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友善雞蛋聯盟成員名單 
（第 42 版）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2012 年 2 月 20 日完成調查、製表（第 1 版），本版本為 2022年 11月 4日更新。 
【本會說明】 

1.產蛋量及飼養數量為本會人員前往訪察當日牧場現況。 

2.各家牧場排序為加入聯盟之時間序。 

一、全場放牧（15） 
牧場 雲林金石養生蛋牧場 起初牧場 園圃生態畜牧場 

負責人 賴錦石 王建勝 陳忠義 

牧場地址 
古坑鄉棋盤厝段 149號 台中市后里區泰安里福興路

98號 

彰化鄉芳苑鄉文津村芳草路

41 號 

電話 0910-545-860 0937 005 640 0910-168112 

飼養環境描述 

牧場內有許多青草，含禽

舍，室內有產蛋箱，室內有

棲架，母雞自在在場內奔

跑、洗沙浴。 

放牧農場位於住家旁邊，目

前有一棟室內禽舍，戶外活

動空間寬敞，種植檸檬樹。

母雞可自由進出室內與戶外

空間，自由於田間啄食、奔

跑、洗沙浴。 

牧場定期送檢 71 項無動物

用藥殘留之最高標準檢驗，

目的是為了兼顧食安並使消

費者享有健康又安心的好

蛋。 
養成快樂又健康的放牧雞

蛋，在於讓他們能自由奔跑

在寬敞的環境中，享受陽光

沙窩浴，堅持走向動物福利

之初衷。 

飼養面積 
1分半（439 坪） 室內禽舍 75坪，戶外活動空

間 150 坪 

室內禽舍 2 楝，每棟約 124
坪，每棟戶外活動空間約

480 坪 

飼養數量 
約 400隻 500 隻 飼養約 6,900 隻蛋雞（同時

飼養一半蛋中雞） 

產蛋量 200顆/日 350 顆 /日 3,300 顆/日 

品牌 金石養生蛋 田園好蛋 御品園放牧蛋 

產品訴求 

人道對待 友善自然新鮮：

產蛋後兩日內宅配營養：天

然放牧 無藥養殖 

用家傳的土地，以初心，生

產一顆友善的好蛋。 

 

牧場定期送檢，無用藥殘

留，消費者可享有健康又安

心的好蛋。 
堅持走向動物福利之初衷-
自由放牧，讓母雞自由奔跑

在寬敞的環境中，享受陽光

沙窩浴。 

銷售通路 

 直接向牧場訂購，聯絡

電話賴錦石先生 0910-

545-860 / 每盒 10顆

裝，一箱 6盒免運。 

 牧場訂購 0937 005 640 

 Line 訂購

ID：:jasonwangonline 

 各大農會超市。 
 家樂福非籠飼-友善雞

蛋專區販售。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

/goldrockegg/ 

 https://www.facebook.com/he
althegg/ 

https://www.facebook.com/goldrockegg/
https://www.facebook.com/goldrockegg/
https://www.facebook.com/healthegg/
https://www.facebook.com/healthegg/


 
 

