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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第一個植物醫學系即將成立
臺灣大學植微學系教授
生農學院植物醫學研究中心主任
植物本身是生命，一樣是由「細胞」所
組成，也一樣會生病，但過去人類只發展出
人體醫學及獸醫系統，卻未發展出「植物醫
學」系統。其實這樣的說法只對了一半，因
為過去人們只用「植物保護學」、「植物病
蟲害學」去涵蓋它。但不管是「植物保護學」
或「植物病蟲害學」，都不足以涵蓋全部的
「醫學」，因為在定義上二者都只涵蓋了一
半。其中的「植物保護學」只言消極的「防
治」、「保護」，缺乏積極的「治療」、「營
養照護」等，而「植物病蟲害學」，一樣在
定義上偏重「植物病蟲害研究」、「植物病
蟲害防治」，缺乏積極的「健康管理」、「營
養照護」等。有關植物病蟲害學與植物醫學
之比較，可參考表一。

孫岩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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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國有關「植物醫師」制度之推展與
培訓，最早係由台大植物病理學系於 1994 年
五月率先倡議植物醫生之制度，當時曾廣邀
植保學界聯名，函請立法院各立法委員於審
議「植物防疫檢疫法」時，增加「每一鄉鎮
市應設合格專任植物醫師」之條文，但礙於
政府及各相關單位之保守，未克有成。之後
臺大植微系則自 1999 年起開始加開植醫核
心課程，試辦植物醫師之培訓，並於 2005 年
2 月 17 日正式經系務會議通過「國立台灣大
學生農學院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植物醫學
１

所以非有專業的訓練，必無法達到最正確的
診斷、最佳化的處方及最經濟的健康管理。
所以，如果我國農業要走向「全球化」、「優
質化」、「外銷導向」、「產銷履歷化」，

培訓要點」，於 2005 年 2 月 21 日提送生農
學院主管會議討論，亦獲原則通過。從此即
開啟「植物醫學」的新紀元。
而在南台灣，原名屏科大植物保護系，
亦自約兩年前報奉教育部，申請更名為「植
植

若不先設妥植物醫師的制度、缺乏「一鄉鎮
一植醫」的配置，則每批產品皆要靠末端的
稽核、檢測，其結果，就如農委會推動「產

物醫學系」，結果於
2007 年底揭曉，已奉准
物醫學系
更名成功，並將自今(2008)年八月起開始招
收第一屆準「植物醫生」。這一消息是作者
於上一週在花蓮無毒農業的計畫報告中聽悉

銷履歷」半年來目前的現況一般：因為殘毒
檢驗成本太貴，造成加入之成本居高不下，
也讓農民視「履歷化」為畏途，且抽查再如
何縝密，總可能百密一疏，一旦有所疏漏，

的，本人也立即以電話向屏科大陳滄海主任
查證並得到確認。
這將是國內植物保護界的一大里程
碑，代表著我國「植物醫生」時代的來臨。

則「農產安全」信用立即瓦解，極有可能讓
辛苦建立之品牌毀於旦夕。也因此，吾人要
不怨其煩、一再強調的是：「農產安全信用」
之建立，還是以「從源頭管理、由植醫負責

按我國在「植物保護」學界，過去皆過度著
重分工很細之「研究」，不太發展「整合性
之診斷及處方」，所以幾乎沒有像人體醫學
或動物醫學那樣有所謂「臨床」、「開業」
的發展。

一路診斷及處方」之策略，最能達到經濟、
安全、可信、永續之目標，也是唯一應走的
路。

台灣八十萬農民，面對百般複雜又猖獗
的「病、蟲、草、藥、營養、逆境」等問題
時，多只能自求多福，或找極不專業的農藥
店，尋求「處方」、「偏方」。缺乏「專業」、

為此，台大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已率
先於民國九十四年二月通過「國立台灣大學
國立台灣大學
生農學院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植物醫學培
訓要點」，並開始培訓植物醫生，同時在農
訓要點

「全科」植物醫師的結果是：病蟲難治好，
殘毒常跟隨，費力又賠錢，無米難快樂。
個人在過去曾擔任過 8 年的推廣教授，
即發現農民在技術上最感困擾的問題，有 75%
都是病蟲害的問題，因為這些都是醫學專業

委會防檢局的支持下，試設了 4 個植物診所
(如照片)，分派植物醫生駐診，以免費為該
轄區內所有農民提供「診斷、處方、管理」
之服務。隨後本系提出生農學院「植物醫學

的問題，事涉專業的病原菌，如病毒、細菌、
真菌、線蟲、菌質等，另有數不清的昆蟲，
加上複雜無比的「營養障礙、逆境障礙」等。

研究中心設置要點」，並於 95 年 3 月 14 日
經本校第 2424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正式成
立此一全國首次掛名「植物醫學」之功能性
研究中心──「植物醫學研究中心」。

新埔植物診所之內部一偶

台大生農學院植物醫學研究中心掛牌
２

但有感於植醫人才培訓之重要，故上述

之分科、植醫之證照、植醫專門職業之立法，

之「植物醫學研究中心」已於 96 年 3 月提出
「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並經植物病理
與微生物學系及昆蟲學系系務會議之同意，
正式送院、校申請中。如果此一類似美國美

