶農 6 位。 

說明：為 8 月 6 日淨源茶廠與基金會執行長來東埔與茶農交流，當面邀約

茶農參與。並了解農戶耕作心得，是否有農戶有意願轉作。 

活動紀錄如下： 

合作的有機農戶家中誕生新生兒，藉此機會到農戶家中促膝長談，也了解

今年種植的狀況、東埔村有無農戶想要轉作。 

今年幾戶農戶是第四年轉作，原先不熟悉有機耕作技術，植株生長的狀況

沒有很好。現今幾位農戶摸索出適地、適種的耕種方式。其中一戶在溫室中創

造生態系，拉開側邊的網子讓動物、昆蟲能自由地進出，讓天敵抑制害蟲的密

度。有的在溫室內一年種植兩期的牛番茄，利用沸水清園避免連作障礙，以實

生苗生長快速的特性，避開病蟲害好發期。 

此外聊到部落居民是否有願意轉作，農戶表示部落內多在觀望。因早先許

多的團隊進到部落內輔導作有機，但他們教給居民的方法，不是很確實，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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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參與的農戶都慘賠。現在聽到有機，擔心會像以往一樣慘賠。且目前慣行

的通路穩定，因東埔位於山區，在夏季能種出平地無法栽種的作物，例如：青

椒、牛番茄、包菜類…等，許多果菜市場、通路商都會派車上來收。這也是東

埔居民遲遲不願轉作的原因之一。 

隔日則是到茶農的家中、田區去當面邀約說明，「因基金會的執行長跟淨

源茶廠的廠長，在台北坪林推動淨源茶計畫，技術、人力、輔導能量漸趨成熟。」

這是很難得的機會，希望能有更多的茶農參與。 

  

圖 11-1 與農戶一同烤火、聊近況。 圖 11-2 彩椒是高難度的作物，現在有機

農戶也嘗試種植。 

  

圖 11-3 有機牛番茄鮮紅欲滴，有著主人

滿是愛心的栽種。 

圖 11-4 拜訪完茶農後，部落小孩熱情的

與我們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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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茶葉通路商交流暨座談 

時間：民國 104 年 8 月 6 日 19：00～21：30 

   民國 104 年 8 月 7 日 08：00～12：00 

地點：東埔一鄰村辦公室、東埔茶農的田區 

講師：基金會 蘇慕容執行長、淨源茶廠 呂美瑩廠長、製茶師 2 位 

對象：東埔村暨週邊部落茶農 7 位。 

說明：了解現有茶葉發展推動趨勢、未來走向的資訊而辦理座談會。 

活動流程： 

8 月 6 號 

時間 項目 備註 

19：00～19：30 農戶報到  

19：30～19：50 前言、歡喜介紹 品茶場地處裡 

19：50～20：50 茶葉交流、品嚐分享 品茶器具準備 

20：50～21：30 問題交流  

8 月 7 號 

08：00～10：20 茶農田區 往塔塔加的路旁 

10：20～12：00 茶農田區 桐林社區 

活動紀錄： 

東埔村除一般蔬果類的作物外，就屬茶葉為最大宗。往年在推動茶葉轉作上

遇到的困難是，製作茶葉屬農產品加工，需有驗證合格的製茶廠。但茶廠設備要

價不菲，因此多會提供其他茶農製茶，收取費用。擔心製作有機茶，有交叉污染

的疑慮，遲遲無法推動茶葉的轉型。多方尋覓後，今年在桐林社區找到合適的茶

廠，重啟茶葉的產業轉型。 

此次邀請淨源茶的製茶廠廠長、基金會執行長，與東埔的茶農作交流。淨源

茶廠的呂廠長是女生又很年輕，但已是專業的製茶師傅！目前淨源茶的茶廠管理、

製茶過程都是交由呂廠長全權負責。 



 42 

現場還邀請茶農自備茶葉與淨源茶廠作交流，採專業品茶的方式，以定量、

定溫、定時的方式泡茶。不僅對彼此的茶葉給予建議，茶農最有興趣的是淨源茶

的製作方法、自身製茶技術的改善。隔日是到目前東埔村，針對申請有機驗證、

綠保標章的茶農田區作了解。了解未來怎樣協助東埔地區的茶農。 

  

圖 12-1 基金會 蘇執行長開場時介紹淨

源茶廠廠長的專業背景。 

圖 12-2 淨源茶廠的呂廠長與基金會蘇

執行長。 

  

圖 12-3 專業的品茶方式，可以見到茶葉

揉捻過程及相同條件下茶的表現。 

圖 12-4 玉管處陳小姐與東埔茶農，專心

地聽著介紹。 

  

圖 12-5 排隊等候品茗。 圖 12-6 申請綠色保育標章的茶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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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7 茶農表示目前單靠茶葉，無法維

持家計，還要種植其他的作物。 

圖 12-8 呂廠長對茶農的茶園管理給予

建議。 

 

第二節 提升有機農耕技術 

一、 蔬果栽培管理 

1. 有機蔬果栽培管理 

時間：民國 104 年 3 月 25 日 10：00～12：00 

地點：台南市下營區 

講師：農泰種子有限公司負責人 鄭興陸先生 

對象：東埔村有意轉作的居民 13 名 

說明：東埔農戶大多種植牛番茄，希望農戶有更多的品項。藉由講師分享

有機栽培管理的過程，建立有機耕作的概念、操作技巧。 

活動紀錄如下： 

鄭興陸老師現任農泰種子公司負責人，早先任職於亞蔬中心，對於品種改

良有濃厚的興趣，從事有機耕作多年。老師從食安問題切入，感嘆現在社會上

好東西越來越少，有機耕作既不傷害環境，又讓消費者、自己的健康有保障。 

老師表示病蟲害的防治，重點在發病前的預防，若病蟲害蔓延開是無法可

救，從品種的選擇就要注意。要適地適種，避開不利作物生長的因素，才能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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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植株的健康。鄭老師分享自己在有機耕作上施用的資材與倍數： 

1 早疫病、晚疫病：亞磷酸+氫氧化鉀稀釋 800~1000 倍。 

2 潛葉蠅、介殼蟲、白粉病、紅蜘蛛：窄域油 300 倍+矽藻土 200 倍。 

3 白粉病、灰黴病、葉斑病：以木黴菌防治。 

4 銀葉粉蝨：窄域油 300 倍＋矽藻土混合展著劑 200 倍＋無患子 100

倍。 

  

圖 13-1 講師將自己經營有機農場的經

驗，化作講義與東埔的農戶們分享。 

圖 13-2 鄭老師深怕農戶不知道栽種的

秘訣，還熱情的邀約農戶打電話給他。 

  

圖 13-3 上課程過中農戶仔細聆聽著講

師的經驗分享，也會適時的提問。 

圖 13-4 講師帶著農戶到他種植用來採

種的田區，與農戶分享他種植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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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5 講師手上握的是他改良的品

種，介於牛番茄及黑柿之間。 

圖 13-6 結合授課及實地觀察，農戶們都

帶著收穫的笑容。 

 

2. 有機蔬果栽培管理課程暨現地指導 

時間：民國 104 年 5 月 11 日 10：00～12：00 

地點：東光教會、沙里仙農戶田區 

講師：麻吉有機農場 負責人 陳義盛先生 

對象：東埔村有意轉作的居民 7 名 

說明：有機耕作技術需要時間、經驗的累積。有經驗的人指導，將減少摸

索時間。邀請「麻吉有機農場」的陳先生，從事有機耕作非常多年，有豐

富的耕作經驗。 

活動紀錄如下： 

課程透由理論、實務並行，分為室內授課、現地指導。講師利用市場的月

平均收購價，分享「市場收購價，就是耕作技術的關鍵」。市場收購價低，表

示當時適宜作物生長，耕作技術較低。反之收購價高，表示當時的環境、條件，

不利作物生長，得花費更多的精神、體力、運氣。利用年度排程，避開不利條

件。農戶問題多集中在病蟲害，用什麼資材、倍數。講師也都一一回饋。最後

講師也跟大家分享一個概念，在有機耕作上，其實重要的是要與動物、昆蟲、

整個環境共存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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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 在簽到的同時也將這次的上課

講義發放給農戶。 

圖 14-2 講師利用白板與農戶分享，如

何利用排程錯開病蟲害好發期。 

  

圖 14-3 農戶聚精會神聽著講師的分

享。 

圖 14-4 講師到農戶露天的田區了解種

植現況，予以種植經驗交流。 

  

圖 14-5 農戶因連日大雨田區積水，田區

中有很嚴重的蟲害-黃條葉蚤。 

圖 14-6 除露天田區外，也在到溫室中

作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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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機田園交流 

時間：民國 104 年 3 月 25 日 下午 14：00～16：00 

地點：台南市柳營區大媽有機工坊 

有機農戶：大媽有機工坊 負責人 劉淑芬女士 

對象：東埔村有意轉作的居民 13 名 

說明：安排參訪有機農場，予以東埔農戶見有機耕作是可行的，且全台各

地很多人都在從事有機耕作。 

活動紀錄如下： 

大媽劉淑芬，看似平凡的農家婦女，堅持作有機 10 餘年。起初種植皮薄

的小番茄品種，運送過程中裂果甚多，嚴重慘賠。現在她每年僅收穫一次的番

茄，為的是讓土地休息，「唯有好的土壤，才能夠產出健康的產品。」 

 大媽笑著說：「田裡的小鳥，也跟著我們一起上下班。」才剛說完，田區就

飛出一整群的小鳥，密密麻麻的數也數不清。大媽見此，一反「農戶認為小鳥

是禍害」的看法，她說：「小鳥們也要生活，我們提供食物，他們竟然懂得念

恩，來田區幫忙吃蟲!」每年度冬時，大媽都會種植一些分享給小鳥的作物，

深怕他們的挨餓。這樣的友善動物的心，從她的言行舉止之間都展露無遺。 

  

圖 15-1 剛到大媽有機工坊，便感受到

大媽的熱情。 

圖 15-2 大媽手舞足蹈的跟農戶們分享

著她栽種有機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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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3 在場的每個人都能夠感受到大

媽對於有機的那一份熱情。 

圖 15-4 大媽的分享感動著在場每一位

參與的農戶。 

  

圖 15-5 大媽彎下身跟大家分享她自己

如何幫植株施肥的秘訣。 

圖 15-6 有別於東埔農戶的栽種方式，大

家好奇的左顧右盼。 

 

二、 茶葉技術改善 

1. 製茶技術改善教學暨現地指導 

時間：民國 104 年 4 月 29 日 8：00～16：00 

地點：桐林社區製茶廠、農戶茶園、沙里仙農戶工寮 

講師：坪林淨源茶場合作製茶師 何煙雄先生 

對象：東埔村有意轉作的居民 8 名 

說明：製茶技術的好壞，直接影響銷售。引進外來的專業製茶師傅，導

入不同的製茶觀念、彼此激盪，以提升製茶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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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錄如下： 

