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2
第 1 屆「幸福農村金推獎－傑出農業推廣楷模獎」(個人獎項)
獲獎事蹟簡介
縣市別

獲獎

個人/

農會

職稱

獲獎事蹟
張美玲擔任家政指導員職務 25 年，期間主要辦理農村
婦女領導才能訓練、副業培訓、食農教育、高齡者關懷據點
等業務，專業且熟稔，輔導之家政班在 104 年榮獲「全國十
大特色家政班」。另外，在 89 年家政技術交換-指導員輔助
教材競賽冠軍、100 年及 106 年榮獲資深績優人員等，功績

新北市

蘆洲區
農會

張美玲/ 顯赫。
技術員

「推廣無法收立竿見影之效，須要長期的深耕與經營，」

兼組長 她指出，個人職場雖不能永遠，卻可因新舊融合、世代傳承
而永續，並且擦出新火花；推廣人員要能獨當一面，也要能
夠團隊合作，就像她重視傳統的農村廟宇文化，透過四健結
合，成立「薪傳紙藝作業組」讓在地文化代代相傳。未來，
她期許自己是農業推廣工作裡老中青三代「傳承、創新、交
接」的螺絲釘，持續在農業推廣業務上耕耘。
「表現優異，積極主動、熱心認真」是新北市農會總幹
事楊棟樑對服務於三峽區農會李美容的評價。她 80 年曾獲
三峽國際青年會十大傑出人士，89 年及 101 年二度獲頒新
北市農會優良推廣工作人員獎項。另曾推薦新北市農村婦女

新北市

三峽區 李美容/
農會

技師

榮獲 86 年全國十大傑出農家婦女，亦輔導家政班婦女 104
年獲得田媽媽評鑑全國執行績優獎項獲得特優獎，105 年家
政推廣教育米食創意便當競賽亞軍。
「活到老學到老」是美容的座右銘，除了培養農村婦女
第二專長，更開設多元學習的活潑電腦課程，以協助農村婦
女適應 e 世代，享受網路銷售平臺帶來的便利性，並讓家政
班員及高齡者享有終身學習的成就感。另外，多次帶領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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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獲獎

個人/

農會

職稱

獲獎事蹟
者組隊參加長者活力秀比賽，屢屢得到優異成績，提供長者
們一個表演的舞臺，亮眼的成績，大家有目共睹。
陳美雅進入農會 28 年，竟連續 27 年獲得農會考核甲
等，可見她的表現備受肯定。在推廣部門，不僅促成青農聯
誼會大園區分會的成立，亦運用曾在信用部門及供銷業務歷
練的經驗，讓她培養出對數字的敏感，使青農組訓、營農資
金協助、資材補助、協助展售或行銷蔬果的業務上得心應

桃園市

大園區 陳美雅/ 手，且轉任家政指導員後，快速掌握婦女與高齡者之需求與
農會

技師

脈動，時時微調與創新，帶領家政班員參加競賽也屢創佳
績，自身期望未來把預防醫學與終生學習做為家政推廣的主
軸，持續努力。
近期，美雅藉由微電影、影音短片來宣傳農村的大小
事。並加強農事、四健、家政業務的橫向溝通，讓青農、婦
女、高齡者與社區志工們團結合作，向上提升農村生活品質。
大甲區農會推廣部的張木生，主要辦理四健與農事的推
廣，兼任果菜共同運銷的主辦。他說「與四健會的小朋友一
起學習故鄉的產業、關心在地農業，是工作上最有成就感的
部分。」、「若能吸引到更多人來關心、了解在地農業，就
心滿意足了。」雖然偶爾得犧牲休假辦活動，甚至出動全家

臺中市

大甲區 張木生/
農會

指導員

大小幫忙，但由此可見他對農業推廣的熱情顯而易見。
從小朋友的食農敎育、綠肥推廣及農作物銷售等的全方
位工作型態。正因如此，他在 108 年度獲選擔任「草根大
使」，代表國家訪問菲律賓的農業與四健會進行交流，同年
更獲得「臺灣農業推廣學會」傑出農業推廣人員，且連續 4
年參與「臺中市四健作業組競賽」得到 2 次冠軍及 2 次亞軍，
而在「全國四健作業組競賽」亦得到 2 次亞軍，正是他工作
上最好與最美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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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獲獎

