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縣市 地區 證書字號 申請者 農場名稱 作物類別 保育標的

1 花蓮 瑞穗 20-CN-1021-05 林清輝 五六農場 根莖菜、果菜 環頸雉

2 桃園 復興 18-CN-0403-02 林永和 無 雜糧、根莖菜、瓜菜、柑桔 藍腹鷴

3 新竹 關西 18-CN-0403-03 范揚清 東光生態茶園 茶 黃嘴角鴞

4 花蓮 秀林 19-CN-0605-01 張德輝
麗香有機生態

農場
包葉菜、瓜菜 黃嘴角鴞

5 花蓮 秀林 19-CN-0605-02 黃聖宗 西寶快樂農場
包葉菜、瓜菜、果菜、其他(山當歸)、

根莖菜
黃嘴角鴞

6 花蓮 秀林 18-CN-0211-03 田曾秀嬌 吉果園農場
包葉菜、短期葉菜、果菜、小漿果、梨

果、其他（明日葉）、根莖菜
黃嘴角鴞

7 花蓮 秀林 19-CN-0605-03 張榮城
新心向榮有機

生態農場

包葉菜、短期葉菜、根莖菜、果菜、其

他（丹蔘、當歸）
黃嘴角鴞

8 花蓮 秀林 19-CN-0605-04 程瀚 勝利農場 包葉菜、瓜菜、果菜 黃嘴角鴞

9 桃園 復興 19-CN-0131-01 林罕 無 梨果 紋翼畫眉

10 新北 雙溪 18-CN-0601-01 謝美秀 無

雜糧、短期葉菜、根莖菜、瓜菜、花

菜、果菜、豆菜、包葉菜、柑桔、大漿

果、小漿果、咖啡、其他（魚腥草）

陸域棲地

11 新北 雙溪 18-CN-0419-01 張學良
深耕園友善農

園

短期葉菜、根莖菜、瓜菜、豆菜、大漿

果、其他（仙草）
多樣化棲地

12 新北 雙溪 18-CN-1018-01 黃水杉 水秀農園

雜糧、根莖菜、瓜菜、短期葉菜、大漿

果、豆菜、柑桔、其他（大本黃花蜜

菜、牧草、木鱉果）

多樣化棲地

13 新北 雙溪 18-CN-0725-01 陳阿義
大自然安心農

場

大漿果、瓜果、瓜菜、果菜、根莖菜、

短期葉菜、豆菜
臺灣藍鵲

14 新北 坪林 18-CN-0725-02 莊宇雋 山不枯製茶所 茶 穿山甲

15 新北 金山 18-CN-0911-01 林紅甘
阿甘姨生態農

場
米、根莖菜、短期葉菜、其他（洛神） 水域棲地

16 新北 貢寮 18-CN-0413-01 周蕭秀綢 龍吉自然農場

米、雜糧、瓜菜、果菜、瓜果、根莖

菜、豆菜、大漿果、小漿果、柑桔、短

期葉菜、其他(仙草)

穿山甲

17 新北 雙溪 18-CN-0911-02 呂瑞弘 來來有機農場
根莖菜、瓜菜、大漿果、雜糧、咖啡、

短期葉菜、瓜果
多樣化棲地

18 新北 雙溪 18-CN-0911-03 呂文志 日照有機農場

大漿果、小漿果、柑桔、瓜菜、果菜、

豆菜、根莖菜、短期葉菜、咖啡、其他

（洛神花、苦茶樹）

藍腹鷴

19 新竹 新埔 19-CH-0319-01 朱俐陵 馥橙芳園
大漿果、小漿果、其他(洛神花)、茶

葉、核果
多樣化棲地

20 新北 烏來 18-CN-0725-03 林賢欽 比令農場
短期葉菜、包葉菜、果菜、豆菜、大漿

果、梨果、柑桔、瓜菜、其他（馬告）
臺灣藍鵲

21 桃園 復興 19-CT-0523-01 卓村順 米耐健康果園 梨果、柑桔 大冠鷲

22 花蓮 秀林 19-CN-0703-01 張維佐 綠森林農場 根莖菜、包葉菜、短期葉菜 黃嘴角鴞

23 新竹 新竹 18-CH-1106-02 吳漢隆 明心田緣

短期葉菜、雜糧、果菜、大漿果、小漿

果、其他(岩蘭草、玫瑰、香蜂草、玫

瑰天竺葵、仙草、伊蘭鷹爪花、多香

果、薄荷)

陸域棲地

24 新竹 峨眉 18-CH-0725-01 盧政祥 桔祥農莊 大漿果、柑桔 陸域棲地

截至2020年11月30號通過綠色保育標章之農友，共399位。



25 新北 貢寮 19-CN-0201-01 劉正倫 劉正倫的菜園

大漿果、果菜、柑桔、核果、短期葉

菜、根莖菜、雜糧、咖啡、其他（紫

蘇、仙草、南非葉、扶桑花）

陸域棲地

26 桃園 中壢 18-CT-1005-01 王平甫 悅福自然農場

雜糧、短期葉菜、包葉菜、根莖菜、花

菜、豆菜、瓜菜、瓜果、果菜、大漿

果、小漿果、梨果、核果、柑桔、其他

（蘆薈、洛神花、印加果）

多樣化棲地

27 新北 三峽 18-CN-0911-04 蕭勝泉 阿彌達玉茶園 茶、柑桔 黃胸黑翅螢

28 新北 坪林 19-CN-0417-06 王緒潭 王家有機茶園 茶 翡翠樹蛙

29 新北 烏來 18-CN-0815-02 林惠妹 協記農場

包葉菜、根莖菜、短期葉菜、蕈菜、瓜

菜、果菜、豆菜、大漿果、小漿果、柑

桔、其他（馬告）

臺灣藍鵲

30 新北 坪林 18-CN-0918-01 鄭錦華 奇緣有機茶園 茶 翡翠樹蛙

31 花蓮 卓溪 18-CN-0921-01 林泳浤 無 米
菊池氏細鯽

(稀有動物)

32 花蓮 卓溪 18-CN-0921-02 林仁義 無 米
菊池氏細鯽

(稀有動物)

33 花蓮 卓溪 18-CN-0921-03 林傳興 無 米
菊池氏細鯽

(稀有動物)

34 花蓮 卓溪 18-CN-0918-02 賴天賜 無 米
菊池氏細鯽

(稀有動物)

35 花蓮 卓溪 18-CN-0918-03 賴金德 無 米
菊池氏細鯽

(稀有動物)

36 花蓮 卓溪 18-CN-0918-04 石君忠 無 米
菊池氏細鯽

(稀有動物)

37 新北 三芝 18-CN-0911-05 蔡豪仲 無

短期葉菜、包葉菜、花菜、根莖菜、果

菜、瓜果、瓜菜、大漿果、雜糧、其他

（洛神花）

水域棲地

38 新北 坪林 18-CN-1005-01 鄭碧霞 福田有機茶園 茶 翡翠樹蛙

39 新北 坪林 18-CN-0720-02 陳善嘉 淨源有機農場 茶、柑桔、根莖菜 翡翠樹蛙

40 花蓮 富里 20-CN-0305-01 吳清泉 無 米 臺東間爬岩鰍

41 花蓮 富里 19-CN-1226-01 曾金智 無 米 臺東間爬岩鰍

42 宜蘭 羅東 18-CN-1106-01 戴坤星 伯拉河農場 米 多樣化棲地

43 宜蘭 冬山 19-CN-0313-01 李訓義 薪寬茶園行 茶 大冠鷲

44 宜蘭 冬山 19-CN-0220-01 黃銘淵
竹軒居有機柚

園
柑桔 陸域棲地

45 新北 坪林 19-CN-0424-07 邱琦瑛 宗坤有機茶園 茶 翡翠樹蛙

46 花蓮 光復 19-CN-0313-07 黃稜淨
拉索埃湧泉生

態農場

短期葉菜、果菜、大漿果、小漿果、柑

桔
多樣化棲地

47 臺北 士林 19-CN-0305-03 郭峻瑞 梅居休閒農場

根莖菜、包葉菜、瓜菜、果菜、瓜果、

大漿果、小漿果、核果、短期葉菜、花

菜

多樣化棲地

48 花蓮 富里 19-CN-0626-01 賴進雄 無 米
橙瓢蟲、長腳蛛

(指標性物種)

49 花蓮 富里 19-CN-0626-02 鍾仙賜 無 米
橙瓢蟲、長腳蛛

(指標性物種)