牧場 御品園畜牧場 檀香牧場 檀香牧場二場 

負責人 陳郁雄 陳郁雄、陳明生 陳郁雄 

牧場地址 彰化鄉芳苑鄉文津村芳草路

41 號 
彰化鄉芳苑鄉文津村芳草路

41 號 
彰化縣芳苑鄉文津村芳草路

41-1 號 

電話 0914-168112 0914-168112 0914-168112 

飼養環境描述 牧場雞定期送檢 71 項無動物

用藥殘留之最高標準檢驗，

目的是為了兼顧食安並使消

費者享有健康又安心的好

蛋。 
養成快樂又健康的放牧雞

蛋，在於讓他們能自由奔跑

在寬敞的環境中，享受陽光

沙窩浴，堅持走向動物福利

之初衷。 

牧場定期送檢 71 項無動物用

藥殘留之最高標準檢驗，目

的是為了兼顧食安並使消費

者享有健康又安心的好蛋。 
養成快樂又健康的放牧雞

蛋，在於讓他們能自由奔跑

在寬敞的環境中，享受陽光

沙窩浴，堅持走向動物福利

之初衷。 

牧場定期送檢 71 項無動物用

藥殘留之最高標準檢驗，目

的是為了兼顧食安並使消費

者享有健康又安心的好蛋。 
養成快樂又健康的放牧雞

蛋，在於讓他們能自由奔跑

在寬敞的環境中，享受陽光

沙窩浴，堅持走向動物福利

之初衷。 

飼養面積 室內禽舍 1 楝，約 340 平方

公尺，戶外活動空間約 975
平方公尺。 

室內禽舍 1 楝，約 90 平方公

尺，戶外活動空間約 830 平

方公尺。 

室內禽舍 1 棟，約 100 平方

公尺，戶外活動空間約 900
平方公尺 

飼養數量 飼養約 1,260 隻蛋雞 飼養約 500 隻蛋雞 飼養約 1000 羽蛋雞 

產蛋量 700 顆/日 350 顆/日 750 顆/日 

品牌 御品園放牧蛋 御品園放牧蛋 御品園放牧蛋 

產品訴求 牧場定期送檢，無用藥殘

留，消費者可享有健康又安

心的好蛋。 
堅持走向動物福利之初衷-自
由放牧，讓母雞自由奔跑在

寬敞的環境中，享受陽光沙

窩浴。 

牧場定期送檢，無用藥殘

留，消費者可享有健康又安

心的好蛋。 
堅持走向動物福利之初衷-自
由放牧，讓母雞自由奔跑在

寬敞的環境中，享受陽光沙

窩浴。 

牧場定期送檢，無用藥殘

留，消費者可享有健康又安

心的好蛋。 
堅持走向動物福利之初衷-自
由放牧，讓母雞自由奔跑在

寬敞的環境中，享受陽光沙

窩浴。 

銷售通路  各大農會超市。 
 家樂福非籠飼-友善雞蛋

專區販售。 

 各大農會超市。 
 家樂福非籠飼-友善雞蛋

專區販售。 

 各大農會超市。 
 家樂福非籠飼-友善雞蛋

專區販售。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hea
lthegg/ 

https://www.facebook.com/hea
lthegg/ 

https://www.facebook.com/hea
lthegg/ 

 
  

https://www.facebook.com/healthegg/
https://www.facebook.com/healthegg/
https://www.facebook.com/healthegg/
https://www.facebook.com/healthegg/
https://www.facebook.com/healthegg/
https://www.facebook.com/healthegg/


 

牧場名 健安畜牧場 東佳畜牧場 小雞咕咕牧場 

負責人 洪高山 許仁華 張凱迪 

牧場地址 屏東縣內埔鄉竹圍村永興巷

226 號 
台東縣關山鎮月眉里月野段

1237-1239 地號 
南投縣竹山鎮田子里田東路

78-28 號 

電話 08-7797118 0911-404636 0931-246169 

飼養環境描述 全場放牧 
屏東在地採自然放牧養雞

場。健安畜牧場是主張自

然、環保、無藥物且推廣友

善畜牧的蛋農。 
牧場禽舍共有三棟，禽舍內

設置充足的巢箱與棲架，滿

足母雞安全產蛋與高處棲息

的需求，戶外放牧空間開

闊，面積約 2200 平方公

尺，母雞可以自由奔跑、探

索，展現自然抓扒、沙浴的

自然行為。 
 

牧場常提供無毒自然蔬果為
母雞加菜，飼養環境十分豐

富。 

全場放牧 
來自台東關山鎮的好山好

水。牧場飼養者為南非退休

台僑，家族飼養傳統放山土

雞，牧場放牧土地十分廣

潤，主要強調低密度飼養。 
牧場禽舍共有五棟，目前先

試養一棟。 
禽舍內設置充足的巢箱與棲

架，滿足母雞安全產蛋與高

處棲息的需求，戶外放牧空

間開闊，母雞可以自由奔

跑、探索，展現自然抓扒、

沙浴的自然行為。 

全場放牧 

位在南投竹山鎮的小雞咕

咕，年輕青農回鄉創業，建

設了五星級禽舍，挑高而寬

敞，接近 360 平方公尺的禽

舍僅飼養 200 隻蛋雞，戶外

放牧土地也接近 590平方公

尺，每隻母雞皆十分健康，

活動力十足且親人。 

禽舍內設置充足的巢箱與棲

架，滿足母雞安全產蛋與高

處棲息的需求，戶外放牧空

間開闊，母雞可以自由奔

跑、探索，展現自然抓扒、

沙浴的自然行為。 

飼養面積 室內禽舍共有 3 棟，第 1 棟

約 900 平方公尺，餘兩棟皆

為 280 平方公尺，戶外活動

空間最大為 2200 平方公

尺，另有二處 750 平方公尺

放牧地可以輪牧。 

室內禽舍共有 5 棟，目前僅

先飼養第 1 棟約 136 平方公

尺 

室內禽舍共有 1 棟，約 360

平公尺飼養密度非常低，

每平方公尺 1 隻 

飼養數量 飼養約 4500 羽蛋雞 飼養約 540 羽蛋雞 飼養約 200羽蛋雞 

產蛋量 3800 顆/日 350 顆/日 180 顆/日 

品牌 田庄好蛋 安安土雞蛋 小雞咕咕雞蛋 

產品訴求 善待這群母雞，母雞也會回

報我們。健安養雞場以「天

然益生菌及綠藻」為母雞增

強免疫力及補充其所需營

養，絕不投食抗生素及其他

動物用藥，讓產下的雞蛋

「顆顆無毒，粒粒是好

蛋！」 

友善飼養，讓每隻母雞身心

健康， 
提供讓消費者和母雞都安心

的好蛋。 

堅持友善飼養，讓母雞吸收

大地精華，只為了產下一顆

健康的好蛋！ 

銷售通路 電話訂購專線：0972-
035667、08-7797118 

LINE 訂購：0972035667 

官方訂購：0911-404636 訂購專線/LINE ID：

0931246169（凱迪） 

網址 FB 搜尋田庄好蛋  FB 搜尋:小雞咕咕 
(竹山市區皆有配送服務) 