皆可預期將成為事實。
值此屏科大確定成立我國大專院校第一
個植物醫學系，也聽聞國立中興大學即將申
請設立「植物醫學學士學程」，另有嘉義大

國佛羅里達大學植醫學程之「植物醫學碩士
學位學程」得以通過，則國內培訓碩士級植
醫之體系即告確立，也將為我國植物之醫學
體系開創新局、奠定盛基。

學也在研究所增設「植物醫學組」，皆讓吾
人極感歡欣，因為進入第二十一世紀才八
年，我國的「植物醫學」，已經有不錯的進
展與進步，則指日可期的是：「蔬菜醫師」、

屆時，屬於第三類的「植物醫生」，將
可在公部門服務於各「鄉鎮市」，在私部門
亦可以顧問之形式，協助外銷產業進行每週
一次之「診斷處方服務」，或參與「產銷履

「花卉醫師」、「果樹醫生」、「樹木醫師」
等，必將能為我國農業之「再度出發」，做
出重要的貢獻。
而未來的年輕學子，在聯考選填科系志

歷」之服務，少數「樹醫生」也將實際負起
「老樹健檢」、「老樹醫療」、「老樹照護」
等責任。未來，應該隨著需求之演進，植醫

願時，也必然增多了一項十分吸引人的新領
域，那是人醫與獸醫之外的植醫。
謹此，並祝植醫系所「馬上成功」。

表一、
表一、植物病蟲害學與植物醫學之比較
項目

植物病蟲害學

名詞定義

植物病蟲害之鑑定、診 追求植物健康為主之植物健康管理，包含營養照護、疾
斷及防治之研究
病治療等

研究對象

只限於植物病害、蟲害 病害、蟲害、雜草、農藥、營養、逆境，包括污染、氣
候災害等，包含所有為害因子

研究內涵

植物病害與蟲害之鑑
追求植物健康為主之植物健康管理，包含病原、病因、
定、診斷、研究與防治 土壤及營養問題、疾病治療、藥害、各種環境逆境等

分工方式

極度分工，不強調整合 要求整合，以作物優質、安全、高產、合乎市場需求為
目標

就業服務

分任植物病理專家、昆 適合為整合、全科之臨床植物醫師，在公部門可擔任「一

領域

蟲專家，多於研究單位 鄉鎮一植醫」之公設植物醫師，及縣市「動植物防疫所」
任職，缺乏整合、全科 之公設植物醫師。半官方者可任農會「植物診所」之植
之臨床植物醫師

植物醫學

物醫師。在私部門，可為顧問型「植物醫師」

鄉村「
鄉村「產業文化」
產業文化」與「文化產業」
文化產業」的發展
臺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名譽教授

蔡宏進教授

一、名詞受重視與普遍化及兩者的相關性
近年來在國內的文化工作者及學術界對
於「產業文化」一詞頗為流行，但對於「文
化產業」則較少提及與談論。產業文化一詞

劃的社區總體營造的內容與項目中，社區的

受重視與普遍化與文建會在晚近推動社區總
體營造的文化建設與行政有關。在文建會規

推動與實施。因為任何產業都可以付予文化
的意義與色彩，因此也都可以營造或發展成

產業文化營造與發展是重要的一部分。這部
份的營造或發展是以社區的產業當作主軸或
重心，再將之付以文化的意義與色彩而加以

３

表達，使之能吸引消費者、遊客去體會與欣
賞，藉以發揮農產業的休閒遊樂用途，也藉
以增添農業的價值。農業經營者的農民或活
動主辦者的農民團體也可藉機會獲得經濟上

產業文化。此一用詞與概念乃很容易被接受
與使用，於是也容易普遍化。在傳統的鄉村
中重要的產業是農、林、漁、牧、礦業等初
級產業，故要營造鄉村的產業文化也都常從
農、林、漁、牧、礦業等產業上付以文化的

的實質利益。
有系統的農產業文化的呈現與發展，包
括對農業資源如農地的認識、利用與愛惜，

意義及色彩著手。
至於「文化產業」一詞較少被使用與發
揮，乃因社會大眾對「文化」一詞的概念不
如對產業一詞的概念那麼清楚，對於如何將

對多種類農產品的了解與消費，以及對與農
業有關的組織、制度及事務的認定、應用與
發揚等。於是在各地農產業文化展示或活動
的過程中，我們常可看到富有特殊色彩與意

文化變為產業也不如像將產業付以文化意義
與色彩那麼熟悉。而且此種發展工作比較是
藉由政府的經濟主管部門來推動，而較不適
合由文化主管部門來推動，故在文建會推出

義的農業機器、農業技術、農耕方法、農產
品的原貌、農產加工品、食物的製造、烹飪
方法與吃法等有趣的現象與情境。
在不同的鄉村地區主要產業不同，故其

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中少見有文化產業發展
的概念與計畫。在經濟與農政的主管部門所
推出的經建與農建計劃中卻又少見有鄉村文
化產業發展的內涵。筆者對於此種產業的發
展途徑將在本文中提出一些看法與構想，使

營造、建設與發展的重點產業文化也各不相
同。如在以種茶為主要產業的地區，很自然
地發展出擂茶、泡茶、品茶的文化特色，在

其與鄉村產業文化發展交流並融合在一起，
使鄉村的產業發展與文化發展能獲得更周延
與更完善的成效。
在鄉村的文化產業中，不是每樣都能有

種植甘蔗的地區，乃展現種植甘蔗、收穫甘
蔗、搾汁、製糖等過程為特色的甘蔗文化。
在種植水果的地方則付以有關水果栽培、管
理、收穫、加工、食用等細部過程的水果文

效發展成有利益可得的產業，其中有些較具
有潛力，也較適合，有一些則較缺乏潛力，
故也較不適合，所以需要經過選擇。在發展
前期至少應該選擇較具有潛力也較適合者加
以培植，使其成為可為鄉村居民賺取利潤的

