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場名稱

負責人

郵遞區號

縣市別

地址

負責人電話

樸樂農業生產合作社

賴明岐

42147 台中市

台中市后里區墩南里舊圳路4-1號

0958889914

台中市農會四角林咖啡莊園

林育葦

42352 台中市

台中市東勢區勢林街1號

04-25887161

小瓢蟲農場

巫建旺

42341 台中市

台中市東勢區東蘭路198號

04-25878146

知耕鳥農企業有限公司

洪詩雯

42143 台中市

台中市后里區廣福里內東路廣益巷19號

0958889914

南投縣名間鄉菇菌類生產合作社

趙金福

41355 台中市

台中市霧峰區中投西路二段176-1號

04-23325787

台中市外埔區紅龍果產銷班第一班

洪景元

43858 台中市

台中市外埔區大同里甲后路三段939巷58號

04-26832797

銘雄堂有機農園(台中市東勢區柑橘產銷班第四班)

廖祥志

42345 台中市

台中市東勢區東坑路795巷12號

0931669613

柿外桃園(東勢甜柿產銷第二班)

吳宏斌

42450 台中市

台中市和平區達觀村東崎路1段桃山巷81號

04-25774309

有限責任台中市金三角蔬果運銷合作社

林榮燦

42148 台中市

台中市后里區舊社路95-22號

04-25583988

野薑花有機生態農場(大里市農會蔬菜產銷班第1班)

林進財

41148 台中市

台中市太平區德明路18-1號

0923273181

竹仔坑文山休閒農場

蘇曉涵

41273 台中市

台中市大里區健東路123號

04-24937679

大里區稻米產銷班

林佑俊

41264 台中市

台南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泉水巷181號

0939303648

清亮生態農場 (台東縣延平鄉梅李產銷班第1班)

李清亮

95059 台東縣

台東縣台東市志航路一段752巷15號

089-230184

自然主義農場(台東市杭菊產銷班第5班)

呂宏文

95091 台東縣

台東縣台東市西昌街219號

089-515759

東遊季休閒農場

戴振東

95484 台東縣

台東縣卑南鄉溫泉村溫泉路376巷18號

089-516111

台東縣卑南鄉明峰梅子產銷班

廖坤郎

95443 台東縣

台東縣卑南鄉明峰村鹿鳴橋2鄰29-3號

089-570561

文雅畜牧場第一分場

姜文吉

73542 台南市

台南市下營區大屯寮1-26號

0963488167

健康奇跡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周俊吉

71755 台南市

台南市仁德區仁愛里機場路588號

06-2661368

世茂農業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文泰

73191 台南市

台南市後壁區烏樹林526號

06-6850988

品利農場

謝明樹

71542 台南市

台南市楠西區東勢里茄拔路215號

06-5754193

美商三好農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何嘉壘

73191 台南市

台南市後壁區烏樹林455號

06-6858919

時生農業股份有限公司

李惟裕

71062 台南市

台南市永康區崑山里大灣路1044巷15號

06-5793147

袋鼠農場(台南市善化區紅龍果產銷班第3班)

陳明志

742 台南市

台南市大內區內江里319-8號

0921480730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區處

羅清達

741 台南市

台南市善化區溪美里310號

06-5819732

民安有機蔬菜園區

黃士娟

72242 台南市

台南市佳里區六安里17-10號

06-7225583

大統自然生態有機農場(台南市麻豆區蔬菜產銷班第3班)

郭毓昇

72145 台南市

台南市麻豆區忠孝路58號

0938376228

水菱有機農場

李鎮賓

72041 台南市

台南市官田區隆本里中山路二段400巷30號

06-5795775

關子嶺開心休閒農場

李秀春

73255 台南市

台南市白河區關嶺里南寮19-16號

0912747775

將軍山農場

魏宗淇

73256 台南市

台南市白河區草店里10之81號

06-6816669/0932-975909(公務機)