(台灣本島皆可宅配) 



 
牧場名 御園畜牧場 三座屋畜牧場 龍潭北一畜牧場 

負責人 陳郁雄 林育誠 張守忠 

牧場地址 彰化縣芳苑鄉上林路頂
廍 467 巷建 275 

苗栗縣銅鑼鄉竹森村 6
鄰竹森 45-25 號 

桃園市龍潭區三和里六
槓寮路 220 巷 80 號 

電話 0914-168112 04-22913573 0932-589569 

飼養環境描述 全場放牧 
牧場提供禽舍共有一棟，

戶外運動場約 1400 平方公

尺，室內飼養密度低，每

平方公尺飼養 5-6 隻。禽舍

內設置充足的巢箱與棲

架，滿足母雞安全產蛋與

高處棲息的需求，室內亦

提供墊料，戶外放牧空間

開闊，母雞可以自由奔

跑、探索，展現自然抓

扒、沙浴的自然行為，飼

養環境十分豐富。 

全場放牧 
牧場共計三棟禽舍，每舍

飼養 1400-1500 羽，飼養

密度低，每平方公尺 6-7
隻，每舍戶外運動場約

250-300 平方公尺，禽舍內

設置充足的巢箱與棲架，

滿足母雞安全產蛋與高處

棲息的需求，室內亦提供

墊料，牧場母雞外觀羽毛

狀況良好，雞隻活動力佳

且親人好奇，在牧場內充

份展現自然行為。 

全場放牧 
採低密度飼養，每平方公

尺飼養 2 隻蛋雞，牧場母

雞整體體型均勻，外觀良

好，雞隻親人且充份展現

自然行為。牧場禽舍共計

二棟，目前僅飼養一棟，

禽舍內設置充足的巢箱與

棲架，滿足母雞需求，戶

外放牧空間開闊，不時添

加天然無毒生菜幫母雞加

菜~~ 

飼養面積 室內禽舍 1 棟，約 1500 平

方公尺戶外活動空間 1400
平方公尺。 

室內禽舍 3 棟，每練約

247-322 平方公尺，戶外活

動空間約 250-300 平方公尺 

室內禽舍 1 棟，分 2 區飼

養，每區約 648 平方公

尺，戶外活動空間 825 平

方公尺。 

飼養數量 飼養約 7200 羽蛋雞 飼養約 4300 羽蛋雞 飼養約 2000 羽蛋雞 

產蛋量 5000 顆/日 3000 顆/日 1400 顆/日 

品牌 御品園放牧蛋 育誠藻好蛋 綠草田原活力放牧蛋 

產品訴求 牧場定期送檢，無用藥殘

留，消費者可享有健康又

安心的好蛋。 
堅持走向動物福利之初衷-
自由放牧，讓母雞自由奔

跑在寬敞的環境中，享受

陽光沙窩浴。 

讓雞媽媽自由自在、住得

舒適、吃得健康，享受非

基改大豆玉米純素配方、

靈芝綠藻等季節調整配

方、農場野菜，相信著快

樂雞一定會生健康的蛋！ 
並從飼養、生產、包裝、

出貨皆不假他人之手，每

季 SGS 定期送檢，替蛋粉

們把關。 

田原自然放牧，定期送

檢，無用藥殘留，活力安

心好蛋~ 

銷售通路 各大農會超市。 
家樂福非籠飼雞蛋專區 

台中、台北、新竹專車配

送 

訂購專線-0932-589569 

網址 www.sasaegg.com 
關鍵字搜尋：傻蛋 

FB 搜尋：育誠藻好蛋 
FB 搜尋：誠墾友雞農場 

 

 
 