化。在以捕魚及養魚為主要產業的漁村，產
業文化的發展必然以漁業文化為營造及發展
的重心。包括製造漁船，製造漁網、捕撈魚
蝦，養殖水產以及從事漁產品的加工、製造

產業，而後再擴大項目與範圍，廣為推展。
重要的鄉村「
產業文化」
二、重要的鄉村
「產業文化
」發展內涵
重要的鄉村產業文化發展內涵主要建立
在鄉村的重要產業基礎上。台灣鄉村的產業

及烹飪料理等。其風味與意義相當特殊，其
景象與活動也相當有趣。
台灣鄉村的重要產業文化發展還有很
多，如發展水稻文化、甘薯文化、養鴨文化、
花卉文化、酸菜文化、花生文化、蓮霧文化、

應以農業最為重要，故重要的產業文化發展
內涵也應以農業產業文化的發展為主。此外
鄉村中的重要產業還有林、漁、牧、礦業及

香蕉文化、鳳梨文化、柑桔文化及芒果文化
等。每種產業文化都有其特性，也都在某些
特定地區流行。各種文化都包含許多文化特

手工業等，故產業文化發展也可以從這些其
他方面的初級產業或較次級的產業著手。
近年來農政單位為響應文建單位提出的
社區總體營造的構思與呼籲，在休閒農業發
展的架構下，也很努力地推動農業文化的發

質（cultural trait），結合許多文化特質而成
文化樹（cultural tree）或文化結叢（cultural
complex）。各種文化就以其文化特性而值
錢。故這些文化特性或結叢仍可變造成有價
碼的商品，可用以賣錢並獲得收入。

展。主要的內涵是將農業的相關活動及事項
作成有文化色彩，並有系統與趣味的呈現與

總之，鄉村中的各種產業在發展成具有
濃厚的文化意義與色彩的過程中，卻很注重
４

再營造與發展的項目。如果查出的項目很
多，乃有必要進一步加以比較並衡量其利潤
高低，以作為選擇推廣發展目標之依據。從
中選擇需求較強，利潤較高者，其發展潛力

包含當地的特殊性質，也注入當地的人文精
神。即是常包含了許多地方的歷史事蹟及人
們的思想與期望，給觀賞及使用者增添不少
心靈上的喜愛與感動。
鄉村「
文化產業」
三、鄉村
「文化產業
」的發展途徑
文化產業發發展的概念與產業文化發展
概念不同之處是，前者是將文化性的事物經

通常也較強。
在第二部營造與發展的過程中，主要的
工作是將作品注入文化的意義與特性，其中

營發展成具有經濟價值的過程，由此過程可
用來賺錢養生。但是後者則將重要的產業注
入並孕育成含有文化的意義與色彩。
鄉村的文化事物當中不是樣樣都能營造

以注入地方的特性及個別工作者的特性最為
重要。所謂特性是含有特性的人文歷史與地
理性質的意念，使觀賞者及使用者能有特別
的感受與理解，從中享受到更多的趣味與啟

或發展成具有經濟意義、有利潤且可產生財
富的產業。可以營造及發展成產業的文化是
些較能符合市場需求的文化，這些文化的經
濟意義與價值都相對較為濃厚。

示。

最常見的重要鄉村文化當中，最能夠營
造及創造經濟利潤者是鄉村的傳統工藝及食
品。這類事物頗能為多數人所喜歡，市場廣

售同樣順利，甚至更加順利。使製造者及參
與運銷者都能從中獲得合理利益，願意長期
永續投入此種產業的發展工作。

闊，因而也較有生財營利的條件與潛力。
台灣鄉村中保存的傳統工藝包括竹器及
草蓆的製造、木器的雕刻、紙張及紙品的製
造等，充滿濃厚的地方傳統特色及文藝精

四、結語
本文所指「產業文化」的發展工作，在
台灣的經驗已有不少，今後的營造者與發展
工作者應能多參照過去的經驗，做更細密的

神。其中固然有不少製作者是業餘性質，但
多數是專業性的。專業者以依賴這種工作賺
錢謀生，如能繼續維持與發揚，就具備了發
展的意義。

規劃及更有效的改善行動，使產業文化的發
展工作能更成功。
至於「文化產業」的發展工作，則甚需
要將產業發展的精神與原理用到文化事業的

類似傳統性的工藝，我們也可看到不少
種類的農產加工業經由機械化及科學化的處
理過程，使其能夠儲存與使用。成為鄉村中
既富有文化意義又具有經濟價值的「文化產
業」。

發展上。本文指出了發展過程的三個重要步
驟，若能參照其概念與原理行事，應有助於
此種特殊產業的發展更順利更成功。
鄉村產業文化的發展與文化產業的發展
在性質上接近，在關係上也相當密切。兩種

文化產業的發展途徑首先應注重評估與
選擇，從許多類似鄉村文化中選擇具有經濟
價值者，作為營造與發展的對象。繼之是注

發展的目標都著重在文化與產業結合成一體
上。此種結合文化與產業的發展工作對於鄉
村人民及全體國民消費者都有關係，若能發

入營造與發展的手段與方法，使其成為具有
實質經濟價值的產品。而後將之當為如普通
商品般，能適當有效的用為銷售或交易。
在第一步營造與發展過程中，評估與選
擇工作應注重市場調查與考察。調查對象包