個人/

農會

職稱

獲獎事蹟
超過 20 年把重心放在四健推廣的吳美姿，待人誠懇且
樂於助人，深受工作夥伴們的喜愛，更培育許多傑出義指會
員、草根大使。吳美姿在 95 年度獲得全國金推獎-優等獎，
96 年榮獲四健會傑出服務獎殊榮，接著在 98 年度獲選印度
草根大使，一個月在印度的參訪學習，打開她的視野，104、
106、108 年她所帶領的四健作業組都獲得全國競賽冠軍榮
耀。

臺中市

清水區 吳美姿/
農會

她認為除了結合傳統的農業與社區的作業組，目前正努

指導員 力「跨界」增加科學創作，好比「腦力激盪作業組」可以讓
學員自己設計桌遊、「樂高機器人作業組」可以讓學員了解
農間作業機器結構及其原理、「食品科學作業」讓他們明白
食品添加物的種類與害處、「青少年身心健康作業組」教導
預防毒品危害的觀念，她認為與時俱進的多元化組別，才能
強化青少年的學習意願。吳美姿說道，四健青少年是國家未
來的主人翁，常被孩子們非預期的傑出表現感動和驚喜，對
她來說教育農村青少年是人生最美的一頁。
勇於接受挑戰的劉麗惠，除了辦理農事補助、病蟲害防
治計畫及農民報導等工作外，對四健工作計畫更懷著熱情。
從民國 100 年第一次寫計畫、辦理活動，她得到全國四健成
果考評三等獎，隔年進步到二等獎，之後連續四年劉麗惠都

臺中市

新社區 劉麗惠/
農會

指導員

獲得一等獎。而更在 105 與 106 年得到一等獎的首獎。107
年榮獲全國四健作業組競賽冠軍，108 年更擔任第一屆美國
州際青少年交換計畫領隊。
曾任中華民國四健會協會第 14 屆監事、第 15 屆理事，
同時也擔任救國團新社區團務委員會會長的她認為，如何更
有效率地實踐四健教育工作，開創農村青少年農業、生活教
育的學習良機，她認為這是四健指導員的職責所在，更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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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

個人/

農會

職稱

獲獎事蹟
心及本份。同時，她並期許能夠結合農業推廣在民間社團發
揮專才，為農推注入亮點並開創新局，拉近城鄉距離為目
標，讓學員們透過四健多樣化的活動成為農業接棒人。
陳美雲在彰化縣大村鄉農會的推廣部擔任家政兼四健
指導員已 15 年，一直以來以大村產業「葡萄」為主軸協助
文化與產業發展，工作態度嚴謹細密，因著她的帶領，大村
鄉農會曾獲得 104 年全國十大特色家政班等獎項；在四健工
作上從 101 至 108 年亦獲得全國計畫成果考核一等獎。

彰化縣

大村鄉 陳美雲/
農會

指導員

陳美雲深深感到推廣教育工作是一種挑戰，更是一種樂
趣。不僅協助農村婦女們取得烘焙及中餐專業證照、增加副
業收入，亦積極訓練志工，讓志工們訪問高齡者地方文化習
俗，並記錄在地故事、傳承長者技藝。另外，輔導農村青少
年關懷獨居高齡者，陪伴阿公阿嬤做環境清潔打掃和學家政
技能；現在，為發展綠色照顧，加強人才培訓及整合農村資
源，讓鄉內高齡者在他們熟悉的家鄉共學、共食、共享，老
一起快樂也一起。
吳淑哖這輩子重心都在家鄉彰化縣， 25 歲考入田中鎮
農會服務，經歷信用、推廣、供銷等部門，現為推廣部主任。
91 年吳淑哖協助成立七姐妹包子饅頭專賣店、甜蜜的
家清潔工作室、田媽媽台稉 9 號館等，都是為班員創造了就

彰化縣

田中鎮
農會

吳淑哖/ 業第二春。另外，在 103、104 年她所主導的「特色家政班
推廣部 競賽」皆獲得肯定，108 年家政薪火相傳「舌尖上的記憶主任

阿公阿嬤家傳食譜分享會」亦獲得全國冠軍。
近年來執行重點放在「高齡者在地健康老化」，透過辦
理老中青三代的交流活動，像是互助共食、園藝療育，透過
學習讓高齡者提升自信心與社會認同感，同時導引青少年進
入社區服務高齡者，讓青少年學習感恩尊重長者，豐富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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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