 何煙雄先生與淨源茶廠合作多年，有豐富的經驗。今年適逢氣候異常，全台

大旱，甚至影響東埔的茶農。茶農苦於無水可用，茶樹有嚴重的紅蜘蛛危害。

好在採茶前稍有飄雨，舒緩紅蜘蛛的危害。茶農的田區目前生長情況良好，在

去年上過修剪枝的課程後，農戶對於茶樹的修剪有一定的認識。 

 製茶場地的主人，本身對友善的耕作方式嘗試多年。樂見更多人，友善、永

續的對待土地。 

 

  

圖 16-1 了解農戶今年申請綠保的進度。 圖 16-2 因雨水少，紅蜘蛛的危害嚴重。 

  

圖 16-3 製茶師親自指導室外委凋。 圖 16-4 此茶廠的設備較為老舊，需要

用親手醒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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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5 關懷農戶最近田區的狀況。 圖 16-6 茶廠的老闆娘也知道綠色保育

標章。 

  

圖 16-7 利用製茶的空檔期間，至沙里

仙田區發放補助資材。 

圖 16-8 前往有意申請有機驗證的農戶

田區作勘查、了解。 

 

第三節 穩定轉作信心 

三、 多引進消費者活動參訪 

1. 原鄉部落-採桃樂 

時間：民國 104 年 5 月 14 日 10：00～13：30 

地點：沙里仙農戶田區 

對象：認同友善耕作的消費者 10 名 

說明：藉由消費者的進入，拉近產消之間的距離。不僅讓消費者體會到農

戶的辛勞，也透由消費者的回饋，增進農戶轉作有機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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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流程： 

10:15－10:40 沙里仙段甜桃園農場介紹與採收注意事項說明 

10:40－11:40 採桃 

11:40－12:00 打包/秤重/採買 

12:00－13:20 午餐&交流 

活動紀錄 

往年，甜桃的產季都會撞上梅雨季，導致甜份不足，苦無銷售管道。今年

因為氣候異常，梅雨季節錯開甜桃的產出時間，甜桃大量產出。於是帶著消費

者上山採桃，一方面去化盛產的甜桃，一方面減輕農戶辛勞。 

 在簡單的介紹農場主人後，就解散到甜桃區，才短短地時間就採下200多斤，

甜桃也全數買回家。農戶見此大為驚訝、歡喜，分享珍藏家中的酵素。原先的

甜桃都小小顆的，後來基金會帶他們學習修剪枝，才知道要透由定期的修剪，

甜桃才會大顆。第一年開始要剪枝時，不敢剪太多，怕長輩心疼甜桃樹被修剪。

這一顆顆甜桃的背後，有著農戶對長輩的一份孝心呢！ 

其中一位消費者說道：「這是我生平頭一次採桃子。但是今天採的量太少

了，有機農戶很辛苦，我們應該把它全部採光光再回家。」這句話溫暖著農戶

的心，農戶表示原來他們的辛苦是有人看見的。 

  

圖 17-1 碩大的甜桃，配上小瓢蟲，充

滿生機。 

圖 17-2 親手摘下甜美的果實，每個人

都充滿著幸福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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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3 採摘後，仔細的鋪上泡棉將甜桃

分隔開來。 

圖 17-4 豐收喜悅的果實。 

2. 東埔國小-一日有機農夫體驗場勘 

時間：民國 104 年 6 月 9 日 10：00～16：00 

地點： 沙里仙田區 

對象：東埔村有機農戶 3 名 

說明：與東埔國小合作辦理的校園蔬食--一日有機農夫體驗活動，前往勘查

場地，與農戶討論活動進行的方式、流程。 

活動紀錄如下： 

農戶在談到小朋友要到他們的田區，作有機農場體驗時，農戶是暨擔心又高

興。擔心的是頭一次面對這麼多的小朋友到田區，不知道要跟他們說什麼；高興

的是，有機這條路上他們已摸索多年，若這群小孩能夠傳承，辛苦就有價值。 

在互動過程中，觀察到原本農戶擔心的那種心情，漸漸的消失不見，取而代

之的是一種期待的喜悅。農戶還主動的提出，可以分享雜草對田區的好處、田區

的害蟲也是環境中的一份子、體驗採摘番茄、田間尋寶（小昆蟲）、設計學習單

繪出昆蟲的樣子….等。提出了各式各樣的體驗與分享，看到農戶們眉飛色舞的

表情，我們也跟著高興起來，舉辦這樣的活動無形之中也鼓勵農戶轉作有機的信

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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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1 滿滿的高麗菜田中藏著農戶栽

種的秘訣，補植忌避植物-蔥。 

圖 18-2 確認活動當日師生要坐著寫學

習單的位置。 

  

圖 18-3 場勘農戶的工寮，估算可容納

多少位師生。 

圖 18-4 場勘期間剛好遇到農戶採收，

也協助農戶用選果機分裝。 

 

3. 東埔國小-一日有機農夫體驗 

時間：民國 104 年 6 月 25 日 8：00～12：20 

地點：沙里仙農戶工寮、有機田區 

消費者：東埔國小師生 68 位 

說明：基金會的創辦人 
上日下常老和尚曾說過：「教育是人類升沉的樞紐。」

若要改變部落的未來，要從小開始教育。讓孩子們更認識自己生活的土地，

了解有機是生機。 

活動紀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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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流程： 

時間 活動 地點 

08:00~09:15 

09:30~09:50 

師生從學校出發               

師生分批前往田區 

學校→伍守廣工寮 

伍守廣工寮→3 個有機田區 

09:50~10:00 農戶介紹田區  

10:00~10:30 有機田區體驗 司聖慰、鄭秀蓮、金阿麗田區 

10:40~11:00 休息、寫學習單 遮蔭處 

11:00~11:20 從田區前往用餐點 田區→伍守廣工寮 

11:20~11:40 

11:40~12:20 

有獎徵答 

用餐                  

伍守廣工寮 

12:20~ 家長帶學生回家  

活動紀錄： 

近 2 個月的籌備時間，為了讓孩子認識這塊生活的土地，特別策劃了這次的

田區體驗活動。一大早，孩子們協同老師從學校出發，一路步行至沙里仙的有機

田區，採收高麗菜、番茄、尋找田區內的生物，享受有機田區豐富的生態及安心

的環境。承接長輩的祝福，吃著部落媽媽用愛心烹煮的午餐，更喜歡自己生活的

這片土地。 

活動剪影： 

全校的師生步行近 7.5 公里、兩個小時的山路前往目的地。 

  

圖 19-1 全校師生足足走了將近 2小時。 圖 19-2 同學的臉蛋都被曬得紅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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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年級同學抵達的是農戶司聖慰的田區。他與東埔國小同學分享著：「田

區裡面所謂的害蟲，其實也是大自然的一份子，我們要學著與他們共存。種植有

機讓田區裡，有著許許多小動物與昆蟲呢。」說完後，便邀請同學化身為小小獵

人！在田區內，找尋小動物的足跡。 

 

  

圖 19-3 儘管溫室內非常的熱，同學們

還是很安住的聽農戶叔叔分享 。 

圖 19-4 校長全程參與有機農夫體驗，

親切的與大家合照。 

 

一、二年級小朋友抵達的農戶金阿麗的田區，與小朋友分享「種植有機，是

為了健康。」原先是自己不想要吃對身體有害的東西，漸升起「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小朋友體驗採摘高麗菜，小小的手抱著大大的高麗菜，捧著阿麗阿姨的

愛心。 

  

圖 19-5 農戶與小朋友們分享自己為什

麼會想堅持種植有機。 

圖 19-6 有機農夫體驗，採摘高麗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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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年級抵達的是農戶-鄭秀蓮的田區。農戶與小朋友分享，當初作慣行

農法時，一年都會兩到三次中毒。當時很擔心，那天她倒下了，小孩該由誰來照

顧，於是改作有機。她跟小朋友分享：「在辛苦勞動後，來一顆有機番茄，是她

活力的來源喔！」結果小朋友爭著要吃番茄，還有人一口氣吃了七、八顆呢！ 

  

圖 19-9 平安有機農場的女主人，手握

著是用滿滿的愛心澆灌出來的牛番茄。 

圖 19-10 小朋友滿足地品嚐著秀蓮阿

姨的愛心。 

  

圖 19-11 小朋友親手採下的是那豐收

的喜悅。 

圖 19-12 如同秀蓮阿姨教的勞動過

後，就是要來顆有機的牛番茄。 

 

從有機田區回到工寮後，以有獎徵答，回顧一整天的學習。見到精心準備的

禮物，小朋友們都奮力地舉手搶答，「選我！選我！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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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19 用餐前的有獎徵答活動。 圖 19-14 小朋友熱情的回應主持人。 

 

用餐前邀請，部落耆老帶領大眾禱告。全校師生享用的是農戶準備的蔬食大餐。 

  

圖 19-15 農戶親手做的豐盛中餐。 圖 19-16 部落耆老帶師生齊聲禱告。 

  

圖 19-17 這一餐可是道道地地的蔬食

大餐，但小朋友還是很高興把飯菜都吃

光光呢。 

圖 19-18 儘管到活動最後，老師始終陪

伴在學生的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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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戶回饋： 

(1) 頭一次有這麼多的小朋友來到自己的田區，因自己又不是什麼偉大的人，

要跟他們分享種植有機的過程，有點不好意思。見到能夠在小時候接觸

到有機，感到到部落未來的希望。堅持種有機，無非希望自己身體健康、

也希望消費者健康，更希望部落的人、環境恢復健康。小朋友未來可能

是農夫，他們會知道除了慣行，能有不一樣的選擇。 

(2) 有位小朋友跟我說：「阿姨，為什麼妳的番茄看起來沒我爸爸種的漂亮，

但是好甜好好吃。我爸爸種得番茄，看起來很漂亮，可是都不好吃。」

這位小朋友家裡種的是慣行的牛番茄，原本對牛番茄已不太感興趣。沒

想到在有機農場體驗時，卻一口氣吃了八九顆。小朋友這樣的舉動，讓

農戶心中更確立要走有機的這顆心。透由參訪農場，消費者予以的回饋，

無疑是對農戶最大的鼓勵。 

 

四、 開發消費者旅遊活動 

1. 玉山星空音樂會探勘 

時間：民國 104 年 3 月 21 日 16：00～21：00 

地點：羅娜部落 

對象：東埔村農戶 2 名 

說明：玉山星空音樂會，是信義鄉一大盛事。與基金會接觸農戶的孩子，

有些亦是原聲合唱團的一員。除關懷農戶，也為將來旅遊的路線作規劃。 

活動紀錄如下： 

基金會進入到東埔的第一年起，就聽過玉山星空音樂會的盛況，但苦無機

會親臨現場，趁農戶邀約親臨盛事。與農戶談及今年栽種的番茄情況，講到番

茄已在二月中下苗，一批預計三月底下苗。皆是購買實生苗，希望在番茄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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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七八層花的時候就收掉，繼續種下一期，嘗試用此方式達到一年能有兩期的

收穫。建議農戶要特別注意連作障礙的問題，兩期都種植相同的作物，假設清

園沒有徹底，病蟲害的殘留很容易造成下一期的產量銳減。 

玉山星空音樂會現場之盛大，令我們這些參與的人都嘆為觀止，一時之間

小鎮內湧入上千人。舞台上不僅有原聲合唱團的小朋友演唱，更邀請了國內外

知名的音樂人一同參與。 

  

