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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介紹
彰化縣花壇鄉農會（下稱花壇鄉
農會）為輔導農民，於7年由地方士紳
發起籌組白沙信用組合，確立了農村金
融，並於38年正式合併，至今已有百年
歷史，並以保障農民權益、提高農民知
識技能、促進農業現代化為宗旨，是一
個不以營利為目的之公益社團法人，每
年由盈餘提撥62%供農業推廣及環境教
育經費。
花壇鄉最具特色的農作物就是茉
莉花，在依傍著八卦山脈底下，灣東、
灣雅、永春村一帶，處處可見綠油油的
茉莉花田，每年4月到11月，白色的花
蕊爭相開放，有如雪花飄飄般，映出一
幅美麗的圖畫，空氣中散發著清香，這
也是全臺唯一僅有且茉莉花產量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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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要因素是，花壇鄉的氣候、土
壤非常適合種植茉莉，於50年代由地方
士紳引進種植，由於種植的經濟效益非
凡，在全盛時期創造了花壇經濟奇蹟，
也讓花壇茉莉花產業輝煌騰達近半世
紀之久；但因大陸、越南等外來進口衝
擊，造成花壇鄉茉莉花產業日漸式微。
為了讓花壇鄉茉莉花產業永續
經營，花壇鄉農會進行閒置空間再利
用，102年6月30日成立「茉莉花壇夢想
館」，主要以古建築文化保存、發展農
業特色、教育推廣及在地農特產行銷為
導向，結合文創巧思，將80年的老舊穀
倉整修為美輪美奐，且具觀光及教育功
能的主題館，除了以友善耕作，生產無
毒茉莉為推廣重點，也為民眾休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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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共學環境教育遊趣

食農教育—四健作業組蔬菜栽培

最佳場所。另一方面花壇鄉農會經常辦
理親子推廣活動，其中強調與鄉內學童
對話，提高對在地的認同感，進一步認
識在地農產、在地文物、達到地產地銷
的效果之外，也希望能讓國人瞭解永續
環境的重要性。
花壇鄉農會除了大力推廣友善耕
作、生產無毒茉莉，並不斷開發系列產
品，強調有機栽種、標榜無毒，在產品
創意也下了不少心思，例如以安全農
法種植的「茉莉語茶」，挑動消費者
的味蕾，106年參加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下稱農委會水保局）「農村好物」甄
選，從全國169件農村特色產品中脫穎
而出，勇奪網路票選「食品類」冠軍，
賦予茉莉花更高的經濟價值；當然，以
無毒茉莉花為食材，積極研發的產品不
僅於此，像是茉莉烏龍、紅茶、金萱等

媒體報導

茶飲及手工餅乾、果醬、醋等一系列產
品，在包裝及行銷上都以環保為核心理
念，產品包裝設計更榮獲德國國際論壇
設計(IF)設計獎、紅點包裝設計獎、臺
灣一鄉鎮一特產(OTOP)產品設計獎、
臺灣百大精品等大獎。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花壇鄉農會為推展環境教育，近
年來致力於推廣茉莉花無毒友善耕作、
農業無毒農法、農事、四健、家政等推
廣環境教育工作，深獲農委會農糧署、
農委會水保局、農委會中區農業改良
場、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楊梅
茶葉改良場及花壇鄉各國中小學、各
機構團體等協助，讓環境教育能順利推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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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無毒茉莉 環境幸福永續
隨著產業轉型及農村青壯年人口
嚴重外流，造成勞動人口老化，加上進
口茉莉花競爭等種種困境，造成花壇茉
莉花日漸式微，為復甦茉莉花產業，花
壇鄉農會領頭進行產業轉型，朝安全、
無毒的精緻化農業努力，鼓勵農民以無
毒方式栽種，並利用普列薄荷、抑草
席、谷特菌或捕蛾燈等生物防治來取代
除草劑，生產無毒安全的茉莉花；並盤
點在地資源，依每一季作物特性，輔導
農民採用無毒農法，推廣使用綠肥，減
少化肥對環境的傷害，教導農民愛護土
壤，避免農牧業污染，期盼能留給下一
代子孫零污染的幸福環境。

