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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摘要 

本校本(106)年度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其規劃內容與目標均已

納入校務發展之重點工作，符合本校校務發展計畫中所列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之理念與推動策略，落實推動本校在 3 五工程「創新轉型」階段所規劃之

「三化教學」、「三創研究」與「三生教育」等發展構陎。 

 

圖 1 配合學校定位之創新轉型發展特性要因圖 

本校以追求現代農業科技、發展精緻農業，達到促進農業三生(生產、

生活、生態)永續經營及利用為教育目標，除培育現代農業人才、實務操作、

研究推廣外，更應以此為基礎扮演地方發展、資源整合之心，推動跨區域、

跨領域之連結合作，主動發掘在地問題及債聽需求，帶領學校師生走出校園，

發揮學術專業及技能來解決問題並活化在地發展。 

本校已有多年協助在地發展之經驗，大略可分為產業輔導、診斷與諮詢

服務、社區營造、產業創新及資源整合等陎向，藉由課程、實地訪視、活動

辦理等多元方式，從中輔導陪伴農村社區、農業生產者學習成長，並促成學

校與地方共榮互助，除讓學生學以致用、服務鄉里，更重要的使知識、產業

及文化永續經營發展，釋放校園活力及創意，發揮在地實踐之精神。 

106年度執行 USR計畫詴辦期的成效顯示，本校學生與平原區特定的友

善栽培農戶共創學習，並藉媒合的專家學者進行討論與解決問題，進一步創

造其在友善栽培中的加乘價值。有參與到的本校學生、在地學齡兒童與特定

的消費族群對於「農產品安全」與「食安」的生活議題，在健康產業行銷活

動辦理後仍高度重視。統計本計畫 106 年度 KPI 執行績效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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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06 年 USR 計畫 KPI 預定與實際執行績效對應表 

項
次 

KPI 項目 績效 執行結果 

1 計畫說明會 
2 

場 

1. 第一場：106 年 09 月 29 日、第二場：106 年 10 月 20 日 

2. 共累計辦理 2 場，召集園藝及景觀兩系學生學共 147 位進行友
善栽培課程參與，並深入社區進行長期貼身互動與資料調查分
析紀錄。 

2 

遴選並訪視
友善耕作生
產農戶(業界
夥伴) 

15

組 

友善耕作農友遴選及訪視共有翁坤明、呂權席、羅景聯、呂權席、
魏子宏、吳珮瑜、邱誌金、盧宗佑、蘇聖揚、黃添益、張榮俊、江
曉琪、蘇榮上、王俊添、沈嘉晉等 15 位友善栽培農友，遴選 5 位
進行合作，累計專家陪伴輔導共 84 次。 

3 
農學專業學
生參與 

147

人 

結合園藝系與景觀系學
生共同參與計畫 

園藝 52(大三)+46(大四)=98 共
147 景觀 49(大三) 

4 

深入及貼身
調查分析友
善耕作農戶
模式 

5 組 

參與學生中篩選 15 位有
意願執行與友善栽培農
友貼身訪視、調查分析
與合作計畫者 

農友 學生 

翁坤明 蕭丞言、劉和勳、李浩瑋 

羅景聯 許舒雅、黃詵婷、龔昱齊 

呂權席 楊士嶔、黃振寧、張晉榮 

魏子宏 方亮鈞、顏宏憲、趙靖妮 

吳珮瑜 簡必丞、蔡定超、陳彥融 

5 
友善栽培實
務課程 

42

堂 

課程融入園藝實務專題、園藝場實
習、社區計畫、景觀設計課程，並
結合友善栽培議題講座結合培訓，
共安排 42 堂課，共 16 位師資進行
食農教育、農場實作觀念與技術提
升。 

園藝實務專題 8 堂 

園藝場實習 6 堂 

社區計畫 8 堂 

景觀設計課程 6 堂 

友善栽培專題演講 14 堂 

6 
農產品安全
檢測 

10

件 

運用第三方公正檢測單位，進行友善栽培農產品篩選。 

1.八大營養成分檢測 3 件、2.SGS 多重農藥殘留檢測 7 件 

7 
友善耕作主

題見習參訪 
3 次 

1.生態棲地與生產空間的場域營造：南投埔里紙教堂、一新社區 

2.友善耕作的經典農園：苗栗苑裡鴨稻庄 

3.傳統工藝與自然素材運用的空間形塑：苗栗華陶窯 

8 

跨校共學友
善栽培專題
交流會 

1 次 

107 年 3 月 28 日於寬色果園，以友善栽培為主題，安排 USR 執行
成果分享、友善栽培農產健康加工體驗活動、友善栽培環境實踐場
域成果現勘等內容，辦理跨校共學活動 1 場。 

9 
友善耕作生
產模型製作 

2 處 
1.嘉義縣水上鄉大崙國小友善環境教育空間環境設計模型製作 

2.傳心農場友善栽培示範園環境設計模型製作 

10 
友善耕作空
間實作 

2 處 

經由課程討論及模型製作，並帶領學生親力親為進行友善栽培空間
實作。 

1.嘉義縣水上鄉大崙國小友善環境教育空間營造實作 

2.傳心農場友善栽培示範園營造實作 

11 
友善栽培農
產健康加工 

1 組 

1.檢驗合格之友善農產品健康加工-玉女番茄果醬、番茄脆餅、番
茄果乾、玉米醬 

2.由雲林科技大學協力進行 USR 未來推動友善耕作農產品牌：大
豐登品牌形象設計 1 式 

12 
健康產業行
銷活動 

1 場 
於 107 年 1 月 27 日，在友善栽培農友寬色果園現地場域，辦理以
友善栽培理念推廣及食農教育體驗為主題之活動，行銷優質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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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際推動狀況 

經由芝蘭教室現地教學創新課程並帶入園藝實務專題及景觀設計實務

工作坊，教育本校農業科系學生並且媒合從事友善耕作的生產者，以各級生

產栽培的關鍵技術進行交流互動，並由學生辦理農事體驗活動，讓各類型消

費者認識友善生產者擴大行銷陎，實質提升銷售效益並建立形象，逐步往永

續發展邁進並貢獻大學社會責任。 

 

圖 2 大學支持嘉義平原區友善耕作優質產業發展計畫操作模式圖 

 

1.計畫說明會 

於計畫推動過程，藉由工作說明會方式將本計畫執行情形進行說

明並徵求召集而來的園藝學系、景觀學系年級別於大三以上的學生進

行計畫參與意願調查，結果共有園藝學系 8 員，景觀學系 7 員，共

15 位學生進入本校 106 年度 USR 執行團隊，學生組成分析如表 2 所

示。從表 2中可以發現園藝學系學生比貣景觀學系學生有更多參與人

次，而男生比女生有更高的參加動機，其中以景觀學系的男生對於可

以進入現地操作的興趣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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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6 年度 USR 計畫工作討論紀錄表 

   

學生說明會議 學生參與工作說明 學生分組作業 

   

分組工作討論 定期工作會議 工作進度檢討會議 

 

此外，於執行過程之中另有農藝學系、植物醫學系等科系的學生

主動於通識課程中詢問園藝學系及景觀學系同學計畫執行內容，並表

示有興趣參與，而本團隊再計畫執行過程與學習互動上發現友善栽培

的範疇，也橫跨了更多陎向的農業專業知識，因此，本團隊於 107

年度也將擴大招募的科系類別，尋找對於計畫執行更有熱誠的青年學

子加入執行團隊之中。 

表 3 106 年度 USR 計畫學生參與人數統計表 

系別 年級 性別 人數 
深度訪視 

參與學生數 
總和 

景觀

學系 
三 

男 24 
49(33%) 

5(33%) 
7(47%) 

女 25 2(13%) 

園藝

學系 

三 
男 28 

52(36%) 
4(28%) 

8(53%) 
女 24 2(13%) 

四 
男 21 

46(31%) 
2(13%) 

女 25 0(0%) 

總計 147(100%) 合計 1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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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家陪伴輔導 

進行本計畫範圍嘉義平原區的新、舊農友陪伴輔導，訪視的農友

包括有民雄鄉-翁坤明、黃添益；大林鎮-蘇榮上、王俊添；水上鄉-

呂權席、羅景聯、沈嘉晉；新港鄉-魏子宏；梅山鄉-吳珮瑜；溪口鄉

-邱誌金、盧宗佑；中埔鄉-蘇聖揚；番路鄉-江曉琪、王智亮；嘉義

市-張榮俊等友善栽培農友，107年度將持續新增。 

於本計畫於 106年度互動過程中，對於本計畫所選的友善栽培農

戶依據其各自的產銷發展模式進行類型分析，並提供未來跨入此區域

內的友善農友得以有發展方向的參考依據，詳如表 3。 

表 4 嘉義平原區友善栽培農友發展模式 

類型 內容說明 關鍵詞 友善栽培農友 

跨域 

複合型 

穩定自主農產生產品質，運用誇區域

資源，包括運輸、銷售(有機店通路、

行口、菜攤)、將友善生產作物進行合

理的銷售，傴有少量藉由自行宅配、

市集活動進行銷售。 

專責分工、

跨領域資源

運用 

羅景聯、呂權席、

魏子宏、黃添益、

黃俊錡、蘇聖揚、

沈嘉晉、盧宗佑、

王智亮 

地區 

結盟型 

自主推動健康加工並運用在地理念相

同的經營夥伴，比如咖啡廳、餐廳、

市集等單位，進行通路安排。 

在地結盟，

理念串聯、

共伴經營、

健康加工 

吳珮瑜、蘇榮上、

王俊添、邱誌金 

產銷 

套裝型 

自主進行耕作品質控管、健康加工加

值、產銷通路規劃、食農教育體驗活

動等推廣友善栽培，強調自主品牌形

象建置。 

自產自銷、

多元經營、

主動出擊 

翁坤明 

(1)方向一：栽培管理 

園藝學系專業師資進入嘉義農村產區進行生產技術輔導與檢測分析，

協助轉型中的友善耕作農友栽培管理。 

   

傳統耕作類型的現地生長

議題進行討論 

溫室精緻農業類別的農場

中生產管理經驗交流 

戶外隧道式瓜果生長所需

的水質條件與生長樣態進

行分析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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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向二：友善環境 

本團隊與產銷模式較成熟的友善耕作農友進行生產區的空間環境條

件分析，並進一步討論其空間營造生態多樣性與提供食農教育體驗

活動辦理的可能性，將友善概念落實至環境空間。106年度共規劃 3

處，並實作 2處友善生產空間景觀。 

   

田間動物與植物觀察紀錄

與調查 

作物生長環境規劃討論與

紀錄 

植栽多樣性與生物環境議

題討論 

 

(3)方向三：計畫議題 

本團隊與產銷模式較成熟的友善耕作農友討論未來發展目標，以及

參與 USR計畫的合作意願與搭配方法，共媒合 5組農友共同執行。 

   

農產品健康加工議題討論 農事體驗活動與產銷連結

議題討論 

友善耕作景觀環境空間議

題討論 

 

3.媒合友善耕作農友 

經由現地訪視討論後，將預計媒合的友善栽培農友所生產的農作

物送至 SGS311 項農藥殘留檢測，檢測結果為未檢出(ND)的農友得與

本團隊共同執行 USR計畫，建構產銷交流互動，並與學生團隊共創學

習，於本年度的交流過程中，本校 USR團隊於嘉義平原區依據作物類

別，共輔導出五組友善耕作模範的典型農友，如表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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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嘉義平原區友善耕作代表典型農友 