 
 

http://www.sasaegg.com/


牧場名 源一放牧農場 御品園生態畜牧場 一晨農場 
（陳兵營畜牧場） 

負責人 邱筱雯 陳郁雄 蔡坤宸 

牧場 

地址 

雲林縣林內鄉坪頂村山坪
路 2 號 

彰化縣芳苑鄉福榮村 8 鄰
新上路 195 巷 332 弄 

嘉義縣渓口鄉崙尾段美
北小段 634  

電話 0930-028209 0914-168112 聯絡人：賴映竹 0985-
290840 

飼養環境描述 全場放牧 
禽舍開放，通風良好，由於

初養，目前僅飼養 300 隻，

採低密度飼養，每平方公尺

飼養 1 隻蛋雞，雞群親人、

外觀羽翼豐滿。戶外放牧區

廣闊，母雞能充滿展現扒

抓、沙浴等自然行為。 

全場放牧 
牧場禽舍共三棟，戶外運動

場約 1220 平方公尺，室內

飼養密度低，每平方公尺飼

養 6-7 隻。禽舍內設置充足

的巢箱與棲架，滿足母雞安

全產蛋與高處棲息的需求，

室內亦提供墊料，戶外放牧

空間開闊，母雞可展現自然

抓扒、沙浴自然行為 

全場放牧 
牧場禽舍 1 棟，戶外運動

場約 1400 平方公尺，室內

飼養密度低，每平方公尺

飼養 6-7 隻。禽舍內設置

充足的巢箱與棲架，滿足

母雞安全產蛋與高處棲息

的需求，室內亦提供墊

料，戶外放牧空間開闊，

母雞可展現自然抓扒、沙

浴自然行為 

飼養面積 室內禽舍 1 棟，約 132 平方

公尺，戶外活動空間 1800
平方公尺。 

室內禽舍 3 棟，約 860 平方

公尺，戶外活動空間約

1220 平方公尺。 

室內禽舍 1 棟，約 345 平

方公尺，戶外活動空間

427 平方公尺。 

飼養數量 初養者，暫養 300 羽，未來

逐步增養。 
飼養約 16500 羽 飼養約 3000 羽 

產蛋量 210 顆/日 11000 顆/日 2000 顆/日 

品牌 金得力雞蛋 御品園放牧蛋  

產品訴求 自然放牧 
動物福利 
無藥殘 

牧場定期送檢，無用藥殘

留，消費者可享有健康又安

心的好蛋 
堅持走向動物福利之初衷-
自由放牧，母雞自由奔跑在

寬敞的環境，享受陽光沙窩

浴 

透過「 動物科學專業知識 
+ 天然放牧 」的飼養模式 
提供大家高品質、美味、

營養滿分的雞蛋 
不單只是想讓動物過的

好，過的健康 
對於環境永續發展及人畜

共通疾病的減少都是有益

的噢！  

銷售通路 請洽邱小姐 0930-
028209  

各大農會超市。 
家樂福非籠飼雞蛋專 

請洽賴小姐 
0985-290840 

網址  關鍵字搜尋：  
御品園放牧、傻蛋 

FB: 一晨農場 
Ig: sun.farm_chiayi 

 
 
 
 
 



二、有機（1 家） 

牧場 亞植自然農場 

負責人 黃建成、江文幼 

牧場地址 桃園縣楊梅市民有路 2 段 588 號 

電話 03-4721345 

飼養環境
描述 

 寬廣的農地自然放牧，有禽舍，禽舍內有棲架、產蛋箱。 

飼養面積 約 1.8 公頃 

飼養數量 約 8,000-10,000 隻 

產蛋量 4,000 顆/日 

品牌 有機鮮有蛋 及 有機鮮有雞 

產品訴求 
使用有機黃豆、玉米，製造有機飼料餵飼，利用雞舍墊料製造有機堆肥，再撒入土壤種植有機蔬
果，再把次級有機蔬果餵雞。友善環境、動物與人類健康。建構完全農場。 

銷售通路 

 可直接向牧場訂購。 
 無毒的家、大直「珍饗益」有機食材、士東「健康廚房」、高雄「樂哈士」（Lohas）有機店、嘉

義「民雄有機」、楊梅有機店、桃園佳家自然生活館。 

網址 
http://www.emtaiwan.com.tw/web2/p_info.asp?Menu2=320&ID=28563  

 