50 花蓮 富里 19-CN-0417-07 鄒意堂 無 米
橙瓢蟲、長腳蛛

(指標性物種)

51 花蓮 富里 19-CN-1231-04 潘俊昇 無 米
橙瓢蟲、長腳蛛

(指標性物種)



52 花蓮 富里 19-CN-0509-07 蔡振豐 無 米
橙瓢蟲、長腳蛛

(指標性物種)

53 新北 新店 18-CN-0911-06 楊棟樑
新北市農會文

山農場
茶 多樣化棲地

54 花蓮 壽豐 19-CN-0417-03 柯秉成 凱伊好農 大漿果、小漿果、核果、柑桔 環頸雉

55 新北 坪林  19-CN-0306-01 翁高美女 虎寮潭茶園 茶 翡翠樹蛙

56 新北 坪林 19-CN-0424-08 鄭信忠
三星山有機茶

園
茶 翡翠樹蛙

57 宜蘭 蘇澳 19-CN-0201-02 蘇朝麟 無 柑桔 陸域棲地

58 宜蘭 冬山 19-CN-0131-02 邱朝輝 雅芯香草園 其他(澳洲茶樹) 陸域棲地

59 宜蘭 員山 19-CN-0828-01 李婉甄 月見學習農園
米、雜糧、短期葉菜、豆菜、大漿果、

小漿果、甘蔗、柑桔、其他（洛神花）
多樣化棲地

60 新北 雙溪 19-CN-0417-05 呂崇維 尚元共生農莊
蕈菜、瓜菜、短期葉菜、根莖菜、其他

（仙草）
多樣化棲地

61 新北 雙溪 19-CN-0417-02 詹阿標 丁蘭谷農場 根莖菜、柑桔、小漿果、瓜菜、雜糧 陸域棲地

62 新北 雙溪 19-CN-0305-05 王澤松 無
短期葉菜、瓜菜、果菜、瓜果、大漿

果、小漿果、柑桔
陸域棲地

63 新北 雙溪 19-CN-0924-01 范姜忠益 三貂嶺農場 其他(苦茶) 穿山甲

64 新北 雙溪 19-CN-1024-01 蕭學勇 遇見雞母嶺

米、根莖菜、短期葉菜、大漿果、小漿

果、柑桔、其他（野薑花、野蓮）、瓜

菜、果菜、瓜果、雜糧

多樣化棲地

65 花蓮 玉里 19-CN-0417-08 林菁川
古林有機生態

園區

大漿果、核果、柑桔、果菜、根莖菜、

短期葉菜、瓜菜、咖啡、其他(龍葵、

南非葉、牧草心、芒草心、黃藤心)

大冠鷲

66 新北 淡水 19-CN-1112-01 鄭美秀
羅媽媽自然農

場
短期葉菜、瓜菜、果菜、根莖菜 多樣化棲地

67 新北 樹林 19-CN-1007-01 吳文雄
山佳大棟山開

心農場
根莖菜、蕈菜、其他（洛神花） 領角鴞

68 新北 淡水 20-CN-0430-01 黃仁聰 天空小品

瓜菜、短期葉菜、咖啡、核果、根莖

菜、大漿果、小漿果、柑桔、其他(牛

奶埔、肉桂)

陸域棲地

69 新北 雙溪 19-CN-0710-01 林明德 德琴園地

雜糧、根莖菜、包葉菜、短期葉菜、花

菜、瓜菜、果菜、大漿果、小漿果、梨

果、茶、其他（夜合花、油茶）

陸域棲地

70 新北 坪林 19-CN-0424-01 謝佳妤 青心茗坊 茶 臺灣藍鵲

71 新北 淡水 20-CN-0430-02 連建安 原豐農場
瓜菜、果菜、瓜果、根莖菜、包葉菜、

雜糧、短期葉菜
陸域棲地

72 花蓮 秀林 20-CN-0817-11 楊朝良 朝良農場 包葉菜、梨果、其他（苦桃苗） 帝雉

73 新北 三芝 19-CN-1112-05 簡德源 牧蜂農莊
大漿果、包葉菜、花菜、根莖菜、短期

葉菜、雜糧、米、柑桔
東方蜂鷹

74 新北 淡水 19-CN-0705-08 楊張好欵 淡水慈心農場

短期葉菜、瓜果、瓜菜、根莖菜、大漿

果、小漿果、包葉菜、果菜、花菜、梨

果、柑桔、其他（橄欖、洛神花）

臺灣藍鵲

75 臺北 南港 20-CN-0430-06 余欽明 欽明有機茶園 茶葉、其他(桂花、小粒苦茶籽) 臺灣藍鵲

76 宜蘭 三星 19-CN-0924-05 張文清 N刺果園 大漿果 多樣化棲地

77 新北 貢寮 19-CN-1007-07 蔡武修
台灣綠光生態

教育農場
豆菜、根莖菜、瓜菜、瓜果、小漿果 食蟹獴



78 新北 坪林 19-CN-1007-08 洪美代 如意有機茶園 茶 翡翠樹蛙

79 新北 坪林 19-CN-0424-09 白錦祥 北頂有機茶園 茶 翡翠樹蛙

80 宜蘭 冬山 19-CN-1231-05 游正福 正福茶園 茶、短期葉菜、小漿果 朱鸝

81 花蓮 瑞穗 19-CN-1015-03 溫廷舜 宇還地農產行 瓜菜、果菜、柑桔
莫氏樹蛙

(指標性物種)

82 花蓮 光復 20-CN-0430-07 陳正勇 夏田生態農場 瓜菜、大漿果、小漿果、核果、柑桔 多樣化棲地

83 新北 雙溪 19-CN-1007-02 謝柳寶珠 無 根莖菜、大漿果、梨果 陸域棲地

84 臺北 北投 20-CN-0915-01

社團法人臺

北市野鳥學

會關渡自然

公園管理處

關渡自然公園 米 彩鷸

85 新北 坪林 20-CN-0430-08 陳陸合 綠光農園 茶、其他（茶花茶） 翡翠樹蛙

86 新北 三峽 20-CN-0430-09 李昌峻
三峽白雞谷芳

有機茶園
茶 穿山甲

87 花蓮 光復 20-CN-1117-01 施清瀧 飪禾一步 雜糧、米
橙瓢蟲

(指標性物種)

88 新北 坪林 20-CN-0430-10 鐘麗玲
七里香有機農

場
茶 翡翠樹蛙

89 新北 坪林 20-CN-0430-14 吳瑞曦 曦之谷茶軒 茶、其他（茶花茶） 翡翠樹蛙

90 新北 坪林 20-CN-0430-11 許寶絨 漁光山茶場 茶 翡翠樹蛙

91 新北 坪林 20-CN-0722-03 詹正義 金冠有機茶園 茶 翡翠樹蛙

92 新北 三峽 18-CN-0211-10 陳俊銘
陳俊銘有機茶

場
茶 黃胸黑翅螢

93 花蓮 玉里 17-CN-1026-04 張武增 萱草園
根莖菜、瓜菜、花菜、茶葉、其他(野

菊)
臺灣長鬃山羊

94 花蓮 富里 20-CN-0828-09 李富美 野外新視界
雜糧、根莖菜、豆菜、其他(咸豐草)、

瓜菜
臺灣藍鵲

95 新北 坪林 20-CN-0430-12 陳錠鋐
世芳有機茗茶

園
茶 翡翠樹蛙

96 宜蘭 壯圍 17-CN-0822-02 林哲安 新南田董米 米 董雞

97 新北樹林,板橋20-CN-1021-01 邱昌宏
我很醜可是我

很Natural

根莖菜、短期葉菜、雜糧、果菜、大漿

果、梨果、瓜菜、其他(洛神、金銀

花、紫蘇、香椿、艾草、羅勒)

大冠鷲

98 新北 淡水 20-CN-0615-01 陳銀昌 桂花樹農場

短期葉菜、包葉菜、根莖菜、果菜、瓜

菜、瓜果、大漿果、小漿果、咖啡、其

他（黃金燈籠花）

大冠鷲

99 新北 雙溪 20-CN-0828-10 陳朝琳 遠景農園 根莖菜、茶 穿山甲

100 花蓮 瑞穗 20-CN-1021-06 蔣金英
奇美部落忘憂

農場

雜糧、瓜菜、果菜、豆菜、其他(洛

神)、包葉菜、根莖菜
環頸雉

101 新北 萬里 20-CN-0722-01 林逸群

大野狼森林農

莊 Wolf

Forest Farm

雜糧、根莖菜、包葉菜、短期葉菜、花

菜、瓜菜、果菜、大漿果、小漿果、梨

果、柑桔、咖啡、其他（印加果、綠薄

荷、薰衣草、檸檬馬鞭草、檸檬香蜂

草）

陸域棲地

102 宜蘭 冬山 20-CN-1117-02 王瑤鈴 到底農作 柑桔、大漿果 陸域棲地

103 花蓮 光復 20-CN-1117-03 林奐慶 橡果子農產行 米、雜糧
橙瓢蟲

(指標性物種)