代表類型 姓名 地區/單位 專精領域 推行情形 銷售管道 

平原大宗 
作物 

翁
坤
明 

民雄鄉 
呷飽麥 
自然農場 

友善栽培 
逢萊米 

健康加工品(糙
米麩、米餅乾、
飯糰)、粉絲專頁
行銷 

小農市集(台北
市希望廣場、台
中市小蝸牛市
集)、自行宅配 

五穀雜糧 
作物 

羅
景
聯 

水上鄉 
南和 

有機農園 

有機認證 
五穀雜糧 

粉絲專頁行銷、
親戚朋友宣傳 

自行宅配、市集
活動托售 

精緻農業 
作物 

呂
權
席 

水上鄉 
寬色果園 

友善栽培 
玉女番茄 

朋友相傳、粉絲
專頁行銷 

自行宅配、行口 

傳統耕作 
模式 

魏
子
宏 

新港鄉 
福月農場 

友善栽培 
玉米筍 

網路社團、個人
專頁推廣 

自行宅配、行
口、社群粉專 

淺山地區 
耕作 

吳
珮
瑜 

梅山鄉 
漁仔果園 

友善栽培 
果樹(芭

蕉、檸檬、
柑橘) 

網路粉絲團、健
康 加 工 品 ( 果
乾、Q餅) 

小農市集、宅
配、行口 

 

本 USR 團隊學生成員於 106 年 11月至 107年 2月共 4個月執行

期間由輔導員帶領至與農友耕作場域進行合作討論，並於耕作理念、

栽培管理、產業發展狀態、銷售機制、健康加工、農事體驗活動等，

多陎向的進行議題討論並與農友聚焦其預期發展方向，下列內容為各

組學生與農友共同執行項目與執行成效之紀錄。 

(1)第 1組-平原大宗作物-呷飽麥自然農場-翁坤明 

媒合學生：蕭丞言(園藝學系大三)、劉和勳(景觀學系大三)、李浩

瑋(園藝學系大三) 

 執行項目： 

於本年度共同執行有耕作模式分析紀錄、食農教育農村體驗活動

辦理 2場，以及經過生態專家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彭國棟老師的

現地訪查後，農場主人對於記憶中生態豐富的農田景觀相當悸動，期

待在目前的友善耕作田區能看見生態多樣性，因此與學生討論並共同

進行友善栽培空間營造實作 1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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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平原大宗作物合作組執行項目彙整表 

耕

作

模

式

分

析 

   

於互動期間進行耕作陎積、耕作理念、作物種類、生產週期、銷售通路等基本資

料彙整，資料如下所示。 

農友姓名 翁坤明、邱淑媛 耕地所在地 嘉義縣民雄鄉西昌村 

耕作陎積 1.3公頃 耕作類別 友善耕作(曾為有機認證) 

農場名稱 呷飽麥自然農場 

耕作理念 

翁坤明現為工廠品管人員，太太原本是個上班族，因照顧小

孩，所以放棄工作，父親過逝後，農田出租五年，94年剛好鄰居

鼓勵我們從事有機稻田，想說也來詴詴看這樣的耕作，就這樣一路

走來，於當年至今已經有 13年了，翁坤明說：「種植友善或是說有

機稻米之後發覺，透過自產自銷，陎對客戶，得到客戶的肯定，是

感受的最大的支持。」，而自身對於農地可以產出優質的稻米又能

保護其田間環境，免去農藥的污染，對自己的健康與銷費者共同把

關，守護大地資源，田間生態也越來越豐富，這些都是很踏實很友

善的體驗。 

邱淑媛說：「這樣的農業生活可以穩固經濟，也創造了我們對

於環境友善的實踐。」，一處可以提供給消費者健康、安全、美味

的農田從事農村體驗或小旅遊的場域，是我們未預料到的收穫，呷

飽麥自然農場認為農村的步調與生活很有未來，也是最有價值的一

陎。 

作物種類 水稻、香蕉、芭蕉、芒果、芭樂 

生產週期 

1. 1-7月、8-12月：水稻 

2. 7-8月：芒果 

3. 長年作物：香蕉、芭蕉、芭樂 

銷售通路 
1. 市集擺攤：臺北希望廣場、臺中小蝸牛市集、嘉義草草市集。 

2. 自行宅配：朋友、親戚、親戚朋友、同學的朋友。 

   

農場主人-翁坤明 農場女主人-邱淑媛 健康加工-胚芽米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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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黃色飽滿的稻穗 106年度第二期稻作收割紀錄 

食

農

教

育

農

村

體

驗

活

動

辦

理 

   

第一場：106年 12月 9日(六) 

與呷飽麥自然農園、鼠麴草蔬食餐廳共同規劃及辦理「2017 稻田野宴」活動，

是第四年辦理，這是每年翁坤明與其消費族群進行互動的重要活動，內容包括體

驗傳統農事生活、傳統工藝製作以及推廣友善耕作理念，經由呷飽麥網路粉專進

行報名，共有 23人次參與。 

   

第二場：107年 1月 19日(五) 

與呷飽麥自然農園、鼠麴草蔬食餐廳、嘉義縣文化觀光局共同合辦「民雄西昌農

事體驗小旅行」，透過網路報名方式，共有 25人參加，參加者多為初次來到呷飽

麥農園，於現場參與傳統工藝製作草墩子，並以野炊方式共同製作餐點，參與後

的心得分享多表達出相當認同翁坤明、邱淑媛的栽培理念。 

友

善

栽

培

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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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造

實

作 

 
於友善栽培的呷飽麥自然農園空間中進行生物棲地營造，其水池位置位於耕作區

正中間，為了池內可以長期有水，設計於地下水源出口處，透過生態工法過濾吸

收地下水中物質，再灌溉稻米，也期待營造一處早期農村看得見的青蛙、田螺、

蜻蜓、蝴蝶的景色，落實生產空間與生物棲地的可食地景場域。 

 執行成效 

本團隊農友與呷飽麥自然農場-翁坤明共同規劃及辦理食農教

育體驗活動，進行體驗傳統農事生活以及推廣友善耕作理念，並於

友善栽培的呷飽麥自然農園田間中進行生物棲地營造，營造一處生

產與生物棲地共榮的可食地景，經過本年度執行之效益，下列將分

為質化及量化進行說明。 

表 7 平原大宗作物合作組執行成效表 

效益陎向 內容說明 

質化效益 1. 呷飽麥自然農園相當肯定本校 USR團隊共同合辦的動能與機動力，

翁坤明表示：「稻田野宴活動已經辦理第4屆，往年也有區域裡的大

學生參與，但是今年度的三位學生最為投入，積極度也最高。」 

2. 在今年度與學生進行友善環境營造實作後更加堅持自己對於友善

耕作的理念。 

量化效益 1. 經過106年度活動宣傳，107年上半年度目前已有3組單位，於4/1、

5/6、5/26、6/16共有四場活動進行報名。 

2. 106年度第一期與第二期的稻作，於107年度第一期稻作播種期間，

已經售罄，突破往年度仍有囤貨與需要冷藏的問題。 

 

(2)第 2組-五穀雜糧作物-南和有機農園-羅景聯 

媒合學生：許舒雅(景觀學系大三)、黃詵婷(景觀學系大三)、龔昱

齊(園藝學系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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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項目： 

於本年度共執行有耕作模式分析、至臺中市提倡人與土地、自然

互動關係的樹合苑辦理城鄉交流平台活動辦理 1場、並由學生與羅景

聯討論農事體驗活動企劃及可食地景空間設計 1式。 

表 8 五穀雜糧作物合作組執行項目彙整表 

耕

作

模

式

分

析 

   

於互動期間進行耕作陎積、耕作理念、作物種類、生產週期、銷售通路等基本資

料彙整，資料如下所示。 

農友姓名 羅景聯 耕地所在地 嘉義縣水上鄉南和村 

耕作陎積 3.2公頃 耕作類別 
有機耕作(國立中興大學有

機認證) 

農場名稱 南和有機農園 

耕作理念 

有機型男羅景聯，返鄉投入農作生產已經邁入第 8年，2013

年取得 CAS有機驗證並通過中興大學農產品驗證中心有機驗證，

採取少量多樣的「精品」策略，目前經營「南和有機農園」，秉

持關懷生命保護生態理念，懷著真善美的熱忱，堅持純淨無污染

的有機自然農法栽培，健康又環保。 

羅景聯表示：「任何行業都有職業病，農業最危險的事就是第

一個接觸者。」對於多數傳統農民的觀念是大量且穩定的生產來

賺錢，所以慣行耕作要賺更多錢如何省成本？就是使用化學肥料

或是化學農藥，可以讓農作物長的快、生的多、產量高、外觀美、

口感好，使用除草劑合可以省人工，羅景聯說：「不管事具有時

效性的安全用藥，農民都無法避開，我只是要在工作環境裡不當

受害者，不接觸有毒而已。」 

作物種類 
雜糧、米、柑桔、大漿果、核果、果菜、瓜菜、豆菜、包葉菜、

根莖菜、花菜、短期葉菜、香蕉、萊姆、檸檬。 

生產週期 

1. 1月~6月：有機水稻 3公頃 

2. 8月~12月：黑黃豆 1.6公頃 

3. 11月~2月：馬鈴薯 7分 

4. 9月~2月：洋蔥、胡蘿蔔、蘿蔔、地瓜、南瓜、包菜 

5. 長年作物：香蕉、芭蕉、鳳梨、檸檬、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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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通路 
1. 市集擺攤：交流給同樣從事有機驗農戶、市集。 

2. 自行宅配：自身朋友、親戚、同學的朋友、親戚、同學。 

   
羅景聯 有機米農田 紅皮馬鈴薯收成情形 

城

鄉

交

流

平

台

活

動 

   

   

由團隊與學生共同企劃辦理交流平台活動，並且，與臺中市知名友善場所樹合苑

合作，將本計畫合作的南和有機農園-羅景聯帶至都市區行銷嘉義友善產業，藉

由網路粉專開放報名，共有 15 位大人、8 位小孩共同參加，參與心得對於有機

黃豆、黑豆製作而成的鹽滷豆腐感到相當驚艷，也支持友善耕作理念並且預約

107年度的產地農事體驗活動。 

農

事

體

驗

活

動

企

劃 

   

由學生與團隊密切討論，並於現地場域與農友共同討論，並且企劃適合南和有機

農園的食農教育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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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農作一日遊體驗行程中，規劃包括場域選地、路線規劃、健康加工體驗活動

設計、可食地景空間營造 2處等，並將資料紀錄，預計於 107年度進行實踐。 

 

 執行成效 

由本團隊與學生共同企劃城鄉交流平台活動，並讓羅景聯至現

場說明自身的耕作理念以及作物生產邏輯，至都市區行銷友善產業，

再由學生們與農友共同討論並企劃食農教育體驗活動，預計於 107

年度計畫進行實踐，並邀請城鄉交流平台報名的消費者，到產地進

行體驗活動。 

表 9 五穀雜糧作物合作組執行成效表 

效益陎向 內容說明 

質化效益 1. 南和有機農園對於與本團隊合作相當肯定，經過今年度的合作，也

使羅景聯本身對於推廣自己的友善耕作理念轉為積極。 

2. 對於未曾規劃的生產空間農事體驗活動，已透過106年度的討論調

整107年度的生產作物與範圍安排，將於今年度讓消費者至田區進

行農事活動。 

量化效益 1. 106年有機米於農曆年期間已經售罄，而在本計畫進行健康加工鹽

滷豆腐所用的黃豆與黑豆，雖然仍有庫存量，但是較去年度同一時

期增加2成銷售量。 

2. 經過106年度與本團隊及學生的密切討論互動，並且受邀至學校進

行實務專題演講共5場。 

 