個人/

農會

職稱

獲獎事蹟
的生活經驗，而且淑哖主任持有銀髮族功能性體適能檢測員
專業證照，由專業的她輔導高齡班創新學習，提供表演舞
臺，使農村長輩每年受邀參加中臺灣農業博覽會的節目演
出，她對農村的貢獻，功不可沒。
張育賢在南投縣農會推廣部的六年裡，對農業有熱忱與
企圖心，遇困難總是能勇於面對並提出解決方案，尤其在輔
導青年農民這塊從未缺席，更結交到一群情義相挺的青農夥
伴，並保持上進心，在業務繁忙的同時考取中興大學農業企
業經營管理研究所。104 年起，張育賢連續三年獲得農委會
臺中區農改場推廣有功人員獎項。

南投縣

南投縣 張育賢/
農會

在輔導青農方面，輔導的茶農蜂農們也連連得獎；像是

督導員 推薦仁愛鄉青年農民王嘉勳及名間鄉青年農民謝瑞裕獲得
第 55 屆十大傑出青年。另外，他舉辦從農及留農的男女夥
伴辦聯誼活動，至今已促成 6 對佳偶好姻緣。並且深入農家
協助父子觀念磨合，老農青農達成共識避免家庭革命。培養
農務外興趣，促成埔里鎮與國姓鄉在地青農成立「產銷班樂
團」，專屬育賢的輔導方式，讓農業在南投成了特別的「斜
槓農業」。
進入農會已 30 年的草屯鎮農會推廣部主任林莞琦，曾
在保險部、供銷部、農會超市、信用部等單位歷練過。在推
廣部門，更創下連續 6 年獲得四健考評一等獎殊榮，亦獲四

南投縣

草屯鎮
農會

林莞琦/ 健傑出服務獎章、99 年度優秀農業推廣教育人員、108 年度
推廣部 南投縣模範勞工表揚等。她表示，曾經擔任四健指導員，深
主任

刻瞭解農業必須從小扎根、世代交替，主要任務是培育農村
新血四健會員，「推廣工作讓我找到自己的價值，看到一張
張充滿活力與滿足的笑臉時，覺得這一切都值得。」
面對物聯網時代，林莞琦認為現代的在地農業推廣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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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

個人/

農會

職稱

獲獎事蹟
只是拿經費做補助、辦活動，更要把生產、交換、分配和消
費等經濟環節，進行領導、組織、決策和調節，透過她所熟
悉的供銷、推廣、信用、保險等多元業務，找出在地農業的
研發加工、休閒旅遊等新興事業，整合產業價值鏈，讓在地
農業接軌全球化農業持續運行。
輔導十大特色家政班有成的許菊月常說：「在推廣部最
開心的是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班員與志工們，大家為農推
打拼一起哭笑流汗的過程。」
近幾年，深感三明治子女的壓力與高齡者晚年的無助，
「在地老化、活力老化」是許菊月推動高齡活動的目標。為
了落實長照政策，推動高齡者在地老化，深入資源缺乏的村

嘉義縣

布袋鎮 許菊月/ 里，輔導高齡者生活改善班，鼓勵長者走出家裡面對人群，
農會

指導員 更拍攝《農情搖滾－爺奶總動員》紀錄片，見證退休老農創
新生活新典範，在 108 年，榮獲全國十大綠色照顧最佳獎，
實至名歸，後續亦受邀到農委會專題經驗分享「談農村銀髮
族關懷與照顧」。
未來她期待農會體制內外的人相互交流體驗家政班員
的熱情，並透過城市與鄉村的對話，深入了解高齡者心聲，
讓家政工作更加有成效與價值。
在純樸鄉村成長的劉秀珠，現為仁德區農會家政指導
員，109 年獲得全國十大綠色照顧優良典範績優人員。92
年起至今在區內 16 里每年自編農會經費辦理「高齡者生活

臺南市

仁德區 劉秀珠/ 改善班」，提供老人免費研習活動；95 年至 108 年連續辦
農會

指導員 理「教育投資，樂觀脫貧」活動嘉惠貧童，從未間斷，使仁
德區農會成為國內唯一捐款逾百萬元的農會。她感恩自己有
助人的能力，「看到他人因我而滿足的喜悅，付出的同時也
在充實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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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

個人/

農會

職稱

獲獎事蹟
「樂活托老所」是劉秀珠的工作重心，她組織仁德區志
工團隊，辦理心靈調和的學習課程，讓長者在社區裡健康地
吸收新知，結交朋友，安心在地老化。其中「仁農千歲團」
從 101 年開辦至今，受到全國各機關團體邀約，農委會亦已
7 次邀請於重大活動表演。「到臺北演出」讓長者肯定自我
的價值，也活出自信，每年驚豔全場的道具服裝皆出自年輕
家政志工帶領爺爺奶奶發揮創意、結合環保理念巧手自製而
成，串起青銀共創精神，呈現完美演出。
服務至今 42 年的路竹區農會推廣主任兼家政指導員王
碧華，透過獨創的「婆媽式無微不至」照顧法，榮獲 108
年度農委會第一屆十大綠色照顧獎，讓區內高齡者提到她的
名字便讚不絕口。

