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進口替代與外銷潛力契作主體名單 

大豆(黑豆): 

縣市鄉鎮 契作主體名稱 連絡人 電話 

桃園市新屋區 保證責任桃園市石磊社區

合作農場 

黃世宸 03-4870898~9 

苗栗縣頭份市 苗栗縣頭份市雜糧產銷班

第 1 班 

林信榮 

蕭鎮林 

0933647018 

0919721263 

苗栗縣頭份市 苗栗縣頭份市農會 蕭鎮林 037-663309 

苗栗縣苑裡鄉 泉順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鄭美惠

主任 

037-743-616 

 

臺中市大甲區 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 馬聿安 0912306120 

彰化縣大城 大城鄉農會 許文祿 04-8944565*301 

彰化縣溪州鄉 玉山糧行 黃宏意 0919011105 

雲林縣東勢 東勢鄉雜糧產銷班第 36 班 謝明栓 0928369360 

雲林縣西螺 將軍企業社 蔡財興 0932576775 

雲林縣土庫鎮 土庫雜糧產銷第 22 班 高宗懋 0922472212 

嘉義縣新港鄉 新港鄉農會 林振發 05-3741145-141 

嘉義縣東石鄉 東石雜糧生產合作社 

余順豐農產加工廠 

余兆豐 

余仁聖 

05-3660605 

05-3792217 

嘉義縣義竹鄉 翁育群 翁育群 0939272689 

嘉義縣鹿草鄉 鹿草鄉蔬菜產銷班第 24 班 陳宗和 0921213913 

台南市後壁區 後壁區雜糧產銷班第 2 班 陳麗茹 0927350126 

台南市麻豆區 麻豆區雜糧產銷班第 1 班 陳峯昇 0937368243 

台南市麻豆區 麻豆區雜糧產銷班第 2 班 陳明宏 0912756252 

台南市善化區 善化雜糧生產合作社 蘇建鈞 0910795599 

台南市下營區 下營區農會 周俊杰 06-6898496 

台南市七股區 七股區農會 張明男 06-7871284 

台南市鹽水區 幸福良食有限公司 劉育承 0981825768 

高雄市旗山區 百賢農產公司 侯兆百 0933671577 

高雄市美濃區 美濃區農會 鍾文富 07-6833309 

屏東縣潮州鎮 保證責任屏東縣南屏農產

生產合作社 

黃弘傑 08-78922679 

0937622316 

屏東縣滿州鄉 滿州鄉農會 許月霞 08-8801849 

屏東縣萬丹鄉 倪序孟 倪序孟 0938971301 

屏東縣崁頂鄉 崁頂鄉農會 陳雅雯 08-8632224 

花蓮縣玉里鎮 東豐拾穗農場有限公司 曾國旗 03-8880181 

 

 

 

 



  

胡麻 

縣市鄉鎮 契作主體名稱 連絡人 電話 

嘉義縣東石鄉 東石雜糧生產合作社 

余順豐農產加工廠 

余兆豐 

余仁聖 

05-3660605 

05-3792217 

台南市西港區 西港區農會 蔡俊吉 06-7952706 

屏東縣恆春鎮 恆春鎮農會 曾寶霆 08-8892087 

 

 

小麥 

縣市鄉鎮 契作主體名稱 連絡人 電話 

臺中市大甲區 大甲區雜糧產銷班第 1 班 馬聿安 0912306120 

臺中市大雅區 大雅區農會 張良安 04-25662216 

彰化縣大城鄉 大城鄉雜糧產銷班第 1 班 林銘煬 0919688569 

彰化縣大城鄉 大城鄉農會 許文祿 04-8944565 

嘉義縣東石鄉 東石雜糧生產合作社 

余順豐農產加工廠 

余兆豐 

余仁聖 

05-3660605 

05-3792217 

台南市學甲區 李智豪 李智豪 0929623052 

台南市鹽水區 幸福良食有限公司 劉育承 0981825768 

花蓮縣玉里鎮 東豐拾穗農場有限公司 曾國旗 03-8880181 

 