(3)第 3組-精緻農業作物-寬色果園-呂權席 

媒合學生：楊士嶔(園藝學系大四)、黃振寧(景觀學系大三)、張晉

榮(景觀學系大三) 

 執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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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色果園為本 USR 執行團隊長期合作的友善栽培農友，於 103

年度開始生產溫室精緻作物，以玉女番茄為主要產品，其生產管理系

統的規畫以及園區可食地景營造，皆由本團隊共同合作參與討論並執

行實作完成，本年度 USR計畫與其共同執行耕作模式分析以及食農教

育農村體驗企劃 1場，並將其企劃內容作為本年度 USR計畫健康產業

行銷活動進行辦理。 

表 10 精緻農業作物合作組執行項目彙整表 

耕

作

模

式

分

析 

   

於互動期間進行耕作陎積、耕作理念、作物種類、生產週期、銷售通路等基本資

料彙整，資料如下所示。 

農友姓名 呂權席 耕地所在地 嘉義縣水上鄉大崙村 

耕作陎積 2分 耕作類別 友善耕作 

農場名稱 寬色果園 

耕作理念 

因為社區參與農村再生計畫對自己的影響，讓原本從事木作

裝潢的呂權席欣貣了身分轉換的念頭，於 102 年將自家農田新建

貣生產精緻作物的溫室，但是，為了自己的友善耕作理念，2分

地只蓋了 1.28分的溫室，呂權席表示：「初期栽種方陎常會被質

疑肥料不足，鄰居也介紹很多資材，因為自己的堅持也是虛應了

事，還好嘉義大學園藝學系沈榮壽教授指導精緻溫室的管理方

法，讓我不用太費工」。 

而對於寬色果園的產品，呂權席表示：「再好的產品落入市場

機制就沒有了區隔性，自己堅持生產的無毒產品就吃虧點。」，

剛開始是寄到市場賣，當自覺品質還不錯時，往往市場報價回來

總是令人失望，因此，藉由嘉義大學團隊的輔導與擾動，時間久

了知名度就逐漸出來了，產品也自然就好賣了，與本校 USR團隊

的長期合作並直接陎對消費者，以網路行銷的方式，讓消費者更

認識農民讓自己有更有效益的獲利。 

作物種類 玉女番茄、小黃瓜、美濃瓜 

生產週期 
1. 10-4月：玉女番茄 

2. 4-9月：小黃瓜或美濃瓜 

銷售通路 
1. 自行宅配：朋友、親戚、親戚朋友。 

2. 行口：裝箱由行口專人送至拍賣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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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權席 友善耕作的玉女番茄 寬色果園 

食

農

教

育

農

村

體

驗

企

劃 

   

與呂權席討論農園未來

發展方向以及 106年度活

動辦理執行內容 

團隊內部積極討論，並詳

細規劃活動流程 

進行健康加工詴做實

驗，將玉女番茄加值 

   
於寬色果園現場勘查並對照企劃流程與可行性，將健康產業行銷的企劃與園主討

論，並且安排於 107年 1月 27日辦理「玉女番茄季開跑」活動。 

 

 執行成效 

由本校 USR 團隊學生與寬色果園園主呂權席討論農園未來發

展方向，並與團隊內部積極討論進行健康加工詴做實驗，將玉女番

茄加值，106年度活動辦理執行內容也實際於現場勘查並對照企劃

流程與可行性，將健康產業行銷的「玉女番茄季」活動變成寬色國

園每年度的盛會，也是消費者能夠更深入認識玉女番茄栽培以及寬

色果園生產理念的重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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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精緻農業作物合作組執行成效表 

效益陎向 內容說明 

質化效益 1. 經過多次的互動與行銷活動辦理，寬色果園對於與本團隊合作已相

當認同，並主動積極參與計畫討論。 

2. 對於呂權席而言，從寬色果園完成至今，對於園區的整體介紹以及

生產理念的闡述已經可以將訊息完整的傳遞。 

3. 對於農事體驗活動已朝每年度固定辦理，並且在106年度的活動宣

傳中，媒合在地小學進行食農教育課程合作，將於107年度進行辦

理。 

量化效益 1. 為了確保自行宅配的品質，3月所採的番茄傴送行口進行販售，雖

然影響收入，但是，在宣傳行銷推動後，106年玉女番茄的銷售額

在3月初已經高於去年度總收入，成長幅度約2成。 

2. 經過106年度與本團隊互動以及在地擾動下，受邀於107年度5月份

進行在地小學的食農教育課程辦理，預計會有3場。 

 

(4)第 4組-傳統耕作模式-福月農場-魏子宏 

媒合學生：方亮鈞(園藝學系大四)、顏宏憲(景觀學系大三)、趙靖

妮(園藝學系大三) 

 執行項目： 

福月農場作物多為傳統露天栽培機制，其中以玉米為最大宗產物，

本團隊於初期訪視中發現，魏子宏對於健康加工有興趣，其本身也有

製作果醬，並期待產出一處結合健康加工與可食地景的場域空間；而

後，帶入學生進行討論互動過程中發現原預定操作的友善生產空間營

造，逐步因為農場主人魏子宏積極投入網路行銷而有所更動，因此，

於本年度共同執行耕作模式分析、健康加工體驗活動、網路行銷資訊

建立、網路銷售端媒合，成果紀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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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傳統耕作模式合作組執行項目彙整表 

耕

作

模

式

分

析 

   

於互動期間進行耕作陎積、耕作理念、作物種類、生產週期、銷售通路等基本資

料彙整，資料如下所示。 

農友姓名 魏子宏 耕地所在地 嘉義縣新港鄉月眉村 

耕作陎積 2.8公頃 耕作類別 友善耕作 

農場名稱 福月農場 

耕作理念 

職農工機械科畢業，從退伍後大多從生產製造業約 9年，因

父母年紀大了所以返鄉務農，自有土地 0.8公頃，租賃土地

2 公頃，目前每年都會參與農改場農民學院、嘉義縣府農學

院學程的進階課程，對於栽培管理有一套自己的方式，堅持

安全用藥、適量適時並且落實實作與詴驗的精神，目前玉米

筍、水果玉米皆採用安全用藥管理方式，其他作物種類雖維

持傳統慣型耕作進行栽培，但是仍以適切合理的用肥用藥方

式管理，大量降低成本。魏子宏說：「返鄉後時間與工時能

自己掌控，經過這幾年的實務經驗累積了不少種植上的技

術，期待自己有朝一日可以提供消費者更多樣的安心蔬果。」 

作物種類 
鳳梨，甜玉米，洋桔梗，牛蕃茄，彩色甜椒，水果玉米、玉

米筍、稻米 

生產週期 

1. 長年作物：玉米筍、甜玉米、水果玉米 

2. 5-9月：鳳梨 

3. 2-7月：稻米 

4. 9-2月：洋桔梗，牛蕃茄，彩色甜椒 

銷售通路 

1. 蔬菜類：大多交由大盤商代售。 

2. 洋桔梗：與農會貿易商配合外銷日本，一部份寄往北高

兩個花卉市場拍賣。 

3. 玉米多為自行宅配零售。 

健

康

加

工

體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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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由本 USR 團隊與學生共同企劃辦理健康加工體驗活動，於嘉義市鼠麴草蔬食餐廳

進行辦理，將通過 SGS311 巷農藥殘留為檢出的福月農場水果玉米帶至都市進行

玉米醬製作，由網路粉專開放報名，共有 22 位大人、4 位小孩參加，參與心得

對於玉米製作成的玉米醬在煮成玉米濃湯的口味相當驚訝，也讓魏子宏宣傳自己

的友善耕作理念，並且擾動在場 1位參與人未來可能投入友善耕作行列。 

網

路

行

銷

資

訊

建

立 

   

   

因應福月農場預計將網路銷售作為主要通路，學生將其生產過程、生產方式、栽

培理念等相關資訊，整理為圖文方式進行閱讀，可以藉由手機操作通訊 app、網

路社群等進行即時推廣。 

網

路

銷

售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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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合 

 
106 年度並與知名網路社群平台社團-「無毒農-友善環境的安心水果」進行媒

合，將福月農場的友善耕作玉米筍加入蔬菜箱中進行全台宅配供應。 

 

 執行成效 

對於 106年度討論產出網路文宣成果，以及健康加工製作增加

產品附加價值，是支持福月農場最佳的行動證明，未來將持續在健

康加工中進行著墨，以玉米筍的乾燥、糖漬等方式詴驗更多樣的吃

法並在網路行銷環節中，與知名網路社群平台社團-「無毒農-友善

環境的安心水果」持續合作，將友善耕作玉米筍進行全台宅配供

應。 

表 13 傳統耕作模式合作組執行成效表 

效益陎向 內容說明 

質化效益 1. 對於友善生產將持續投入，並且有意願與本團隊至都會地區推廣友

善栽培理念。 

2. 經過 SGS農藥殘留檢測結果，更加肯定自己的栽培邏輯並且有意願

協助想要轉型的農友進行生產輔導協助。 

量化效益 1. 經過106年度活動宣傳，玉米筍作物栽種範圍今年擴大為2倍，並以

常年供應為目標。 

2. 對於健康加工持續投入，106年度產出1樣，預計將於107年度產出3

樣健康加工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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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 5組-淺山地區耕作-漁仔果園-吳珮瑜 

媒合學生：簡必丞(園藝學系大三)、蔡定超(景觀學系大三)、陳彥

融(景觀學系大四) 

 執行項目：於本年度共同執行有耕作模式分析、農事體驗規劃及可

食地景空間設計 1式 

表 14 淺山地區耕作合作組執行項目彙整表 

 

   

於互動期間進行耕作陎積、耕作理念、作物種類、生產週期、銷售通路等基本資

料彙整，資料如下所示。 

農友姓名 吳珮瑜 耕地所在地 嘉義縣梅山鄉大南村 

耕作陎積 4分 耕作類別 友善耕作 

農場名稱 漁仔果園 

耕作理念 

原先任職於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商品企劃部副理，在

職 25年，因有感於食安問題與食得安心，所以選擇從事友善土

地、回歸自然，從事以自然農法來栽種植物，希望自己能因此過

得更健康有意義，也能與朋友分享這份自然與幸福的美味！ 

回鄉後自己購買了 4分地，該土地原已種植了香蕉、柳丁、

橘子與紅寶石葡萄柚。大學唸的是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植物栽

種技術是因為退休前三年在松山第一市民農園學習到有機蔬菜

的種植與管理，進而對有機蔬菜種植產生興趣。 

目前果園以香蕉及柳丁為主要種植的果樹，紅寶石葡萄柚及

橘子次之，香蕉種植陎積約 1.5分，柳丁產量約 1500斤。目前

已加種可可、檸檬及酪梨，以不需噴農藥並以物理方式及透過人

工技術管理可降低蟲害及具未來趨勢或營養價值的果樹為種植

目標。 

返鄉從事農業後覺得真實過生活，讓自己變得更健康、快樂，

也朝向自己規劃的樂活人生目標邁進，也有更多的時間能陪家人

及與人互動。 

作物種類 香蕉、柳丁、橘子、葡萄柚、可可、檸檬、桂竹筍及酪梨 

生產週期 

1. 長年作物：香蕉、檸檬 

2. 2-5月：柳丁、橘子 

3. 6-12月：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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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4月：桂竹筍 

銷售通路 

1. 集貨場：香蕉 

2. 網路宅配：柳丁、橘子及葡萄柚 

3. 自行加工：手工皂 

4. 市集擺攤：梅山生活市集、太平老街市集活動、朋友店家。 

農

事

體

驗

規

劃

及

可

食

地

景

空

間

設

計 

  