http://www.emtaiwan.com.tw/web2/p_info.asp?Menu2=320&ID=28563


三、全場室內平飼（24 家） 
牧場 全佑牧場 茂林畜牧場 菊鳥牧場 

負責人 張建豐 林智傑 薛清亮 

牧場地址 
彰化縣北斗鎮大新里大新路

736號 

苗栗造橋鄉豐湖村一鄰乳姑
山 9號 

雲林縣西螺鎮埤頭里藍厝

110 號 

電話 
04-8880256 

0934-040-256 

0966-459149 0966-532779 

飼養環境描述 

全場平飼。 

禽舍為水簾環境溫控式設

備，提供最舒適溫度、自動

化飲水、集蛋系統，並有充

足的棲架、產蛋箱及墊料供

母雞在室內沙浴、扒捉。 

全場平飼。 

四周綠意盎然，入口山丘形

成自然屏障，生物安全防治

嚴謹。禽舍為水簾環境溫控

式設備，提供最舒適溫度、

自動化飲水、集蛋系統，並

有充足的棲架、產蛋箱及墊

料供母雞在室內沙浴、扒

捉。 

全場平飼。 

全場平飼，禽舍為水簾環境

溫控式設備，提供最舒適溫

度、自動化飲水、集蛋系

統，並有充足的棲架、產蛋

箱及墊料供母雞在室內沙

浴、扒捉。 

飼養面積 
目前共有 7棟禽舍，每棟平
均為 1200-1600平方公尺。

自設洗選廠。 

目前共有 3棟禽舍，每棟平
均為 1200-1600平方公尺。 

共 5棟禽舍。每棟約 1,700

平方公尺。 

飼養數量 

每棟約 8,500到 10,000
隻。共計約 30,000隻。（目
前部份禽舍為空舍清潔期） 

每棟約 9,000到 10,000
隻。共計約 18,000 隻。（目
前部份禽舍為空舍清潔期） 

每棟飼養約 10,000隻雞，

共計 26,000 隻（目前部份

禽舍為空舍清潔期） 

產蛋量 21,000顆/日 約莫 13,000/日 18,000/日 

品牌 晨初卵、湯鮮卵、稻鮮卵 茂林伊利蛋、茂林伊鳳蛋 菊鳥牧場 福氣蛋 

產品訴求 

母雞身心健康，才會有好

蛋! 致力生產讓消費者、動

物、環境三贏的友善雞蛋。 

「善待農場動物」、從飼養
方式「源頭控管食品安全」

的友善方式經營。 

推廣動物福利，把關食品安

全，落實友善經營理念。 

銷售通路 

 可直接向牧場訂購；宅配
送達。 

 有機店、農會超市 

 可直接向牧場訂購；宅配
送達。訂購專線及 Line 

ID：0966 459 149 

 銷售門市：台北市羅斯福
路四段 164號 1樓(台北
公館捷運站一號出口，往
基隆路方向走，過五南書

局即可看到) 

 家樂福非籠飼-友善雞蛋
專區販售。 

 可直接向牧場訂購 

網址 

FB 搜尋：雞生蛋蛋生機 
關鍵字搜尋：全佑牧場 

 

FB 及關鍵字搜尋：茂林畜

牧場 

FB 及關鍵字搜尋：菊鳥牧

場 

 
  



 
牧場 全馨蛋雞畜牧場 玉琴畜牧場 敏志畜牧場 

負責人 蔡誌忠 魏趨廉 廖敏芃、林文鴻 

牧場地址 
彰化縣大城鄉山腳村建山段

422-1號 

苗栗縣後龍鎮大山里下大山
腳 34-5 號 

雲林縣二崙鄉復興村永興路

86號 

電話 
0952-858689 037-432955 

0918-695012 

0908-757976 

飼養環境描述 

全場平飼， 

負壓環控式設備（非水簾

式），良好採光，雞舍內有

充足產蛋箱與棲架，提供最

舒適溫度、自動化飲水、集

蛋系統，並有充足的棲架及

產蛋箱、墊料供母雞在室內

沙浴、扒捉。 

全場平飼 

非密閉禽舍，通風、自然採

光。 

提供足夠的棲架及產蛋箱、

墊料供母雞在室內沙浴、扒

捉。 

全場平飼 

禽舍為水簾環境溫控式設

備，提供最舒適溫度、自動

化飲水、集蛋系統，並有充

足的棲架及產蛋箱、墊料供

母雞在室內沙浴、扒捉。 

飼養面積 
1棟禽舍約 600平方公尺 共四棟禽舍 

每棟約 250平方公尺 

共兩棟禽舍 

每棟約 1440平方公尺 

飼養數量 
全場目前飼養約 5000隻

雞。 
目前飼養 5,000隻雞。 每棟飼養可 10,000 隻，目

前飼養 20,000 隻 

產蛋量 3,500/日 3,500 顆/日 14,000 顆/蛋 

品牌 全馨動福蛋 珍珠蛋 尚無自有品牌 

產品訴求 

世界衛生組織(WHO)對健康
的定義不僅僅是「沒有生
病」，而是「生理、心理、
社會適應三方面皆良好的一
種狀態」，人類如此，動物

亦然。 

不施打抗生素、不使用生長
激素及對人體有害的添加
劑，以近原始天然的環境飼
養，雞隻可展翅梳理羽翼及
沙浴，有益身心靈的健康。 

吃【非基改飼糧】！給快樂
的雞，生幸福的蛋！ 

使用非基改飼糧飼養。 

保證通過政府檢驗合格，健
康安全，保證飼料絕不添加

抗生素。 

 