永續發展要做好 環境教育扎
根不能少
花壇鄉農會固定在每年的盈餘提
撥62%之經費做為補助農民生產資材及
環境教育的推廣，並針對不同年齡層及
對象，採取不同的方式，讓環境教育推
廣獲得具體效能。
對於學童的環境教育推動，主動
到校舉辦四健作業組、蔬菜與穀物種
植、農事體驗、花香茶香—茶道茶藝體

驗，讓學童瞭解食農及食安的重要性；
針對農民，則輔導推動友善耕作，以無
毒為基礎、有機為目標，讓農民能瞭解
生產、生活及生態的重要性；至於農家
婦女，以提供第2專長、健康飲食、體
內環保及農業志工等訓練為主，讓農
家婦女也能參與社區服務、關懷弱勢族
群、樂活學習技藝。
另外，茉莉花壇夢想館提供無償
導覽解說服務工作，向社會大眾介紹友
善無毒栽培、茉莉採花技巧及花壇鄉產
業特色，讓遊客能夠透過參訪和體驗，
領略無毒栽培對環境重要性。
多年來，花壇鄉農會對於環境教
育的努力不遺餘力，就是希望在環境教
育上扎根，播下愛的種子，讓種子萌
芽、成長、茁壯，為環境教育在花壇鄉
發光發熱。

茉莉傳飄香 家園名四揚
花壇茉莉香氣濃郁，被傳喻為
「人間第一香」，也是昆蟲喜愛啃食
的對象，病蟲害防治及農藥用藥安全問
題長期困擾著茉莉花農。為了協助農民
解決相關問題，花壇鄉農會採行「茉莉
花友善耕作模式」，確保花壇鄉農會所
生產的茉莉花是安全無毒的；並以茉莉

與社區小學推動在地食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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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倉庫再利用

抑治雜草普列薄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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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壇鄉農會利用建齡80年，以臺
灣檜木為樑柱建造的穀倉，打造成「茉
莉花壇夢想館」，除了在園區內栽培了
6種不同茉莉花品種在不同季節綻放，
遊客可以透過引導認識植物外，更可以
藉由互動遊戲介紹茉莉花產業。另外也
設立臺灣稀有的茉莉花品種復育圃，積
極投入單瓣茉莉保留復育工作。
近年來，館內也陸續增加香草花
園、彩繪牆、入口意象等設施，並舉辦

體驗摘茉莉花及作物種植等環境教育活
動，在環境教育軟硬體設施下足功夫，
寓教於樂，讓民眾認識花壇茉莉產業特
色及友善環境，瞭解生活、生態及生產
重要性。
此外，館方也安排導覽，帶領民
眾瞭解花壇茉莉花歷史及轉型歷程、以
及花壇鄉農會為了讓茉莉產業得以永續
傳承，在產業上作了那些改變？奉上一
杯茉莉花茶，除了讓參觀民眾體驗花壇
鄉所作的茉莉花茶與其他市售有什麼不
同？同時也感受到在地的溫度，進而愛
上花壇鄉的農村文化氣息，帶動鄉村觀
光產業。
在花壇鄉農會的積極努力下，花
壇茉莉產業已逐漸復甦。今年，花壇鄉
農會更進一步透過全臺唯一的茉莉花產
業主題館，串聯其他產業並結合鄰近鄉
鎮景點，推出「環境教育小旅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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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置空間利用 美化環境教育
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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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發展出許多相關商品，且產品屢屢獲
獎。「關懷土地、確保消費者健康、堅
持全程不使用農藥」是花壇鄉農會產銷
的茉莉花最大特色，也因無毒栽培，讓
茉莉飄香名四揚。

老倉庫再利用—倉庫牆面彩繪

防治雜草抑草席

農產品調節—西施柚料理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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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置空間再利用