圖 20-1 會場中滿是在地的布農族居

民、原聲合唱團的家長、全台的樂迷。 

圖 20-2 合作農戶的小孩是原聲合唱團

成員，應邀設攤。 

 

2. 生態旅遊探勘 

時間：民國 104 年 5 月 20 日 10：00～16：00 

地點：東埔一鄰、沙里仙田區 

合作公司：豐樂社會企業 5 名 

對象：東埔村有機農戶 2 名 

說明：生態旅遊是現在的趨勢，住在都市的人嚮往回到山林，尋覓喧囂中

的一抹沈靜；山間的人們期盼透由旅人，把自己文化的驕傲、理想發揚。

亦能帶動地方的產業，激盪在地人的思維模式。 

活動紀錄如下： 

豐樂社會企業，是一群想要為社會付出的年輕人所組成。用一般性地消費行

為，在社會上建立穩定且長久的消費型態。此理念，與基金會想給東埔一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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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經濟與保育的「永續發展」的不謀而合。 

當日流程： 

10：00～10：20 東埔一鄰「獵寮民宿」主人、介紹環境 

10：20～11：20 健走環村步道 

11：20～12：30 用餐 

12：30～14：00 沙里仙有機農場參觀 

14：00～15：00 泡湯、住宿區參觀詢問 

15：00～16：00 部落巡禮 

 

 

  

圖 21-1 農戶親自帶我們走環村步道。 圖 21-2 靜靜的凝望部落，也是種幸福。 

  

圖 21-3 行走過程中，農戶與我們分享

著如何去觀察獸跡。 

圖 21-4 走完步道後，回到農戶的民宿

了解整個東埔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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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走出部落與消費者交流 

1. 靜宜大學市集擺攤 

時間：民國 104 年 5 月 22 日 09：00～12：00 

地點： 靜宜大學國際會議廳 

對象：東埔村有意轉作的居民 5 名 

說明：關懷的東埔農戶受邀至靜宜大學參加農夫市集，前往予以協助。 

活動紀錄如下： 

農戶受邀前往靜宜大學擺攤，攤位名稱是「伯利恆農莊」。 

擺攤過程中與農戶談到，不施用農藥、化肥到現在田裡面的小動物都回來

了，在田間還可以找到野兔的蹤跡、周圍還有山羌會出現。言談之中，可以見

到農戶的神情充滿著驕傲、滿足。 

不僅如此農戶還被消費者嚇到，沒想到不施用農藥、化肥的蔬果在市場上

竟然會這麼搶手。才剛到會場，車門一打開立刻就有人聞風而來，買走 30 顆

的高麗菜。消費者此舉也鼓勵到農戶，讓他們對於轉為有機耕作更有信心。 

 

  

圖 22-1 農戶準備許多品項，有親手加

工醃梅子、剛採收的葉菜類。 

圖 22-2 上午才採收的高麗菜是攤位上

的熱銷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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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 熱情的消費者，買完之後再來

買一次，還邀請我們一同合照。 

圖 22-4 消費者預定大量的菜，仔細的

將每一包都分裝好。 

 

2. 綠色足跡-友善市集 

時間：民國 104 年 9 月 12 日 10：00-16:00 

地點：台中市道禾六藝文化館 

對象：東埔村有機農 1 戶 5 名人員、消費者約 800 位。 

說明：市集主要將綠保標章推廣給消費者，藉此拓展東埔農戶的眼界。 

活動紀錄： 

基金會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共同推動的「綠色保育標章」即將邁入第 6

年。透過 121 位農民的努力，已保育台灣 30 種珍貴動物。去年底，基金會與

國立臺灣博物館共同合作，舉辦全台首次以訴求農業生產與野生動物共存共榮

的「田裡有腳印市集」，推廣綠保農戶的產品。市集自推出以來，廣受大眾青

睞，並給予小農有力的支持，帶動更多的農戶加入綠色保育行列。 

為將綠色保育的友善力量推廣至中台灣，基金會於台中道禾六藝文化館舉

辦「Green Care 綠色足跡」農夫市集，吸引 800 多位民眾前來參與。市集共有 

13 戶綠保農戶參與，保育的種類有台灣白魚、石虎、穿山甲、彩鷸、黑翅鳶、

藍腹鷴、田鱉、紫斑蝶等八種珍稀動物，展售茶葉、薑、咖啡、香蕉、白米、

檸檬、小黃瓜、牛番茄…等產品。7 家社會企業及公益基金會共襄盛舉，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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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歡度一場知性與趣味的綠色饗宴。 

基金會邀約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保育石虎大使─阿虎」前來站台，

宣導綠色保育概念，以輕鬆活潑的戲劇演出方式，讓大小朋友清楚了解石虎與農

耕之間的關係。呼籲消費者支持綠保小農，鼓勵更多農戶加入友善耕作，提供野

生動物一個安全的家。現場民眾表示，與綠保小農互動後，看見農人的努力及付

出，願意以「購買」來支持綠保產品。當天，農特產品幾乎賣光，讓小農直呼「揪

甘心」！ 

基金會多年推廣的綠色保育，幫助農戶以無農藥化肥，秉持與大自然和諧共

存之原則耕作。這些「綠保農田」不僅生意盎然，許多保育類動物也活躍其中。

基金會期望幫助農戶永續經營，達到經濟與生態雙贏的局面。 

此次邀請東埔有機農戶-伍金華，以往沒有親自擺過農夫市集，這次是他的

第一次，感覺到相當新鮮有趣。擺攤過程中，東埔農戶也與鄰近攤位相互交流耕

作經驗，雖種植品項不同，但想要恢復大地元氣的理念，卻是一致。東埔農戶曾

說，在山上耕作時是孤單的，有時見自己辛苦種植出來的作物，得不到相對等的

回饋時，內心會感到沮喪。 

此次他非常的感恩，在市集內，看到很多有理念的農戶，原來不是只有他一

個人在作。而消費者以購買，直接支持農戶。買賣的過程中，消費者趁此也跟農

戶加油、鼓勵，讓他倍感溫馨。參加完市集之後，讓他又充滿電力繼續有機的這

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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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當天安排許多精彩節目，吸引消

費者留步。 

圖 23-2 頒發證書給通過綠保標章的農

戶。 

  

圖 23-3 結合特生中心-阿虎出任務，宣

導保育的理念。 

圖 23-4 邀消費者打卡送禮品，為活動宣

傳。 

  

圖 23-5 農戶為消費者介紹產品。 圖 23-6 農戶為消費者介紹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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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7 匯集許多友善環境理念的攤位。 圖 23-8 東埔農戶伍金華也前來擺攤。 

 

3. 中秋饗宴‧樂飄揚-友善市集 

時間：民國 104 年 9 月 19 日 13：30-17：30 

地點：台中市北區育德里綠園道 

對象：東埔一鄰有機農 1 戶（2 名）、消費者約 2000 位。 

說明：中秋饗宴‧樂飄揚。以感恩互助為基礎，帶動在地居民關心健康、

關愛大地、關懷生命！ 

活動紀錄： 

13：30 - 17：30 【友善市集、關心健康、關心大地】，與農夫面對面、市集免

費試吃、種樹護地球送小樹苗、免費蔬食手作 剥柚子大賽。 

18：30 - 21：00 【月樂飄揚，看見不一樣的月光】，邀請法國國立第戎音樂學

院指揮金牌 王子承教授與向日葵樂團、台中讚頌合唱團、及許多當地愛樂團體，

讓我們一起看見不一樣的月光！ 

此次活動獲得育德里里長大力支持，來了近 2000 名的消費者，對農戶來

說是莫大的鼓舞。有機農戶-司聖慰，是生平第一次擺攤。為了要給消費者最

新鮮的牛番茄，特地在凌晨四點就到田區採番茄。還來不及理貨，就與太太來

台中擺攤。以往農戶都是在電話、網路中與消費者互動，這次是與消費者面對

面，是極為新鮮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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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後農戶的太太在 FB 留言，傳遞對此次的感動。 

9 月 19 日(星期六)： 

透過慈心我們很榮幸，參加了『看見不一樣的月光』農夫市集活動，小心

的問『可以帶吉他嗎?』的傻問題後，就出發前去會場。準備的【獵寮紅心番

茄】，全是 avali 當天清晨四點上山採收的鮮採蕃茄，攤位現場佈置好就開始喊

聲叫賣。 

賣的是感情和真相，所以陸陸續續有人來熱情的贊助，連好朋友都遠從北

部幫我們站台，讓我們覺得台中很熱，心中更暖。原來在山下，有很多獵寮紅

心番茄的愛好者，更多是給鼓勵、給信心，提拔辛苦栽種有機農夫的樂善者。

langui 的吉他還來不及上場，avali 140 公斤的紅心番茄就這樣一掃而空。很歡

喜很感恩的市集活動也就這樣一起結束。 

內心很謝謝慈心團隊的協助、謝謝好友們相挺，希望我們都可以在山上共聚，

一起欣賞明月的可愛和美麗。獵寮紅心番茄，祝福你們有個豐收又健康愉快的中

秋節。那也絕對是個和別人不一樣的月光 

  

圖 24-1 第一次擺攤，可一點也不生澀 圖 24-2 農戶夫妻檔一同來擺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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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3 為消費者介紹種牛番茄的用心。 圖 24-4 農戶接受現場採訪。 

  

圖 24-5 附近的里民都一同來參與。 圖 24-6 熱情的迎上消費者介紹理念。 

 

4. 彰南里仁-農夫市集 

時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29 日 10：30-14：30 

地點：南投市彰南里仁店 

對象：東埔一鄰有機農 1 戶 4 名人員、消費者約 200 位。 

說明：此市集是里仁商店邀基金會推薦東埔的農戶，參與的消費者是認同

有機、友善大地…等理念，對農戶建立轉作信心是很好得機會。 

活動紀錄： 

農戶當天帶的產品很快就賣完了，農戶小孩說很喜歡參加市集，因很有成

就感，感覺自己東西很受歡迎。活動中，農戶受邀分享轉作有機的心路歷程，

轉作遇到困難、受到眾人的協助突破，感受到很多的愛。分享後受到消費者熱

烈鼓掌，感受到滿滿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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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戶帶的產品中，有未脫殼的紅豆，受到消費者青睞。許多消費者都吃過

紅豆，但不知道紅豆是要剝殼的。農戶藉此分享紅豆種植的過程，從日曬、脫

殼、撿豆…近 6 道工序，耗時 1 個禮拜，過程都需純手工。消費者驚嘆，每粒

紅豆都是那麼珍貴。 

 

  

圖 25-1 農戶分享轉作有機歷程。 圖 25-2 消費者很喜歡農戶的商品。 

  

圖 25-3 消費者用購買支持有機農戶。 圖 25-4 農戶為此市集特地買電子磅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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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部落深耕關懷 