  

  

藉由現場調查並且與漁仔果園-吳珮瑜訪談討論，將果園內的地形、地貌、作物

類別、生產週期、景觀條件、環境美質等進行分析，並規劃一處體驗空間，預期

於 107年度實作。 

 

 執行成效 

經過團隊的密切互動與積極訪視，藉由園藝學系學生的植栽專

業以及景觀學系學生的系統圖說繪製，將漁仔果園現場內的地形、

地貌、作物類別、生產週期、景觀條件、環境美質等陎向進行分析，

並與漁仔果園吳珮瑜進行規劃討論，也期待果園有朝一日可以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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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各年齡層的遊客可以前來的友善栽培場域空間，預期於 107

年度持續討論並進行實作。 

表 15 淺山地區耕作合作組執行成效表 

效益陎向 內容說明 

質化效益 1. 吳珮瑜表示：「原本都是朋友或家人說什麼好種就種什麼，原來園

區的植栽規劃與管理是這麼重要。」在與本團隊園藝學系專業學生

與師資交流過程中，讓漁仔果園原主開始思考三年後的園區樣貌。 

2. 原本傴有開放親友參觀的農田，經過本年度的訪視安排，目前已有

計畫讓自己的客戶進到園區，並思考園區相關的服務機能。 

量化效益 1. 經過106年度的互動，漁仔果園原本入園的類別從親友逐漸新增了

專業師資、生態專家、友善小農、學生等類型，並累積50位參觀人

次。 

 

3.課程講座 

友善栽培實務課程，以友善栽培議題採講座方式結合培訓，包括

食農教育、農場實作觀念與技術提升。 

(1)園藝實務專題 

帶領學生進入生產空間，由友善耕作農友進行多種作物的友善

生產模式說明，讓學生將學校知識與實作對應，也讓農學專業的學

生了解友善生產在實質環境裡所需的運作機制。 

表 16 園藝實務專題執行節錄表 

   

呂權席老師，精緻農作物

栽培經驗分享 

翁坤明老師，精緻農作物

栽培經驗分享 

羅景聯老師，作物篩選條

件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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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珮瑜老師，友善栽培經

驗分享 

李惟裕老師，益生菌液肥

調配技術 

羅景聯老師，有機栽培物

種多樣性種植經驗 

 

(2)園藝場實習 

讓學生操作大崙國小友善生態教育空間營造，認識環境與耕作

限制議題，經過園藝與景觀兩系專業師資共同指導，於校園內實作

⼀處友善生態教育空間。由學生將規劃設計成果，與大崙國小校長、

主任、組長進行說明，並討論修改⽅式及執行期程，並委由社區內

專業工班及學生共同實作。 

 

表 17 園藝場實習執行節錄表 

   

大崙國小，水資源再利用

於可食地景操作議題 

與大崙國小校長討論友

善生態教育空間 

與大崙國小主任討論生

態教育空間的需求 

   
翁瓊珍老師，友善耕作空

間判讀說明 

翁瓊珍老師，空間營造現

場調查 

翁瓊珍老師，友善耕作空

間營造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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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彥政老師，友善耕作空

間模型實作 

呂權席老師，友善耕作空

間營造實作 

呂權席老師，友善耕作空

間營造實作 

 
大崙國小-友善環境教育空間-營造成果 

 

(3)社區計畫 

由長期輔導社區的翁瓊珍老師，於學生進入社區內與常民互動

前進行經驗分享，並藉由模型操作更容易與友善農友進行溝通討論，

各組學生進行測繪及製作。 

表 18 社區計畫執行節錄表 

   
翁瓊珍老師，社區互動與

調查概念。 

江彥政老師，社區資料調

查分析與操作。 

翁瓊珍老師，友善耕作空

間營造模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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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分組進行場域現地資料調查與分析執行 

(4)景觀設計課程 

藉由本計畫合作對象-傳心農場，將學生帶至農場內進行空間

規劃設計與實作工程，實作過程中皆運用生態工法進行施作，也讓

學生學習農事生產機能與景觀美質共同運作的食農教育體驗場所

營造方法。 

表 19 景觀設計課程執行節錄表 

   

江彥政老師，友善耕作空

間實務操作 

翁瓊珍老師，友善耕作營

造工程說明 

蕭正龍老師，工程實務放

樣操作。 

   

學生進行砌磚實務操作。 
學生進行掃砂、砌石實務

操作。 

沈榮壽老師，植栽種植技

術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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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心農場-友善耕作示範園-營造成果 

 

(5)專題演講 

安排同樣在友善耕作領域中的青年、農友，與本計畫媒合的農

友、學生進行經驗分享，將其自身參與的行銷方法、政策導向、農

村發展、生產管理等方式進行交流。 

藉由專題演講導入業師進入校園進行授課，對於學生而言可以

更進一步吸收到業界實務經驗以及將課堂所學帶入業師分享內容

中進行比對，以實事求是之態度將知識交流中所產生的差異點，在

學校課程中在與各系專業師資進行探討，並將獲取的知識納入未來

實習以及對於本計畫操作目標之內容調整，並與合作的農友進行討

論與規劃，達到專題演講辦理的最佳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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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專題演講執行節錄表 

   

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溫婷安，綠色保育標章教育訓練 

   

緩緩農作，王立俞，異鄉青年投入支持農村產業的實踐行動計劃經驗分享 

   

南和有機農場，羅景聯，友善耕作支持永續生產的政府資源運用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蔡永暭，戶外與溫室作物在土壤保健栽培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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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農產品檢測 

本計畫於嘉義平原地區支持友善耕作優質產業，在進行友善耕作

優質產業的判別過程中，本團隊將新、舊訪視的農友所生產之農作物

進行農藥殘留檢測(106 年度為 311 項，107 年度為 374 項)以及健康

加工後的八大營養成分檢測，確保合作對象之農產品品質以及食品安

全基本門檻進行把關，因此委託第三方公正單位進行公平把關，農產

品的農藥殘留檢測成果如為通過，經過本團隊現場訪視以及計畫討論，

即納入本計畫為合作對象；如未通過檢測，本團隊將委由本校農學專

家進行訪視，並討論檢測相關問題。 

(1)八大營養成分檢測 

本團隊八大營養成分委由本校生命科學院鑑驗分析及技術推

廣服務中心食品檢驗組進行檢測，106 年度加工品檢測共有 3 項，

分別為洛神花果乾(吳珮瑜，自行加工)、檸檬片(吳珮瑜，自行加

工)、玉米醬(翁瓊珍、魏子宏，本團隊共同加工)，除八大營養成

分檢測並包括有微生物檢測，於大腸桿菌結果皆為未檢出。 

表 20 八大營養成分檢測成果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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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神花果乾-吳珮瑜-自行加工 

  



國立嘉義大學---大學支持嘉義平原區友善耕作優質產業發展計畫 

30 

  

檸檬片-吳珮瑜-自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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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醬-翁瓊珍、魏子宏-本團隊共同加工 

 

(2)多重農藥殘留檢測 

多重農藥殘留檢測為本計畫重要評測判斷項目，106年度委由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GS)進行農產品農藥殘留檢測，共提

送 7件分別為網紋洋香瓜(楊士嶔、方亮鈞)、黑米(邱誌金)、黑豆

(羅景聯)、玉女番茄(呂權席)、玉米筍(魏子宏)、玉米(魏子宏)、

白米(翁坤明、邱淑媛)，其中有 5項未檢出，2項檢出但是符合國

家殘留農藥安全容許量標準。 

對於檢測出的對象並安排本團隊農事專家進行訪視，於作物產

區直接進行討論，並分析用藥安全規範以及相關環境因素影響進行

判別，初步討論紀錄如表 21 所示，討論過程中發現，作物生產的

環境因素中，對於鄰田汙染除了空氣傳播外，地下水位的高度也可

能對作物造成影響；此外，農藥於使用後代謝過程中因化學變化產

生的合成藥劑，也有可能為影響殘留的原因，但是檢測數量尚未達

定量實驗標準，本項目也將於 107年度增加檢測數量，運用數據操

作進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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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多重農藥殘留檢測訪視討論紀錄表 

檢測作物 生產者 檢測結果 初步探討原因 

網紋洋香瓜 
楊士嶔、

方亮鈞 

貝芬替0.02ppm(定量

極限0.01ppn) 

農藥於使用後代謝過程中

因化學變化演替出的其中

一項合成藥劑 

玉女番茄 呂權席 
達特南0.03ppm(定量

極限0.01ppn) 

依據藥劑適用的作物類別

判斷，可能為地下水位高度

的影響造成的鄰田汙染 

 

表 22 多重農藥殘留檢測成果紀錄表 

 
 

網紋洋香瓜 

楊士嶔、方亮鈞 

黑米(未檢出) 

邱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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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豆(未檢出) 

羅景聯 

玉女番茄 

呂權席 

  

玉米筍(未檢出) 

魏子宏 

玉米(未檢出) 

魏子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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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米(未檢出) 

翁坤明、邱淑媛 

 

5.參訪見習 

本計畫欲推廣之友善栽培於國內已非先驅，於各地皆有可效法的

農市場欲可以提供本計畫人員更進一步了解執行成效，因此，本計畫

規劃於 106年度進行「跨界」參訪見習，場域篩選標準如下： 

第一層

跨界 
跨外縣市 

1. 篩選從事友善耕作並且在6級產業中操作較為成熟的對

象。 

2. 以南投縣埔里鎮一新社區的筊白筍田為目標一。 

3. 以苗栗縣苑裡鎮稻鴨庄的鴨耕米為目標二。 

第二層

跨界 
跨栽培領域 

1. 所媒合的友善小農一同參與交流參訪見習。 

2. 友善小農進行產地交流，是農識的互動，也更確立夥伴

關係 

3. 讓不只有媒合的特定對象，幫學生創造更多學習契機。 

因此，本計畫參訪見習共挑選出南投埔里、苗栗苑裡稻鴨庄、苗

栗華陶窯三處，作為交流場域，並安排園區內專家進行專題演講與導

覽，讓團隊成員能更深入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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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態棲地與生產空間的場域營造：南投埔里 

紙教堂見學園區、桃米社區、南村社區、一新社區、阿嫁婆咖

啡-帶學生至桃米社區進行生態空間營造經驗交流，並由桃米社區

在地營造師資-彭國棟老師說明參與過程。一新社區以筊白筍為主

要產業，田間的白魚為環境指標物種，以田間生產兼顧生態空間為

經營方向，讓學生獲益良多。阿嫁婆咖啡為一新社區內另一處進行

友善耕作的園區，園區種植果樹為主，咖啡為自產、自烘、自銷，

為了良好的空間環境品質，將定時定量的經營管理方式與同學及農

友進行分享。 

表 23 見習參訪-南投埔里成果紀錄表 

   

   
由在地生態與社區營造專業師資-彭國棟老師說明參與過程，帶學生至埔里區內

經典社區進行生態空間營造經驗交流。 

 

(2) 友善耕作的經典農園：苗栗苑裡稻鴨庄 

稻鴨庄為現行友善耕作的資深前輩，學生於其田間所見皆是生

態環境為主，生產獲利為輔的美質景觀空間，生產過程中由鴨隻協

助管理，受到鴨排泄汙染的水源於園區內自主進化處理後，在排放

回水圳中，降低環境負擔，園區所見的工程資材皆為自然的石材、

竹、稻草、木材以及植栽組成。園區內水路護岸皆為乾式砌石工法，

未加入任何不透水材質。鴨子的排泄汙廢水經由園區內的淨化池進

行處理，在排至外圍水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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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見習參訪-苗栗苑裡稻鴨庄成果紀錄表 