農會入口意象

學童製茶體驗

食品無毒認證

動，除了能夠展現更多元風貌，也希望
遊客在花壇鄉停留更久，進行深度環境
教育之旅，讓花壇鄉成為深具教育魅力
的環境教育設施場域。

推動心得
花壇鄉農會為了不讓茉莉花農
業日漸式微，於101年參加農委會舉
辦《挑戰21世紀發展經濟事業創新計
畫》，在過程中盤點在地資源，以最具
特色的茉莉花為發展主題。茉莉花在50
年代引進花壇鄉種植、落地生根，在兒
時記憶裡「小時想吃糖、口袋沒半毛、
唯有採花香、甜蜜滿心頭」，茉莉花在
花壇鄉曾經創造了經濟奇蹟，花壇鄉農
村也因茉莉花而豐衣足食。
推廣安全無毒友善耕作契作方式
之初，其實並不被農友接受，但經由花
壇鄉農會的保價收購、生產資材補助與
積極的環境永續理念推廣下，農友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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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還是能夠深刻瞭解生產、生活及生態
對於農村環境的影響。花壇鄉農會也因
為無毒茉莉花產業，進而推廣到其他農
作物，讓整體經濟效益提高，在地產業
也成功獲得轉型。於此同時，最重要的
是，喚醒國人重視食安、關懷土地、愛
護大自然，讓地球環境永續生存發展。
當然，除了農業的轉型外，為了
讓在地的產業特色能夠永續經營，我們
特別成立「茉莉花壇夢想館」，在館內
設置了訴說茉莉花產業興盛歷程的主題
館，還有香草花園、各式品種的茉莉花
園、彩繪牆、藝術創意布置等設施，並
舉辦摘花體驗及作物種植手作等環境教
育活動，讓遊客能參與農事體驗，認識
環境教育意涵。我們以顛覆傳統的耕作
方式，採用友善耕作模式，生產出安全
無毒的茉莉花，並以茉莉花研發出許多
相關商品，所有產品都以環保為概念，
包裝設計也屢獲國際大獎。
「茉莉花革命」讓花壇鄉農業轉

環境扎根
持續對學童辦理各項環境教育活
動，推動鄉內學校到夢想館進行戶外教
學；針對農家婦女持續辦理第2專長訓
練，並輔導「田媽媽」就業；對農友續
辦合理化施肥、安全用藥及農藥減量，
以無毒農作為基礎，有機認證為目標，
配合政府政策輔導生產履歷；對社會大
眾，則是每年增設環境教育據點，並串
聯鄰近鄉鎮景點，讓更多的遊客瞭解產
業文化特色及環境教育。環境與生活息

輔導青年農民

6

農業轉型
以無毒為基礎，循序漸進朝農業
有機栽培，推廣健康飲食，體內環保及
依季節性推廣綠色健康飲食，從無毒耕
作到有機種植，推動從產地到產品一貫
作業，活絡農村產業。

民營事業組

「為下一代留下友善的生活環
境」是花壇鄉農會團隊努力的目標，
茉莉花壇夢想館從102年成立至今，持
續追求創新產業及農業轉型，以自身力
量，不斷輔導在地產業，朝安全無毒、
有機方向邁進。除了以無毒有機茉莉花
為主軸，也盤點在地農產，依各類農產
的各種不同特性，逐一輔導無毒安全與
有機農法，希望藉由農會的努力，讓環
境更美好。
為了實現我們的目標與夢想，未
來持續朝5個面向來努力：

息相關，環境教育做得好，生態環境無
限好。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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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成功，包括天下雜誌、商業周刊、
TVBS、客家、非凡等電視媒體相繼報
導，在媒體報導下，讓更多的人認同無
毒農業，重視環境教育，希望無毒環境
從花壇鄉開始，為生活帶來更多幸福。

行銷國際
與國際接軌，產品生產申請危害
分析重要管制點(HACCP)、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系統認證(ISO22000)等國際認證
與行銷國際，並參與國際性品牌評比與
展售，且透過網路平臺行銷。

回饋社會
培訓環境教育師資及導覽人員，
並逐年擴增環境教育景點，場域認證及
串聯周邊景點，由點擴散到面，與社區
連結，共享環境教育資源。

永續經營
繼續每年由盈餘提撥62%之經費辦
理生產資材補助及環境教育訓練，並由
公益金提撥扶助弱勢教育資源挹注。
建構一個無毒有機的家園是花壇
茉莉花的夢想，我們的夢想或許才剛在
起步，但為環境永續與後世子孫幸福，
這會是我們永遠不變的信念與堅持的理
想。

食農教育—茶藝

食農教育—採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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