一、 深耕部落醫療健檢 

1. 愛在東埔-青少年衛教課程 

時間：民國 104 年 3 月 14 日 19：00 ～ 20：30 

地點：東光教會 

講師：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急診醫學部部長 張進富醫師 

對象：部落青少年 20 人 

說明：部落的飲食習慣，多偏向高油、高糖、高鹽、多肉的趨勢，對於正

在發育期的青少年，會有不良的影響。於是導入健康的飲食概念，為未來

樹立良好的基礎。 

活動紀錄如下： 

早在活動前基金會便與醫療義診團，開過數次會議，為的是希望講說能更

貼近年輕人的心。因此針對此次的衛教課程設計出，許多有趣、更符合年輕人

的面向，不僅有單純的授課，也提供健康的食品試吃，直接感受到天然、健康

的食品，一樣的美味。授課的過程中提及氣泡飲料—可樂，竟然被拿來清洗生

鏽的金屬，清洗過後亮麗如新，大家看到這一幕時都驚呼連連。被拿來清洗生

鏽的氣泡飲料，令人不敢想像長期喝下肚的後果。 

而美味的泡麵背後更是有著驚人的秘密，一包泡麵當中不僅擁有上百種的

化學添加物，其中竟有禁止使用在食品上的添加物。最讓人吃驚的是摻有添加

物的麵條，在胃裡面近 48 小時都沒有被消化掉。這一幕震驚著在場的每位。 

喝酒過量對健康會造成影響，更會有著無法恢復的傷害。談到喝酒這話題

時，見到會場中交頭接耳的討論，互相拍打肩膀，彷彿提醒對方說：你喝太多

了！這個你要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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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食品的品嘗試吃，好多人有疑問：「沒有添加物的食品，怎麼這麼好

吃？」現煮的麻油當歸細麵，廣受大家好評。席間歡笑聲絡繹不絕。最後部落

的青少年們協助復原，帶著彼此的祝福踏上回程。 

  

圖 26-1 張醫師事前做了很多的功課，

為的是能貼近年輕人的心。 

圖 26-2 衛教課程利用教會青少年團契

的時間，聚集非常多部落的年輕人。 

  

圖 26-3 可樂竟然可以把生鏽的部份去

掉，大家驚呼連連。 

圖 26-4 張醫師親切的蹲下，傾聽青少

年團契老師們分享。 

  

圖 26-5 這次試吃的熱騰騰麻油當歸細

麵，非常受到好評！ 

圖 26-6 課程過後，與鄰長確認六月份

健康檢查的流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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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愛在東埔-衛教課程 

時間：民國 104 年 5 月 17 日 上午 11：00～11：30 

地點：東光教會 

講師：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急診醫學部部長 張進富醫師 

對象：東埔一鄰居民 71 名 

說明：去年義診後，觀察東埔一鄰居民的健康，因長期多食用肉類，且不

常作健康檢查，普遍都有三高問題。希望喚起東埔一鄰居民對自身健康的

重視，進而關心起大環境健康與自身的關係。 

活動紀錄如下： 

應東光教會的牧師邀約，特別安排在週日教會禮拜的時段，讓更多居民可

以參與。此次的衛教課程內容與對青少年的衛教課程一致，內容包含食品添加

物對身體的影響。當居民見到氣泡飲料-可樂，清洗完生鏽金屬製品的竟光亮

如新，表現出驚訝的神情，大嘆不可思議。 

緊接著泡麵的影片更是震撼著在座每一位，一包泡麵中含有上百種的添

加物，且這些麵條，在體內長達 48 小時都不會被消化。對部落的居民來說，

泡麵是隨處可得的東西，有時因農忙常常用泡麵果腹。當見此影片時，現場

紛紛傳來交頭接耳的聲音，觀察到居民們更為專注的聆聽接下來的課程。 

最後與部落居民分享，關於飲酒過量、農藥殘留…等，對身體的危害。藉

由影片中傳遞的飲酒過量會導致身體不可逆的傷害，間接訴說著凡是過則不益。

關於農藥殘留，想喚醒部落居民對自身健康的重視，部落居民多為農夫，農藥、

化肥其實深深地傷害著身為第一線的農夫。 

 課程的最後，基金會也準備了健康的麵食、餅乾與部落的居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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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1 因牧師的邀約，讓我們能利用

教會時間跟居民分享健康議題。 

圖 27-2 張醫師特地犧牲假日休息的時

間來到東埔。 

  

圖 27-3 部落的長老專心的聆聽課程。 圖 27-4 部落居民緊盯著螢幕中「可樂

清洗生鏽物品」的影片。 

  

圖 27-5 居民帶著新生兒一同上教會，

當日有部落小孩領受祝福的儀式。 

圖 27-6 東光教會的伍牧師，是最佳的

傳道者亦是聆聽者。 

 

  



 73 

3. 愛在東埔-健康檢查 

時間：民國 104 年 6 月 28 日 06：00～10：00 

地點：東光教會 

對象：東埔村居民約 100 名 

說明：觀察部落居民普遍身體狀況不好，對醫療體系不熟悉，往往生病後

卻不敢到醫院就診。期盼透由愛在東埔-健康檢查，建立部落居民對自身

健康的了解，也透由後續的回診，持續增進對自身健康的重視。進而擴大

到家人、環境的重視。 

活動流程： 

6/27(六) 

19：30～20：40  場地佈置(教堂 1 樓+餐廳) 

19：30～20：20  鄰長帶領幹部拜訪居民 

20：20～21：20  法律講座共識、習講 

6/28(日) 

04：45   起床(將漢堡退冰.請注意控量勿一次全部退冰) 

05：00～05：45 早餐 

05：50   各組就位(餐飲組：備熱水、豆漿及點心) 

06：00～10：00  義診活動開始 

12：10   參加東埔一鄰的農夫市集 

活動紀錄 

有機不只是農藥零檢出，更是愛護農民的身體健康！ 

輔導東埔村居民轉作有機的這四年，發現居民們對於醫療體系並不了解，

有種莫名的恐懼感，即使身體非常不舒服也不敢去看醫生。 

因此基金會二度邀請醫事人員至東埔村舉辦義診，為居民做基本的健康檢

查，待報告完成後，醫生們會再度上山，一對一針對報告上面的數據作說明，

並為他們安排後續到醫院回診。醫生們親切的笑容、溫柔的專業服務，突破居

民們對醫院的恐懼，願意尋求醫療體系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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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檢查前一日，基金會人員、義診團進駐東光教會。作過活動沙盤推演

後，一部份人員留在教會內佈置場地，部份的人與鄰長的去拜訪部落的居民。

邀請居民來作健康檢查，通知隔日會作抽血檢驗，十點過後就不能吃東西。 

  

圖 28-1 活動前一晚全體人員在東光教

會作沙盤推演。 

圖 28-2 愛在東埔-健康檢查海報，是純

手工製作的有著滿滿的祝福。 

  

圖 28-3 挨家挨戶邀請居民前來檢查。 圖 28-4 每位居民臉上都充滿笑容呢。 

 健康檢查當天，六點一到就有部落的長者前來教會檢查。第一站-掛號：首

先先核對居民們的基本資料，緊接著拿就診單開始進行每一站的檢查。 

  

圖 28-5居民便陸續抵達教會參與健檢。 圖 28-6 與居民核對資料，發放就診單。 



 75 

  

圖 28-7 怕緊張會影響，所以要放鬆心

情量血壓。 

圖 28-8 有機農戶帶著爸媽一同前來作

健康檢查。 

  

圖 28-9 部落的爺孫檔測量身高、體重。 圖 28-10 連小朋友都來作檢查。 

  

圖 28-11 當日活動的盛況。 圖 28-12 部落的長者在抽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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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13 小朋友不害怕抽血，眼睛還緊

盯著針頭看呢。 

圖 28-14 部落的鄰長抽血檢測。 

 除健康檢查外，也對部落的居民分享法律常識。若有不方便當眾詢問的問題，

也有法務人員一對一的諮詢服務。 

  

圖 28-15 邊享用早餐邊聽法務人員的

法律常識分享。 

圖 28-16 私下一對一的法律諮詢服務。 

二、 深入部落了解現況 

1. 拜訪教會牧師及輔導關懷有機農戶 

時間：民國 104 年 7 月 22 日 10：00～16：30 

地點：東光教會、農戶田區 

對象：東光教會牧師、牧師娘；東埔村有意轉作的居民 3 名 

說明：了解東光教會對專案至今的觀感，對未來推動方向的建議。 

活動紀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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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外地的學子多在暑假返鄉，對深負教育重責的教會，是相當忙碌的時段。。

此次的拜會，牧師、牧師娘是特地排開時間與我們見面。 

過程中，牧師、牧師娘分別提及玉管處、基金會對部落的用心，像是醫療

義診、有機農業的推動…等等。牧師提及在教會的努力及醫療義診醫師的勸導

下，飲酒、高油、高鹽分…等的飲食習慣對自身的影響，開始被部落居民所重

視。醫療義診後續與醫院合作，設置專門的窗口，安排就診時間、諮詢，定期

回診。讓部落的居民開始關心起自身的健康問題。 

牧師、牧師娘幾次到部落有機農戶家中關懷，感受到農戶藉由轉作有機，

家庭關係更為緊密，農戶心境上的轉變積極、正向，這也讓牧師、牧師娘感到

非常地高興。牧師還逗趣的說自己也想租一塊田來作呢！後續對於專案的建議，

牧師談及目前的方向很好，教會永遠歡迎我們。 

下午前往有機農戶田區，了解目前種植現況。農戶表示有機耕作必須不斷地

思考、觀察氣候、植株生長狀況，作好田間衛生管理，將病株移出田區。現在漸

漸熟悉有機耕作，今年嘗試利用實生苗生長快速的特性，一年種植兩期，避免因

老化導致植株容易得病。對比去年現階段的牛番茄產量，今年將近多了一倍。這

樣的產量讓農戶對有機耕作，更加有信心了呢！ 

 

2. 農戶關懷 

時間：民國 104 年 10 月 18 日 09：00-18：00 

地點：東埔一鄰、沙里仙農戶田區 

對象：有機農戶 2 位、有意轉型的農戶 1 戶。 

說明：協同玉管處前往東埔部落，了解農戶對協助製作有機農產品文宣商

品的想法。並將製作好的有機輔導成果影片讓農戶看，予以回饋。 

活動紀錄： 

當天是拜訪有機農戶鄭秀蓮、司聖慰，了解農戶對於行銷文案的看法。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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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對玉管處能協助製作文宣商品很感激，以農戶來講，光是要能種植的好，就

要耗費許多的心力。行銷對農戶來說是有很大的困難，電腦操作不熟、不會寫

文章、對經營網路客戶不熟悉。但這是有必要的，因農戶需走出自己的路，才

不會被市場牽制。秀蓮對文宣 DM 也感興趣，因有些客戶是自行打來訂購番

茄，讓秀蓮意識到要經營散課。但眼前光是農務，就有點分身乏術，她想為將

來作準備。 

此次也播放今年東埔專案的影片給農戶看。秀蓮是與父母一同觀看，過程

中有說有笑，尤其是看到邊噴番茄邊掉眼淚那段，慶幸自己當時有堅持作下去。

而聖慰是對部落的未來看到希望，尤其是小朋友在到有機農場參訪時，那開心

的神情感到欣慰。希望這有機種子落在小朋友心中，長成大樹。 

  

