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證書字號 申請者 農場名稱 通過品項 保育標的
15-CN-0107-03 張秀杏 綠森林有機農場 包葉菜、根莖菜、花菜 黃嘴角鴞

14-CN-0714-01 林惠妹 協記農場

包葉菜、短期葉菜、根莖類、花菜、蕈

類、果菜、瓜菜、豆菜、大漿果、小漿

果、柑桔、其他(山胡椒、明日葉、台灣

天仙果)

山羌

14-CN-0812-01 林賢欽 比令農場

包葉菜、短期葉菜、根莖菜、花菜、果

菜、瓜菜、豆菜、大漿果、小漿果、核

果、梨果

台灣藍鵲

14-CN-0714-02 溫忠榮 吉娃斯農園

雜糧、包葉菜、短期葉菜、根莖菜、花

菜、蕈菜、果菜、瓜菜、豆菜、大漿

果、其他(明日葉、馬告、洛神花）

台灣藍鵲

14-CN-0714-03 李秀菊 葛思悠農場

包葉菜、短期葉菜、根莖菜、蕈菜、瓜

菜、大漿果、小漿果、核果、梨果、柑

桔、其他（馬告、明日葉）

台灣藍鵲

14-CN-0830-01 高龍輝 尤勞農場

雜糧、短期葉菜、包葉菜、根莖菜、花

菜、果菜、瓜菜、豆菜、瓜果、大漿

果、核果、梨果、柑桔、茶、堅果、其

他(明日葉)

台灣藍鵲

15-CN-0107-01 林秋男 三棧有機農場 雜糧、果菜 鳳頭蒼鷹
14-CN-1009-03 周宗坤 宗坤有機茶園 茶 翡翠樹蛙
14-CN-1009-02 鄭碧霞 福田有機茶園 茶 翡翠樹蛙
14-CN-1103-01 鄭錦華 奇緣有機茶園 茶 翡翠樹蛙
15-CN-0409-01 陳善嘉 淨源有機農場 茶、根莖菜、梨果、柑桔 翡翠樹蛙
15-CN-0409-02 劉忠敏 廣善有機茶廠 茶 翡翠樹蛙
15-CN-0911-01 林道賢 台灣藍鵲有機茶園 茶 翡翠樹蛙
15-CN-0909-01 鄭李珠 三星山有機茶園 茶 翡翠樹蛙
15-CN-0911-02 鐘世明 世明有機茶園 茶 翡翠樹蛙
15-CN-0911-03 王緒潭 王家有機茶園 茶 翡翠樹蛙
14-CN-1009-01 翁高美女 虎寮潭茶園 茶 翡翠樹蛙
15-CN-0125-01 舒米如妮 米 大冠鷲
14-CN-1104-01 宋雅各 米 台東間爬岩鰍
14-CN-1104-02 吳清泉 米 台東間爬岩鰍
15-CN-0505-01 靜浦水梯田 米 大冠鷲
15-CN-0505-02 曾金智 米 台東間爬岩鰍
14-CN-1206-01 張美君 無一間農場 短期葉菜、果菜、瓜菜、豆菜、大漿果 台灣藍鵲

15-CN-0409-03
桃園慈心教育農

場

米、包葉菜、短期葉菜、根莖菜、果

菜、瓜菜、大漿果、其他（草藥、香

草）

彩鷸

15-CN-0603-01 陳裕中 果菜、大漿果、小漿果、柑桔 烏頭翁

16-CN-0308-01 游正福 正福茶園
 短期葉菜、果菜、瓜菜、大漿果、小漿

果、茶
山羌

15-CN-1009-01 史慶沛 大麗農場
包葉菜、短期葉菜、根莖菜、花菜、果

菜、瓜菜、豆菜、其他（薰衣草）
台灣藍鵲

15-CN-1012-01 林菁川 古林有機生態園區
短期葉菜、根莖菜、果菜、大漿果、核

果、柑桔、咖啡、其他（南非葉）
山羌

15-CN-0428-04 鍾仙賜 米
 蜘蛛、橙瓢蟲

（指標物種）

15-CN-0428-01 潘文德 米
 蜘蛛、橙瓢蟲

（指標物種）

15-CN-0428-03 張冬子 米
 蜘蛛、橙瓢蟲

（指標物種）

15-CN-0428-05 蔡國順 米
 蜘蛛、橙瓢蟲

（指標物種）

15-CN-0428-06 潘俊昇 米
 蜘蛛、橙瓢蟲

（指標物種）

15-CN-0428-02 賴進雄 米
 蜘蛛、橙瓢蟲

（指標物種）

15-CN-0428-07 鄒意堂 米
 蜘蛛、橙瓢蟲

（指標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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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CN-1128-01 楊朝良 朝良農園 包葉菜、果菜、梨果 山羌
16-CN-0809-01 張文清 N刺果園 大漿果 多樣化棲地