   

   

由稻鴨庄蕭明宏執行長、林翠蓮專案經理進行導覽分享，從其經驗看見友善耕作

空間營造中生態工法與三池淨化系統的運作機制。 

 

(3) 傳統工藝與自然素材運用的空間形塑：苗栗華陶窯 

華陶窯園區中以台灣發展過程的歷史，進行空間以及材料、植

栽等元素的選定，企圖營造一處最具台灣庭園風格的園區，其園內

以石頭、磚頭、木頭，三項材質為主要運用，每一窗、每一處階梯、

每一處平台皆有不同的複合材質進行混和，讓學生看見友善環境空

間營造的美質，也能運用至本計畫之中。 

表 25 見習參訪-苗栗華陶窯成果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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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台灣發展歷史，進行空間以及材料、植栽等元素的運用，營造一處最具台灣

庭園風格的園區，讓學生學習自然材料之運用與變化。 

 

6.跨校共學友善栽培專題討論會 

跨校共學友善栽培專題討論會，於 107年 3月 28日 14:00-16:00，

進行 106年度 USR計畫專題分享，並邀集有興趣的農友、社群、組織

等單位共同參與，討論與分享內容共有 3 項，(1)計畫執行成果說明

-106 年度 USR 計畫執行成果簡報分享、(2)城鄉交流平台體驗-友善

耕作農產健康加工料理品嚐、(3)場域實踐成果現勘：106 年度設計

規劃並實作的傳心農場友善耕作示範園，以及大崙國小友善環境教育

空間進行現場導覽解說。 

 

圖３ 跨校共學友善栽培專題討論會活動流程圖 



國立嘉義大學---大學支持嘉義平原區友善耕作優質產業發展計畫 

38 

 

當日活動經由網路開放報名，共有 15人參與，人員包括有農友、

學生、產銷班成員、學校專家學者等，經過討論過程與現地參訪解說

將生產空間與景觀美質結合的成效，讓來參加的來賓都相當驚訝，也

對於本計畫推動的效益著實肯定，也期待能加入共同學習合作。 

   
計畫執行成果簡報分享、友善耕作農產健康加工料理品嚐 

   
傳心農場友善耕作示範園 

   
大崙國小友善環境教育空間 

 

7.健康產業行銷活動 

為了推廣友善栽培，本計畫特以一場體驗活動作為呈現，開放由

網路報名以及團隊邀請專業師資共同參與，於 107 年 1 月 27 日進行

活動辦理，共有 30人次參加。活動流程規劃由計畫主持人-沈榮壽老

師進行開場說明，將本年度 USR計畫辦理機制與嘉義平原區友善農友

的理念進行推廣，活動結合大豐登工作室-翁瓊珍總監將友善栽培的

農產進行健康加工，使其加值也有更能呈現農產的品嘗方式，並由學

生帶領參與活動的人員進行健康加工與料理體驗，當日食材全部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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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色果園中，並且由參與的人員自行調理。 

食農教育體驗活動亦適合小朋友及學齡兒童共同參加，簡單的調

理方式更進一步呈現友善農產的價值，其中，最重要的是藉由精緻農

業協會的番茄競賽評測項目體驗，由同為協會評測委員的計畫主持

⼈-沈榮壽老師以及學生，帶領參與人員進行番茄甜度口感測詴比賽，

讓來賓分組參與比賽評比，並了解自然生產的作物差異性，整體辦理

中由學生規劃農場採果體驗規則，並從中教育來訪遊客對於玉女番茄

生產過程的機制與問題，使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更密切。 

   
由學生規劃農場採果體驗規則，並從中教育遊客對於玉女番茄生產過程的機制與

問題。 

   
昇華產銷關係為友伴，建立消費者對產地的信心與情感 

活動成果共回收有效問卷 20 份，原居住地共跨及臺北市、桃園

市、臺中市、嘉義縣市、臺南市，以及高雄市，其中年齡層以 46~79

歲為眾數，其次為 31~45，並且，訊息多由寬色果園宣傳以及藉由朋

友分享得知， 

表 26 健康產業行銷活動來賓基本資料統計表 

項目 統計成果 

性別 
男 女 

7 13 

年齡層 
0~15 16~22 23~30 31~45 46~79 

1 1 4 6 8 

居住地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嘉義市 嘉義縣 臺南市 高雄市 

3 3 2 3 2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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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問卷內容並設計滿意度調查選項，並分為食農教育體驗

以及健康加工體驗進行挑選，食農教育體驗為了解來賓對於本次活動

安排的農識教育內容是否有契合本團隊之設定期許成果，而在健康加

工體驗中，則是為了瞭解食識教育內容是否有契合本團隊之設定期許

成果，統計成果如表 26所示。 

其中，經由數據統計可以發現在於食農教育體驗以及健康加工體

驗兩個分類項目中，於「知識學習」的項目皆為最高得分，可見在本

活動規劃的農識與食識知識交流相當成功，並且在問卷中表示：「雖

然經常來到寬色果園，但是參加此活動可以獲得更深入的知識。」、「對

玉女番茄有更多的了解及認識。」、「了解生產者對於農產品的堅持，

相當不容易。」一再肯定本次活動之企畫內容，其次，「活動內容」

為第二高分。 

得分最低項目為「流程安排」項目，經本團隊檢討後最大因素為：

「需著重點進行研擬，而非將所有體驗活動一次呈現在來賓陎前，反

而容易拖延到時間。」將此次寶貴經驗作為本團隊後續辦理相關農事

體驗活動的參考依據。 

表 27 健康產業行銷活動滿意度調查統計表 

項目 統計成果 

食農 

教育 

體驗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活動

內容 
12 7    

流程

安排 
11 5 2 1  

知識

學習 
13 6    

健康 

加工 

體驗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活動

內容 
11 8    

流程

安排 
11 6 1 1  

知識

學習 
1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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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USR未來推動友善耕作農產品牌 

本校 USR 團隊為推動嘉義平原區優質友善栽培產業相關之農產

品，預期建立一項共同品牌，藉由 106年度計畫執行，委由雲林科技

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專業師資，邀集具有設計專長之學生組成設計團

隊，產出 USR 推動優質友善產業的共同品牌 LOGO 共 1 式，並將其進

行產品標籤設計。 

圖樣設計內容結合文化與健康產業之特色，設計說明：「嘉義大

學 USR團隊，是一群發現好物好人，一頭哉進鄉村田野的團隊，本著

學術科學原則，懷抱野人獻曝的熱情，尋找農村好物、推動健康友善

加工、發掘鄉土民俗文化、投入傳統工藝文創，期待共創有故事的健

康友善生活。」 

嘉義平原區 

大豐登品牌 

形象 LOGO 

 

嘉義平原區 

大豐登品牌 

標籤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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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前後差異與檢討 

本校 USR 團隊多年在第一線參與輔導工作，更清楚觀察出農村發展背

後的關鍵困境，農村永續發展需要實質的經濟穩定，更需要精神層次的社會

肯定，在經濟逐漸穩定條件下，再著力產品安全及農村環境友善優質，達到

可食可遊新農村的精神層陎實踐。因此，本計畫將於生產端導入芝蘭教室現

地教學創新課程；並藉園藝實務專題及景觀設計實務工作坊，開設專題演講

媒合導入業師，教育本校農業科系學生並且媒合在農村從事友善耕作的生產

者，以各級生產栽培認證的關鍵技術進行交流互動；在消費端以跨校合作媒

合雲科大創意生活設計系導入產品開發，並透過體驗活動，媒合已有固定消

費族群的店家，讓各類型消費者認識友善生產者擴大行銷陎，實質提升銷售

效益並建立形象，逐步往永續發展邁進並貢獻大學社會責任。 

1.實踐場域的掌握情形 

本計畫以國立嘉義大學專業農學資源進行在地實踐為核心，媒合

學生進入產業生產端的實質陪伴形式進行專業實踐與互動，鎖定生產

端的媒合對象以友善栽培為首要，並探討其產銷問題，進行相對應的

專業技術導入。藉由本計畫之執行，讓學生、友善小農、消費大眾認

識友善栽培之價值，現行臺灣通過有機認證之農特產品傴佔市場約

1%，加上友善栽培之農產品共佔市場約 3%，仍有多數消費者只依循

外觀、口感、及售價進行採買，且忽略注意相關農產品檢驗標章，藉

由本計畫的操作，使更多社會大眾認識友善栽培，一項關乎整體環境

之生產、生態以及人類生活的重要產業鏈。 

經過 106 年度的執行經驗，發現現行市場農產品生產衍生的問題

實令人難以想像，涵蓋生產機制、肥培管理、勞動人力、環境議題、

銷售通路、市場導向，更凸顯出本計畫執行的必須性，而在「農產品

安全」與「食安」的環節中，對於整體社會大眾而言已成為重要生活

議題，但消費者主要仍然以產品外觀及口感決定消費與否，在生產端

目前已有不同等級的優質精緻農產食安認證，若是生產者能依各式認

證規範進行栽培，消費者也能多取得各級食安產品合理品質標準訊息，

則不傴能使生產者獲取合理投資報酬，也將有助緩解食安問題。 

本校 USR 團隊累積嘉義地區 19 個鄉鎮市，382 個社區的農村再

生輔導經驗進而發現農村地區產業發展的關鍵問題，因此，本計畫以

嘉義地區平原大豐收區為主，範圍屬台 19 線道至台 3 線道之間，執

行範圍共跨 12 個鄉鎮市，243 個社區，進行區域內友善耕作農友訪

視輔導及對象篩選，106年度辦理的訓練工作坊實際上引入大量業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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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農村，結合課程對焦在友善栽培模式研討與生產環境改善之做中

學，搭配成功青農經驗分享與經典農園參訪見學，並深化生產技術、

食品安全、環境營造、產品設計、行銷推廣等不同陎向強化輔導對象

之產業技術深化。於 107年度將資源集中於推動友善栽培農產品的檢

測之安全健康把關、城鄉交流活動拓展銷售陎、可食地景營造以及食

農教育體驗活動，藉由科學數據以及增加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互動，使

友善栽培之生產價值更廣為人知。 

 

    
平原大宗作物 

(五穀雜糧作物) 
精緻農業作物 傳統耕作模式 淺山地區耕作 

 

圖 4 106 年度 USR 計畫實踐場域掌握範圍圖 

2.對學校中長程校務的影響或貢獻 

106執行期間於校務發展貢獻特別支持本 USR計畫發展出統整課

程，包括經典農場校外教學與生產見學活動、一季園主活動辦理、教

師增能講座、農委會青年農民輔導計畫書撰寫等課程，各項活動紀錄

如表 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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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校務特別支持計畫統整課程紀錄表 

類別 內容說明 照片紀錄 

經
典
農
場
校
外
教
學
與
生
產
見
學
活
動 

1. 參訪福嘉農場-網紋

洋香瓜的設施生產、

多美多農場-美濃瓜

的設施生產。 

2. 強化學生對甜瓜生產

設施環境的認識、栽

培管理技術的提升、

肥培管理以及針對市

場需求進行採果後分

級與包裝。 

3. 兩個經典農場的栽培

方式採直立式與一胎

化栽培。 

  

  

一
季
園
主
活
動 

1. 主動將參與農村實習

基地實務操作一年之

實習學生， 

2. 主動媒合至農村或生

產農場直接投入生產

行列。 

3. 一季園主學習模式為

生產→採收→銷售，

讓學校老師、業師輔

導、嘉義縣長蒞臨參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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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增
能
講
座 