台南市藥草產銷班第一班

顏榮宏

70953 台南市

台南市安南區海中街101巷10號

06-2470449

嘉南有機生產合作社

蘇珈瑜

72256 台南市

台南市佳里區同安里17-10號

06-7225583/0952-706788

顏天帶養殖場

顏天帶

70961 台南市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4段229號

06-2470449

愛子養殖場

吳愛子

70961 台南市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4段229號

06-2470449

大埔有機農場

許復堡

71141 台南市

台南市歸仁鄉西埔一街580巷66號

0917505823

保證責任台南市善化雜糧生產合作社

蘇宗哲

741 台南市

台南市善化區東昌里11-1號

06-5836999

佳里有機生態農場(台南市佳里區果樹產銷班第3班)

林慎旺

72242 台南市

台南市佳里區六安里16鄰六安128號之2

06-7220727

台南市麻豆柚果合作社

李仙德

72142 台南市

台南市麻豆區興南路101號

0932716185

紀元農莊(三星地區大佃農-吳慶鐘)

吳慶鐘

26642 宜蘭縣

宜蘭縣三星鄉人和村仁合十一路168號

03-9895009

米之花農企業社(蘇澳鎮稻米產銷班第2班)

莊少玲

27093 宜蘭縣

宜蘭縣蘇澳鎮南澳路85-1號

0963387507

頭城休閒農場股份有限公司

卓志宏

26144 宜蘭縣

宜蘭縣頭城鎮更新路125號

03-9772222

梅花湖休閒農場

郭秀惠

26944 宜蘭縣

宜蘭縣冬山鄉環湖路62號

03-9612888

東風休閒農場

林文龍

26944 宜蘭縣

宜蘭縣冬山鄉中山村中山路769號

03-9587511

綺香園(有現責任宜蘭縣有機友善農業生產合作社)

陳帥之

26646 宜蘭縣

宜蘭縣三星鄉頂楓林三路200號

03-9895007

勝洋休閒農場

徐楊素梅

26444 宜蘭縣

宜蘭縣員山鄉尚德村八甲路15-6號

03-9222487

三星鄉有機米產銷班第五班

沈福智

26648 宜蘭縣

宜蘭縣三星鄉行健二路二段189號

03-9891319

千里光藥園休閒農場

周素瑛

26054 宜蘭縣

宜蘭縣宜蘭市大坡路二段131巷51號

03-9357878

三富休閒農場

徐文良

26944 宜蘭縣

宜蘭縣冬山鄉中山村新寮二路161巷82號

03-9588690

丰禾農場

謝炘紘

26566 宜蘭縣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東街35號

0915155076

原生好物有限公司

楊金英

97443 花蓮縣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17鄰忠孝10號

0910708227

南海十三街有機農場

鄧秉鈞

97356 花蓮縣

花蓮縣吉安鄉南海13街116號

03-8422399

明淳有機農場(花蓮縣花蓮市蔬菜產銷班第3班-陳文富)

陳文富

97364 花蓮縣

花蓮縣吉安鄉福興村福興一街58號

0989801736

純青農場(壽豐鄉大佃農)

蕭旭暘

97450 花蓮縣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山邊路2段58號

0988328389

大王菜舖子農場(壽豐鄉大佃農王福裕)

王福裕

97445 花蓮縣

花蓮縣壽豐鄉平和村平和二街8號

03-8662189

白川農場(瑞穗鄉咖啡產銷班第6班)

陳彬彬

97843 花蓮縣

花蓮縣瑞穗鄉富民村民有一街164-10號

03-8811688

銨廷有機農場(仁誠農場)

廖中豪

97368 花蓮縣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110巷5弄8-3號

03-8568881

花田喜事農場(花蓮縣吉安鄉蔬菜產銷班第23班)

趙子崙

97364 花蓮縣

花蓮縣吉安鄉福興八街75號

0989581240

伍佰戶農場

陳金榮

97364 花蓮縣

花蓮縣吉安鄉福興六街432號

0937860619

御皇米企業有限公司

宋鴻琳

98392 花蓮縣

花蓮縣富里鄉東里村大莊路1號

03-8861186

洺盛農場有機茶園

陳洺浚

55145 南投縣

南投縣名間鄉赤水村瓦厝巷7-2號

049-2270506

吟詩企業有限公司

林宥岑

54544 南投縣

南投縣埔里鎮一新里一新二巷11號

049-2933890

森十八休閒農場

陳秋萍

55147 南投縣

南投縣名間鄉田仔村田仔巷16-8號

049-2273797

恩典有機農場

陳長宏

54153 南投縣

南投縣中寮鄉龍南路12-6號

049-2603535

南投縣名間鄉蔬菜產銷班第一班

謝孟霖

55153 南投縣

南投縣名間鄉名松路一段318號

04-23325787

和寬有機農場(中寮鄉蔬菜產銷班第二班)