展成功，則鄉村人民可以從中獲得經濟利
益，其他消費者國民則可以享受薰陶的好
處。因此，這種結合文化與產業的發展事業
很值得鄉村人民及鄉村外的國民共同投入並
努力。而政府更是有力推動與贊助此種發展

括消費市場及工廠製作者或生產界等。首先
應查出現存及已消失但有市場需求者，作為

事業的促進者，因此更需要政府的投入與參
與。

第三步營造與發展的過程是適當地販賣
與銷售產品的過程，使這種文化產業在販賣
與銷售的過程中，能和一般商品的販賣與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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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狀元來開講 分享三生與四心
－臺北縣 97 年度農事技術經驗發表競賽紀實
臺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教授兼農業陳列館館長

高淑貴教授

民國 97 年 4 月 1 日，臺北縣農會辦理
97 年度農事技術交換大會，來自 8 個鄉鎮的
8 位農友以競賽的方式進行經驗發表。主辦

品。他告訴大家創意盆栽的栽培與管理方
法，強調創意盆栽不需要很複雜，運用巧思，
以簡單的材料和最少的成本，可以創造出最

單位王慧慎秘書(兼課長)首先向與會者介紹
來自臺灣省農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及臺灣
大學的三位評審委員，並致歡迎詞，她說今
年度的發表主題以作物生產管理為主(品

大的經濟價值。
第二位鄭俊彥先生是三芝鄉農會切花第
一班的班長，他向大家介紹三芝愛情花的生
產及栽培管理。他詳細解說該花卉的品種、

種、技術、生產流程及環境改善等)，參賽者
的題目包括花、草莓、蔬菜、竹筍、休閒農
業等。我們要建立自己的品牌，今天參加競
賽的都是一流的農友。她告訴參賽者，以您

性狀及生長開花條件，對於田間管理之要點
與注意事項，例如病蟲害防治、水份、日照、
溫度管理、施肥、繁殖管理及作畦等都一一
說明。他也分享其經營理念與運用之策略，

們的方式表達出來，達到交流的目的就好，
不要緊張。她對指導員及參賽者勉勵有加。
誠然，在都市化愈來愈高的臺北縣，每年辦

對於適時、適地、適種，訂定產銷計畫，發
展有特色的品種、產銷營業狀態、目前遭遇
之困難及擬解決方法等，予人印象深刻。他

理這樣的活動必須投入的心力更多，大家齊
聚一堂極為難得，互相學習更是可貴。

分析梯田種花的優缺點、精緻多樣化降低風
險及成本之重要性，同時提到未來發展觀光
休閒園區之可行性。
第三位陳千萬先生以養生桑葉茶之創新

評分標準
在比賽開始前，李鈺鐘技術員先說明本
次比賽之評分項目及評分標準。評分項目及
其各佔分數為：主題(10 分)、執行方法與內

製作及應用發表他的經驗談。他指出，農業
生產大環境改變，都市型農業轉型經營養生
農業有其商機。他之所以從農做茶並與大家
分享養生桑葉茶之創新製作及應用經營的動
機有四：1.個人興趣、2.傳承父業、3.配合政
府推行農業政策、4.在地原生種植物之利

容(50 分)、發表技巧(25 分)、結論(10 分)、
Q&A(5 分)，總分為 100 分。發表者所使用之
語言不拘，時間以 15 分鐘為準，不足或超過
1 分鐘，扣總分 1 分。錄取冠軍 1 名，亞軍 1

用。他喜歡做研究做有機，得過許多次製茶
的獎項，包括頭等獎、特等獎等。他認為「不

名，季軍 2 名，頒發獎牌、獎品。本次冠軍
需代表北縣參加省方舉辦的經驗發表競賽。
經驗分享
8 位參賽者依抽好之順序逐一上台發
表，第一位經驗分享者陳明山先生說他的名
字與「陽明山」只有些微之別，很好記，他
做創意盆栽讓農業更加精緻化，農業變得可

經一事，不長一智」，很多植物都可利用，
用來製茶的桑葉更是寶。桑葉茶的製作原理
與製茶葉茶一樣，以本地原生品種五爪桑為
原料，選擇嫩桑枝葉，經輕萎、炒、揉、烘
後，即成成品。他對桑葉茶之成分及功效、