104 新北 貢寮 20-CN-0915-05 楊振鑫 正先農場

米、雜糧、根莖菜、短期葉菜、瓜菜、

瓜果、大漿果、小漿果、豆菜、柑桔、

果菜、其他(魚腥草)

食蟹獴

105 新北 雙溪 20-CN-0430-13 曾麟傳 大自然農藝園

短期葉菜、包葉菜、根莖菜、瓜菜、雜

糧、大漿果、柑桔、其他（仙草、魚腥

草、臺灣土肉桂）

陸域棲地

106 宜蘭 冬山 20-CN-0915-02 羅景文 無 米 多樣化棲地

107 宜蘭 三星 20-CN-0915-06 陳柏翰 無

米、雜糧、根莖菜、瓜菜、果菜、大漿

果、短期葉菜、其他(蓮花、蓮子、芳

香萬壽菊、薄荷、檸檬香蜂草、檸檬香

茅)

彩鷸

108 花蓮 鳳林 20-CN-0928-01 黃日春 大榮花園

果菜、根莖菜、短期葉菜、包葉菜、花

菜、柑桔、豆菜、瓜菜、雜糧、大漿

果、小漿果、核果、其他（薄荷、芋

柄、茴香、檸檬香茅、鼠尾草、百里

香、蝦夷蔥、洛神花、香椿、赤道櫻

草、芳香萬壽菊、海周常山、刺蔥、蝶

豆花、小葉桑、土肉桂、丹蔘、刺五

加、白茅根、月季花、桂花）

陸域棲地

109 新北 金山 20-CN-0817-01

阿原工作室

股份有限公

司

阿原農場

瓜菜、短期葉菜、柑桔、蕈菜、其他

(左手香、苦茶樹、艾草、月桃、魚腥

草、迷迭香、咸豐草、洛神、薄荷、紫

蘇、抹草、香茅、五爪金英、桑樹)

多樣化棲地

110 新北 金山 18-CN-0725-05 韋峻文
Wish Farm韋

許農場

短期葉菜、瓜菜、根莖菜、果菜、其他

(杭菊、薄荷、迷迭香、艾草、仙草)
陸域棲地

111 新北 萬里 17-CN-1026-02 李世祥 玫瑰吻香草

大漿果、小漿果、柑桔、短期葉菜、花

菜、甘蔗、其他（羅馬洋甘菊、德國洋

甘菊、芳香萬壽菊、迷迭香、香蜂草、

百里香、羅蔓、甜薰衣草、西班牙薰衣

草、德瑞克薰衣草、玫瑰花、金蓮花、

金銀花、馬鞭草、茉莉花、香蘭葉、澳

洲茶樹、野薑花、鼠尾草、奧勒岡、玫

瑰天竺葵、酸膜、薄荷、大花咸豐草、

雷公根、魚腥草、水麻、二葉松、冇骨

消）

臺灣藍鵲

112 宜蘭三星、五結、冬山20-CN-1021-02 高玉娟 綠意田

米、短期葉菜、包葉菜、根莖菜、果

菜、雜糧、大漿果、小漿果、核果、柑

桔、甘蔗、其他（洛神、台灣土肉桂、

澳洲茶樹、苦茶籽、廣藿香、紫蘇、白

玉蘭葉、香茅、艾草、月桃葉、野薑

花、羅氏鹽膚木花與果、香蘭葉、馬蜂

橙、大花咸豐草、牛筋草、大菁、蛇

莓）

多樣化棲地

113 花蓮 瑞穗 18-CN-0211-02 鍾曜任
果子俠農創果

品

大漿果、小漿果、核果、其他(艾草、

仙草、甜菊、洛神、愛玉)
環頸雉

114 新北 雙溪 18-CN-0222-01 陳滋鎮
開心生態有機

農場

短期葉菜、根莖菜、瓜菜、大漿果、其

他（洛神）
多樣化棲地

115 花蓮 富里 17-CN-1103-01 黃德森 德森有機農莊 花菜 臺灣藍鵲

116 新北 三峽 18-CN-0211-07 范添貴 恬緣有機茶園 茶 黃胸黑翅螢



117 新北 坪林 18-CN-0403-01 林耿玄 旺枝茶場 茶 翡翠樹蛙

118 花蓮 光復 18-CN-0329-01 賴萌宏 富興生態農場
米、雜糧、根莖菜、短期葉菜、果菜、

大漿果
環頸雉

119 新北 坪林 17-CN-1027-02 白國良 良昇生態茶作 茶 翡翠樹蛙

120 新北 坪林 17-CN-1026-01 陳金環
尊上溪山有機

茶園
茶 翡翠樹蛙

121 宜蘭 礁溪 18-CN-0306-01 林庭財 無 柑桔、大漿果 穿山甲

122 南投 信義 17-CC-1115-01 松慶國
布農松鼠有機

農場

果菜、大漿果、根莖菜、包葉菜、豆

菜、瓜菜、花菜、短期葉菜
鵂鶹

123 南投 埔里 17-CC-1115-02 彭喜明 安心果園 大漿果 大冠鷲

124 南投 埔里 18-CC-0117-02 練美玉
阿嫁婆有機良

田
梨果、咖啡、小漿果 臺灣白魚

125 臺中 和平 18-CC-0306-01 劉怡定 怡定恬園 雜糧、果菜 陸域棲地

126 苗栗 大湖 18-CC-0523-01 賴德肇 武榮農場 果菜、小漿果、柑桔 臺灣畫眉

127 南投 中寮 18-CC-0712-03 顏志忠 七巧農園

短期葉菜、根莖菜、瓜菜、果菜、豆

菜、大漿果、梨果、其他（魚腥草、仙

草、薄荷、南非葉、白鶴靈芝草、洛神

花、穿心蓮、油柑）

陸域棲地

128 南投 中寮 18-CC-0712-04 陳進福 二陳農場 根莖菜、瓜菜、大漿果、柑桔 石虎

129 南投 中寮 18-CC-0613-01 吳基任 清城農莊

短期葉菜、根莖菜、包葉菜、果菜、瓜

菜、豆菜、雜糧、大漿果、小漿果、核

果、梨果、其他（仙草、薄荷、巴蔘、

洛神花、白鶴靈芝、香椿、油柑）

多樣化棲地

130 臺中 大安 18-CC-0725-02 黃金龍 今園草堂
根莖菜、包葉菜、短期葉菜、花菜、瓜

菜、果菜、大漿果、其他(洛神花)
水域棲地

131 臺中 外埔 18-CC-0302-02 陳國城 無 米 彩鷸

132 南投 名間 17-CC-1031-04 余金炘 瑞成茶廠 茶 陸域棲地

133 南投 竹山 18-CC-0613-02 林承陽 艾合美農場

米、根莖菜、短期葉菜、包葉菜、柑

桔、花菜、果菜、豆菜、大漿果、小漿

果、核果、其他（洛神花）

陸域棲地

134 苗栗 卓蘭 18-CC-0409-02 廖明世 彩虹之城農場 咖啡 多樣化棲地

135 苗栗 卓蘭 18-CC-0613-03 許清銅 哇蛙農場
小漿果、大漿果、瓜菜、果菜、根莖

菜、短期葉菜、包葉菜
陸域棲地

136 臺中 新社 18-CC-0725-04 詹貴溶 山豬枇杷 核果 臺北樹蛙

137 南投 南投 19-CC-0111-02 吳文同
珍惜樂活蔬食

園

短期葉菜、根莖菜、包葉菜、花菜、瓜

菜、果菜、豆菜、大漿果、柑桔、其他

（七葉蘭、晚香玉）

陸域棲地

138 南投 南投 19-CC-0115-02 林國棟 無

短期葉菜、包葉菜、根莖菜、花菜、瓜

菜、果菜、豆菜、雜糧、大漿果、小漿

果、其他（蝶豆花、油藤果）

黑眉錦蛇

139 南投 南投 19-CC-0117-01 陳裕仁 平松農場 米、根莖菜
橙瓢蟲

(指標性物種)