趴趴走的雞生的，不是關在
擁擠的鐵籠內，自由自在有
獨立空間生的，不在壓力的

空間。 

推廣動物福利，把關食品安

全，落實友善經營理念。 

銷售通路 
可直接向牧場訂購：何宗育

0952858689。 

 Line id：fft543 

可直接向牧場訂購 037-
432955 或加入 line: 

0927432955會有專人服務 

請洽聯絡人廖小姐。 

網址 Fb搜尋：全馨蛋雞畜牧場 FB 及關鍵字搜尋：標裕牧
場-玉琴畜牧場 

 

 
 
 
 
  



牧場 平林畜牧場 茂勇畜牧場 樂活畜牧場 

負責人 鄧諺璟、陳祝靈 林智玥 楊奕呈 

牧場地址 
桃園市中壢區山東里山東路

1103巷 50號 
苗栗縣造橋鎮鄉豐湖村一鄰

乳姑山 9號 
苗栗縣西湖鄉高埔村三鄰大

窩 20-3 號 

電話 0927-063059 037-562160 0961-357722 037-987577 

飼養環境描述 

全場平飼 

使用發酵床墊料，可以有效
分解糞便，加入飼料穀物
中，可生產氨基酸化的優質
飼料，散發出小米酒的香
味，氣味芬芳，營養易吸
收，使蛋雞雞體強壯，羽毛
色澤明亮。並可完全取代抗

生素的使用 

全場平飼 

禽舍為水簾環境溫控式設
備，提供最舒適溫度、自動
化飲水、集蛋系統，並有充
足的棲架、產蛋箱及墊料供
母雞在室內沙浴、扒捉。生

物安全防治嚴謹。 

全場平飼 

非密閉禽舍，通風、自然採
光。有充足的棲架及產蛋
箱、墊料供母雞在室內沙

浴、扒捉。 

飼養面積 
共兩楝禽舍 

每棟約 500-550平方公尺 

共 2棟禽舍 

每棟約 1090平方公尺 

共 4棟禽舍 

每棟約 980平方公尺 

養數量 
每棟飼養 1,200隻，共計

4,260隻 
目前飼養約 21,000 隻雞。 目前飼養 13,000隻 

蛋量 1,100顆/日 14,000 顆/日 9,000 顆/蛋 

品牌 一顆好蛋 茂勇非籠飼動福蛋、茂勇室
內平飼動福蛋 

桐花蛋 

產品訴求 

美好的一天從一顆好蛋開
始！ 

一顆好蛋，使用發酵床養
殖，環保綠色無污染， 

注重動物福利，採用全場平
飼不籠養，全程不用抗生素 

是最安全的營養食品！ 

善待母雞才有好蛋！ 

「善待農場動物」、從飼養
方式「源頭控管食品安全」

的友善方式經營。 

推廣動物福利，把關食品安
全，落實友善經營理念。 

銷售通路 

 林口直營門市：新北市
林口區中山路 526-2號 

 林口直營：02-

26016700 

 可直接向牧場訂購；宅配
送達。訂購專線及 Line 

ID：0966 459 149 

 銷售門市：台北市羅斯福
路四段 164號 1樓(台北
公館捷運站一號出口 

 請洽聯絡人楊先生。 

網址 Fb搜尋：一顆好蛋 Fb搜尋：茂林畜牧場 Fb或關鍵字搜尋：樂活牧場 

  



 
牧場 老王樂活農場 卍暘畜牧場 馬二鍋驫畜牧場 

負責人 王武隆 林淑芳 徐偉誌 

牧場地址 
彰化員林鎮南潭路 86 巷 157

號 
雲林縣四湖鄉林厝村文化路

20巷 79-80號 
雲林縣古坑鄉棋盤村棋山

116 之 5號 

電話 0928-529976 0931-223318 05-5266-328 

飼養環境描述 

原來二棟禽舍，室內部分每

棟約 40 坪，通風良好，乾

淨清爽。室內禽舍有充足的

巢箱及棲架，供雞安心產蛋

及腳爪握取、站立、棲息，

以維持骨骼健康；相連的戶

外運動空間，各約 150 坪，

種植松樹及果樹，母雞可自

由進出。戶外並有砂地供母

雞洗砂浴。新增二棟雞舍，

每棟的室內 60 坪、室外 60
坪。 

全場平飼 

禽舍為密閉負壓溫控式設
備，提供舒適溫度、自動化
飲水、集蛋系統，並有充足
的棲架、產蛋箱及墊料供母
雞在室內沙浴、扒捉。飼養
密度低每平方公尺飼養 5-6

隻以下母雞。 

全場平飼 

牧場設有育雛禽舍，希望從
小雞就開始飼養，整體鉰養
環境採半開放室禽舍，兩側
設有帆布以調節陽光及通
風，採用自動化集蛋設備，
設有充足的棲架、巢箱，並
提供足夠深度墊料以滿足母