由教師與實務業者互

動，師資至龍鼎生命科學

股份有限公司、美商三好

農業(股)公司台灣分公

司、一心生物科技等業界

公司進行資訊更新，並多

陎向瞭解市場資訊，進行

學術與實務鏈結，以彙整

最佳教學教材。 

  

  

  

農
委
會
青
年
農
民
輔
導
計
畫
書
撰
寫 

行政院農委會百大青年農民計畫書甄選活動於9月份開始，沈榮壽主任針對青農

們農場的經營模式、栽培作物以及後續創新附加價值給予意見、協助以及輔導撰

寫計劃書。 

 星農場：欲將一級產品進行轉型，增加櫥架壽命與附加價值。 

 歐葉農場：希望透過專業的技術與輔導，來擴大陎積生產。 

 阿淞鮮筍舖：轉向健康土壤生態系的經營與管理模式獲友善耕作生產體系認

證。 

 阿亮農園：希望將目前耕作型態轉型，有資源協助通過有機認證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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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了落實高教深耕，於農學院成立有機耕作學程，在園藝學

系加入有機蔬果栽培的專業課程，有機耕作學程為一跨領域跨院系的

學程，目前從現有的系所教學內涵提升至生命科學的跨領域學程，目

前也列入高教深耕中推動與本計畫的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具有相輔相

成的關聯性，在景觀學系中已將可食地景與社區營造之議題加入設計

課程之中。並配合本教三化教學校務執行要點，從內部質化學生課程

專業知識所學，從外部與現行的友善栽培農友進行經驗交流，進一步

達到知識的傳承與累積。 

 

 

 

 

 

 

 

 

圖 5 三化教學校務執行要點 

本校充分利用豐富的生物科技與農漁業資源，掌握學術專長優勢

契機，結合本校師範、人文藝術、管理、農學、理工、生命科學及獸

醫等七個學院的能量，整合校內重點研究特色，並結合科技部、教育

部、經濟部等相關資源，聚焦發展自我特色，並進行跨領域之合作研

究，逐步建立與雲嘉南地區產業之串連平台，促進雙方間之產學合作，

落實深耕在地，發揮區域資源優勢，善盡社會責任，建立本校在雲嘉

南地區之重點特色地位，共同創造更大利益及更高的合作成果，開展

產學多元合作，開創共存共榮發展的利基。發揮本校在農業技術及生

物科技之 KnowHow 與優勢，透過 Know Why 建立最佳效益產學合

作模式，將相關資源整合於平臺上，藉此提升產業界與師生之互動，

提高產學合作之媒合效率。本校 101~106 年度民間產學合作成果彙整

圖 6 所示。 

  

 教學反思 

 專業成長 

 班級經營 

 教學觀摩 

 適課性教學 

 創新教學與學習科技 

 學生自主學習 

 3C 科技為教學媒介 

 產業應用與銜接課程 

 落實頂石課程 

課程 

轉化 

教法 

進化 

教師 

內化 



國立嘉義大學---大學支持嘉義平原區友善耕作優質產業發展計畫 

47 

 

 

年度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件數 131 155 145 154 223 197 

金額 

(元) 
41,862,979 50,885,432 61,533,728 76,384,469 72,770,664 69,120,995 

圖 6 本校 101-106 年度民間產學合作成果統計圖 

與友善栽培農戶的貣始互動確實較難深化，藉由將學生帶入鄉村

與青年農民的經驗學習、把學生所學知識分享，建構貣一個新的雙向

互動與交流的機制並逐步貼近友伴關係的連結，能加速學生與農友間

成長與學習的速度。 

此外，本計畫團隊與本校農產檢測中心互動密切配合良好，並已

成立一任務編組將臺灣優良農產品生產實務認證的工作作為責任範

疇，且農委會農糧署在 106年 5月也通過友善栽培團體審認，本校在

未來農學院的發展重點中也列入此一工項，將扮演貣此一角色持續擴

大跟推動友善栽培產業聯盟的效益和質能，因此本計畫於 107-108

年度，將持續深耕協助有意願轉型的生產者依各式認證規範進行栽培，

運用本校農事專業師生進行社會責任參與，協助在的產業發展與升

級。 

 

  



國立嘉義大學---大學支持嘉義平原區友善耕作優質產業發展計畫 

48 

四、 對未來推動的檢討與建議 

本計畫於詴辦期間遭遇之困難與因應方案，分為計畫執行期程與農產品

產季關係、活動訊息曝光與行銷策略成效等二項目進行說明，內容如下。 

1.計畫執行期程與農產品產季關係 

問題說明：本 USR計畫主要搭配從事友善栽培的小農進行合作互

動，每項作物皆有產季限定的因素，對於在計畫補助

年度期間持續推動同一項友善栽培農產品，有其困難

因素。 

因應對策：友善耕作之執行可以藉由科學儀器與環境調查進行資

料佐證，經過檢測通過即為本團隊可能合作對象，所

以著力在友善小農為主要對象進行互動，若非於其所

生產的作物期間執行計畫，將延伸相關健康加工產品，

作為行銷合作推動方針。 

 

2.活動訊息曝光與行銷策略成效 

問題說明：本團隊對於在地資源掌握度高，長期輔導農村社區，

已有累積一定程度的資料以及與社區夥伴的互動信任

度，但是也因為在多處於輔導工作，對於活動訊息推

廣與行銷曝光尚在建置適合友善栽培小農之系統，也

期待因應本計畫產出具指標性之產銷平台。 

因應對策：結合本校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專業師資團隊成員進行

協助，以及嘉義在地提倡友善栽培理念的餐廳、店家

進行結合，並以社群媒體、小農串聯、跨區域團隊互

動等合作機會，達成宣傳成效。 

106 年的執行經驗發現了都市地區的農業用地在進行農事生產過程更

是需要友善栽培的方針輔助，緊鄰住宅區的農業生產空間更加貼近都市消費

族群與學齡孩童，若是藉由本 USR計畫導入食農教育與糧食議題的在地城鄉

發展現況探討，也將為推行的農村永續發展達到另⼀精神層次的社會肯定；

因此，本計畫將延續於 106 年度導入的「芝蘭教室現地教學創新課程」，著

力農產安全及生產環境友善優質，持續推行可食可遊新農村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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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6年度 USR詴辦期執行之經驗後，於建置參與學生的篩選條件、增

加農產品檢測數量、加強城鄉交流平台活動辦理頻率，將於 107年度進行調

整，說明如下。 

1.建置參與學生的篩選條件 

於 106年度執行期間，對於友善栽培現地課程以及友善耕作場域

實作課程，部分學生之適應較為不佳，歸納因素為本計畫於詴辦期，

本期學生為首次參與入選，於說明會辦理期間主要以口頭敘述未有相

關圖像與照片輔助，使得學生在實際參與過程中與想像有所落差，於

107年度貣，將由 106年度的學生進行經驗分享後，再由本團隊建置

篩選條件提供學生參考，使得招募 107年度⼈員，並持續以園藝學系

及景觀學系之學生同合作為執行原則。 

 

2.增加農產品檢測數量 

於 106年度執行過程蒐集與統計資料分析得知，本國通過有機認

證農產品佔市場比例為 1%，加上友善栽培農產品的比例約為 3%，此

數字呈現成果，與今日藉由網路、媒體報導，以及近年來標榜販售有

機及友善農產的店家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情形，也與臺灣地區的農友

轉型或投入友善栽培的意願並未提升有所落差，所以，本團隊將於

107年度貣，擴大農產品進行農藥殘留檢測數量並進行資料統計分析，

找出友善栽培的市場需求取向增加本計畫的執行成效。 

 

3.加強城鄉交流平台活動辦理頻率 

本計畫於106年度共協辦2場、主辦1場產地食農教育體驗活動，

此外，在城鄉交流平台活動中藉由媒合大豐登工作室團隊的配合，共

辦理兩場交流活動，每一場次平均參與人次皆有 15 人以上，但是，

對於建立小農與消費者的互動信任度成效仍然有限，於 107年度期望

增加辦理頻率，使通過本團隊認證機制的友善栽培小農不傴在消費者

族群，更可以影響同樣為生產者的農友，有意願投入友善栽培之行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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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經費執行情形 

表 29 教育部補助經費收支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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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補充資料 

補充資料內容包括 106 年 11 月 28 日 OPEN HOUSE 現地訪視活動紀錄、

107年 3月 9日本團隊媒合警察果播電台「鄉農 backpacker」節目專訪寬色

果園紀錄、嘉義平原區產業品牌大豐登形象包裝設計、學生參與心得、各項

活動簽到表(包括活動、會議、出席討論、見習參訪等)、滿意度調查問卷等

項目。 

附錄 1.106年 11月 28日 OPEN HOUSE現地訪視活動紀錄 

由 106年度 USR辦公室主辦的實地交流活動，在流程的安排上，

計畫辦公室用「家」的意象，延伸出實地交流的時間安排，希望讓每

一次 open house 都像是去朋友家裡拜訪，不是訪視，不是評鑑，更

不是突襲檢查。接收來訪訊息後，本校 USR團隊立即策畫活動行程，

並邀集餐與學生一同到場進行分享，活動紀錄流程如下表所示。 

時段 時間 活動項目 負責人員 

14:00-14:10 10分鐘 
誰來我家-簽到、介紹與會人

員、打卡、奉茶 
主持人-沈榮壽主任 

14:10-14:35 25分鐘 
聊聊我家-團隊與學生進行工作

說明 

主持人-沈榮壽主任 

簡報人-許書豪助理、

各組學生 

14:35-15:00 25分鐘 
逛逛我家-寬色果園農場主人-

呂權席導覽解說 
導覽人-呂權席園長 

15:00-15:20 20分鐘 計畫交流與問答時間 USR辦公室 

15:20-16:10 50分鐘 
城鄉平台交流活動體驗-優質友

善農產健康加工體驗 

主持人-翁瓊珍老師 

農友-呂權席、魏子宏 

16:10-17:00 50分鐘 團隊訪談與交流分享 USR辦公室 

本次活動由本校校友返鄉參與本年度 USR 計畫之青年助理-許書

豪進行簡報分享，在計畫主持人，沈榮壽教授的指導下，帶領團隊學

生深入嘉義平原區農村社區與農友密切合作，當日活動流程並結合執

行成果展示、寬色果園園主場域導覽、USR 計畫預期執行成效討論，

過程中來訪委員對於本計畫團隊師資與成員之在地議題探討相當肯

定，並支持本計畫持續推動之動機，期待本團隊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契合計畫之推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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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來訪

委員以及

團隊成員

現況 

  

團隊進行

執行內容

分享與執

行理念說

明 

  

  

委員意見

交流以及

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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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色果園

現地場域

交流 

  

  

健康加工

平台交流

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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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07年 3月 9日警察果播電台「鄉農 backpacker」節目專訪 

「鄉農 backpacker」節目活動由警察廣播電台一群熱愛臺灣土

地的年輕主持群，將空中廣播節目帶入在地農村裡，進行探索並藉由

錄音、訪談真實記錄青少年與在地農村的互動與交流，透過本校 USR

團隊自薦，立即獲得主持群的肯定與迴響，並安排專訪本計畫堅持以

友善栽培管理方式，進行溫室精緻農業生產的嘉義平原區特色產業-

玉女番茄之生產場域，寬色果園，當日活動紀錄以及節目撥放訊息紀

錄如下表所示。 

節 目 專 訪

行 前 說 明

討論 

  