140 南投 中寮 19-CC-0527-01 張棃紫
向日葵健康農

場
大漿果、小漿果、核果、柑桔、咖啡 石虎

141 彰化 埔鹽 19-CC-0305-01 陳育茹 顏成有機農場 大漿果、短期葉菜 陸域棲地



142 南投 魚池 18-CC-1203-01 黃金山
金山生態教育

農場

雜糧、根莖菜、短期葉菜、瓜菜、果

菜、大漿果、柑桔、其他（紫錐花）
大冠鷲

143 南投 仁愛 19-CC-0220-03 何信諺 宏康茶園 茶葉 藍腹鷴

144 南投 中寮 19-CC-0523-02 朱玉雲 無
根莖菜、梨果、其他（愛玉子、苦茶

子）
穿山甲

145 南投 中寮 19-CC-0424-02 林淑貞 果物嫂

短期葉菜、根莖菜、大漿果、小漿果、

核果、柑桔、甘蔗、其他（白鶴靈芝、

橄欖）

石虎

146 南投 中寮 19-CC-0220-04 田懷生 寶寶很綠
根莖菜、大漿果、小漿果、核果、柑

桔、其他（龍眼花）
鳳頭蒼鷹

147 南投 中寮 19-CC-0124-01 蔡明合 合桃農場

包葉菜、短期葉菜、果菜、大漿果、小

漿果、核果、柑桔、瓜菜、根莖菜、其

他（橄欖、蝶豆花、洛神花、苦茶）

石虎

148 南投 中寮 19-CC-0201-03 施麗娟 無

短期葉菜、包葉菜、瓜菜、果菜、大漿

果、小漿果、核果、梨果、柑桔、咖

啡、其他（洛神）

石虎

149 南投 魚池 19-CC-0305-02 王景鴻 景鴻松茶園 茶、其他（茶花） 多樣化棲地

150 南投 竹山 19-CC-0509-01 石麗芳 風梭茗煎 茶 陸域棲地

151 南投 仁愛 19-CC-0528-01 吳國燃 松林農場 根莖菜、梨果、柑桔、茶葉、豆菜 陸域棲地

152 南投 中寮 19-CC-0509-08 郭書琴 木石自然農園
大漿果、小漿果、核果、柑桔、咖啡、

其他（洛神）
多樣化棲地

153 南投 中寮 19-CC-0924-06 廖景廷 橘色農場

短期葉菜、瓜菜、果菜、大漿果、小漿

果、梨果、柑桔、其他（橄欖、土肉

桂、狗尾草、魚腥草）

石虎

154 苗栗 大湖 19-CC-0801-01 彭麗貞 雲也居一 根莖菜、果菜、小漿果、雜糧 領角鴞

155 南投 國姓 19-CC-0815-01 陳俊遠 無 小漿果 陸域棲地

156 苗栗 公館 19-CC-1231-06 陳淑慧
Me棗居自然

農場

大漿果、小漿果、核果、梨果、米、其

他(洛神、愛玉、杭菊、香草)
大冠鷲

157 南投 埔里 19-CC-1007-03 劉明利 無
大漿果、小漿果、柑桔、短期葉菜、瓜

菜、果菜
臺灣畫眉

158 彰化 埔鹽 20-CC-0130-02 施俊傑 安欣農場 大漿果、柑桔 陸域棲地

159 南投 中寮 19-CC-1015-04 曾長献 三無農品 根莖菜、瓜菜、大漿果、其他（肉桂） 陸域棲地

160 臺中 東勢 19-CC-0924-03 陳錦賜 莫若以明園區
短期葉菜、果菜、花菜、柑桔、其他（

洛神、紫蘇）
多樣化棲地

161 南投 中寮 19-CC-1112-06 粘子瑛 中寮農園
核果、小漿果、大漿果、咖啡、其他（

橄欖）
石虎

162 彰化 線西 19-CC-1211-01 蘇俊哲 無
米、豆菜、果菜、瓜菜、核果、大漿

果、根莖菜、短期葉菜
水域棲地

163 臺中 太平 19-CC-1231-01 陳志成 淨意自然農場
包葉菜、短期葉菜、花菜、根莖菜、果

菜、豆菜、瓜菜、柑桔、大漿果、核果
多樣化棲地

164 南投 竹山 20-CC-0212-01 吳圮台 掌櫃果園 柑桔 陸域棲地

165 苗栗 通霄 20-CC-0109-01 王正安 田鱉米農場

米、包葉菜、短期葉菜、雜糧、花菜、

瓜菜、豆菜、果菜、瓜果、其他（洛神

花）

大田鱉

(稀有動物)