雞的自然天性~ 

飼養面積 
室內禽舍 40~60 坪，戶外活

動空間 60~150 坪 
共 3棟禽舍 

每棟約 800-600平方公尺 

共計 3棟禽舍，一棟為育雛
舍，每棟約 900平方公尺 

養數量 3,000 隻。 目前飼養 8,000隻雞 飼養約 8000羽雞 

蛋量 2,400 顆 / 日 5,600 顆/日 剛開產 

品牌 樂活養生蛋 九四鮮蛋、幸福養心蛋 馬二鍋驫-吃靈芝的蛋 

產品訴求 

只有善待並尊重動物，才會

有好的畜產品！ 
快樂的雞，安心的蛋－人道

飼養的雞蛋。 

 

讓雞隻可以自由活動、自由
覓食，回歸自然到成熟才產
蛋，這也成為卍暘飼養蛋雞
的理念。卍暘的飼養觀念和
作法，剛好吻合歐盟推動人

道友善飼養 

友善人道飼養，讓雞隻盡情
奔放快樂，以及漢方養殖技
術，讓養生靈芝蛋札實飽
滿，水煮不調味更能吃出安
心健康 Q彈，征服您的味

蕾！ 

銷售通路 

 「樂活養生蛋」每顆售

價 10 元。可直接向牧

場訂購，有兩種包裝： 
 家庭用，小箱裝，內有

四個「紙蛋盒」，每盒

10 顆蛋，售價 400 元。

購買兩箱以上免運費。 
 商業用大箱裝，內有 10

個「紙蛋盤」，每盤 30
顆蛋。大量訂購另有折

扣 

 可直接向牧場訂購；宅配
送達。訂購專線及 Line 

ID：0931223318 

 銷售門市：新北市新莊區
中和街 59巷 16號 1樓

(髮兒時尚沙龍) 

電話訂購：05-5266328或
0966-083339 

網址 FB搜尋老王樂活農場-

樂活養生蛋 
FB搜尋咕咕雞蛋粉絲團 Fb搜尋：馬二鍋驫畜牧場 

 

 



牧場 台美畜牧場官田場 九四畜牧場 日初畜牧場 

負責人 翁炳坤 林淑芳 林鴻鈞 

牧場地址 台南市官田區南廍里 124-26
號 

雲林縣四湖鄉林寮段 1309
號 

嘉義縣六腳鄉魚寮村魚寮
180 號 

電話 0926-013918(聯絡人翁崇
寧) 

0931-223318 聯絡人：鍾博淳 0976-
258002 

飼養環境描述 

全場平飼 

母雞活動力佳，外觀正常且
均勻度良好，飼養密度低，
每平方公尺飼養 7-8隻雞，
禽舍採密閉溫控系統，提供
足夠的棲架、巢箱設備，墊
料品質管理良好，母雞得以
展現棲息、就巢及沙浴等自

然行為。 

相關飼養管理紀錄詳實，生
物安全防治作業良好。 

全場平飼 

禽舍為密閉負壓溫控式設
備，提供舒適溫度、自動化
飲水、集蛋系統，並有充足
的棲架、產蛋箱及墊料供母

雞在室內沙浴、扒捉。 

 

牧場在禽舍內提供豐富化物
品給母雞使用，母雞群整體
外觀良好，飼養密度低每平
方公尺飼養 6-7隻以下，動

物福利良好。 

全場平飼 

禽舍為密閉水簾溫控式設
備，提供舒適溫度、自動化
飲水、集蛋系統，並有充足
的棲架、產蛋箱及墊料供母

雞在室內沙浴、扒捉。 

 

牧場的雞隻外觀良好，對於
外在刺激保有正常警覺且充
滿活力、親人，相關飼養管
理紀錄詳實，生物安全防治

作業良好。 

飼養面積 
1樓禽舍共 3棟，每棟 1176

平方公尺 
共 2棟禽舍（一棟為空舍） 

每棟約 1050平方公尺 

共有 2棟禽舍，採二層式禽
舍，每棟分上、下層，每層
禽舍約 1760 平方公尺。 

飼養數量 飼養 24,000隻雞 目前飼養 5,118隻雞 目前飼養 51,128羽 

蛋量 20,000顆/日 3,500 顆/日 約 40,000顆/日 

品牌 台美善好蛋 九四鮮蛋、幸福養心蛋 雞蛋里元氣玉 

產品訴求 

以生物安全與環境友善為宗
旨、結合專業知識及科學化
飼養，用善心對待雞隻，產

出每一顆好蛋。 

 

快樂的雞，安心的蛋－人道
飼養的雞蛋。 

 