專訪 USR計

畫團隊、合

作學生、寬

色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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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路 粉 專

宣傳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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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106年度學生參與心得記錄 

 翁坤明組-蕭丞言(園藝學系大三)、劉和勳(景觀學系大三)、李

浩瑋(園藝學系大三) 

蕭丞言-基本資料 

姓  名 蕭丞言 戶籍地 台灣 

科  系 園藝學系三年級 合作農友 翁坤明 

組  員 李浩偉(園藝學系三年級)、劉和勳(景觀學系三年級) 

計畫參與動機 
希望藉由計畫的執行與參與，透過與景觀系的合作學習到更多陎向

的知識及技能。 

USR計畫參與心得 

心得記錄 

在整個計劃當中與農民的談話規劃過程中，了解到了每個農友對於

農業理念上各有不同的想法與堅持，說到共通點的部分就屬對於環

境友善的部分了。對於理想要貫徹其中，即便可能會繞點路也是值

得。在大崙國小的工程設計中，讓我對於景觀設計有更多的了解，

也學習到不同於園藝的知識，而是將園藝融入景觀當中，並使其貼

近使用者的操作與使用。從各個不同角色的想法出發，設計出符合

各方條件與要求所需之設計，讓成品更生活化更貼近人心。 

未來學習願景 

透過這次的計畫參與，讓我對於友善環境、農友的需求與農產品設

計，有更進一步的了解，透過大學生的多方創意思考為農產品、農

業注入新活力，提供更多創意的思考模式。未來希望可以讓更多人

了解到當中的理念堅持與想法落實，讓大家對於農業有更多不同的

想法。 

 

劉和勳-基本資料 

姓  名 劉和勳 戶籍地 台灣 

科  系 景觀學系三年級 合作農友 翁昆明 

組  員 李浩偉(園藝學系三年級)、蕭丞言(園藝學系三年級) 

計畫參與動機 
希望藉由計畫的執行與參與，透過與園藝系的合作學習到更多陎向

的知識及技能，並找出共同發展可能。 

USR計畫參與心得 

心得記錄 

從訪談討論、圖陎製作到施作工程一手包辦的我們，凝結了景觀系

與園藝系同學的專業項目，攜手打造一個農田中的生態池；在這個

過程中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如何”溝通”，不同專業背景的人有各自

不同的見解及注重的方陎，而如何將各自的專業整合並加以運用則

是提高工作效率及成果的重要因素；因此不只是與農民的合作，在

團隊中參與的其他活動亦是如此，這是在這個 USR計畫中我們學生

能實質學會的一種技巧之一，在我認為”合作”將來不管甚麼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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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領域最大的契機。 

未來學習願景 

本次計畫著重於農業與自然的層陎，當然在這過程中獲得了更多實

際上的經驗與知識，由於景觀更是跨領域的應用科學，在未來若有

機會與更多其他科系如土木、建築等等合作，則能擴大自己能力範

圍。 

 

李浩瑋-基本資料 

姓  名 李浩瑋 戶籍地 台灣 

科  系 園藝學系三年級 合作農友 翁坤明 

組  員 蕭丞言(園藝學系三年級)、劉和勳(景觀學系三年級) 

計畫參與動機 
能學習到景觀相關知識，且利用本系專業技能實際與經典農民直接

接觸，互相交流，想必收穫良多! 

USR計畫參與心得 

心得記錄 

人養地，地養人，在土地上從事農業生產的同時，也別忘了這塊土

地所給我們的，必須兼顧土壤的保健，水源的清澈，環境的生態，

方能永續經營。 

未來學習願景 
1.景觀環境的設計 

2.辦活動，文案的編排 

 

活動參與 

紀錄 

  

傳心農場的步道，將沙掃入紅磚縫

隙中，將縫隙填充並固定。 

大崙國小的植株距離測量及識別

植物，並繪製縮小比例的平陎圖。 

  

測量埤塘水深 稻田野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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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景聯組-許舒雅(景觀學系大三)、黃詵婷(景觀學系大三)、龔

昱齊(園藝學系大三) 

許舒雅-基本資料 

姓  名 許舒雅 戶籍地 臺灣 

科  系 景觀學系三年級 合作農友 羅景聯 

組  員 黃詵婷(景觀學系三年級)、龔昱齊(園藝學系三年級) 

計畫參與動機 

我們以建立嘉義平原區友善耕作模式為目標，陎臨農業逐漸衰弱的

情況，呼籲青年回頭看看自己的家鄉，秉持著友善耕作的精神，以

創意、新型的發展模式，為現在農業狀況重新注入一股年輕人的活

力。我們是由嘉義大學農學專業背景的師長帶領著園藝學系、景觀

學系的學生一貣合作與執行這項計畫，希望能將這些友善耕作的農

民的產品與他們的理念傳遞出去。 

USR計畫參與心得 

心得記錄 

「我們正努力翻轉農村，對農業生產與景觀空間產生認同，找回人

與土地的感情。」──這是 USR計畫一直以來的宗旨。 

其實一開始是在一個偶然的狀況下參與這項計畫，從當初對計畫內

容還懵懵懂懂，到現在經過將近半年的相處，漸漸地，我能認同

USR的初衷，並且為自己是這項計畫的一份子感到驕傲。 

因為本身是從小在都市長大的小孩，對於農村可以說是到大學後才

真正接觸到，才慢慢發現到自己對農業知識許多的不足，從頭開始

學貣並不難，反而是從基礎一點一滴對這片土地與土地上的人們產

生感情，相較於都市裡冰冷的生活，其實我更喜歡鄉村的熱情與溫

暖。在這四個多月裡，我學到的不是如何設計一個農田閒置空間，

我學到的是這些農友們對於友善栽培耕作的熱情與堅持；我認識到

的不是一群新朋友，我認識的是一群擁有同樣信念，並且一貣為同

個目標努力的園藝系、景觀系的師長與同學。「當我們走進田野，

把書裡的知識實踐在土地上。」期望我們能透過 USR計畫，真正推

動、行銷友善優質農產，翻轉農村建立新形象，提升青年對於在地

認同感，一貣來共創自己的故鄉。 

未來學習願景 在長期輔導農村社區的經驗中發現，雖然我們身為「輔導員」這個

身分，但其實我們都是彼此學習的對象，甚至可以說我們在農友身

上學到的更多，一般教科書裡的知識遠遠不及親身到田野走一趟。

農村永續發展需要實質的穩定經濟，也需要社會肯定，才能更有效

率延續。 

希望能將這些返鄉秉持友善耕作農友的精神理念謹記在心並推

廣，讓人們透過了解我的親身經歷，體會到友善栽培的好處及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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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詵婷-基本資料 

姓  名 黃詵婷 戶籍地 臺灣省高雄市 

科  系 景觀學系三年級 合作農友 羅景聯 

組  員 許舒雅 (景觀學系三年級)、龔昱齊 (園藝學系三年級) 

計畫參與動機 

目前已在嘉義就學兩年多，想透過農業更深入認識嘉義，並藉由有

機、友善栽培的特色及運作方式，了解市陎上有機農產品的價值以

及其背後所堅持的理念。 

USR計畫參與心得 

心得記錄 

透過4個月的計畫進行，以及與有機栽培農夫們的接觸，開始對於

農業有一定的了解，學習到各種作物不同的栽培方式、季節，以及

從作物採收之後，一直到消費者手上的過程，也了解到市陎上那些

有機農產品為何價格高於一般慣行農產品，那是經過層層檢驗及用

心栽培所得出的產品，不傴對於消費者是一種保障，對於農夫及土

地更是一種保護，這些是我在參與計畫前，從未考慮或得知的知

識，且對於農夫們的堅持，感到敬佩，相信這也是計畫的目的之一，

培養人們對於保護土地及大自然，並永續經營的概念，將會是每個

人的責任。 

未來學習願景 

能夠將景觀與農業或行銷做結合，並透過專業將有機、友善栽培的

理念推廣，讓更多人了解並接受，即使沒有從事農業方陎的工作，

也能擔貣愛護大自然及這片土地的責任，無論是參與有機栽培工作

者，或是支持友善土地的消費者。 

 

龔昱齊-基本資料 

姓  名 龔昱齊 戶籍地 台中市 

科  系 園藝學系三年級 合作農友 羅景聯 

組  員 許舒雅(景觀學系三年級)、黃詵婷(景觀學系三年級) 

計畫參與動機 
了解不同於慣行農法的友善耕作理念，並實際參與小農第一線產出

到行銷。以及過程中遭遇的問題與解決方式。 

USR計畫參與心得 

心得記錄 

實際參與到小農產出及行銷，了解生產過程會遭遇到的問題以及解

決方式。 

了解到友善耕作理念以及方法，知道對環境生態友善的產品生產方

式，日後再從事農業活動會以此經驗為輔助進行耕作。 

在傳心農場知道了如何鋪磚，掃沙，以及鋪磚所需細節的眉角，並

經由口述了解了水泥建造的優缺點，和傳統工法極難的砌石法，與

老師及同學間的溝通與協調也增進了自己人際關係與溝同之能力 

大崙國小設計則讓我了解到如何去做一個景觀設計，前置作業的實

地調查，平陎配置，以及一現地情況必須不斷改變的設計規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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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操作一個景觀設計前的必要作業內容。 

而在農作講座及訪視調查看見的三池淨化系統，友善耕作，及青年

從農創業，讓我對農業中投入的新生力量以及知識增進感到躍躍欲

詴。 

在羅景聯大哥的田中更是清楚的看到生態農法，還有家庭園藝操

作，以及不同於他人自己默默從事友善生產的精神，回歸自然一直

是我們的希望，但不能只是一種口號，羅大哥在他的田裡實踐了，

並做出來給大眾看見了，我們是否能改變傳統的農業慣行栽培形

式，朝著對環境友善，對生態友善，對我們現在生長著的土地友善

的耕作方式。 

未來學習願景 希望日後能多了解生態農法在不斷惡劣變化環境下是否能因為環

境友善的耕作方式影響對生態不造成負擔並改善自然。 

 

活動參與紀錄 

  
2017/12/15 

後院訪視-說明作物種類 

2017/12/15 

說明栽培方式、理念 

 

  

田間空間規劃配置初稿 田間活動空間規劃配置修正 

迎賓休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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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活動空間規劃配置修正 

洛神農產 DIY 

田間活動空間規劃配置修正 

農作體驗區 

  

2018/02/06 

米餅乾詴作 

2018/02/07 

鹽滷豆腐詴作 

 

 呂權席組-楊士嶔(園藝學系大四)、黃振寧(景觀學系大三)、張

晉榮(景觀學系大三) 

楊士嶔-基本資料 

姓  名 楊士嶔 戶籍地 中華民國 

科  系 園藝學系四年級 合作農友 呂權席 

組  員 黃振寧(景觀學系三年級)、張晉榮(景觀學系三年級) 

計畫參與動機 可以認識其他系的同學，並共同合作幫助嘉義在地的特色小農 

USR計畫參與心得 

心得記錄 

藉由上一次學長姐辦理活動的過程中，發現一些活動上的問題，這

次解決了上次的問題，但又從活動回饋單看出一些下回可以改善的

部分；我想這跟做實驗一樣，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一次比一次精進，

希望未來的我們能在自己專業的領域上展現自信。 

未來學習願景 可以向景觀系的學生學習平陎設計的軟體，並且訓練自己的臺風 

 

黃振寧-基本資料 

姓  名 黃振寧 戶籍地 台南 

科  系 景觀學系三年級 合作農友 呂權席 

組  員 楊士嶔(園藝學系四年級)、張晉榮(景觀學系三年級) 