15-CN-1012-02 鄭源坤 觀音農場
雜糧、包葉菜、短期葉菜、果菜、瓜

菜、瓜果、大漿果、冬瓜
陸域棲地

16-CN-0428-01 陳正勇
花蓮夏田有機生態

農場

大漿果、核果、梨果、柑桔、其他（蓮

花）
水域棲地

16-CN-0527-01 淡水慈心農場 短期葉菜、根莖菜、果菜、瓜菜、瓜果 台灣藍鵲

16-CN-0428-02 蔡武修 台灣綠光農場
雜糧、包葉菜、短期葉菜 、根莖菜、果

菜、瓜菜、瓜果
食蟹獴

16-CN-0428-03 余欽明 欽明有機茶園 茶、其他（桂花、苦茶籽） 台灣藍鵲
16-CN-1216-01 黃文治 短期葉菜、梨果 黑鳶

17-CN-0126-01 宇還地農產行 根莖菜、瓜菜、柑桔
莫氏樹蛙

（指標物種）
16-CN-0809-02 陳陸合 綠光農園 茶、其他（茶花） 翡翠樹蛙
16-CN-1209-01 洪美代 如意茶園 茶 翡翠樹蛙
13-CN-0111-04 鐘宗豹 七里香有機農場 茶 翡翠樹蛙

13-CN-0329-01 賴萌宏 富興生態農場

米、雜糧、包葉菜、短期葉菜、根莖

菜、果菜、豆菜、瓜菜、大漿果、甘

蔗、其他（蓮子）

環頸雉

16-CN-1216-02 白錦祥 北頂有機茶園 茶 翡翠樹蛙
13-CN-0416-01 陳金環 尊上溪山有機茶園 茶 翡翠樹蛙
13-CN-0111-08 旺枝茶場 茶 翡翠樹蛙

13-CN-0111-12 世芳有機茗茶園
茶、短期葉菜、根莖菜、蕈菜、果菜、

瓜菜、大漿果、柑桔、咖啡
翡翠樹蛙

14-CC-1009-01 楊文正 慈耕自然生態農場 茶 藍腹鷴
14-CC-0714-01 林宥岑 吟詩綠曲生態農場 根莖菜 台灣白魚
14-CC-0714-02 練美玉 阿嫁婆有機良田 根莖菜 、大漿果、小漿果、咖啡 台灣白魚
14-CC-0716-01 林益生 益生農場 根莖菜 台灣白魚

14-CC-1223-01
南平山道田生態

農場

根莖菜、大漿果、小漿果、柑桔、其他

（花卉）
台灣白魚

14-CC-0908-01 吳信國 法瑪斯特有機農場 短期葉菜、根莖菜、大漿果、柑桔 穿山甲
14-CC-1009-01 綠生阿昌有機農 根莖菜、大漿果、核果 水域棲地
14-CC-1104-01 謝旻晉有機農場 短期葉菜、根莖菜 台灣白魚
14-CC-1209-01 鄭秀蓮 包葉菜、短期葉菜、瓜菜、豆菜、梨果 領角鴞
15-CC-0107-01 伍守廣 玉山園 梨果 大冠鷲

15-CC-0409-01 郭素貞
雜糧、根莖菜、豆菜、大漿果、核果、

其他（洛神花）
朱鸝

15-CC-0505-01 吳國燃 松林農場 梨果、柑桔、茶 穿山甲

15-CC-0619-01 朱玉雲
根莖菜、梨果、其他（愛玉子、苦茶

籽）
穿山甲

15-CC-0603-01 黃金山
金山生態有機教育

農場
雜糧、短期葉菜 、果菜、瓜菜、大漿果 大冠鷲

15-CC-0625-01 田懷生 根莖菜 、大漿果  、核果、柑桔 石虎
15-CC-0827-01 郭書琴 木石自然農園 大漿果、核果、柑桔、咖啡 石虎
15-CC-0817-01 朱添旗 一品田農場 根莖菜、大漿果、茶 大冠鷲
15-CC-0817-02 何信諺 茶 藍腹鷴
16-CC-0517-01 李隆樺 米 石虎
15-CC-0909-01 徐金發 大漿果 白鼻心