王碧華/
高雄市

王碧華辦理從 83 年到 104 年辦理高齡者生活改善班已

路竹區 推廣主 23 年，大力推動「在地老化及健康老化」，鼓勵孤單、獨
農會

任兼指 居老人多參與社交。106 年到 108 年度辦理高齡者共食，推
導員

動「在地食材及健康飲食」
，她觀察到許多長輩一天煮一次、
連吃三餐，吃得不均衡而且明顯營養不足，於是以農會的「路
竹四寶」-虱目魚、雞蛋、番茄、花椰菜為課程主軸，教他
們做簡易有特色的料理；把所有年長者當成家人照顧，這就
是被長輩農友們心心念念惦記著的王碧華之樸實無華作風。
從農會超市會計，調到推廣部擔任四健推廣教育主辦
人，目前在屏東縣農會擔任技術員的李玲嘉，從完全不懂四

屏東縣

屏東縣 李玲嘉/
農會

技術員

健到現在熱愛它的博大精深與迷人，她常告誡自己要無私、
主動助人，農推工作才能「共好」。91 年當選草根大使赴
美參與國際性會議，把臺灣農推成果帶到全世界。93 年起
李玲嘉擔任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四健會社團指導至今，連續 7
年獲得學生社團評鑑甲等，並指導 23 名學生當選「國際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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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青年交換訪問代表」。106 及 107 年度獲得全國四健會作
業組競賽分別亞軍及季軍，並於 108 年度全國四健會作業組
競賽一等獎。
在推廣部即將邁入第 19 年，李玲嘉雖然羨慕其他部門
同事假日能陪伴家人，不用風吹日曬辦活動，而且推廣工作
總要到年底計畫結案才能鬆口氣。雖然辛苦，但是她感性的
說：「農業推廣讓我發現家鄉的美好，更深刻體會到農推是
臺灣農業的根基，傳承四健精神給下一代將是未來的工作重
點。」
人生座右銘是「讓優良成為卓越」，麟洛鄉農會推廣部
主任楊秋香回首 30 餘年來辦理農業推廣職涯中，一人身兼
數職多年來輔導產銷班和培養優秀農村青年。
正是因為這種任勞任怨的精神，從 94 年至 108 年間，
楊秋香 9 度因辦理農會推廣業務績優而獲得屏東縣政府表

屏東縣

麟洛鄉
農會

楊秋香/
推廣部
主任

揚。98 年曾獲農業推廣學會頒發「優秀農業推廣教育人員
獎」、中華民國農學團體聯合年會「優良農業基層人員」等
殊榮；她所輔導的農事、四健、家政班員也得過像是農業奧
斯卡獎的「全國十大神農獎」等優良獎項的肯定。
楊秋香認為，她的下一步是「農業教育」，要持續透過
社區、產銷班及學校建立良好互動，相信小朋友是天生的環
保尖兵，並引導食農教育精神及概念、體驗校園種菜，培養
下一代對永續農業的認識，讓年輕一代成為未來農業發展的
生力軍。

屏東縣

南州地
區農會

劉雅芬/
推廣部
主任

被屏東縣農會總幹事廖展毅喻為「推廣強將」的南州地
區農會推廣部主任劉雅芬，105 年帶領班員、青農等 40 人
參加蓮霧優質栽培管理果園評鑑，獲得優良輔導單位第一
名，同年推動農業志工自願服務，號召 38 名志工成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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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據點，推展食農教育。106 年度「南州地區青農聯誼分
會」成立，計有 55 名加入，108 年度增加至 79 名青農返鄉
從農。106-108 年期間，連續 3 年獲得優良輔導單位第二名，
打響「南州是全國蓮霧最大產區」的知名度，為了協助推動
政府重大農業政策，輔導轄內農友辦理屏東縣第一張蓮霧作
物保險，建構良好的保險概念，對於產業發展、青農返鄉有
著極大貢獻。
劉雅芬期許能培養農業師傅成為優秀農場主；並且協助
農場主改善季節性缺工問題，讓農業技術得以傳承，提升就
業率，增加農民實質收入，並得以享受幸福的農村家園。
石珊榕農會資歷逾 26 年，歷經四健推廣、保險信用、
休閒農業、農業產業文化活動等磨鍊，在 103 年接任農業推
廣工作。熱愛農業推廣工作並賦予自身使命感的石珊榕，其
她所率領的四健團隊或家政班參賽幾乎年年得獎。
在 104 年、106 年宜蘭縣家政推廣工作上獲得第一名的