以生活化。他以創意將各類植栽與其他配件
(包括枯木及廢棄物等)結合在一起，讓它們呈
現不同的獨特風貌，從而增加更多的附加價

應用、遭遇困難、因應策略、成本分析等皆
詳加說明，極具說服性及教育性。他的結論
發人深省:「唯有跟大自然共生共榮，才能永

值。他的作品有大有小，除了以 PowerPoint
秀出各式作品之外，另外帶來三個小型作

續發展農業，利用在地好植物照顧咱的身
體，不但利己利人，還能維護生態，不致讓
６

土地過度開發，有機而回歸農樸生活，愛護

再生地球資源，維護自然生態。增進人類福

我們這片自然景觀，是我從事這一份工作的
最大意義。」
第四位是三峽鎮蔬菜產銷班第二班班長
賴夫達先生，他是一位種筍達人，他以「筍

祉，營造美麗生活。」由於他專心投入及努
力打拼，感動了父母及妻子，一家四口同心
致力於農場工作上，贏得消費者信賴，自產
自銷，在十年前就有所謂的生產履歷，靠客

筍欲動」為題，饒富趣味。他說綠竹筍的細
嫩纖維有助於消化、清胃整腸。他有條理的
列出筍園的生產管理流程，比較一般筍園與
他的筍園之經營利益，並說明「梨仔筍」品

人相互介紹及口碑，因此創造了傲人的佳
績。他有專屬的網站，生意愈做愈好，一切
辛苦都值得。
第六位是蘆洲的呂耀忠先生，他以網植

牌之建立與行銷通路之擴展，以及目前成
績。對於遭遇困難及解決辦法他也一一提出
說明，他的結論極具參考價值：由生產導向
至消費者導向至市場導向。由點而線而面。

室種蔬菜，並盡量機械化以省工。栽培與管
理上力求減少農藥的使用，確保生產者與消
費者之健康。在 0.36 公頃的土地上，建了 9
棟網室。他把所有的產銷作業流程，包括搭

結合休閒，讓生產、生活、生態三生一體。
他提及從事農業的「四心」，包括用心、愛
心、恆心及安心。從農者應以用心(時時充實

建網室、土壤殺菌、購置有機肥、搬運資材、
機械施肥、機械整地、機械播種、灌溉、蟲
害生物防治法、農藥殘留生化檢驗、採收、

自己，用心經營)、愛心(好的竹筍要用愛心細
心栽培)、恆心(筍園經營要創新要持之以

分級包裝、預冷處理、冷藏、市場銷售等，
可以機械化的都盡量的機械化。他的
PowerPoint 不僅製作得極為精美，更可貴的
是，有的地方以動態的方式呈現。他也帶來

恆)，生產出讓消費者安心使用的優質農產品
(站在消費者的立場提供優質及安全的綠竹
筍)。
第五位是來自樹林的林忠池先生，林先

他栽種的蔬菜及相關器具，並詳實說明成本
及收益，予人印象特別的深刻。他的結論是:
「網室內可生產高品質蔬菜，不受風雨影
響，能穩定生產。農業人口老化，推行農業

生經營福泉有機蔬菜農場近十年，是位學以
致用的農友，他表示，有機是主流，做有機
真的很不錯，他認為所謂有機農業是一個盡
量使用天然生產素材，不使用化學合成物，
崇尚自然生態法則，強調與生態共生、共榮、

機械化，以替代勞力。利用生物防治，減少
用藥，避免農藥殘留，以確保消費者健康。」
第七位來自泰山的李宗智先生與大家分

共存的農業生態系統，達到環境生態的維護
的一種生產有機產品的永續農法。他的經營
理念為：「永續有機農耕，恢復土地生命。

享他的草莓栽培管理技術。他認為草莓是水
果皇后，美麗、好吃、又營養。他是在 7 年
前偶然中開始種草莓的，草莓是他無心插柳

陳明山先生的「創意盆栽栽培與管理」

賴夫達先生「筍筍欲動」經驗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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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成蔭的意外收獲。他介紹草莓喜愛的氣

賽者比較欠缺的是演練，除了內容要充實

候、土壤環境等，對於草莓的施撒基肥、整
地作畦、育苗、幼苗定植，葉面施肥、液肥
製作等也有他獨到見解。他以請教專家和先
進地區的農友來改進生產技術，提升競爭

外，流程也要順暢完整。還有，農業的東西
不是好吃的就是好看的，所以要有圖片，最
好有實物。
臺灣省農會巫姿瑩課長告訴大家今年競

力。經由改變經營型態(包括園區成為校外教
學場所、開放採收、及賣小苗等)，並與異業
結合，加強草莓之相關產品，增加銷售量及
收入。他說，用心栽培安全農產品，咱的農

賽的主題分成兩組，第一組經營管理組，第
二組是行銷管理組。臺北縣參加的是第一
組。她肯定今天大家的表現，包括觀眾秩序
好，台上台下互動佳，有問有答，這樣辦競

業才會有前途。
最後一位是王許水妹女士，她在土城與
夫婿一起經營「添伯生態教育農園」。添伯
是她的夫婿，她是添嫂。她是當天唯一參賽

賽最主要的目的就達到了。她特別提醒今年
的評分項目包括表達能力、服裝儀態、助道
具及時間掌控等，所有可以拉分數的部分都
要把握住。尤其是農場的經營效益及創造的

的女性。成立教育農園的動機有：1.經濟收
入、2.維持環境生態、配合政府農業三生政
策、3.農會推行一鄉一休閒園區計畫。農園

經濟價值等都是評審比較關心的。
臺灣大學高淑貴教授表示，大家都是有
備而來，每一位都有做 PowerPoint，真是好

內的經營主要有學校戶外生態教學、農村生
活體驗、DIY 課程等。轉型教育農園後之效

極了。她很同意吳研究員的看法，我們農業
最容易表現操作的過程，可以以圖片靜態、
影片動態或直接以實物展現出來。她建議參
賽者一定要掌控好時間，因為第一名、第二

益有：1.經濟收入、2.個人學習成長、3.居住
環境美化、4.社區情感凝聚、5.社會人際交
往、6.自然環境復育。添伯農園的未來展望：
1.成為土城及鄰近市鎮國小的生態校區、2.