圖 29-1 與農戶討論製作文宣 DM 的想

法。 

圖 29-2 邀農戶搶先觀看今年製作的影

片。 

  

圖 29-3 與農戶討論文宣 DM 的想法。 圖 29-4 農戶感激玉管處、基金會的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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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活動發表會 

一、 愛在東埔-感恩餐會場勘 

時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11 日 09：30-24：30 

地點：東埔一鄰、沙里仙農場、桐林社區 

對象：東埔一鄰有機農戶 2 戶、申請綠保農戶 2 位。 

說明：為 11月 19日的愛在東埔感恩餐會作準備，與農戶了解當天流程、

訪談內容、場地勘查，邀約牧師、鄰長、村長參與並派查綠保標章農戶。 

活動紀錄： 

為 11 月 19 日的活動，與農戶互動、場勘活動場地。聖慰，談到當時候會作

有機，是自己想要健康，也想把健康分享給別人，趁著玉管處的專案就一路到現

在。期許自己把別人種植有機的二十年經驗，用這四年經歷完。過程中很認真觀

察作物的生長趨勢，即使作物生病也不急著用資材，他堅信作物就像是人，會有

自己的免疫系統。也嘗試著將溫室側邊的網子打開，讓作物的生長環境更為自然。

因他觀察若是將網子放下，室內會產生它獨特的環境，反而讓作物更難以適應，

進而產生病害。至今，他笑著說漸漸走出一條路，今年番茄很熱切的回應聖慰，

很爭氣地將前幾年的虧損一併賺回來，還多了許多呢。現在，他也看到了部落周

圍的農戶，也有人有意轉作，感到非常高興，希望這現象可以促使部落內的居民

醒覺大環境的改變。 

秀蓮，當時作有機為的是健康，擔心自己農藥中毒後，孩子、父母該怎麼辦。

而且有人願意輔導，為什麼不做？雖然全面轉作的第一年收成不好，她很想放棄，

但在聖慰、基金會的關懷陪伴下，讓她鼓起勇氣對家人說再給她一年試試看。她

笑著說：在哪邊倒下去，就要在那裡站起來！隔年，她花了更多的心力去照顧作

物，嘗試用輪作的方式種植，錯開病蟲害、延長產期，在福業的鼓勵下，嘗試種

植大莢豌豆。此舉也讓她當年的收益，打平以往作慣行的收入。而今年秀蓮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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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耕作更為熟悉，光牛番茄就打平慣行時的收入，而大莢豌豆、紅豆更是幫她

增添了近 20％的收入。談到這，她望向父母笑著說：爸媽，我有賺錢了喔！ 

這兩位農戶漸漸在有機摸索出一條路，讓部落內的居民也漸漸看到希望。秀

蓮總說著，只要他們想做她很樂意跟他們分享。 

  

圖 30-1 採收完的紅豆還需日曬、去殼、

選豆，都是純手工。 

圖 30-2 農戶父母當天還忙著採收紅豆。 

 

二、 愛在東埔-感恩餐會 

時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29 日 下午 17：00 ～ 18：30 

地點： 東埔村辦公室前廣場 

對象：東埔村居民 30 名、玉管處 9 位、基金會 14 位 

說明：專案至今已邁入第四年，在過程中有許多人的協助、有機農戶的

堅持。經過四年的摸索，有機農戶們紛紛摸索出適合農地、作物的生產

模式，從原先擔心產量，到細心的觀察作物找出適宜的解決辦法。透由

此感恩餐會，將這一份走過來的心得與部落分享，邀請部落居民一同守

護這片山林大地。 

活動流程： 

時 間 內  容 

15：00～15：40 場佈、邀約農戶 

15：40～17：00 報到 

17：00～17：10 活動前言、四年總結 



 81 

17：10～17：20 來自玉管處、基金會的關愛 

17：20～17：30 在地食材、手作餐點品嚐 

17：30～17：50 愛在東埔影片欣賞 

17：50～18：10 有機農戶心路分享 

18：10～18：20 歌聲祝福 

18：20～18：25 來自部落牧師的期勉 

18：25～ 復原、賦歸 

一個溫馨的夜晚、一場別開生面的圍爐烤火、一群人為部落未來的坦誠交心。

此次活動前便上到東埔許多趟，採訪有機農戶自身的心得、拜訪牧師、拜訪村長、

場勘村辦公室、聯繫村民，做了許多的準備。 

四年了。從 100 年走進東埔這個聚落，已走了四年。從大家都在觀望有機耕

作可行嗎？漸漸有農戶願意嘗試看看，從初期對有機的不熟悉，漸漸摸索出適合

的操作方式。 

當時聖慰憑著一份想要對消費者負責，自己想要健康也想把健康分享給消費

者。把別人的二十多年有機經驗，在這四年內走完。選擇適地適種，細心觀察作

物的生長，在適當地時機予以協助，讓作物自由的生長。至今從原先的網路行銷，

到現在和六家有機商店合作，貨量供不應求。他期勉部落的大家也能一同朝向有

機耕作，這是未來的趨勢，趁現在盡早卡位。 

秀蓮，起初面對作物有黃葉、蟲害變多，便擔心沒有收成。過程中來自基金

會、農戶的支持，陪伴她度過摸索期。秀蓮常說她感受到很多的愛，來自身邊的

夥伴、玉管處、基金會，以及上帝，眼前的這些豐收都是上帝所賜予的。秀蓮當

天晚上，感性地說：那一天東埔變成有機村，該有多好。只要部落裡面的人想要

作，她跟聖慰很願意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少走冤枉路。 

活動到尾聲，彼此互贈歌曲予以祝福。基金會帶來的是「旅程」、部落的是

「媽媽的眼睛」，選這兩首歌的用意是，走這條有機的路，需要有一群人的陪伴，

相互扶持的前進。東光教會的牧師，看見有機農戶越走越好，感到相當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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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剛開場黃課長的期勉。 圖 31-2 有機農戶與居民分享轉作歷程。 

  

圖 31-3 運用在地食材做的餐點。 圖 31-4 玉管處及教會牧師都前來參與。 

  

  

圖 31-5 部落的前牧師娘、鄰長夫人及長

老前來參與。 

圖 31-6 有機農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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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梅山課程 

一、 梅山部落、梅蘭部落訪問紀錄 

時間：民國 104 年 1 月 15 日  

地點：上午梅山部落；下午梅蘭部落 

對象：梅山及梅蘭部落農戶、梅山里長共 3 名 

議程：  

1. 拜會雙部落主要窗口，未來將由基金會的高雄辦事處就近承辦輔導

工作。 

2. 了解雙方部落繼前年基金會辦理課程後的狀況。 

3. 實際到果園觀察果樹及田區管理狀況，評估後續課程規劃。 

梅山部落現況: 

1. 梅山里內含 3 個鄰，總人數約 200 人，大部分務農，少部分為公務員。 

2. 目前梅山的農戶裡面，顏福榮農戶有通過有機驗證，但大多數農戶雖聽過

去年辦理的有機驗證課程，但概念還沒有完全建立，里長建議希望可再辦

理一次有機驗證課程。 

3. 里長表示過去辦理課程的資訊，除了部份農戶知情，但大多數農戶跟里民

沒有收到這樣訊息。未來若辦理課程，請於一個禮拜前告知，里長可協助

透過廣播系統通知所有人。不建議六日，六較多外出參與喜宴，日為上教

堂時間。 

4. 顏國經為產銷班班長。田區操作面幾乎不用農藥及化肥，但會使用除草劑，

平均一年除兩次草。 

5. 梅子開花期為 2 月份，採收期為 5~6 月。 

6. 梅雨季為 4 月~9 月，從桃源國中到梅山部落的南橫路段容易坍塌。 

7. 梅山主要種植作物有:梅子、紅肉李、黃肉李、愛玉、芒果、水蜜桃等。 

8. 呂明智農戶的梅子李子僅種植 6 年多，一分地產量約 1300 公斤(比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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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農戶反應希望知道有機的施用方法，以及如何長期存放梅山李子，

DIY 的課程也可考慮規劃辦理。梅山海拔較高，跟平地的田區比起來病蟲

害沒那麼嚴重。 

梅蘭部落現況:    

1. 梅蘭目前除了產銷班外還有合作社。產銷班及合作社班長由吳清吉承擔。 

2. 要加入產銷班的規定是自有地面積須達一甲地以上才可加入，全部為私有。

產銷班的李子加梅子共 40 多甲地，每一分地的產量約 10,000 公斤以上。 

3. 收購價錢約 NT$ 10~12 元/公斤，多為中盤商收購，部份農會提供宅配服

務，幫忙農戶將一些農產品宅配到台北去賣。但農會不幫忙收購。每週一、

四往桃源；禮拜二、四往六龜。目前較新植株已開始作矮化，大多植株約

20~30 年。 

4. 桃源區公所有辦理一些田間技術管理課程。 

5. 目前產銷班這邊有意願轉作有機的約有五位農戶，但大家都不太會填寫田

間工作紀錄，有建議暫時先用筆記本紀錄，待表格提供後再填過去。 

6. 未來基金會辦理輔導課程建議由兩週前提出。 

7. 愛玉一年採收 2 次，一年要除 4 次草，我們建議吳班長減少除草次數。 

8. 極有意願轉作有機，目前的困難只差田間紀錄及希望得知可用有機資材作

病蟲害防治，有提供可使用苦茶粕防蝸牛吃愛玉小苗，對於有機肥料可使

用品目編號不清楚，有建議只可使用『有機肥』，不可使用『有機複合肥』 

9. 田間幾乎已不使用化肥及農藥，但還是會使用除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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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趁冬季枯水期前往梅山部落。 圖 32-2 與梅山里長互動了解現況及取

得共識。 

  

圖 32-3 針對農戶田區的現況提供改進

方式。 

圖 32-4 觀察梅山部落的梅子園狀況。 

  

圖 32-5 該果園主要種植愛玉，少許李子

樹。該田區沒有除草，且四周環境蠻獨

立，建議可作為有機示範區。 

圖 32-6 觀察吳清吉農戶田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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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 此區用水泥柱作為愛玉生長的

支架。愛玉的果實狀況。 

圖 32-8 樹枝上黑黑部位令農戶較頭痛

的病蟲害。 

 

二、 有機農業驗證申請流程實務暨現地輔導 

時間：民國 104 年 3 月 31 日 09：00～16：00 

地點：梅山里馬舒霍爾文化聚會所、農戶田區 

講師：慈心有機驗證股份有限公司查驗員 馬綠芬老師 

   改良場土壤研究員 陳富英老師 

對象：梅山、梅蘭部落居民共 25 名 

說明：協助有意願轉作有機之梅山、梅蘭部落農戶，讓其清楚了解有機驗證

程序及轉作後應該注意之事項。 

活動紀錄如下： 

在事先就先請村里長通知村民，活動當天要自行準備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

謄本。如有自行送驗水土檢驗報告也可攜帶，以利田區判斷。當日活動除了有機

驗證說明會之外，還安排專業課程介紹土壤肥培管理。當日流程如下： 

時間 內容 

09:00~09:50 場佈及前置工作、報到 

09:50~09:55 致詞 

09:55~10:20 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簡介 

10:20~11:00 有機驗證申請流程 

11:00~11:40 土壤肥培管理 

11:40~12:00 問答時間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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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3:10 農戶分區分組時間分四組 