15-CC-1012-01 陳俊志
包葉菜、根莖菜、果菜、大漿果、核

果、柑桔
石虎

15-CC-1009-02 廖景廷

根莖菜、大漿果、小漿果、核果、柑

桔、其他（土肉桂、香草、香椿、橄

欖）

石虎

17-CC-0103-1 吳俊賢 根莖菜、果菜、大漿果、核果、柑桔 石虎

15-CC-0905-01 蕭志欣 安安有機農場
根莖菜、果菜、瓜菜、瓜果、咖啡、其

他（蕃茄苗、瓜苗）
大冠鷲

15-CC-1012-02 謝文崇
竹南第一家

（幸福草莓園）
果菜、瓜果、大漿果、小漿果 、柑桔 松雀鷹

15-CC-1012-03 陳淑慧 Me棗居自然農園 短期葉菜、根莖菜、核果 大冠鷲
16-CC-0217-01 陳萬吉 核果、其他（腰子草、橄欖） 石虎



16-CC-0113-01 康碧玉 花菇嶺

短期葉菜、根莖菜、蕈菜、果菜、瓜

菜、大漿果、小漿果、核果、梨果、柑

桔、咖啡、其他（ 枸杞、枸杞葉、愛玉

子、澳洲茶樹、香椿、香茅、薄荷、茶

花、仙草、香蜂草、沈香）

大冠鷲

15-CC-1128-01 曾靖元
根莖菜、大漿果、小漿果、核果、梨

果、柑桔
石虎

16-CC-0304-01 曾長献 根莖菜、瓜菜、大漿果、其他（肉桂） 石虎
16-CC-0428-01 王俊傑 米、雜糧 黑翅鳶
15-CC-1030-01 蔡明合 核果、柑桔 石虎
16-CC-0428-02 阮光明 水、雜糧 石虎
16-CC-0308-01 徐昌田 米 大冠鷲
15-CC-1128-03 伍金華 達嗨農場 果菜、茶 大冠鷲

15-CC-1128-04 金秋雄 包葉菜
紅嘴黑鵯

 （紀念性物
16-CC-0428-03 林世勳 大城小麥農場 米、雜糧 黑翅鳶
 16-CC-0113-02 陳婉萍 古邁茶園 大漿果、茶、其他（枸杞） 熊鷹
16-CC-0527-01 徐崇儒 耕園農場 核果 多樣化棲地
16-CC-0527-02 徐明昌 雜糧 石虎

16-CC-0223-01 紀來福 核果、梨果 、其他（當歸、洛神花）
繡眼畫眉

 （紀念性物
16-CC-0809-01 張國貞 米、包葉菜、根莖菜 多樣化棲地

16-CC-0428-04 王俊岳 立多村農園

雜糧、包葉菜、短期葉菜、根莖菜、花

菜、果菜、瓜菜、豆菜、大漿果、小漿

果、核果、柑桔

石虎

16-CC-0929-01 林煥堯
溪底遙自然生態農

場-果老爹園區
雜糧、瓜菜、核果、柑桔 石虎

16-CC-1216-01 蔡煌忠 珍品台灣咖啡農場

雜糧、短期葉菜、大漿果、小漿果、核

果、梨果、柑桔、其他（橄欖、洛神

花、狗尾草）

石虎

16-CC-0902-01 陳炎銘 大漿果 石虎

16-CC-0914-01 游冬郎 哈霖生態農場
雜糧、根莖菜、大漿果、梨果、核果、

柑桔、其他（蘋婆）
石虎

13-CN-0702-01 田鱉米農場 米
大田鱉

（稀有物種）
16-CY-0224-01 李志琴 社會療癒農園 短期葉菜、根莖菜 諸羅樹蛙
16-CY-0428-01 吳春木 米、根莖菜 陸域棲地
16-CY-0428-02 吳月秀 雜糧、根莖菜、瓜菜 陸域棲地

16-CC-0527-01 陳義盛 麻吉有機農場
短期葉菜、豆菜、果菜、瓜果、大漿

果、小漿果、核果
多樣化棲地

16-CY-0428-03 李岳璋 福智國中仁德農場
雜糧、包葉菜、短期葉菜、根莖菜、果

菜、小漿果、其他（花卉）
多樣化棲地

16-CY-1209-01 麻園尚青有機農 短期葉菜、果菜、瓜菜、瓜果 多樣化棲地
14-CY-0705-01 林丙火 米、根莖菜、核果 水雉
14-CY-0705-02 鄭英華 根莖菜 水雉
14-CY-0701-01 王文忠 米、根莖菜 水雉
14-CY-0701-02 水菱有機農場 米、根莖菜、其他（蓮子） 水雉
14-CY-0703-03 王耀文 米、根莖菜、其他（荷花 、蓮子） 水雉
14-CY-0705-04 陳錦 米 水雉
14-CY-0705-05 洪鳳珠 米、根莖菜 水雉
14-CY-0910-03 陳基聰 米、根莖菜 水雉
14-CN-0703-04 周輝陽 米、根莖菜 水雉
14-CN-1009-01 許賢明 米、大漿果 水雉
15-CY-0710-01 何明鴻 米 水雉
14-CY-0705-06 林士興 米、根莖菜 水雉
14-CY-0924-01 蘇森傳 米 水雉
14-CY-0705-07 蘇金美 米 水雉
14-CY-0705-08 陳水榮 米、根莖菜 水雉
15-CY-0107-01 吳政成 米、果菜、大漿果、小漿果 鳳頭蒼鷹