166 南投 中寮 19-CC-1231-07 吳俊賢 無歲月

雜糧、包葉菜、短期葉菜、根莖菜、花

菜、瓜菜、果菜、豆菜、大漿果、小漿

果、梨果、柑桔、核果、甘蔗、其他（

蘋婆、破布子、洛神花、印加果、狗尾

草）

石虎



167 南投 南投 20-CC-0430-03 賴季宏 賴家農場
柑橘、大漿果、根莖菜、短期葉菜、果

菜、花菜、瓜菜、其他（苦丁茶）
陸域棲地

168 彰化 二林 20-CC-0828-02 曹滿足 諭蓁萱農場 米、雜糧、根莖菜 陸域棲地

169 南投 仁愛 20-CC-0817-02 林學益 無 茶葉 穿山甲

170 苗栗 公館 20-CC-1117-04 劉耀聰 藏山椿工坊 核果、其他(油茶) 多樣化棲地

171 臺中 潭子 20-CC-0817-03 楊竣鈞
臺中市有機集

團栽培區
果菜、雜糧、根莖菜、短期葉菜 多樣化棲地

172 臺中 太平區20-CC-0828-03 洪良和 賀吉自然生態

大漿果、核果、柑桔、短期葉菜、瓜

菜、小漿果、果菜、根莖菜、梨果、豆

菜

多樣化棲地

173 苗栗 三義 20-CC-1117-09 黃文建 無 米 大冠鷲

174 南投 埔里 20-CC-1030-01 彭新決 得瓜有機農場 果菜、包葉菜 臺灣畫眉

175 苗栗 三義 17-CC-0612-01 涂春煥
青稻夫農產工

作室
米 大冠鷲

176 南投 埔里 17-CC-0614-01 林宥岑
吟詩綠曲生態

農場
根莖菜 臺灣白魚

177 南投 集集 20-CC-0915-03 張耕維 山水裡 其他(愛玉子) 石虎

178 南投 埔里 17-CC-1031-02 楊創發 種瓜有機農場
根莖菜、大漿果、甘蔗、其他（大麥

苗、小麥苗）
穿山甲

179 南投 名間 17-CC-1031-01 楊文正
慈耕自然生態

農場
茶、根莖菜、瓜菜、大漿果、雜糧 陸域棲地

180 南投 埔里 20-CC-1117-05 陳淑容 世雄草生農場
雜糧、果菜、小漿果、堅果、核果、其

他(印加果)
陸域棲地

181 南投 仁愛 李燕鈴 以琳茶園 茶葉 大冠鷲

182 南投 中寮 20-CC-1021-03 陳春田 無 根莖菜 陸域棲地

183 南投 中寮 20-CC-1021-04 鄭琨民
有茶於野-自

然農法野放茶
茶葉 石虎

184 南投 埔里 17-CC-0721-01 王明鐘 福田綠園地
短期葉菜、瓜菜、大漿果、其他(印加

果)
陸域棲地

185 南投 仁愛 18-CC-0117-01 許瑞麟 茶半解農場 茶 多樣化棲地

186 南投 名間 17-CC-1030-01 謝秉良 無 茶 陸域棲地

187 南投 埔里 20-CC-1117-06 黃永昌 無 根莖菜、小漿果 水域棲地

188 嘉義 大林 18-CY-0523-01 樊麗花
柳花福圓經營

之梔子園

雜糧、包葉菜、短期葉菜、根莖菜、果

菜、瓜菜、豆菜、大漿果、小漿果、甘

蔗（梔子花、梔子果實、橄欖、牛奶

埔、香茅、枸杞、破布子、芳香萬壽

菊、薄荷、魚腥草、三亞虎、狗尾草、

黃麻）

諸羅樹蛙

189 嘉義 大林 18-CY-0720-01 蘇家昌 家昌筍園 根莖菜 諸羅樹蛙

190 雲林 古坑 18-CY-0918-01 鄭秀娟 和平農場
米、根莖菜、瓜菜、果菜、大漿果、瓜

果
多樣化棲地

191 雲林 麥寮 18-CY-0918-02 林紹興 興禾自然農場 米、雜糧、果菜、 陸域棲地

192 雲林 東勢 18-CY-1012-01 王豐貿 誠樂耘心農場 雜糧、花菜、瓜菜、果菜 陸域棲地

193 雲林 元長 18-CY-1016-01 楊和進 楊家庄農場
豆菜、根莖菜、包葉菜、花菜、果菜、

短期葉菜
陸域棲地

194 雲林 土庫 18-CY-0918-03 張芷宜 #在地農夫
雜糧、根莖菜、包葉菜、花菜、果菜、

豆菜、瓜菜、米
陸域棲地



195 雲林 虎尾 18-CY-0918-04 江東寶 附香農園
短期葉菜、包葉菜、根莖菜、瓜菜、豆

菜、果菜、雜糧
陸域棲地

196 雲林 土庫 18-CY-0918-05 李俊輝 俊輝有機農場 根莖菜、豆菜、米、雜糧 陸域棲地

197 雲林 元長 18-CY-1002-01 楊永助 秀潭有機農場
米、雜糧、根莖菜、花菜、果菜、豆

菜、包葉菜
陸域棲地

198 雲林 土庫 18-CY-0918-06 張芳娟 芊華健康農場
米、包葉菜、花菜、果菜、豆菜、根莖

菜、雜糧、短期葉菜、瓜菜
陸域棲地

199 雲林 土庫 18-CY-1001-03 陳慶堂 大荖有機農場 根莖菜、豆菜、果菜 陸域棲地

200 雲林 土庫 18-CY-0918-07 李宜穎 鑫茂有機農場 根莖菜、豆菜、雜糧 陸域棲地

201 雲林 古坑 18-CY-1115-01 李衛松 福隆有機農場
果菜、大漿果、小漿果、柑桔、短期葉

菜
陸域棲地

202 雲林 二崙 18-CY-0918-08 廖益樟 幸福農場 大漿果、柑桔 陸域棲地

203 雲林 大埤 18-CY-0918-09 張坤生 種東種西農場
雜糧、根莖菜、瓜菜、果菜、瓜果、大

漿果、小漿果、核果
多樣化棲地

204 嘉義 中埔 19-CY-0124-02 沈重庚
一粒一有機農

場

雜糧、短期葉菜、大漿果、果菜、花

菜、瓜菜、豆菜、芽菜、其他（決明

子、枸杞、人蔘茸）

陸域棲地

205 雲林 斗六 19-CY-0424-03 陳淑容 般若農場

雜糧、根莖菜、短期葉菜、豆菜、果

菜、瓜菜、大漿果、核果、梨果、柑

桔、其他（洛神葵、苦茶）

陸域棲地

206 嘉義 阿里山19-CY-0124-03 賴嘉副 正新園茶業 茶、咖啡 大冠鷲

207 嘉義 大林 19-CY-0705-01 蘇明炎 無 小漿果、核果 諸羅樹蛙

208 嘉義 民雄 19-CY-0417-01 楊昊哲
兆美自然農法

農場

果菜、大漿果、小漿果、核果、柑桔、

雜糧、根莖菜、瓜菜、短期葉菜、其他

（刺五加、雞角刺、菊花、枸杞）

多樣化棲地

209 雲林 斗六 19-CY-0424-04 劉孟諭 弘久愛玉園 其他(愛玉) 陸域棲地

210 雲林 古坑 19-CY-0528-02 許景恩
利仁教育基金

會
根莖菜、茶 陸域棲地

211 嘉義 溪口 19-CY-0424-05 林淑貞
種東種西生態

農園

大漿果、小漿果、果菜、核果、梨果、

柑桔
多樣化棲地

212 嘉義 中埔 19-CY-0509-02 羅尹呈 赤腳農場 根莖菜、柑桔 陸域棲地

213 嘉義 大林 20-CY-0817-04 簡家盛 三樂農場 米 諸羅樹蛙

214 雲林 古坑 20-CY-0525-01 柯力誌 大力有機農場

米、包葉菜、短期葉菜、根莖菜、花

菜、果菜、瓜菜、豆菜、瓜果、大漿

果、

多樣化棲地

215 嘉義 竹崎 19-CY-0719-01 何春梅 和平自然農場 大漿果 陸域棲地

216 雲林 元長 19-CY-0624-01 涂宏誌 怡芳農場
根莖菜、包葉菜、果菜、豆菜、瓜菜、

瓜果、米
陸域棲地

217 雲林 古坑 20-CY-0325-01 李靜瑤 阿瑤田鋪 根莖菜、大漿果、小漿果、核果、柑桔 陸域棲地

218 嘉義 溪口 19-CY-0726-01 陳樹德 諸羅記農場 根莖菜、小漿果、核果 諸羅樹蛙

219 雲林 斗六 19-CY-1031-01 蘇俊睿 圭賚生技田園
花菜、果菜、小漿果、柑桔，短期葉

菜、瓜菜、瓜果、大漿果、
陸域棲地

220 雲林 古坑 19-CY-0509-09 陳宏玴 麻吉果園
米、短期葉菜、果菜、瓜果、核果、大

漿果、瓜菜
多樣化棲地

221 雲林 古坑 19-CY-1119-02 張昭烈 23.5°N莊園 根莖菜、瓜菜、咖啡 陸域棲地

222 雲林 古坑 19-CY-1119-03 林傳來 伴農共老農場 柑桔、核果、咖啡 陸域棲地



223 雲林 古坑 19-CY-1031-02 歐陽秀華 諸樹柚子園 根莖菜、大漿果、小漿果、柑桔 諸羅樹蛙

224 彰化 二水 19-CY-0719-02 施世己 二八水菓園
咖啡、大漿果、小漿果、核果、梨果、

甘蔗、其他(油甘)
多樣化棲地

225 雲林 古坑 19-CY-0828-07 李志琴 社會療癒農園 根莖菜、短期葉菜、瓜菜、果菜 諸羅樹蛙

226 雲林 古坑 20-CY-0130-03 劉義岳
麻園尚青有機

農場
瓜菜、果菜 多樣化棲地

227 雲林 東勢 20-CY-0122-01 吳春木 無 米、根莖菜、包葉菜 陸域棲地

228 雲林 東勢 20-CY-0430-15 吳月秀 無
米、雜糧、根莖菜、瓜菜、小漿果、其

他(洛神花)
陸域棲地

229 嘉義 中埔 20-CY-0817-05 葉晏璋 綠檬農場 柑桔、瓜果 陸域棲地

230 雲林
斗南

古坑
17-CY-0414-01 沈榮堂 無 根莖菜、瓜菜 諸羅樹蛙

231 嘉義 竹崎 17-CY-1026-01 張富翔 桃源自然農場
短期葉菜、根莖菜、瓜菜、豆菜、大漿

果、小漿果、核果、梨果、柑桔
陸域棲地

232 臺東 關山 17-CK-1031-02 蘇秋蘭 無 米 水域棲地

233 臺東 長濱 18-CK-0412-02 林張凱耀 無 米、雜糧 多樣化棲地

234 屏東 枋寮 18-CK-0403-01 陳俊傑 靜雄農園 小漿果、大漿果 多樣化棲地

235 臺東 鹿野 19-CK-0313-08 黃惠美 向上農莊
雜糧、根莖菜、果菜、豆菜、大漿果、

其他（苦茶、杭菊）
環頸雉

236 高雄 桃源 18-CK-0829-01 顏明哲 無 梨果、其他(愛玉) 藍腹鷴

237 高雄 桃源 18-CK-0725-01 江讚生 無 梨果、柑桔 臺灣藍鵲

238 高雄 桃源 18-CK-0911-01 呂明忠 無 梨果 臺灣水鹿

239 高雄 桃源 18-CK-0725-02 江聖邦 無 其他(愛玉) 臺灣藍鵲

240 高雄 美濃 18-CK-0731-01 潘寶仁
緣夢園自然生

態蔬果園

雜糧、根莖菜、大漿果、核果、其他

(仙草、洛神花)
朱鸝

241 高雄 桃源 18-CK-0911-02 顏國經 無 根莖菜、梨果、其他(愛玉)
紅嘴黑鵯

(紀念性物種)