宜蘭縣

羅東鎮 石珊榕/
農會

技師

石珊榕指出，孩子們像種子般需要給予正確觀念並親身體
驗，長大後不論是生產者或土地關懷者都能友善對待農業；
家政媽媽則透過食衣住行落實食農教育到每個家庭。又說
到：「辦理業務時的與人互動、與土地親近，酸甜苦辣的滋
味造就美好回憶與感動，是個人源源不絕的前進動力。」她
期許農委會與教育部能合作，提供優質四健會員更多元的升
學管道，並吸引青年留鄉，與農業結緣，共同交織出美麗農
村。

宜蘭縣

冬山鄉
農會

藍麗玉/
推廣部
主任

農業推廣生涯邁入第 21 年的冬山鄉農會主任藍麗玉笑
容滿面的分享著「每當農友興高采烈跑來說，輔導改種後的
作物賺了錢，就是我覺得工作最有意義、也是最開心的時
刻。」，像是劉秉稼獲得第 31 屆全國模範農民、馬啟亮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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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108 年臺灣十大稻米達人。另外她所輔導的 24 班家政班
的班會議題包括了國產優良農產品推廣、在地生產在地消
費、園藝療育、宣導性別平等觀念、營養保健等便可知農推
工作涵蓋的跨度之大。
農家子弟出身的藍麗玉，深知「靠天吃飯」的農民是勞
動階層中最辛苦且收入不穩的族群，因為天災難以預防也無
法抵擋。她致力於指導農村青年應用科學方法，以較少勞力
獲得最多的生產，提高其收益。此外，藍麗玉在宜蘭縣首創
以社區為單位開辦高齡班，20 班受益人 913 位。她協助外
籍及大陸配偶參與家政班，使其適應我國的文化宗教及家庭
婚姻。她強調，從事推廣工作重要的不是自己的成功，而是
做了那些有意義的事。
喜好烹飪的萬淑芬在接任吉安鄉農會家政指導員後，便
結合農事、四健、家政三部門推出「地產地消」、「從產地
到餐桌」的食農研習營，場場都爆滿。從 94、95 年代表農
會參加花蓮農改場的創意料理競賽獲獎開始，到 104 年度地
產地消養生料理競賽得到宜花東地區第三名，萬淑芬在料理
競賽的獲獎紀錄可觀。

花蓮縣

吉安鄉 萬淑芬/
農會

指導員

她強調，「把所學回饋給鄉民，是我所樂見且一直在做
的事。」、「如何用正確的方式讓班員過更美好的生活？」
才是她所重視的。秉持信念，從 105 年起她擔任花蓮農業改
良場農民學院的原民野菜栽培管理講師，並且積極培養種子
講師，讓家鄉裏從未上臺的家政姐妹成為社區講師，不只啟
發大家的第二專長，更讓她們贏回自信心。同時萬淑芬教學
相長，時常帶領班員錄製電視與平面媒體的影音新聞，透過
媒體鏡頭宣傳在地料理和家政班媽媽的好手藝，讓農產品在
她的手上加值、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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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積極的李俊德，在從事農務工作時便在民國 89 年
膺選水土保持類模範農民。88 年進入臺東縣農會迄今近 20
年，曾獲臺東縣農會 100 年度優秀熱心協助四建工作人員
獎、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106 年度優秀農會農業推廣人員獎等
獎項，他認為縣級農會除了推動農業政策與執行之外，也要

臺東縣

臺東縣
農會

李俊德/ 成為基層農會與農民、與政府之間的堅實橋樑。
推廣部
主任

李俊德積極推動「食農教育」與「創新農業體驗開發」，
過程中，透過消費者到鄉間田裏協助採收，真正觸摸到農友
種植的質佳安全農產品，繼而產生信任感且願意持續購買。
此外，開發與輔導近 60 家農民與臺東各飯店、民宿及旅遊
社合作推出不同農業主題體驗的一日遊方案-「幸福臺東農
遊趣」，目前超過 5 萬人參與、促成約 2 億元產值，讓臺東
農業成為觀光產業中最亮的一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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