名通常成績很接近，如果被扣分會很可惜。
至於 Q&A 今天很多人提問題，很好，但也
有幾位沒人問問題，這就會有影響，如何引
發聽眾問問題很重要。有時安排一些 Q&A

成為土城民眾的公園綠地、3.成為都市自然
生態繁衍根據地。最後她感謝支持的各方力
量，雖然添伯只是小小一隅農地，仍希望為
臺灣生態盡一己之力，讓點點火金姑繼續在
這塊土地發光。
評審講評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吳麗春研究員建議參
賽者要花更多時間在前置作業上，她指出參

多少可補救。然後她一一對參賽者提出建議
及肯定，例如：「第三位有好老師的形象及
研究精神，對功效及應用有所闡釋，很好。
第四位神情輕鬆，很有自信，給人感覺知無
不言，言無不盡，最後有很多人問問題，這
是非常難得的事，可惜的是最後時間超過。

吳麗春研究員與冠軍呂耀忠先生合影

公民常識測驗優勝者與高淑貴教授合影
８

第五位林先生是位青年才俊，有自己的想

年的主題。她熟練的程度，及社會行銷能力，

法，但是 PowerPoint 的字與底色太接近，看
來有點吃力。第六位呂先生的 PowerPoint 很
精美有動態畫面且講解很清楚，加上神情的
搭配，可說是非常的優秀。第七位李先生台

還有優美詞句都很好。」最後她提醒參賽者，
進行比賽時，目光很重要，眼睛要看觀眾，
注意觀眾的反應等。
這次的大會，除了經驗發表比賽之外，

風很好，最最讓人稱讚的是他一直形容他的
草莓有多大，他有一個圖片把雞蛋與草莓相
比，這是非常好的表現。最後一位，唯一的
女性，她一出現就給我們不一樣的感覺，她

也安排了公民常識測驗，每一個農會選派一
位代表參加測驗，參賽者莫不全力以赴，測
驗一結束，就公告標準答案，給予與會者另
一個學習的機會。兩種比賽告一段落，隨即

的說服性很強，她說我們要突破而不要看
破，很棒。不過，她今天的主題，跟其他人
相對而言比較不一樣，不知道是不是符合今

頒獎，優勝者贏得獎牌歸，其他參賽者也有
一份禮物，可見主辦單位之用心與周到。

臺北縣農事經驗發表次序表
編號

單位

姓名

發表題目

1

石門

陳明山

創意盆栽栽培與管理

2

三芝

鄭俊彥

三芝愛情花－生產及栽培管理

3

林口

陳千萬

養生桑葉茶之創新製作及應用-農業轉型的經營策略

4.

三峽

賴夫達

筍筍欲動－談三峽梨仔筍栽培之經驗

5

樹林

林忠池

有機蔬菜栽培

6

蘆洲

呂耀忠

網室蔬菜省工栽培與管理

7

泰山

李宗智

草莓栽培管理技術

8

土城

王許水妹

火金姑來照路 照出農業新氣象－談添伯生態教育農園的
成立與經營

「鄉」味十足－
味十足－霧峰田媽媽議蘆餐廳
臺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研究所博士班

黃秋蓮研究生

在民國 87 年精省之前，台中縣霧峰鄉
因為是省議會所在地，可以說是早期台灣重
要政策決策中心。省議會改制為省諮議會之
後，逐漸轉型成為當地重要的觀光景點。去

績效優良之田媽媽班經營特點作法。
田媽媽簡介與議蘆餐廳成立緣由

(96)年度藉由執行農委會「輔導農家婦女開創
副業計畫推廣成效之探討—田媽媽經營成功
個案之分析」計畫機會，參與兼具文化歷史

業，辦理「農村婦女開創副業獎助輔導計

以及農產品特色的霧峰之行，透過與「田媽
媽議蘆餐廳」經營團隊、農會主辦人員以及
家政班員之接觸訪談，初步瞭解農會經營餐
廳的過程、食材特色、團隊人力配置與經營

共同識別標章與申請專利；92 年起並增加獎

自民國 90 年開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爲輔導農家婦女利用週遭的農業資源經營副
畫」，對於接受獎助輔導之農村婦女副業經
營班統一規劃名稱為「田媽媽」，並且設計
助對象，鼓勵轉型之農會與農村婦女合作經
營「田媽媽事業」，爲農會增加收入開闢財
源。94 年度更增額補助由農會負責營運且有