242 臺東 海端 19-CK-0313-02 陳惠美 無
雜糧、豆菜、瓜菜、果菜、大漿果、根

莖菜、甘蔗、其他（洛神）
環頸雉

243 屏東 埔鹽 19-CK-0509-03 楊淑貞 貞心有機農場

雜糧、短期菜葉、瓜菜、大漿果、柑

桔、咖啡、甘蔗、其他（南非葉、蝶豆

花）

陸域棲地

244 高雄 那瑪夏19-CK-0509-04 周秀梅 伊曼咖啡 咖啡、核果、其他(愛玉) 陸域棲地

245 高雄 田寮 19-CK-0513-01 林慶揮 無 大漿果 陸域棲地

246 高雄 美濃 18-CK-1005-01 蔡佳蓉 果然紅農場 米、雜糧、根莖菜 灰面鷲

247 屏東 萬巒 18-CK-1106-01 王乾坤
乾坤有機生態

農場
大漿果、小漿果、核果、梨果、柑桔 黃裳鳳蝶

248 高雄 內門 19-CK-0828-02 吳金英 無
其他(火鶴花、天堂鳥花、觀音蓮花、

大赫蕉花、野薑花)
多樣化棲地

249 高雄 美濃 18-CK-1005-02 謝東霖 靜心耕食園
米、雜糧、根莖菜、瓜菜、果菜、大漿

果、小漿果、核果、其他（洛神）
多樣化棲地

250 高雄 美濃 18-CK-1004-01 詹帛勳 凹下茶園 茶 陸域棲地

251 高雄 美濃 18-CK-1126-01 胡惠玲 同心園
米、雜糧、根莖菜、果菜、大漿果、小

漿果、短期葉菜
陸域棲地

252 高雄 美濃 19-CK-0201-04 莊傳芬 有塊田
米、雜糧、瓜菜、果菜、大漿果、短期

葉菜
彩鷸

253 屏東 潮州 18-CK-1119-01 潘清俊 明昌農場 大漿果、小漿果、咖啡、根莖菜 陸域棲地

254 高雄 美濃 18-CK-1203-01 蕭達龍 無
雜糧、瓜菜、果菜、豆菜、其他（火炬

花）
彩鷸



255 高雄 美濃 19-CK-0313-03 黃鴻松
龍肚國小實習

田
米、根莖菜、豆菜

小雨蛙

(指標性物種)

256 屏東 泰武 19-CK-0509-05 許蜂君 巴西崗休閒園 咖啡 陸域棲地

257 臺東 池上 19-CK-0313-04 李淑真 無 雜糧、其他(苦茶籽)、米 環頸雉

258 臺東 海端 19-CK-0313-06 邱明金
阿力蠻野蠻生

態有機農場

雜糧、根莖菜、短期菜葉、大漿果、梨

果、柑桔、核果、其他（苦茶樹）
陸域棲地

259 臺東 臺東 19-CK-0705-02 呂宏文 自然主義農園

雜糧、短期葉菜、包葉菜、花菜、豆

菜、瓜菜、果菜、其他（杭菊、洛神、

檸檬香茅）

領角鴞

260 高雄 美濃 19-CK-0819-01 蕭旦倫 一鳴生技農園 米、雜糧、根莖菜 黑翅鳶

261 臺東 卑南 19-CK-0719-03 蔡嫦娟 千里草農場 大漿果、小漿果、柑桔、咖啡 環頸雉

262 高雄 茂林 19-CK-0401-01 詹明士 無 核果、咖啡
紫斑蝶

(指標性物種)

263 高雄 茂林 19-CK-0401-04 陳春霞 無 核果
紫斑蝶

(指標性物種)

264 高雄 茂林 19-CK-0401-05 范招治 無 核果
紫斑蝶

(指標性物種)

265 高雄 茂林 19-CK-0401-06 江連成 無 核果、其他(馬拉巴栗)
紫斑蝶

(指標性物種)

266 高雄 茂林 19-CK-0401-07 羅春樹 無 核果
紫斑蝶

(指標性物種)

267 高雄 旗山 19-CK-0530-01 黃盟生 富麗農產行 米、根莖菜 陸域棲地

268 臺東 卑南 19-CK-0705-03 鄭登峰 大峰茶園 茶 烏頭翁

269 屏東 新園 19-CK-0624-02 郭美佑 幸福玫瑰花園
米、雜糧、其他（食用玫瑰花、食用桂

花、洛神葵）
多樣化棲地

270 臺東 鹿野 19-CK-0719-04 陳芝齊 腳大嫂農園 豆菜、果菜、大漿果、柑桔 環頸雉

271 臺東 太麻里19-CK-0924-04 陳文輝
轉角上自然生

態農園

大漿果、小漿果、核果、梨果、柑桔、

咖啡、果菜、根莖菜、短期葉菜、其他

（香椿、土肉桂、食茱萸、花椒）

橙腹樹蛙

272 臺東 鹿野 20-CK-0304-01 卓幸君 無 米、雜糧、豆菜、其他(洛神、油芒) 陸域棲地

273 臺東 卑南 19-CK-1023-01 郭美育 拙園農莊

柑桔、咖啡、根莖菜、果菜、瓜果、大

漿果、其他（可可、薰衣草、迷迭香、

到手香、香草莢、梔子花）

烏頭翁

274 臺東 鹿野 19-CK-1023-02 廖正忠
麗園有機生態

農場

包葉菜、根莖菜、短期葉菜、花菜、果

菜、瓜菜、豆菜、雜糧、大漿果、小漿

果、柑桔

烏頭翁

275 臺東 臺東 19-CK-1031-03 李建通

臺東地區農會

(有機生態教

育農場)

米、雜糧、根莖菜、其他(洛神花) 環頸雉

276 臺東 臺東 19-CK-1112-02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高雄

區農業改良

場

旗南分場和興

田區
短期葉菜、豆菜、大漿果、小漿果、米 多樣化棲地

277 臺東 臺東 19-CK-1031-04 劉玉招 無
根莖菜、豆菜、大漿果、核果、梨果、

堅果、其他（刺五加、桂花）
陸域棲地

278 臺東 臺東 19-CK-1031-05 劉德欽 無 大漿果、堅果 陸域棲地

279 臺東 臺東 19-CK-1231-02 温文相 美濃草高高 雜糧、根莖菜、瓜菜、其他(印加果) 陸域棲地



280 臺東 大武 19-CK-1023-03 林木泉
活泉自然生態

農場

米、雜糧、短期葉菜、包葉菜、根莖

菜、花菜、果菜、瓜菜、豆菜、蕈菜、

瓜果、大漿果、小漿果、核果、梨果、

柑桔、茶、咖啡、甘蔗、堅果、其他（

刺蔥、赤道櫻草、龍葵、金線蓮、牧

草、艾草、刺五加、諾麗果、洛神、土

肉桂、苦苓、何首烏、破布子、神秘

果、木耳葉、薄荷、沈香、辣木、人蔘

葉、檸檬香茅、蘆薈、鳳尾草、山葡

萄、山粉圓、小金英、九尾草、百里

香、芳香萬壽菊、白鶴靈芝、迷迭香、

茉莉、燈籠果、羅漢松、決明子、茶

花、玫瑰、南非葉、香椿、澳洲茶樹、

可可、桂花、當歸、太陽花、皂草、黃

斑檸檬草、香蜂草、仙草、蝶豆花、金

銀花、欖果、木鱉果、印加果）

多樣化棲地

281 臺東 成功 19-CK-1015-02 黃文德 觀山星海

其他（鳳梨鼠尾草、左手香、檸檬香

茅、丁香羅勒、檸檬薄荷、玫瑰、茉

莉）

陸域棲地

282 臺東 卑南 19-CK-1023-04 許瑞明 太平生態農場
梨果、咖啡、短期葉菜、根莖菜、瓜

菜、其他（洛神花、羊奶頭、昭和草）
八色鳥

283 高雄 美濃 19-CK-1211-02 傅綠恭 無名園 大漿果、 水域棲地

284 屏東 內埔 19-CK-1112-03 徐榮銘
川永生技休閒

農場

小漿果、短期葉菜、其他（可可、香莢

蘭、無患子、諾麗果）
鳳頭蒼鷹

285 臺東 成功 19-CK-1231-03 駷娕 姶娜 花木園
柑桔、大漿果、咖啡、其他(洛神花、

木虌果)
陸域棲地

286 臺東 東河 19-CK-1119-04 陳天明 蝶戀咖啡園 梨果、咖啡、果菜
紫斑蝶

(指標性物種)

287 臺東 卑南 20-CK-0304-04 古昌弘
頭目養生香椿

農場
其他(香椿、左手香、香蘭)

百步蛇

(紀念性物種)