13:10~14:30 分組帶開輔導填寫、有機驗證申請書 

14:30~16:00 田區勘查 

 

  

圖 33-1 報到台前行佈置。 圖 33-2 發放今日課程講義。 

  

圖 33-3 私下了解農戶耕地現況。 圖 33-4 基金會代表致詞。 

  

圖 33-5 梅山里新任里長致詞。 圖 33-6 梅蘭部落代表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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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7 玉管處代表致詞。 圖 33-8 基金會介紹。 

  

圖 33-9 有機驗證說明會。 圖 33-10 土壤肥培管理課程。 

  

圖 33-11 開放農戶問答時間。 圖 33-12 針對有機法規逐條說明。 

  

圖 33-13 登記農場初勘資料。 圖 33-14 活動結束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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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修剪枝課程及有機趨勢脈動 

時間：民國 104 年 7 月 31 日 上午 13：30～16：30 

地點：梅山里瑪舒霍爾文化聚會所 

講師：行政院農業試驗所 陸明德老師、 

基金會 南區事業部 慈心課 芳玉珍課長 

對象：梅山里有意願轉作有機的居民 16 名 

活動紀錄： 

部落居民有老中青三代，第一堂課的講師為農試所的陸明德助理研究員，

講解剪枝的方式和好處。矮化也是剪枝的一種，日本因應農村高齡化所發展的

矮化技術，提供給農戶認識。課後安排問答時間，有玉管處提供的禮物，農戶

都踴躍地回答問題，甚至詢問如何防治病蟲害，陸研究員也承諾大家會詢問其

他研究室的同事。 

第二堂課安排基金會方課長，分享全球的有機趨勢。透過發問讓農戶了解，

自己的作物與外面不同之處，進而找出特色、作出口碑。建立彼此的願景。後

續會提供提供梅子病蟲害的防治方法 

  

圖 34-1 梅山里長協同里民一同來參

與。 

圖 34-2 玉管處陳小姐簡要說明活動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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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 以有獎徵答的方式，複習課程。 圖 34-4 課間與梅蘭里產銷班長互動。 

  

圖 34-5 農試所的陸專員講解修剪枝技

巧。 

圖 34-6 講師輕鬆有趣的上課方式，很受

居民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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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輔導成果 

第一節 合作農戶現況介紹 

表 3  104 年度東埔地區轉作有機，田區資料表 

編

號 
姓名 地段地號 轉作進程 

轉作面積 

(公頃) 

合計轉作面積 

(公頃) 

1.  司聖慰 沙里仙段 353 
101.09.25 通過慈心驗證 0.2500 

0.4750 
103.07.22 增加露天面積 0.2250 

2.  全諭嘉 
東埔段 1004 101.11.30 通過慈心驗證 0.0330 

0.0915 
東埔段 1017 101.11.30 通過慈心驗證 0.0585 

3.  鄭秀蓮 沙里仙段 354-1 102.10.21 通過慈心驗證 0.3484 0.3484 

4.  伍振聲 沙里仙段 349 
102.10.23 通過成大驗證 

104.06.25 轉至和諧驗證 
0.6000 0.6000 

5.  伍金華 沙里仙段 186-1 102.06.03通過中華有機驗證 2.0196 2.0196 

6.  金秋雄 望美段 1895 
102.10.23 通過成大驗證 

104.06.25 轉至和諧驗證 
0.3510 0.3510 

7.  松慶國 望美段 1266 
102.10.23 通過成大驗證 

104.06.25 轉至和諧驗證 
0.1150 0.1150 

備註：通過驗證面積，合計 5.0665 公頃 

 

表 4  104 年度東埔地區轉作綠色保育標章，田區資料 

編

號 
姓名 地段地號 轉作進程 

轉作面積 

(公頃) 

合計轉作面積 

(公頃) 

1.  鄭秀蓮 沙里仙段 354-1 103.12.20 通過綠保標章 0.2336 0.2336 

2.  伍守廣 沙里仙段 380 103.10.09 通過綠保標章 0.6000 0.6000 

3.  林金香 
東埔段 284 104.11.30 通過綠保標章 0.6220 

0.8950 
東埔段 235 104.11.30 通過綠保標章 0.2730 

4.  伍金華 沙里仙段 186-1 104.11.30 通過綠保標章 2.0196 2.0196 

5.  金秋雄 望美段 1895 104.11.30 通過綠保標章 0.3510 0.3510 

備註：通過驗證面積，合計 4.099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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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成果分析 

壹、 歷年成果分析比較 

101 年至 103 年計畫與今（104）年度計畫相較表，由表 5 中，顯示 104 年

度通過有機驗證之農戶，相較 103 年增加 3 位，面積達 5.0665 公頃，成長 2.67

倍。通過綠色保育標章的農戶，相較 103 年增加 4 位，面積達 4.0992 公頃，成

長 4.92 倍。 

推動成果大幅度增加，原因分析如下： 

1. 今年輔導範圍從東埔一鄰擴大至整個東埔村，讓更多有意轉作的居民納

入專案輔導。 

2. 擴大輔導範圍後，發現部份居民有意轉作或已申請有機驗證，在有機耕

作專業課程上，接受度很高，多會排除工作參與學習。 

3. 綠色保育標章，是「農民跨入轉作有機的階梯，相較於慣行農業，有

機農業的核心理念在於追求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關係。為鼓勵部分有

心從事有機轉作，卻受限客觀條件（如：緊鄰慣行農耕的小面積田區）

而還無法進入有機驗證系統的農民，只要在生產操作上符合『綠色保

育標章』有關友善環境耕作的基準，並於農業生產區位存在農委會公

告於『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的保育動物或特殊物種，皆可申請、取

得『綠色保育標章』的使用。」（於 104 年度修訂，申請條件新增：

紀念性物種。營造陸域棲地、水域棲地或多樣化棲地，皆可申請。）

(陳玠廷, 【公民寫手】農業生產與生態的重逢：認識綠色保育標章,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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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歷年東埔一鄰農戶轉作成果 

項目 年度 東埔一鄰 農戶 

戶數 

3 101 

農戶 A 
農戶

B 
農戶 C 

 

 
4 

102 

農戶 D 103 

 5 104 農戶 E 

耕作方式 

101 
溫網室 

溫網室 

溫網室 
 

 102 露天 

溫網室 103 
露天 

溫網室 

露天(綠保) 

溫網室 104 
露天 

（綠保） 
露天 

有機 

驗證面積 

(ha) 

101 
0.25 

0.0915 

0.0180  

 102 

0.3484 

0.6799 

103 
0.4750 

0.9799 

104 0.6000 0.6000 

有機 

種植品項 

101 牛番茄 牛番茄 牛番茄  

 

 

 

102 牛番茄 牛番茄 

牛番茄、小黃瓜、 

黑柿番茄、高麗菜 

美女小番茄 

牛番茄 

甜桃 

103 
牛番茄 

彩椒 

牛番茄 

小黃瓜 

牛番茄 

青椒、高麗菜 

大莢豌豆 

牛番茄 

甜桃 

104 牛番茄 牛番茄 
牛番茄、彩椒 

青椒、大莢豌豆 
 

高麗菜 

敏豆 

有機 

牛番茄株數

(株) 

101 4,000 2,000 400  

 
102 4,000 1,800 5,400 4,000 

103 4,000 1,800 4,600 4,000 

104 4,000 1,600 4,600  

有機 

牛番茄 

年產量(kg) 

101 7,000 50 158  

 
102 4,502 800 8,670 11,700 

103 6,373 840 15,000 30,230 

104 10,150 650 20,120  

綠色保育 

面積(ha) 

103 
  0.2336 

0. 9799 
 

104 0.6000 

綠色保育 

種植品項 

103   
龍鬚菜、 

佛手瓜、大莢豌豆 

牛蕃茄 

甜桃  
104   龍鬚菜、佛手瓜、紅豆 甜桃 

綠色保育 

保育物種 

103   
領角鴞 大冠鷲  

104   

行銷通路 

101 福業公司 

盤商、網路 

消費者 
福業公司 

盤商 

消費者 

福業公司、盤商  

 

 
102 福業公司、盤商、消費者 

盤商 

消費者 
103 

盤商、網路 

消費者 

福業公司、盤商、消費者 

104 福業公司、盤商、消費者 
盤商 

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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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歷年推動產業轉型累積戶數、面積 

   有機驗證 綠色保育標章 

年度 戶數 
通過驗證面積 

（公頃） 
戶數 

通過驗證面積 

（公頃） 

申請中面積 

（公頃） 

101 年 通過 3 戶 0.3595       

102 年 通過 4 戶 1.3698       

103 年 通過 4 戶 1.8948 
通過 1 戶 

申請中 2戶 
0.2336 2.3559 

104 年 通過 7 戶 5.0665 通過 5 戶 4.0992 
 

 

圖 35-1 歷年推動產業轉型，累積農戶數 

 

 

圖 35-2 歷年推動產業轉型，累積驗證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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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園區週邊有機漣漪 

今年度起輔導範圍擴大，將東埔一鄰與部落周圍的農戶串連起來，交流有機

農耕經驗，形成互助互信團隊，將此漣漪擴大。 

參、 有機耕作技術的提升 

已轉作有機的農戶，耕作技術漸趨成熟，栽作方式參照表 7，技術提升部份

如下： 

1. 作好田間衛生管理、病株移出田區避免交叉感染。 

2. 病蟲害事先預防，施用資材增加植株健康，增強抵抗力。 

3. 苗株種植錯開病蟲害的好發期。 

4. 規劃田區排程，利用實生苗生長快速的優勢，一年兩期的種植。 

5. 以不同栽作方式，對比產量。 

6. 栽培介質的消毒殺菌，調整 PH 值、管理水分、肥份…等。 

  