歐復源

54154 南投縣

南投縣中寮鄉永福村永平路438-31號

04-23208251

九九峰有機農場(草屯鎮大佃農)

邱順南

54244 南投縣

南投縣草屯鎮富頂路1段409巷10號

0937756066

武岫休閒農場

林勝武

55851 南投縣

南投縣鹿谷鄉竹林村田頭巷35-66號

049-2676262

新建成養鹿畜牧場

吳敏裕

55350 南投縣

南投縣水里鄉永豐村永豐路72號

049-2773437

天使花園休閒農場

陳宏志

91141 屏東縣

屏東縣竹田鄉鳳明村福安路120巷101號

087-801699

竹田鄉花卉產銷班第三班

陳文懃

91141 屏東縣

屏東縣竹田鄉泗洲村平洋路1-32號

087896908

青翠園有機農場(屏東縣里港鄉蔬菜產銷班第9班-莊翠蘭)

莊翠蘭

90545 屏東縣

屏東縣里港鄉土庫村土庫路47-11號

08-7733772

儒園農場(屏東縣長治鄉果樹產銷班第13班)

洪兆濡

91348 屏東縣

屏東縣萬丹鄉磚寮村慈濟路189號

0956101112

天菊農場

謝玉妃

90644 屏東縣

屏東縣高樹鄉慈新路三段51號

08-7960711

天起農有限公司

簡志翰

90644 屏東縣

屏東縣高樹鄉慈新路三段51號

08-7031753

茂和農園(屏東縣麟洛鄉蔬菜產銷班第一班-羅秉諺)

羅秉諺

91344 屏東縣

屏東縣萬丹鄉香社村香內路127巷2號

0955236739

六堆雅歌園(雅歌園實業社)

黃淑芳

92345 屏東縣

屏東縣萬巒鄉成德村溪寮路21號

0975213994

竹林有機農場

黃淑女

91347 屏東縣

屏東縣萬丹鄉竹林村大學路230號

08-7761151

金獅牧場

李榮春

90844 屏東縣

屏東縣長治鄉繁昌村中山巷14號

0910983323

不一樣鱷魚生態休閒農場

莊麗華

92051 屏東縣

屏東縣潮州鎮太平路600巷108號

08-7881707

保證責任屏東縣綠地農特產品生產合作社

郭智偉

90642 屏東縣

屏東縣高樹鄉南華村世一路5之2號

08-7959273

江夏有機農場(屏東縣健康菜生產合作社)

黃克賢

90846 屏東縣

屏東縣長治鄉德和村德華路海豐有機農業專區(江夏有機農場)
08-7621456

屏東縣潮州鎮果樹產銷班第31班

葉金櫻

92042 屏東縣

屏東縣潮州鎮八爺里介壽路192號

08-7885837

Me棗居自然農園 (苗栗縣有機作物產銷班第一班)

陳淑慧、陳福得

363 苗栗縣

苗栗縣公館鄉石墻村13鄰268-1號

037-237828

萬麗園藝推廣中心

李再萬

36943 苗栗縣

苗栗縣卓蘭鎮西坪里43-2號

0932696447

沐雲山莊休閒農場

蘇乾禎

36442 苗栗縣

苗栗縣大湖鄉栗林村11鄰白石下11號

0928222880

有限責任苗栗縣卓蘭鎮傑農合作農場

詹光榮

36944 苗栗縣

苗栗縣卓蘭鎮上新里卓坪路211號

04-25896696

阿牛哥溫室蕃茄農場(苗栗縣銅鑼鄉蔬菜產銷班第3班)