 

薏苡 

縣市鄉鎮 契作主體名稱 連絡人 電話 

苗栗縣苑裡鄉 泉順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鄭美惠

主任 

037-743-616 

 

臺中市大甲區 大甲雜糧產銷班第 1 班 馬聿安 0912306120 

臺中市大雅區 大雅區農會 張良安 04-25662216 

南投縣草屯鎮 草屯薏仁生產合作社 林瑞漳 049-551555 

彰化縣二林鎮 二林鎮農會 陳先生 04-8961191 

嘉義縣東石鄉 東石雜糧生產合作社 

余順豐農產加工廠 

余兆豐 

余仁聖 

05-3660605 

05-3792217 

 

 

胡蘿蔔 

縣市鄉鎮 契作主體名稱 連絡人 電話 

嘉義縣義竹鄉 嘉義縣義竹合作農場 翁慶昇 0910121904 

臺南市佳里區

(契作限佳里

區、西港區、將

軍區) 

林和功 林和功 06-7230707~9 

 



 

毛豆： 

縣市鄉鎮 契作主體名稱 連絡人 電話 

嘉義縣、臺南

市、高雄市、屏

東縣 

陳宗和 陳宗和 0921-213-913 

 

 

甘藷 

縣市鄉鎮 契作主體名稱 連絡人 電話 

彰化縣福興鄉 慶全地瓜生產合作社 客服 04-7709000 

彰化縣福興鄉 冠軍甘藷生產合作社 客服 04-7705377 

雲林縣水林鄉 瓊埔合作農場 蘇雅琴 05-7840600 

雲林縣水林鄉 水林鄉農會 王宏仁 05-7852605#207 

臺南市新化區 瓜瓜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邱裕翔 0982221346 

 

 

食用玉米 

縣市鄉鎮 契作主體名稱 連絡人 電話 

雲林縣西螺鎮 鮮綠農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 05-5875656 

雲林縣元長鄉 保證責任雲林縣後湖合作農

場 

客服 05-7885946 

雲林縣元長鄉 保證責任雲林縣山內聯合社

區合作農場 

客服 05-7886858 

 

 

 

花生 

縣市鄉鎮 契作主體名稱 連絡人 電話 

雲林莿桐 莿桐合作農場 李首清 05-5843148 

雲林北港鎮 雲林縣北港鎮農會 供銷部 05-7732148 

雲林 春旭行農場加工廠 蔡銘軒 05-7833275 

雲林元長 元長鄉農會 鍾炳祺 05-7882005 

嘉義縣東石鄉 東石雜糧生產合作社 

余順豐農產加工廠 

余兆豐 

余仁聖 

05-3660605 

05-3792217 

 

 

 

 



 

紅豆 

縣市鄉鎮 契作主體名稱 連絡人 電話 

屏東縣新園鄉 新豐碾米廠 林軒頡 08-8681796 

高雄市大寮區 大寮區農會 簡志翁 07-7812429 

 

 

紅藜 

縣市鄉鎮 契作主體名稱 連絡人 電話 

台東縣知本 信豐農場 鄭世政 02-87877000 

 

小米 

縣市鄉鎮 契作主體名稱 連絡人 電話 

臺東縣金峰鄉 金峰鄉雜糧產銷班第 4 班 高世忠 0989706223 

 

採種用蔬菜(西瓜、青花菜及花椰菜) 

縣市鄉鎮 契作主體名稱 連絡人 電話 

高雄市苓雅區 農友種苗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 07-3719725 

臺中市豐原區 農興貿易有限公司 客服 04-25268533 

臺南市南區 慶農種苗有限公司 客服 06-2960289 

 

矮性菜豆 

縣市鄉鎮 契作主體名稱 連絡人 電話 

屏東縣九如鄉 櫻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 08-7755111 

屏東縣里港鄉 永昇冷凍食品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客服 08-77333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