 96 

表 7 東埔一鄰農戶的 2015 年牛番茄栽培管理 

地區：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沙里仙段田區、海拔 1,300 公尺。 

田區狀況：溫室離地栽培，共 A、B、C 三棟、介質為椰纖土。 

作物栽作：種植牛番茄實生苗為主，品種選擇新光 582，一年兩期作。 

分類 項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備註 

栽作

管理 

清園                         
1. 介質包，種植前以滾燙沸水浸泡。 

2. 整潔溫室內環境，清潔工具。 

定植                         

番茄分兩期定植， 

1. 2-3 月：依序 ABC 棟定植，每棟定植間隔兩星期。 

2. 7-8 月：重新定植牛番茄或改豆科、十字花科作物。 

整枝/ 

疏果 
                        

1. 每顆植株，留一條主幹。 

2. S 型方式整枝，去老葉、綁枝條、疏果，修剪枝條。 

3. 7-8 月：依序將 ABC 棟植株摘除頂芽， 

採收                         

5-8 月為第一期採收，一週採收兩次。 

9-12 月為第二期採收，因氣候開始轉涼，植株生長勢

變慢，改一週採一次。 

採土送驗                         清園後送驗介質土，檢測肥份狀況。 

施肥

管理 

基肥                         福壽牌 5-2-2，12 包/分 

追肥/ 

開花後 
                        

1. 粒肥：福壽牌 4-2-6，1 把/介質包，放植株與植株。

兩週一次。 

2. 自製液肥：以活麗送、草木灰、海鳥磷肥、海草粉、

黑糖蜜調製，稀釋 300 倍。配合滴灌系統給肥。 

水分

管理 
給水                         

滴灌，視天候狀況給水。（晴天：3 次/天、陰天：1 次

/天、雨天：不給水。） 

病蟲

害管

理 

田間衛生                         
1. 將病株、病果、老葉移出，維持溫室內的清潔。 

2. 工具適時清潔，避免植株交叉污染。 

紅蜘蛛                         

下半年，因氣候異常，乾燥少雨、白天氣溫偏高，以

致紅蜘蛛大量繁殖。紅蜘蛛生性怕水，可用牛奶、窄

域油稀釋 300 倍防治。 

銀葉粉蝨                         

幼蟲以窄域油稀釋 300 倍作防治。 

成蟲喜好黃色，可放置黃色黏板降低密度。亦可用窄

域油稀釋 300 倍作防治。 

斜紋 

夜盜蛾 
                        

於傍晚時，噴灑蘇力菌稀釋 500 倍作防治。或徒手移

出田區。 

番茄 

斑潛蠅 
                        以窄域油稀釋 300 倍作防治。 

早疫病 

晚疫病 
                        

好發期為高溫多濕的季節。 

在苗株期，每週以枯草桿菌灌根。開花後，兩週一次。 

在梅雨季、雨季前，以亞磷酸+氫氧化鉀稀釋 1,000 作

防治，每週一次需連續三次。 

青枯病                         清園徹底便不易發病，發病後僅能將病株移出田區。 

白粉病                         以葵無露稀釋 300 倍作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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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增加與消費者互動，提升轉作信心 

與消費者直接互動，為農戶建立信心。 

1. 協助農戶採收盛產的甜桃 

農戶覺得種田是「辛苦沒人知」的，但聽見消費者說：「有機農戶很辛苦，

工作多、又請不到工，難得我們來，應該要多作一點。」農戶感到很窩

心，原來辛苦是有人看見的。 

2. 東埔國小師生一日有機農夫體驗 

藉農務體驗、田間的生態觀察、作有機的心路分享。讓部落的小孩們，

體驗到有機農夫的喜悅。小朋友對農戶說：「阿姨，你種的番茄好好吃喔！

我們家也有種番茄，但是你的比較好吃。」聽見下一代認同有機，堅定

農戶繼續做下去的勇氣。 

3. 走出部落，參與農夫市集 

「我還想來參加農夫市集，看到產品這麼快賣光，感覺很有成就感。」

與消費者互動，同時建立起信心。「原來，有這麼多消費者和有機農場！」

藉此機會，農戶間會交換耕種的心得、友善環境的理念。參與農夫市集

將農戶格局拓展，看見這麼多人走在同一條路上。 

伍、 喚醒對自身健康的重視 

盼透由重視自身健康，進而意識到農藥…等，對自身的危害。漸漸走向有機、

綠保的耕作方式。 

1. 今年度針對部落居民、青少年辦理的衛教課程、健康檢查，皆是牧師、

居民主動邀約。兩年來漸漸影響居民的飲食習慣，開始重視少肉、少飲

酒…等。 

2. 今年辦理健康檢查參與人數，相較 103 年略為下降。原因是，多數人已

會主動到醫院就診、定期檢查，可見部落居民漸熟悉醫療體系、重視自

身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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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經濟保育雙贏 

1. 產量提升 

歷經四年的有機耕作技術摸索，作物產量漸有起色。以兩位農戶為例： 

A 農戶：慣行牛番茄平均年產量 16,000 公斤，有機耕作後牛番茄年產量從

101 年的 7,000 公斤至 104 年的 10,000 公斤。 （如圖 35-3） 

B 農戶：慣行牛番茄平均年產量 30,000 公斤，有機耕作後牛番茄年產量從

101 年 158 箱（101 年僅 1/4 田區轉作，102 年起全區轉作），至 104 年 20,000

公斤（如圖 35-4）。 

圖 35-3  A 農戶牛番茄歷年產量 

 
 

圖 35-4  B 農戶牛番茄歷年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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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歷年收益比較 

A 農戶：牛番茄慣行銷售均價 600 元/箱、有機自行銷售均價 1400 元/箱，與

年產量得出收益表（圖 35-5），可見 A 農戶於 104 年度有機收益超過慣行。 

B 農戶：於 104 年度起，另有種植大莢豌豆、紅豆，其收益與牛番茄合計如

圖 35-5，由圖 35-5 可見 104 年度有機的收益高出慣行時。 

（牛番茄慣行銷售均價 600 元/箱、有機盤商收購均價 900 元/箱） 

A 農戶與 B 農戶在有機銷售均價差異近 500 元/箱，差別在於 A 農戶為自行

網路少量銷售，B 農戶為有機盤商大量穩定的收購。由圖 35-5 可見，A 農

戶在轉作有機後，104 年的總收入已超過慣行時的收入。 

 

圖 35-5  A 農戶歷年收益比較 

 

 B 農戶 101 年僅 1/4 田區轉作，102 年起全區轉作。由圖 35-6 可見農戶的總

收入已超過當時慣行的收入。 

圖 35-6  B 農戶年收益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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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慣行、有機生產成本比較，以 B 農戶為例 

因農戶前三年在有機的耕作技術尚在不純熟階段，104 年度農戶耕作技術漸

純熟，且能規劃整年度的排程，特以 104 年度 B 農戶栽培溫室牛番茄作計算： 

表 8 整年度投入成本             單位：元/每分地 

# 項目 慣行耕作 有機耕作 備註 

投入 

成本 

防治資材、肥料 97,589  37,313  
慣行費用依據農戶口述估算； 

有機費用依實際用量計算出來。 

相關資材 57,405  58,840  
苗株、紙箱、相關使用器具 

不含設施、農機具折舊 

運費 0  51,665   

工資 172,216  172,216  以 3 人，每人 20 萬元/年得出 

小計 327,210  320,034   

慣行操作與有機耕作投入的成本，差別在於施用防治資材、肥料及運費。有

機耕作的施用資材、肥料比慣行時少很多；而運費，慣行時由批發商吸收，有機

為農戶自行吸收。以每分地投入的成本來看，有機耕作少 7,176 元。 

表 9 生產成本、收益比較表 

  慣行耕作 有機耕作 

投入成本 327,210（元/每分地） 320,034（元/每分地） 

年產量 8,610（公斤/每分地） 5741（公斤/每分地） 

生產成本（投入成本/年產量） 38（元/公斤） 55.75（元/公斤） 

平均售價 60（元/公斤） 90（元/公斤） 

收益 

（平均售價-生產成本）*年產量 
189,420（元/每分地） 196,629（元/每分地） 

 慣行耕作的生產成本，雖少於有機耕作，產量看起來比較多。但從整體的收

益來看，有機耕作每分地多了 7,209 元。依此數據，在推動有機耕作確實有助於

農戶的經濟改善。而不噴灑農藥、化肥，亦不影響田區內的生物多樣性，確實達

到經濟與保育雙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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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後續計畫相關建議暨規劃 

壹、 依國家公園生態保育之宗旨，擴大鼓勵園內農戶友善農耕，保

護當地生態環境。 

在 104 年度東埔一鄰有機農戶經技術提升，經濟已有改善，然而部落意見

領袖及居民，多仍對有機耕作抱持觀望。在推動上僅能以單點輔導，致進

程緩慢。未來輔導工作規劃以下方向： 

一、持續增進有機農戶的轉作信心、技術、經濟，樹立口碑，消弭部落

對有機耕作無法養家活口的錯解。 

二、增加分享平台，以有機農戶轉作的歷程，提供部落居民實質的協助，

減少有機耕作上面的摸索，增進信心。 

三、持續擴大輔導範圍，讓更多有意願的農戶加入，改變大環境趨勢，

讓觀望的農戶，反思自身未來的方向。 

貳、 協助農戶提升友善農耕技術，確保生產產量，利建立轉作信心 

觀察農戶們在有機資材的選別、施用時機、方法…等有落差。例如：有農

戶未曾聽過，福壽牌的肥料 5-2-2、亞磷酸+氫氧化鉀、枯草桿菌…等，非

常普遍的資材。為促使農戶們在有機耕作經驗相互交流，減少摸索時間，

規劃以下的方向： 

一、建立在地耕作制度：依在地作物的生長軌跡，建立有機耕作制度，

以利未來投入有機耕作的農戶減少摸索期、予以實質協助。 

二、多方促進農戶交流：東埔地區作物品項雷同，面對的問題相仿。利

用平時辦理課程、活動期間，促進農耕技術交流。未來可安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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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戶擔任講師，交流在地實作經驗 

參、 創造機會讓消費者及農戶互動，透由消費者的回饋給予農戶堅

持的力量 

在今年六月份辦理東埔國小-一日有機農夫體驗活動，小朋友對農戶說：

「阿姨，為什麼你種得番茄看起來不好看，但好甜好好吃。我爸爸種的番

茄，好看可是都不好吃。」看到孩子們對有機的認同，堅定農戶繼續走下

去的勇氣。消費者的回饋，無疑是農戶最大的鼓勵。建議持續辦理消費者

參訪活動，出外參與農夫市集。 

肆、 深耕部落關懷 

一、 擴大部落關懷 

104 年度辦理愛在東埔-健康檢查，相較於去（103）年人數略減，

發現部落多數人開始重視健康，定期會到醫院作檢查。鑑於東埔一

鄰外，在東埔村尚有許多的原民同胞，建議將此活動擴大至東埔村，

讓更多居民重視自身健康、進而關心環境的健康。 

二、教育從小扎根 

基金會的創辦人 上日下常老和尚曾說：「教育是人類升沉的樞紐。」

若要改變部落的未來，勢必要從小開始教育。 

東埔國小校長曾說，部落的學生未來只有兩條路，一是出外工作、

一是留在部落務農。他們的觀念，決定這塊土地的未來。透由今年

辦理的一日有機農夫體驗，樹立有機是生機的概念。聆聽有機農戶

的轉作歷程分享，實際體驗有機耕作，讓有機的種子在心中種下。 

「眼前，小朋友或許還沒辦法作什麼改變；未來，他接手家裡的田

地時，他會知道除了慣行，還有一條有機的路。」有機農戶語帶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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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說著。東埔國小校長也肯定校園有機蔬食的價值。 