288 臺東 卑南 20-CK-0130-04 周添來 無
雜糧、根莖菜、豆菜、梨果、其他（橄

欖、洛神花）
環頸雉

289 高雄 桃源 20-CK-0130-01 謝慧敏 恬園咖啡莊園 茶、咖啡 陸域棲地

290 臺東 卑南 20-CK-0304-02 陳寶貴
御品賞健康莊

園
茶、咖啡 環頸雉

291 高雄 旗山 20-CK-0828-04 林壽如
穗耕種苗旗美

研究農場

果菜、大漿果、核果、小漿果、根莖

菜、米
多樣化棲地

292 高雄 美濃 20-CK-0325-04 洪榮崇 小飽下田
米、根莖菜、瓜菜、果菜、短期葉菜、

包葉菜、大漿果、雜糧、豆菜
陸域棲地

293 屏東 內埔 20-CK-0304-03 劉雪霞 ㄚ霞菓子園 大漿果 陸域棲地

294 臺東 關山 19-CK-1226-02 吳正福 無 米、雜糧、核果、柑桔 多樣化棲地

295 臺東 關山 19-CK-1112-07 黃瀚 日出禾作社 米、雜糧
長腳蛛

(指標性物種)

296 臺東 關山 20-CK-0722-02 歐春鉎 如願農場 柑桔、大漿果、梨果、根莖菜 多樣化棲地

297 臺東 關山 20-CK-1117-07 鄧秋美 本土世界農場 大漿果、小漿果、核果、瓜果 環頸雉

298 臺東 關山 17-CS-0205-07 徐慶逢 無 梨果、小漿果、核果、根莖菜 大冠鷲

299 臺東 成功 20-CK-0828-05 葉之幸
都歷部落友善

農耕推廣團隊
米 多樣化棲地



300 臺東 金鋒 20-CK-0817-06 黃志明 無 雜糧、豆菜、其他(洛神花) 紅尾伯勞

301 臺東 太麻里20-CK-0817-07 左義光 無 雜糧、豆菜、根莖菜 大冠鷲

302 臺東 關山 20-CK-0325-05 陳真意
電光河岸日出

咖啡
咖啡、雜糧、梨果、其他(洛神花) 穿山甲

303 屏東 新園 20-CK-0325-07 黃玉娟 果林有機農場 小漿果、瓜菜 多樣化棲地

304 高雄 燕巢 20-CK-0529-01 陳攸羽 八園 小漿果 陸域棲地

305 屏東 萬巒 20-CK-0828-06 吳文忠 小哥的果香屋 小漿果、大漿果、核果 多樣化棲地

306 高雄 六龜 20-CK-1117-10 杜珍揚 無 根莖菜、瓜菜、豆菜、柑桔、大漿果 朱鸝

307 高雄 六龜 20-CK-1117-11 杜珍義 無 小漿果、核果、梨果 朱鸝

308 高雄 六龜 20-CK-1117-12 杜章 無
根莖菜、瓜菜、大漿果、核果、雜糧、

其他（蘆薈）
朱鸝

309 高雄 六龜 18-CK-0115-05

杜司偉

Andrew

Isbabanal

流奶與蜜有機

農場

Milk &

Honey

Organic

Farm

雜糧、根莖菜、果菜、豆菜、核果、花

菜、瓜果

紅嘴黑鵯

(紀念性物種)

310 臺東 卑南 20-CK-1021-07 潘王文賓 無 雜糧、豆菜、其他(洛神) 環頸雉

311 臺東 卑南 20-CK-1021-08 蘇金玉 無 雜糧 環頸雉

312 臺東 卑南 20-CK-1021-09 杜華里 無 雜糧、豆菜、瓜菜、根莖菜、短期葉菜 黑眉錦蛇

313 臺東 鹿野 20-CK-1027-01 林廷瑀
女兒不懂茶商

行
茶 陸域棲地

314 屏東 新埤 17-CK-1103-01 蔡耀輝 老實農場 柑桔 陸域棲地

315 高雄 橋頭 20-CK-1117-08 郭少鏞 心是一畝田
果菜、短期葉菜、根莖菜、包葉菜、小

漿果、其他(蓮子)
彩鷸

316 臺東 東河 17-CK-1103-02 李清亮 清亮生態農場

雜糧、短期葉菜、根莖菜、包葉菜、果

菜、豆菜、瓜菜、大漿果、梨果、其他

（苦茶）

多樣化棲地

317 臺東 鹿野 18-CK-0115-01 易奉萱 永安農場
豆菜、大漿果、小漿果、咖啡、其他（

洛神、破布子）
環頸雉

318 臺東 卑南 17-CK-1103-03 阮勇光
山豬園有機咖

啡農場

根莖菜、大漿果、咖啡、其他（山葡

萄、台灣土肉桂）
陸域棲地

319 臺東 東河 18-CK-0412-01 吳占勝
泰幽米有機農

場
米

紅娘華

(指標性物種)