概況，謹將訪談內容與心得彙整如後，提供

具體績效之田媽媽班，即所謂之「田媽媽擴
９

菇類、香米與清酒等產品，餐廳如能長期經

大經營班」。
早期位於台中縣霧峰鄉的台灣省議會

營獲益，除參與工作之家政班員待遇與福利

即設有「議員會館」，主要是提供議員用餐

可望提升外，相對也有助於農產品行銷。因

與住宿服務，民國 87 年精省之後，省議會改

此，對於每年辦理之餐廳經營權招標案，就

制為省諮議會，議員餐廳也開放承租經營。

必須努力積極爭取。

當時霧峰農會因舉辦龍鳳節活動，結合地方

目前議蘆餐廳設置有經理 1 人，掌管餐

水果特產與菇類料理競賽，所推出之健康菇

廳事務；外場工作人員共有 6 位，皆為農會

菇餐頗受好評，惟因缺乏適當用餐地點，無

家政班媽媽；內場部分則另聘請 5 位師傅、2

法持續提供消費者用餐服務。適逢議員餐廳

位廚工和 1 位家政媽媽。工作人員皆為全職

開放承租，霧峰農會總幹事積極投入農會經

人力，通常於餐廳辦理大型喜宴活動時，需

營與農民輔導工作，爲推廣霧峰鄉農產特

要僱用臨時人員並優先以家政媽媽為聘請對

色，並且關切台灣加入 WTO 之後，農民生

象。餐廳工作人員共有 10 位取得丙級技術師

計所面臨之困境，總幹事與家政指導員認為

證照（內場 7 位、外場 3 位），3 位具備廚

農委會所提供之田媽媽計畫申請機會，對於

師證照，而且所有人員每年都必須參與衛生

農村婦女開闢副業應有所助益，乃於 91 年提

講習課程。有關餐廳人事管理業務由農會休

出計畫申請獲得經費補助，並爭取承租議員

閒旅遊部負責，餐廳人員之聘用或解聘，皆

餐廳，於 91 年 3 月開始正式經營，改名為「議

由農會決定。
員工薪資福利部分，外場服務人員月薪

蘆餐廳」。

約 2 萬元，場內主廚師傅薪資每月約 5 萬元，

一般田媽媽計畫經營案，扣除農委會補
助經費外，仍需由家政班員自籌負擔其餘所

其餘 4 位師傅月薪也超過 4 萬元，薪資額度

需費用。然而，霧峰農會輔導餐廳經營過程

會依餐廳經營狀況調整。原則上內場分工由

中，並未要求家政班員共同出資，而是完全

師傅相互搭配，包括蒸煮、配料、快炒及其

由農會提供經費輔導成立議蘆餐廳，聘請當

他協助工作等。全勤人員每月有全勤獎金福

地家政班員參與餐廳經營工作，由於營運績

利，每年之年終獎金與農會員工相同，大致

效優良，94 年農會又獲得「田媽媽擴大經營

發給一個月或一個半月薪資，惟仍需視餐廳

班」經費補助。目前餐廳建築結構體與某些

實際盈餘決定；臨時人力時薪則約為 100~120

硬體設施為省諮議會所有，並隸屬於立法院

元。

中部辦公室管理，而霧峰農會擁有議蘆餐廳

餐廳特色分析

經營權，餐廳場地承租案每年重新開放廠商

基於前述餐廳經營目標，餐點食材多半

投標，農會必須每年參與競標始能於原場地

來自產銷班，尤其以菇類為最大宗；餐廳採

繼續經營，並出資負擔員工薪資、餐具器材

購人員如要購買食材仍是以當地農產品為

與座椅設備等費用

主，其中以菇蕈類最多。霧峰金針菇產量為

經營理念與工作人力概況

全東南亞之最，另外包括杏鮑菇、巴西蘑菇

霧峰農會總幹事對於農會的整體經營

等多種菇類產品都是餐廳烹煮的重點菜餚。

理念，即在於尋求使農會發展更好的方法，

以多汁的杏鮑菇為例，餐廳廚師會搭配南瓜

且由於其本身具有專業推廣背景，極為重視

泥燴煮，用奶油提味，將成品裝盛在剖半的

推廣業務，期望透過餐廳經營進一步推廣霧

南瓜裡，味道香甜可口；菇蕈餐當中以各種

峰地區農產品。餐廳經營目標即是要將食材

菇類及中藥材熬煮而成的百菇養生湯為一道

選擇與產銷班生產之農產品加以結合，包括

活力滋補湯品菜色。餐廳累積近幾年經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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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採用霧峰地區出產之多種不同菇類作為