伍、 梅山部落 

高雄梅山部落的梅子、紅肉李因收購價不穩定，且為十幾二十年的老樹，

多採用竿打採收而非手採，價格又更低。對有機收益尚未建立信心，若要

拿出一筆有機驗證費用，尚屬困難。後續建議推動： 

一、 綠色保育標章，目前由林務局補助綠保標章驗證費用。 

二、 甲仙農會收購有機梅子，可藉此銷售通路帶動產業轉型。 

 

第伍章 致謝 

四年來，感謝玉管處對本計畫推動的重視與支持，歷次會議予以基金會關懷

鼓勵、經驗交流；玉管處長官、承辦單位及各課室，更多次犧牲假日出席座談會、

參訪、與基金會前往部落與居民互動、關懷。 

感謝玉管處所有人員對基金會的肯定與信任；感謝每位部落居民的堅持轉作

與參與；謝謝每位熱心授課的講師、持續關懷協助的單位或個人，及默默支持本

計畫的義工朋友。因來自各方的協助，通力合作，匯集一股善的力量，才令本計

畫順利推展開來，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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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 104 年度活動一覽表 

序 日期 活動內容 參與人員 

1  104/01/15 梅山部落、梅蘭部落訪問紀錄 
農戶：3 人 

基金會：4 人 

2  104/03/14 愛在東埔-青少年衛教課程 

居民：20 人 

基金會：4 人 

醫事人員：7 人 

3  104/03/21 玉山星空音樂會探勘 
農戶：2 人 

基金會：5 人 

4  104/03/25 有機田園交流 

農戶：13 人 

基金會：4 人 

講師：1 人 

5  104/03/25 有機蔬果栽培管理 

農戶：13 人 

基金會：4 人 

講師：1 人 

6  104/03/29 有機驗證說明會 

農戶：8 人 

基金會：10 人 

講師：2 人 

7  104/03/31 梅山-有機農業驗證申請流程實務暨現地輔導 

農戶：25 人 

玉管處：1 人 

基金會：15 人 

講師：2 人 

8  104/04/01 慈心事業簡介、交流 
農戶：7 人 

基金會：5 人 

9  104/04/10 簽訂合作協議書 I 
農戶：6 人 

基金會：2 人 

10  104/04/15 簽訂合作協議書 II 
農戶：4 人 

基金會：2 人 

11  104/04/29 製茶技術改善教學暨現地指導 
農戶：8 人 

基金會：2 人 

12  104/05/11 有機蔬果栽培管理課程暨現地指導 

農戶：7 人 

玉管處：1 人 

基金會：5 人 

講師：1 人 

13  104/05/14 原鄉部落-採桃樂 

農戶：2 人 

基金會：4 人 

消費者：10 人 

14  104/05/17 愛在東埔-衛教課程 

居民：71 人 

基金會：1 人 

講師：1 人 

醫事人員：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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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日期 活動內容 參與人員 

15  104/05/18 綠色保育標章說明會暨棲地營造說明 

農戶：5 人 

玉管處：1 人 

基金會：5 人 

講師：2 人 

16  104/05/20 生態旅遊探勘 

農戶：2 人 

基金會：5 人 

消費者：4 人 

17  104/05/22 靜宜大學市集擺攤農戶關懷 
農戶：5 人 

基金會：3 人 

18  104/05/29 通路商交流 

農戶：5 人 

基金會：1 人 

通路商：6 人 

19  104/06/06 農戶田地初勘暨綠保申請書填寫 
農戶：3 人 

基金會：2 人 

20  104/06/09 一日有機農夫體驗場勘 
農戶：3 人 

基金會：4 人 

21  104/06/23 輔導填寫綠保申請書 
農戶：5 人 

基金會：2 人 

22  104/06/25 東埔國小-一日有機農夫體驗 

農戶：5 人 

基金會：14 人 

消費者：68 人 

23  104/06/25 玉管處內原民同仁有機座談會 

玉管處：2 人 

處內同仁：7 位 

基金會：3 人 

24  104/06/28 愛在東埔-健康檢查 

居民：100 人 

基金會：8 人 

醫事人員：16 人 

法務人員：4 人 

25  104/07/02 輔導填寫綠保申請書 
農戶：3 人 

基金會：3 人 

26  104/07/22 拜訪教會牧師 

居民/牧師：5 人 

玉管處：3 人 

基金會：3 人 

27  104/07/31 修剪枝課程 

農戶：16 人 

玉管處：2 人 

基金會：8 人 

講師：1 人 

28  
104/08/02 

104/08/03 
邀約茶農參與通路商交流 

農戶：9 人 

基金會：4 人 

29  
104/08/06 

104/08/07 
茶葉通路商交流暨座談 

農戶：7 人 

基金會：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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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日期 活動內容 參與人員 

30  104/09/12 綠色足跡-友善市集 

農戶：5 人 

基金會：1 人 

消費者：600 人 

31  104/09/19 中秋饗宴‧樂飄揚-友善市集 

農戶：2 人 

基金會：2 人 

消費者：2000 人 

32  104/10/18 協同玉管處前往關懷農戶 

農戶：3 人 

玉管處：2 人 

基金會：2 人 

33  104/11/11 農戶關懷 
農戶：3 人 

基金會：3 人 

34  104/11/19 愛在東埔-感恩餐會 

居民：30 人 

玉管處：9 人 

基金會：9 人 

35  104/11/29 彰南里仁-農夫市集 

農戶：4 人 

基金會：2 人 

消費者：200 人 

 

 

圖 36-1  104 年度 活動人次統計表 

 

截至 104 年各活動投入總計 352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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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玉管處內原民同仁有機座談會，會議記錄 

 
「104 年度玉山國家公園園區及周邊部落生態產業轉型培訓計畫」 

本處原住民同仁業務座談會 

 

一、 時間：104 年 6 月 25 日(四)13:30 

二、 地點：塔塔加管理站會議室 

三、 對象：本處東埔地區原住民同仁 

四、 目的： 

1. 將有機概念介紹給本處東埔地區原住民同仁 

2. 了解原住民同仁農地現況 

3. 管理處與輔導團隊在東埔地區推動有機轉作之努力方向與建議 

4. 了解東埔地區近年農業發展情形(本處輔導計畫以外之有機或無毒農業) 

五、 議程： 

1. 主辦單位(企劃經理課)說明 

2. 有機轉作介紹(基金會請準備 10-15 分鐘簡報) 

3. 進行有機轉作問答及意願訪談 

六、 出席者： 

塔塔加管理站：伍榮富、伍金山、伍思漢、彭慧美、梁君仁 

排雲管理站 ：金絲梅、司聖光 

企劃經理課 ：黃俊銘、陳淑梅 

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張正貴、李韋青、蔡宗榦 

七、 座談內容摘要： 

1. 問：東埔地區用農藥後，小時候的螢火蟲已經很少見。希望能恢復往昔的好

環境，雖然居民知道種植有機是趨勢，但由於轉作有機後收穫少，雖然

價位比較高，但會擔心後續銷路問題？普遍認為只要「無毒」就好。 

答：首先對「無毒」的定義要弄清楚，僅僅是最後無驗出農藥殘留而已。種

植過程還是會用農藥、化肥，我們推廣有機種植背後的原因，無非是希

望大家能關心自己的健康、進而關心環境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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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機通路有很多，觀察一鄰與我們合作的農戶的通路，有的是網

路自售，或透由農夫市集或里仁收購…等，目前無銷售通路問題。轉作有

機的過程中，產量是會少，但慈心團隊一直找技術專家來輔導，現在農戶

也漸漸摸索出一條路。 

東埔僅 4 位農戶參與有機轉作、綠保 1 位，與辦理 1 百多人衛教義診

等部落關懷活動，人數對比甚大。東埔輔導專案已做超出很多，甚至作到

社區關懷、營造，目前東埔有機走得較慢，有些瓶頸。反倒是同富農戶對

綠保有興趣。 

今年綠保有農委會補助不用錢，大家可以考慮從綠保開始一步一步來，

讓往昔的環境一步步回來。 

2. 問：東埔村一鄰以外的農地，是否也能介紹轉作有機？建議可與村長連絡，

到東埔教會等地區辦說明會。 

答：今年已將輔導範圍擴大，周邊的農戶或農業也可以納入輔導，對園區環

境保育也有幫助。到東埔教會辦說明會沒問題。 

3. 問：一鄰居民對有機耕作的了解情形？ 

答：有人覺得好，有人覺得不好。剛開始遇到病蟲害、植株長得不好時，就

想走回頭路。回去施用農藥、化肥，反正只要採收前不要噴、不要被驗

出來就好。 

4. 問：東埔居民還有誰有轉作有機的意願？ 

答：要去辦說明會，讓農民了解有機，有的農民以為農藥只要不噴灑到自己

就好，不知道背後對身體危害。要辦理說明會後，才知道有誰有意願。 

5. 問：瑪納有機促進協會進來東埔多久了？ 

答：瑪納進到東埔約三年多，東埔有幾位農戶都是參加瑪納有機促進協會，

一鄰的金阿麗、金秋雄…等都是。 

6. 問：有一位楊教授在東埔推自然農法？ 

答：沒聽說。楊教授好像很神祕，需上他們的課才能用他們的資材，但一直

無法了解。他們那一個團體，目前好像只剩林雅蘭，以前東埔教會全萬

寶牧師，有創立一個「伯利恆農莊」有十多位農戶也與這團體合作，但

後來因為理念不合拆夥。 

7. 慈心：東埔比其他部落平均對有機接受的情形，速度慢很多，居民不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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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有機，但成長很慢。看到東光教會後面的蓮霧用農藥，真的很可

惜。 

  部落的居民也了解有機農戶鄭秀蓮轉作的過程，也遇到轉作期

的所有困難，蟲害、通路…等等，但有輔導團隊陪著走來，一起幫

忙解決走過來了。 

 彭慧美：由成功農戶親自去講比輔導團隊講更有效， 

從轉作期的生計如何過…等，輔導團隊可在技術面提供協助，有些

農戶有能力網路銷售，但不是每位都如此，要有其他通路，消費者

體驗的安排等。讓走過的人來分享，更能達到效果。 

8. 慈心：各部落的情況不同，像南安部落由頭目、主席帶頭，所以有機轉作進

展很快；東埔有這方面的困難，沒有人帶頭，有機推起就會很困難。

部份地方是以產銷班、發展協會…等，去作推動。但東埔村不知該

從何趣入，像鄰長、牧師、村長、產銷班…都努力過，但成效不彰。 

  發展六級產業（生產、加工、旅遊），才能更有力量把地方發

展起來，把青年人留在部落。但這些的關鍵在於「基礎農業」要先

打好基礎，才有發展空間，團隊今年有安排要辦旅遊活動。 

9. 東埔同仁：東埔地區要找帶頭的人不容易，多介紹成功的案例，像秀蓮的例

子，能實際的獲利(金錢及健康上)，較有效。 

10. 結語：感謝塔塔加站及排雲站同仁參與，對東埔有機專案提供不少實質建議，

未來將就增進居民有機轉作信心(成功案例分享)，擴大輔導範圍(一鄰

及以外的東埔村民)努力，期能使東埔有機產業穩健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