  14-CY-1231-02 王輝常 米、根莖菜 水雉
15-CY-0710-01 王麗雅 根莖菜 水雉



15-CY-0710-02 陳鴻偉 米 水雉
15-CY-1009-01 許萬芳 米、根莖菜 水雉

16-CS-0310-01
台南陽明山莊有

機農場

雜糧、短期葉菜、瓜菜、大獎果、核

果、柑桔
白鼻心

16-CS-0307-01 甘誌棠 阿甘的生態農園
根莖菜、瓜菜、大漿果、小漿果、梨

果、核果、柑桔、其他（洛神花）
多樣化棲地

16-CS-0711-02 吳俊霖 米、果菜、瓜菜、 鳳頭蒼鷹
16-CS-0711-03 吳俊翰 米、果菜、瓜菜、 鳳頭蒼鷹
16-CY-1125-01 顏明川 益農本土世界 瓜果、其他（香水百合、洋桔梗） 多樣化棲地
16-CS-0713-01 馬楷傑 台灣小農夫 米、包葉菜、根莖菜、果菜、小漿果 眼鏡蛇

14-CS-0430-01 施貴明 根莖菜、核果
紫斑蝶

（指標物種）
14-CS-0812-01 王乾坤 乾坤玉荷包果園 大漿果、小漿果、核果、梨果 黃裳鳳蝶

14-CS-1104-01 黃惠美 向上農莊
雜糧、果菜、根莖菜、豆菜、大漿果、

小漿果
環頸雉

15-CS-0409-01 黃玉娟 果林有機農場 桑小漿果 紅尾伯勞鳥

15-CS-0817-01 郭美育 拙園農莊

雜糧、短期葉菜、根莖菜、小漿果、核

果、柑桔、其他（洛神葵、甜菊、檸檬

葉、土肉桂）

烏頭翁

15-CS-0619-01 盧秋星 秋星農場 核果
紫斑蝶

（指標物種）

15-CS-0603-02 劉惠美 核果
紫斑蝶

（指標物種）

15-CS-0603-01 柯秋菊 阿嫩農場 豆菜、核果
紫斑蝶

（指標物種）
15-CS-0716-01 郭素琦 幸福火龍果 大漿果 環頸雉
16-CS-0711-01 李奉文 橙舍有機茶園 大漿果、小漿果、核果、茶 雨傘節

16-CS-0325-01
黃春華/

黃聖福
蔴竹林咖啡農場

雜糧、瓜菜、豆菜、咖啡、其他（洛神

葵）
水域棲地

16-CS-0711-04 林木泉 活泉農莊

米、雜糧、短期葉菜、根莖菜、花菜、

蕈菜、果菜、瓜菜、豆菜、大漿果、小

漿果、核果、梨果、柑桔、茶、咖啡、

甘蔗、堅果、其他（金線蓮、牧草、艾

草、刺五加、洛神葵、土肉桂、苦苓、

何首烏、破布子、神秘果、薄荷、沈

香、辣木、人蔘葉、檸檬香茅、蘆薈、

鳳尾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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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樣化棲地

16-CS-0527-02 陳春霞 核果
紫斑蝶

（指標物種）

16-CS-0527-03 李武雄 核果
紫斑蝶

（指標物種）

16-CS-0527-04 顏秀琴 核果
紫斑蝶

（指標物種）

16-CS-0527-05 羅春樹 核果
紫斑蝶

（指標物種）

16-CS-0527-06 杜勇 根莖菜、核果
紫斑蝶

（指標物種）

16-CS-0527-07 劉勝記 核果
紫斑蝶

（指標物種）

16-CS-0527-08 江連成 核果
紫斑蝶

（指標物種）

16-CS-0527-09 蔡明玉 核果
紫斑蝶

（指標物種）

16-CS-0527-10 陳玉金 根莖菜、核果
紫斑蝶

（指標物種）

16-CS-1216-01 郭美佑 幸福玫瑰花園
雜糧、米、其他（食用玫瑰花、食用桂

花）
多樣化棲地



16-CS-0527-11 詹明士 核果
紫斑蝶

（指標物種）
16-CS-0711-05 許瑞明 太平生態農場 根莖菜、梨果、咖啡 八色鳥
16-SC-0527-01 廖正忠 麗園農場 根莖菜、大漿果、小漿果、柑桔 烏頭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