備、餐具、桌椅和料理餐具等。

田園料理主要食材，至今已研發出數十種新

餐廳消費價格會依用餐種類不同而有

鮮甘甜味美的養生菇類佳餚，從議蘆餐廳所

所差異，一般喜宴每桌約 5,000 元，合菜價

提供的餐點中，可以看到霧峰鄉地方農產品

格最低為 3,000 元，中午提供之便當訂購服

特色，不僅提升菇類文化與建立知名度，另

務每份 50 元(未含附湯與水果)。每年農曆七

外也帶動商機及菇農收益。餐廳所供應之米

月過後，因為餐廳所承辦之喜宴活動較多，

飯來源則為霧峰農會本身所產香米，農會也

這段期間也成為一整年當中之旺季。喜宴收

經由生產銷售香米而獲益，未來將規劃發展

費額度有每桌 5,000、6,000 或 7,000 元，視

酒庄，並於餐廳販售酒類商品。

消費者需求決定，95 年度消費狀況以每桌

在餐廳開始經營初期，原規劃為精緻餐

5,000 元的喜宴數量最多，96 年度辦理每桌

點路線，惟因當時實際營運成果未達到預期

6,000 元的喜宴數量也不算少，目前餐廳空間

理想，即便精緻餐點定價並未較現今餐點價

最多可容納 30 桌的顧客數量。

格昂貴，但由於份量較少而致影響營運狀

營業時間方面，除餐廳員工需辦理在職

況，之後即配合地方文化風情和消費者需求

訓練或外燴業務，或是餐廳沒有顧客時才會

調整經營方向。目前至餐廳用餐的客群約有

休息外，通常都是全年無休。內、外場員工

三分之一是與農會相關的人員，例如代表或

工作時間都相同，從上午九點半至下午兩

小組長等，附近的機關團體也會前來用餐。

點，最忙碌時段為中午十二點至下午兩點，

喜宴慶典需事先與餐廳預訂，立法院同仁可

空班時間為下午兩點至五點，晚間工作時段

以使用餐卷購買便當，諮議會同仁則以現金

為傍晚五點至晚上九點，若是遇無顧客情況

購買，另外也提供遊客或散客用餐服務。因

下，則工作時間至晚間八點半。員工採輪休

為餐廳外停車場空間可以解決停車的問題，

制度，每人每月有 5 日休假，其中僅能有 1

因此也是遊客到省諮議會附近景點參觀後，

日安排於假日，其餘部分則挑選週一至週五

極佳之用餐環境選擇。餐類服務可分為喜慶

期間休假。

宴客、精緻套餐(含素食)、經濟合菜、外燴料

營運管理與未來方向

理、團體聚餐以及便當供應等類別，提供各

議蘆餐廳田媽媽班計畫初始階段是由農

種滿足顧客需求的飲食形式。以菇類為主料

會推廣部門負責申請推動，目前則已歸屬於

之美食有四喜冷拼盤、香菇燒羊肉、雙喜鴛

休閒旅遊部業務範疇，所以餐廳經營管理單

鴦、鴻喜菇炒肉絲、洋菇麻油雞、竹笙四寶

位是農會休閒旅遊部，並由家政指導員負責

湯等名菜，色香味俱全；議蘆招牌羹製作材

餐廳管理業務，休閒旅遊部主任擔任主管人

料則包括金針菇、秀珍菇、鮑魚菇以及雪耳。

員。

通常餐廳員工會向外地前來的遊客建議品嚐

實際財務運作方面，霧峰農會將餐廳經
營團隊視為獨立單位，所有經營成果及帳務
皆由餐廳自行彙整再提報農會審核，餐廳必
須自行負擔員工薪資，屬於一種會計獨立的

菇蕈料理，而對於當地附近居民則推薦台菜
海鮮。另外也會針對顧客來源地域性配菜，
例如來自北部地區消費者就會調整口味較為

運作模式。曾經於 SARS 發生期間，餐廳營
業狀況受到牽動而使營業額下降，或是在農
曆七月份餐廳營運狀況會較往常差，此類營

清淡，中南部顧客群相對會較偏重口味。對
於某些常客會指定餐廳菜單上並未明列的菜
色，餐廳主廚也都能提供不同吃法、作法的

業額大幅降低之情況，餐廳都需要向農會提
出報告說明當月盈虧情況，每週的報表、損

料理。對於田媽媽計畫的補助經費多數是用
於購買餐廳硬體設備，包括冷氣機、冷藏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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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表、資產負債表（皆為日報表）也都會交

3.

由農會審查。管銷工作主要是由農會會計部
門執行，支出費用包括人事費、水電費及租
金，當月消費金額扣除餐廳人事費、採購成
本及相關支出費用即可獲得總淨利。現階段

餐廳經營已具名聲，更換營運地點

應仍可掌握客源
4. 餐廳人員服務專業性尚且不足
5. 顧客可直接向農會上層投訴或抱怨
● 產品特性

餐廳整體營運成本仍有偏高情形，其中一部
分是因為進貨成本較高，議蘆餐廳所採用之
農特產品都是在有需求情況下，才會請與農
會配合的農民運送至餐廳，所以單價也相對

1.
2.
3.

提高；另外餐廳使用香米的成本也會較高。
議蘆餐廳因為具有地利優勢，所以有助
於大田媽媽計畫申請案核准通過，而前來餐
廳用餐的顧客許多是政府機構人員，因此在

當地為菇蕈產地、食材取得容易
田媽媽商標品牌形象極佳、餐點講
究新鮮、養身
菜色大眾化、供餐型態多樣化

菜單排列和設計方式可再提升專業
程度
5. 所用食材成本較高
結語與誌謝
霧峰鄉觀光據點眾多、文化資產豐富，
議蘆餐廳附近還包括省諮議會館、朝琴圖書
4.

人和部份也具有優勢。由於餐廳員工並未受
過專業訓練，較缺乏服務業的專業服務精
神，未來可以再加強服務態度與菜色介紹能
力；供餐方面也可以再規劃較為專業的菜單
排列方式、設計大眾化的菜色和研發新餐

館、台灣菇類文化博物館以及台灣議政博物
館等著名景點，極具歷史文化與地方產業特
色，再加上餐廳週遭整體環境幽雅，綠樹林

點，並透過標準作業流程與細節作法之建
置，提升餐廳營運績效；人員管理部分，可
以考量補強專業經理人力以輔助現任經理業
務。對於成本與利潤管理，期望能尋求成本

立，非常適合休閒遊憩。遊客至霧峰地區享
受文化休閒之旅，同時能品嘗議蘆餐廳菇蕈
美食，如此結合觀光遊憩與地方特產美食之
多元化型態，可以作為田媽媽班經營餐廳經

與支出之平衡點，兼顧餐廳家政班媽媽、產
銷班以及農會利益。
以下彙整分析議蘆餐廳之輔導組織、經
營團隊及產品特性等三大面向特點：
● 輔導組織

典案例，並提供類似產業經營方向參考。感
謝農委會提供計畫研究經費、賴爾柔老師協
助指導，以及霧峰農會人員撥冗分享營運經
驗，讓本次訪談工作得以順利完成。

1.

總幹事支持度高、輔導人員極為用
心消費者多為與農會有關人士

2.

結合菇類、香米、清酒（酒庄）等
農特產品
利用休閒農業及觀光遊憩資源，強
化餐廳地利優勢
每年皆須參與餐廳場地承租案競標
活動，應預為規劃備選方案

3.
4.

● 經營團隊
1. 地理位置極佳、停車便利
2. 餐廳人員具備專業廚師執照

與霧峰田媽媽議蘆餐廳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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