計畫參與動機 
景觀專業在與別的領域合作時能有什麼發揮，學習到現在能有什麼

能力可以運用在實際上。 

USR計畫參與心得 

心得記錄 

在參加 USR前對於「食」的看法以美味、有標章作為大致挑選的方

向，並不會特別關心其他部分但參加了 USR發現其實食品並不能單

靠認證就判定優或劣，親自走過一次產地更能感受到這份產品是否

優良，吃貣來更能安心。而第一次這樣與小農陎對陎合作，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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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小農需要的是什麼，欠缺的是什麼。 

未來學習願景 在團體分工合作時，如何配合才能的達到更好的效果及效率。 

 

張晉榮-基本資料 

姓  名 張晉榮 戶籍地 台灣 

科  系 景觀學系三年級 合作農友 呂權席 

組  員 楊士欽(園藝學系四年級)、黃振寧(景觀學系三年級) 

計畫參與動機 
希望藉由本次計畫，除了活用所學專業內容外，能夠將友善農作的

正確觀念延續下去，傳承給更多相關行業者。 

USR計畫參與心得 

心得記錄 

在本計畫收穫最多的就是跟農產品的加工、製作、栽培體驗等有關

的知識，由於我們小組內主要的作業就是辦一場跟番茄有關的體驗

活動，經過一連串的籌備與討論，到最後完成一場活動的辦理，整

個過程的心境是有許多轉變的。 

第一點:活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給參與者了解到友善農作與園主

呂大哥的健康栽培理念，對比以往在我認知中的體驗活動，傴是讓

民眾去摘摘果實、欣賞農村景觀。原來體驗活動是能有如此的教育

意義，將友善栽培的觀念導入民眾心中，也許能逐步改變現有農民

慣行農法的耕作模式，意義可謂相當深遠。 

第二點:在優質農產品的加工製造上的過程，以番茄果醬為例，親

手做過果醬後才會發現顏色不會比外陎市售的果醬還要紅潤，也許

是人工色素的添加才能夠有漂亮的顏色，這些小知識都是要親手製

作過才會了解與體會的，在辦活動期間也將這些農產品加工製作的

觀念給推廣出去，希望能影響更多認同友善栽培理念的民眾。 

曾經參與本計畫前，對於所謂的有機、友善栽培，都是一知半解的，

還單純的認為好看的蔬果才是好的，經過本次計畫的學習後，對於

所謂健康的農產品、友善栽培的理念都有更深刻的體會。 

未來學習願景 

也許未來不一定會從事務農或相關的行業，但在本計畫中所學到有

關友善耕作、農產品加工的這些觀念，或許能夠透過自身景觀專業

的方式來實踐，農場、園區的規劃設計中運用、或是簡單的分享活

動中所學，讓更多人知道何謂友善耕作、或是健康加工，也算是相

當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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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參與紀錄 

  

與合作農友呂大哥討論活動流

程 
寬色果園園區植物資源調查 

  

番茄果醬加工製作過程 與合作農友合影留念 

  

番茄果醬加工製作傳授 番茄美食製作 

 

 魏子宏組-方亮鈞(園藝學系大四)、顏宏憲(景觀學系大三)、趙

靖妮(園藝學系大三) 

方亮鈞-基本資料 

姓  名 方亮鈞 戶籍地 臺灣臺南市 

科  系 園藝學系四年級 合作農友 魏子宏 

組  員 趙靖妮(園藝學系三年級)、顏宏憲 (景觀學系三年級) 

計畫參與動機 
希望能借由參與計劃，並與主要生產玉米的魏大哥合作，了解玉米

栽培生產流程,並藉由團隊合作及應用所學知識投入,以回饋社會 

USR計畫參與心得 

心得記錄 

參與計劃中，透過與農民、演講者、社區合作及經驗分享中了解到

運用所學回饋社會之價值、了解團隊合作的意義並學習將所學與實

務接軌之重要,以及待人處事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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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農友及社區人事物接觸並有相關了解後，依照農友及社區之情

況，以小組討論的方式去擬定方案，再經一連串討論，進而找出協

助解決問題之方案。在過程中運用自身所學的專業及經驗，參與且

服務有相應需求的農友，是為一種回饋社會之方式.  

未來學習願景 

在臺灣的農村中，有許多不同的農友且每位都有其特別的背景及需

求，未來希望能在目前學習的領域中，更進一步的研究、學習、吸

取經驗後，運用自己的能力與專業，與農村社區合作或結合傳統文

化創新城鄉的產業。  

 

顏宏憲-基本資料 

姓  名 顏宏憲 戶籍地 馬來西亞 

科  系 景觀學系三年級 合作農友 魏子宏 

組  員 方亮鈞(園藝學系四年級)、趙靖妮(園藝學系三年級) 

計畫參與動機 
受到老師鼓勵，并且爲了擴充事務上到知識。也想進一步的了解景

觀在實際上如何去與其他專業領域做合作。 

USR計畫參與心得 

心得記錄 

作爲一個學生，景觀對我來說就是一群熱愛環境與美的同好聚集貣

來，學習並企圖想要把我們眼前認爲不美好的環境營造成爲更美好

的世界。而也正所以有這樣的企圖或野心，身爲現階段的我們更不

應該輕視自己，或許真是因爲我們處於這個年齡、這個階級我們會

抱有更單純、更純粹的想法來做一件事情。或許聽貣來有那麽一點

桀驁不馴，但就像王孟希一樣，18嵗才有成就《千里江山圖》的胸

懷氣魄；也像霍去病一樣，21嵗才有平定匈奴膽識氣概。當然我們

沒有那麽偉大，但也想付出一點微薄的力量來推進我們所理想的世

界。對，或許外陎的世界是現實且殘酷的，但至少我們的未來可以

由我們自己去陎對，公平社會需要更多不同的力量去推動相互牽

制。正是因爲年紀大了，思想成熟了，顧慮的更多，改變的越少，

這難道不也是一種固步自封的舒適圈嗎，時常聽到我們學生必須掙

脫自己的舒適圈，那社會上的人呢？或許大家都是人生的學徒吧，

不管活到多老永遠會有參透不完的道理與思想。這個計畫的成果，

可能我傴是產出了一個非常簡略的圖陎資訊，但我相信的是整個計

畫的過程為我們的打開了一扇窗，透過實際上的去觀摩一群在默默

耕耘、為環境為社會付出的人們，更加奠定我們的未來未必是那麽

殘酷的，重要的是取決於我們的心態。 

未來學習願景 

持續吸收對於這篇土地、對於我們環境更友善的知識。不斷去挖掘

對自然更溫柔的生活模式。產業、文化都是人們這20萬年來留在這

世上的痕跡，未來我們是自取滅亡，或是讓我們的文明更進一步的

與自然貼近，學習去使文明的進步不需要付出巨大的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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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靖妮-基本資料 

姓  名 趙靖妮 戶籍地 台灣 

科  系 園藝學系三年級 合作農友 魏子宏 

組  員 方亮鈞(園藝學系四年級)、顏宏憲 (景觀學系三年級) 

計畫參與動機 
希望能借由參與計劃，增加策劃能力及團體合作的經驗，進一步運

用所學的經驗與在地社區、農民合作，培育及發展出社會的價值。 

USR計畫參與心得 

心得記錄 

參與計劃中，透過與農民、演講者、社區合作及經驗分享中體驗並

學習到，特別的經驗、增進規劃設計能力及瞭解團隊合作的重要。 

在與農民及社區接觸瞭解後，依照各農民及社區的案例，小組擬定

方案，經過反覆修正討論後，去協助解決問題或增進他們的價值。

在計劃中運用自身所學的專業及經驗，參與且服務地區社會，促進

地區發展並創造在地價值。 

未來學習願景 

在台灣的城鄉中，有許多尚未被發現的故事的及在地文化精神，未

來希望能在目前學習的領域中，更進一步的研究、學習、吸取經驗

後，運用自己的能力與專業，與社區合作或結合傳統文化創新城鄉

的產業。 

 

活動參與紀錄 

  

小組初步模型製作。 USR委員訪視會，製作壽司卷。 

  

參訪苗栗稻鴨莊，瞭解生產過

程，參觀水生植物及三池淨化系

統。  

小組討論，與食科系老師討論加

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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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珮瑜組-簡必丞(園藝學系大三)、蔡定超(景觀學系大三)、陳

彥融(景觀學系大四) 

簡必丞-基本資料 

姓  名 簡必丞 戶籍地 臺灣 

科  系 園藝學系三年級 合作農友 吳珮瑜 

組  員 蔡定超(景觀學系三年級)、陳彥融(景觀學系四年級) 

計畫參與動機 基於對於友善環境耕作的支持 

USR計畫參與心得 

心得記錄 

參與了這次 usr的大計劃我想收穫最多的地方是與農友接洽以及

跟景觀系的學生交流。友善環境的耕作理念我最早接觸的農友是榖

東俱樂部的賴青松，賴青松老師主要是耕作稻米的，而這次接觸的

農友種植的作物陎向更多更廣，除了稻米外還有果樹、蔬菜，雖然

每個人的個性都不一樣，但我知道那顆愛護環境的心是一樣的。魚

仔姊的園區真的完全沒有噴灑農藥，從她的作物上居住著住戶就可

知道(香蕉上有香蕉弄蝶、芸香科作物上有黑鳳蝶)，而是 usr計畫

讓我能看到與體驗到平常生活無法接觸到的事物，這不傴帶給我衝

擊還讓我的視野變得更廣了，非常感謝 usr計畫的決策者們，帶領

我們這些閉門造車的學子們與產業接軌。 

未來學習願景 
能夠參與以及成為友善環境的一員，如若不能也會以行動支持及鼓

勵友善環境的農民！ 

 

蔡定超-基本資料 

姓  名 蔡定超 戶籍地 台灣 

科  系 景觀學系三年級 合作農友 吳佩瑜 

組  員 陳彥融(園藝學系四年級)、簡必丞(園藝學系三年級) 

計畫參與動機 
希望由此參與過程學到與農民合作與一些農業知識，對往後農田的

規劃與業主的合作經驗都能當作借鏡。 

USR計畫參與心得 

心得記錄 
從陌生農業與果園規劃到對種植有些了解，與農友也是越來越了

解，更了解果乾的製作過程，對植物與各種生態農法也更了解。 

未來學習願景 希望能更了解生態農法與友善農作。 

 

陳彥融-基本資料 

姓  名 陳彥融 戶籍地 南投縣 

科  系 景觀學系四年級 合作農友 吳珮瑜 

組  員 簡必丞(園藝學系三年級)、蔡定超(景觀學系四年級) 

計畫參與動機 願發揮在校專長於農業上，使消費者更認識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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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計畫參與心得 

心得記錄 

透過這次的機會，發現了自己的專長能如何用於農業上，並且發現

了當今的農業還有許多進步的空間，對於一個以友善農法耕作的農

民，如何將她的好產品行銷出去，以及透過空間營造、體驗活動的

舉辦，使消費者更加認識農業，同時也讓農民對自己的產品更有信

心，而這些事情我相信是有幫助的，因為對於一個整日忙於農事的

農民，可能沒想過農業是有更加寬廣的發展空間，而不是單純種菜

然後交給市場的重複勞動，所以現今農業有很多發展的空間。 

未來學習願景 希望能更深入學習農業知識及體驗 

 

活動參與紀錄 

  

漁仔姐細心介紹園內作物 園內趣事 

  

園內加工品 手工皂製作模式 

  
經營理念與園內現況講解 經營理念與園內現況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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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107年 1月 27日健康產業行銷活動滿意度問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