曾義永

366 苗栗縣

苗栗縣銅鑼鄉樟樹村14鄰15之1號

037-987579

城南精緻有機農場

邱松榮

35747 苗栗縣

苗栗縣通霄鎮城南里10鄰120號

037-783648

山板樵休閒農場

林文源

36741 苗栗縣

苗栗縣三義鄉雙連潭138號

037-875766

桐境園林春農場

黃豊荏

35146 苗栗縣

苗栗縣頭份鎮中央路576號

037-598882

返樸歸真有機農場(西湖鄉大佃農)

張智傑

36841 苗栗縣

苗栗縣西湖鄉三湖村四鄰店仔街65之1號

037-920382

淼焱苗有機農場(大溪區蔬菜產銷班第三班-陳建龍)

陳建龍

33558 桃園市

桃園市大溪區福山一路七號

0936324520

八德區大佃農

梁書鳴

32043 桃園市

桃園市八德區魚池街217號(對面之溫室農場)

0912186681

品嘉農場(桃園市蔬菜產銷班第4班)

李日貴

33058 桃園市

桃園市龍壽街213巷42號前

0932656322

惠文畜牧場

盧蔚瑋

32052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月眉里 76-102號

0988252747

耕畝田有機農場(蘆洲區大佃農-曾暐迪)

曾暐迪

36144 桃園市

桃園市楊梅區富元街525巷7號

0988856366

蔬禾鮮有機農場(桃園市龍潭區蔬菜產銷班第2班)

吳貴盛

32556 桃園市

桃園市龍潭區中原路3段54號

0933008975

沛芳綜合有機農場(平鎮市蔬菜產銷班第一班)

吳成富

32465 桃園市

桃園市平鎮區新安里東光路228號

03-4508922

鮮一有機農場(龍潭區蔬菜產銷班第3班)

劉威佑

32555 桃園市

桃園市龍潭區黃唐里23鄰成功路39巷366-1號

03-4795521

久耕生技農業(股)公司

王藝達

33742 桃園市

桃園市大園區平成路282巷52號

03-3850404

禾佳農場(大溪區小地主大專業農-李洋佳)

李洋佳

33552 桃園市

桃園市大溪區月眉路34號

0917488520

長生製茶場(桃園市龜山鄉茶葉產銷班)

林和春

33372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忠義路一段1043巷42弄257號

03-3202851

欣新蘭藝有限公司

蔡姿蓉

82647 高雄市

高雄市梓官區嘉展路297號

07-6960009

台糖公司高雄區處燕巢有機農園

陳德為

82445 高雄市

高雄市燕巢區鳯雄里海峰路66之12號

07-6141651

博士有機農場(保證責任高雄市中崎農產運銷合作社 黃貴民)

黃貴民

81147 高雄市

高雄市楠梓區福興街50號

07-3644646

高雄市燕巢區果樹產銷班第26班

莊美花

82441 高雄市

高雄市燕巢區中華路200號

07-6162585

陳富美農場(大佃農)

陳富美

84552 高雄市

高雄市內門區光興里菜公坑19號

07-6673555

龔瑞明農場(大佃農)

龔瑞明

84550 高雄市

高雄市內門區內南里腳帛寮7號

07-6673971

采芳農場(路竹區稻米產銷班第一班)

王興麒

82148 高雄市

高雄市路竹區延平路420號

0989778626

保林水產養殖場(高雄市永安區水產養殖產銷班第10班)

林景義 解惠菁

82049 高雄市

高雄市岡山區開元街43號

07-6231872

梓官區漁會

蕭清山

82646 高雄市

高雄市梓官區信蚵里漁港二路32號

07-6176110

張媽媽休閒農場

張坤耀

84049 高雄市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里興田路116-1號

07-6564569

高健水稻育苗中心

高宗懋

63349 雲林縣

雲林縣土庫鎮新興37之20號

05-6625756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雲嘉區處

張西德

64063 雲林縣

雲林縣斗六巿仁義路196號

05-5221-333

晁陽農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邱信富

63855 雲林縣

雲林縣麥寮鄉興華村興華路32號

05-6938238

保證責任台灣區阿丹果菜生產合作社

李星辰

63046 雲林縣

雲林縣斗南鎮阿丹里14鄰阿丹5-8號

05-5969968

農匠田園

徐華謙

64062 雲林縣

雲林縣斗六市三光里002鄰頂柴路3之66號

0980788141

王文曲畜牧場

王文曲

63351 雲林縣

雲林縣土庫鎮馬光路328號

05-6652710

德興有機生態教育農場(新北市三峽區蔬菜產銷班第一班)