320 臺東 卑南 17-CK-0822-02 陳秀花 無 雜糧、豆菜、其他(洛神花) 環頸雉

321 臺東 卑南 17-CK-1031-03 孟熙明 無 咖啡、大漿果、柑桔、其他(可可) 陸域棲地

322 高雄 桃源 18-CK-0403-02 謝國華 無 茶、咖啡 陸域棲地

323 臺東 卑南 17-CK-1031-04 蘇邱秀圭 無 雜糧、果菜 環頸雉

324 臺南 官田 17-CS-1122-09 林士興 無 米、根莖菜 水雉

325 臺南 官田 18-CS-0515-01 黃素琴 無

米、根莖菜、雜糧、包葉菜、短期葉

菜、花菜、果菜、豆菜、大漿果、其他

（菊花、蝶豆花）

多樣化棲地

326 臺南 官田 18-CS-0515-02 劉振強 無 米、根莖菜、小漿果、核果 多樣化棲地

327 臺南 官田 18-CS-0515-03 朱國維 無 米 水雉

328 臺南 官田 18-CS-0211-01 陳泰安 陳田農作
米、包葉菜、小漿果、果菜、根莖菜、

短期葉菜、雜糧、柑桔、大漿果
多樣化棲地



329 臺南 玉井 18-CS-0515-04 同俊威
俊威自然農法

農園

短期葉菜、大漿果、小漿果、核果、梨

果、其他（橄欖）
多樣化棲地

330 臺南 大內 18-CS-0918-01 郭建長 珍鶴自然農場 雜糧、根莖菜、大漿果、小漿果、核果 陸域棲地

331 臺南 下營 18-CS-1008-01 柯金樹
金禾佳自然農

產品
米、大漿果 多樣化棲地

332 臺南 麻豆 19-CS-0201-05 周貢民 無 大漿果 陸域棲地

333 臺南 官田 18-CS-0706-01 馮陶明珍 無 米、根莖菜、包葉菜、短期葉菜、豆菜 水雉

334 臺南 官田 18-CS-0706-02 吳政成 夢幻生機農園
米、果菜、短期葉菜、瓜菜、大漿果、

小漿果、核果
鳳頭蒼鷹

335 臺南 官田 18-CS-0706-03 陳鴻偉 無 米、大漿果、果菜 水域棲地

336 臺南 關廟 18-CS-0706-05 高敬懿 無 雜糧、果菜、大漿果 多樣化棲地

337 臺南 官田 18-CS-1008-02 蔡昇諺 無 米、根莖菜 水雉

338 臺南 玉井 19-CS-0111-01 黃坤榮
YOSHIKO芒

果園
大漿果、小漿果、核果 陸域棲地

339 臺南 仁德 19-CS-0220-02 林琮堡 無 雜糧、短期葉菜 陸域棲地

340 臺南 官田 19-CS-0417-04 陳昶仰 無 米 水雉

341 臺南 白河 19-CS-0828-03 潘明權 無 大漿果、其他(油茶) 陸域棲地

342 臺南 大內 19-CS-0919-01 鄭淑梅 米糠自然果園

瓜菜、果菜、核果、大漿果、小漿果、

柑桔、其他（香椿、咸豐草、洛神花、

破布子）

陸域棲地

343 臺南 左鎮 19-CS-0828-06 洪得賢
臺南陽明山莊

農場

雜糧、根莖菜、瓜菜、短期葉菜、大漿

果、核果、柑桔、其他（何首烏）
陸域棲地

344 臺南 新市 19-CS-1023-05 甘誌棠
阿甘的生態農

園

大漿果、小漿果、核果、梨果、其他（

澳洲茶樹、黃荊、六神草）
多樣化棲地

345 臺南 官田 19-CS-0610-01 李俊雲 無

米、核果、大漿果、小漿果、瓜菜、果

菜、雜糧、瓜果、花菜、包葉菜、短期

葉菜、根莖菜、其他（洛神花）

多樣化棲地

346 臺南 官田 16-CS-0711-02 吳俊霖 無 米、瓜菜、果菜 鳳頭蒼鷹

347 臺南 官田 19-CS-0709-01 吳俊翰 夢幻生機農園 米、瓜菜、果菜 鳳頭蒼鷹

348 臺南 官田 20-CS-0130-05 何俊男 心安農場
米、根莖菜、短期葉菜、瓜果、其他

(油茶樹)
水雉

349 臺南 官田 19-CS-1002-01 陳秀菊 秀立農場 米、根莖菜、瓜菜 多樣化棲地

350 臺南 官田 19-CS-1112-04 陳拓榮 古田自然農園 核果、米、柑桔、小漿果 多樣化棲地

351 臺南 西港 20-CS-0529-02 陳春雄 春玉農場 雜糧、果菜、根莖菜 陸域棲地

352 臺南 官田 17-CS-1006-01 黃陳金欲 無 米、根莖菜 水雉

353 臺南 官田 20-CS-0915-07
臺南市官田

區公所
無 米、根莖菜 多樣化棲地

354 臺南 新市 20-CS-0828-11 林紘偉 新市福樂農園 米、雜糧、大漿果、果菜 陸域棲地

355 臺南 官田 20-CS-1021-10 林丙火 綠寶田農場 米、根莖菜 水雉

356 臺南 官田 17-CS-1122-03 王耀文 無 米、根莖菜 水雉

357 臺南 官田 20-CS-0915-08 陳錦 無 米 水雉

358 臺南 官田 20-CS-0915-09 許賢明 無 米、大漿果 水雉

359 臺南 官田 20-CS-0828-12 鄭英華 水雉保育農場 水雉

360 臺南 官田 20-CS-1021-11 周輝陽 無 米、根莖菜 水雉



361 臺南 後壁 20-CS-0828-07 林如貞 無 米 多樣化棲地

362 臺南 官田 17-CS-1122-04 陳水榮 無 米、根莖菜 水雉

363 臺南 官田 20-CS-0915-10 李鎮賓 水菱有機農場

米、根莖菜、大漿果、瓜菜、其他（白

蓮花、白鶴靈芝、魚腥草、甜菊、仙

草、薄荷、咸豐草）

水雉

364 臺南 官田 17-CS-1122-02 王輝常 無 米、根莖菜 水雉

365 臺南 官田 17-CS-1201-01 洪鳳珠 無 米、根莖菜 水雉

366 臺南 官田 20-CS-0915-11 蘇金美 無 米、雜糧 水雉

367 臺南 官田 20-CS-0915-04 陳基聰 無 米 水雉

368 桃園 觀音 19-CT-0130-01 鄭源坤 觀音有機農場

米、雜糧、包葉菜、根莖菜、短期葉

菜、瓜菜、果菜、瓜果、大漿果、其他

（洛神花）

陸域棲地

369 桃園 復興 18-CT-1115-01 王姿怡 華音山莊 根莖菜、包葉菜、果菜 翡翠樹蛙

370 桃園 復興 20-CT-0430-04 吳蔡秋雲 春耕農場 柑桔 多樣化棲地

371 桃園 復興 19-CT-1119-06 邱勇好 猶浩農場 大漿果、柑桔、核果、梨果 藍腹鷴

372 桃園 蘆竹 17-CN-0414-01 陳長壽 沐蒔生態農場

根莖菜、雜糧、花菜、包葉菜、短期葉

菜、瓜菜、豆菜、果菜、瓜果、芽菜、

大漿果、小漿果、核果、梨果、柑桔、

其他（洛神葵、昭和草、檸檬香茅、野

薑、埃及黃麻）

水域棲地

373 桃園 龍潭 19-CT-1007-09 吳宏基
Yoga Farm快

樂農場
米、雜糧、根莖菜 多樣化棲地

374 桃園 復興 20-CT-0817-13 阿忠．諾佈 霧遶農場
根莖菜、包葉菜、短期葉菜、豆菜、果

菜、核果、梨果、柑桔
藍腹鷴

375 桃園 復興 20-CT-0828-13 邱甘菊容 容容農場
包葉菜、大漿果、核果、梨果、柑桔、

短期葉菜、雜糧、瓜菜
藍腹鷴

376 桃園 楊梅 18-CN-0115-01 李陳玉珠
愛有機花園農

場

根莖菜、短期葉菜、雜糧、大漿果、小

漿果、柑桔、梨果、其他(苦茶)
多樣化棲地

377 桃園 龍潭 20-CT-0817-12 陳秋帆 拾得農場

根莖菜、短期葉菜、果菜、瓜菜、核

果、梨果、柑桔、小漿果、其他(山胡

椒)

多樣化棲地

378 雲林 古坑 17-GY-1117-01 施景智

雲林縣古坑鄉

蔬菜產銷班第

11班

雜糧、包葉菜、根莖菜、花菜、蕈菜、

果菜、瓜菜、豆菜、瓜果、大漿果、小

漿果、雜糧、核果、梨果、柑桔、甘

蔗、其他

多樣化棲地

379 新竹 北埔 18-CH-0720-01 彭桂祥 無一間農場
短期葉菜、根莖菜、瓜菜、果菜、大漿

果、小漿果、柑桔、其他（洛神花）
臺灣藍鵲

380 新竹 竹北 19-CH-0509-06 翁明鳳 無 包葉菜、短期葉菜、大漿果、根莖菜、 陸域棲地

381 新竹 北埔 19-CH-0424-06 黃麗陵 宇晴園採果樂
柑桔、大漿果、小漿果、核果、梨果、

咖啡、根莖菜
陸域棲地

382 新竹 新豐 19-CH-1007-04 陳建宏 拾餘農場
米、短期葉菜、豆菜、瓜菜、果菜、根

莖菜、其他（洛神花）
多樣化棲地

383 新竹 新竹 19-CH-1007-05 鄭正君 阿芬的田園 米、根莖菜 多樣化棲地

384 新竹 尖石 20-CH-0817-08 陳妹雲
雲彩自然無毒

農場
短期葉菜、小漿果、梨果 陸域棲地

385 新竹 尖石 20-CH-0722-04 陳金英 悠達思農場 梨果 陸域棲地

386 新竹 尖石 19-CH-0828-04 田玉嬌 亞偉哈用農場 梨果 陸域棲地



387 新竹 尖石 19-CH-0705-05 羅錦山 伊甸自然農園 梨果 陸域棲地

388 新竹 尖石 19-CH-0828-05 陳進輝 尤漢自然農場
雜糧、包葉菜、短期葉菜、根莖菜、花

菜、果菜、豆菜、小漿果、梨果
陸域棲地

389 新竹 尖石 19-CH-0705-06 黃月花
盛桃花自然無

毒休閒農場
小漿果、梨果、咖啡 陸域棲地

390 新竹 尖石 19-CH-0705-07 陳振坤 多磊農場

短期葉菜、包葉菜、瓜菜、核果、大漿

果、小漿果、柑桔、梨果、其他（肉

桂）

多樣化棲地

391 新竹 寶山 19-CH-1007-06 呂學增 保勝茶園 茶、堅果 陸域棲地

392 新竹 尖石 19-CH-0705-09 黃文治 諾莉工作坊 包葉菜、短期葉菜、豆菜、梨果 大冠鷲

393 新竹 尖石 20-CH-0325-02 張清蓮 圓緣柚子園 短期葉菜、柑桔 多樣化棲地

394 新竹 芎林 20-CH-0325-06 郭文祺 微光農場
根莖菜、茶、咖啡、其他(馬告、山

奈)、大漿果
穿山甲

395 新竹 竹東 20-CH-0325-03 劉信賢 嫩馨農場 其他（香椿） 陸域棲地

396 新竹 關西 20-CH-0430-05 葉國興 關西慈心農場
柑桔、小漿果、梨果、核果、短期葉

菜、瓜菜、大漿果
多樣化棲地

397 新竹 新埔 20-CH-0828-08 彭桂淇 廣源 米、果菜 水域棲地

398 新竹 北埔 20-CH-0817-09 張俊華
可可花園友善

農場

果菜、短期葉菜、柑桔、咖啡、大漿

果、其他(洛神、馬告)
陸域棲地

399 新竹 北埔 20-CH-0817-10 洪東豐 櫻翔農莊 柑桔、大漿果、小漿果、瓜菜、茶 陸域棲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