蘇興李

23742 新北市

新北市三峽區添福里添福12-14號

02-26725824、86717704、02-23696581

千戶傳奇養殖場

林典

23742 新北市

新北市三峽區有木里有木154-3號

02-26720748

翡翠茶園(新北市石碇區茶葉產銷班第1班)

曾仁宗

22391 新北市

新北市石碇區永安里北宜路六段13股巷6號

02-26651917

雅葳農莊

徐榮偉

31341 新竹縣

新竹縣尖石鄉錦屏村那羅229-1號

03-5841841

信勢網室有機蔬菜園(新竹縣湖口鄉蔬菜產銷班第3班)

吳文岳

30344 新竹縣

新竹縣湖口鄉新湖路335號

03-5996560

頤禾園有機農園(竹東鎮有機稻米產銷班第一班)

陳禮龍

31051 新竹縣

新竹縣竹東鎮軟橋里4鄰軟橋21號

0981463589

崇美農場

邱崇展

62547 嘉義縣

嘉義縣布袋鎮菜脯里菜脯廍7-2號

0937496331

凱麗牧場

鍾麗惠

61565 嘉義縣

嘉義縣六腳鄉蒜頭村181號

05-3800521

和興生態紅龍果園(鹿草鄉蔬菜產銷班第21班)

蔡文惟

61147 嘉義縣

嘉義縣鹿草鄉竹子腳竹山村80-5號

05-3650388

研帥蘭園

林司又

61152 嘉義縣

嘉義縣鹿草鄉鹿草村鹿草路198巷10號

0910979278

鹿草鄉大佃農-陳鴻明

陳鴻明

61147 嘉義縣

嘉義縣鹿草鄉竹子腳松竹村150-1號

0916895201

明星蘭園農產行

林文煥

60442 嘉義縣

嘉義縣竹崎鄉復金村水底寮7鄰44號

05-2618306

景發溫室農場(彰化縣秀水鄉蔬菜產銷班第2班)

柯景發

50955 彰化縣

彰化縣伸港鄉定興村彰新路7段402巷

0928362819

豐樂種牛畜牧場

黃常禎

50646 彰化縣

彰化縣福興鄉新生路73-38號

04-7800907

彰化縣田尾鄉庭園花木產銷班第30班-胡高棟

胡高棟

52250 彰化縣

彰化縣溪州鄉舊眉村中山路四段201號

0928922566

彰化縣溪州鄉稻米產銷第一班

黃宏意

52444 彰化縣

彰化縣溪州鄉三條村民生路2段498巷65號

04-8894829

吳國銘農場

吳國銘

52350 彰化縣

彰化縣埤頭鄉崙腳村和平路413號

0932597338

有限責任彰化縣溪湖鎮大員美果菜生產合作社

王禮智

51447 彰化縣

彰化縣溪湖鎮湳底路70號

04-8857212

博華蔬菜育苗場

謝悉文

51446 彰化縣

彰化縣溪湖鎮大突里二溪路大突巷19號

04-8817425；04-8856748

民豐水稻秧苗場

林佑民

52141 彰化縣

彰化縣北斗鎮地政路53號

0910538666

禾果多農企工坊(彰化縣秀水鄉蔬菜產銷班第2班-李政達)

李政達

50047 彰化縣

彰化縣彰化市華山路273巷32弄18號

0933417125

雅育休閒農場

賴偉志

51545 彰化縣

彰化縣大村鄉貢旗村旗興路2段328號

0972318698

保證責任彰化縣第一稻米蔬果生產合作社

陳俊豪

52656 彰化縣

彰化縣二林鎮華崙里光復路3-2號

04-8681303

古早雞休閒農場

楊黃美春

50244 彰化縣

彰化縣芬園鄉舊社村彰南路5段451巷36號

049-2522215

楊桃園休閒農場

廖昌塗

50346 彰化縣

彰化縣花壇鄉灣東村灣福路221巷5號

04-7860758

富田育苗農場

張勤財

52444 彰化縣

彰化縣溪洲鄉菜公村中央路一段171號

04-8789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