讓雞隻可以自由活動、自由
覓食，回歸自然到成熟才產
蛋，這也成為九四飼養蛋雞

的理念。 

水簾負壓動物福利雞舍 

平飼飼養全素飼料安心健康 

安全安心認證 新鮮健康 

銷售通路 

網路販售或電話訂購 

(Line ID: @937khlhs)、部
分通路零售。 

 可直接向牧場訂購；宅配
送達。訂購專線及 Line 

ID：0931223318 

 銷售門市：新北市新莊區
中和街 59巷 16號 1樓

(髮兒時尚沙龍) 

各地區農會合作銷售 

訂購專線：0987 680 777 

 

網址 Fb搜尋：台美畜牧場官田場 FB搜尋咕咕雞蛋粉絲團 FB搜尋元氣玉雞蛋 

 
  



 
牧場 潮立畜牧場 新尚峰畜牧場 馬沙畜牧場 

負責人 黃朝宗 陳冠廷 林淑芳 

牧場地址 台南市六甲區港子頭段
654、655地號 

彰化縣芳苑鄉草湖北段 615
地 

雲林縣四湖鄉林寮段 1309
號 

電話 0938-756265 0955-331500 0931-223318 

飼養環境描述 

全場平飼 

母雞外觀羽毛完整且親
人，活動力佳且充分展現

自然行為。 

 

禽舍採密閉水簾溫控系
統，提供足夠的棲架、巢
箱設備、墊料等，母雞得
以展現棲息、就巢及沙浴

等自然行為。 

 

全場平飼 

禽舍為密閉負壓溫控式設
備，提供舒適溫度、自動
化飲水、集蛋系統，並有
充足的棲架、產蛋箱及墊
料供母雞在室內沙浴、扒

捉。 

 

牧場在禽舍內提供豐富化
物品給母雞使用，母雞群

整體外觀良好。 

全場平飼 

禽舍為密閉負壓溫控式設
備，提供舒適溫度、自動
化飲水、集蛋系統，並有
充足的棲架、產蛋箱及墊
料供母雞在室內沙浴、扒

捉。 

 

牧場在禽舍內提供豐富化
物品給母雞使用，母雞群
整體外觀良好，飼養密度
低每平方公尺飼養 6-7隻
以下，動物福利良好。 

飼養面積 

共有 2棟禽舍，目前一棟
剛空舍清潔中。每棟約

1232平方公尺。 

共 2棟禽舍每棟約 1518平
方公尺 

共 1棟禽舍每棟約 1050平
方公尺 

飼養數量 目前飼養約 9,899羽 目前飼養約 20,000 隻雞 目前飼養 5,118隻雞 

蛋量 約 8,000顆/日 12,000 顆/日 3,500 顆/日 

品牌 潮心蛋 尚無自有品牌 九四鮮蛋、幸福養心蛋 

產品訴求 

青年返鄉從農，養殖友善
蛋雞 

用心、堅持、品質、新
鮮、人道飼養，是牧場唯

一的信仰 

青年返鄉創業，致力推廣

具動物福利的室內平飼蛋

雞，把關食品安全，落實

友善經營理念。 

快樂的雞，安心的蛋－人
道飼養的雞蛋。 

 

讓雞隻可以自由活動、自
由覓食，回歸自然到成熟
才產蛋，這也成為卍暘飼
養蛋雞的理念。卍暘的飼
養觀念和作法，剛好吻合
歐盟推動人道友善飼養 

銷售通路 

訂購專線：0933-722667 可與牧場負責人聯絡。  可直接向牧場訂購；宅
配送達。訂購專線及
Line ID：0931223318 

 銷售門市：新北市新莊
區中和街 59巷 16號 1
樓(髮兒時尚沙龍) 

網址 FB搜尋潮心蛋  FB搜尋咕咕雞蛋粉絲團 

 
  



牧場 黃蕭淑貞畜牧場 日康畜牧場 三代畜牧場 

負責人 黃世勳 黃山峰 陳元禧 

牧場地址 屏東縣鹽埔鄉新莊段 535、
536地號 

彰化縣芬園鄉楓坑村近 139
縣道 

台南市六甲區龜港里 9鄰龜
子港 80巷 125弄 2之 15號 

電話 0973-008277 0937-355158 0987-566191 

飼養環境描述 

全場平飼 

禽舍為密閉負壓溫控式設
備，提供舒適溫度、自動化
飲水、集蛋系統，並有充足
的棲架、產蛋箱及墊料供母
雞在室內沙浴、扒捉。 

 

牧場自雛雞開始飼養，掌握
各階段飼養情形，母雞活力

佳、親人。 

全場平飼 

雞舍飼養密度低，每平方公
尺只飼養 5~6 隻雞，禽舍
周圍為低海拔原始森林區域
冬暖夏涼通風良好，場內提
供足夠的棲架、巢箱設備，

墊料品質管理良好。 

相關飼養及設備管理詳實紀
錄且可利用大數據分析雞隻
活動行為及改善雞隻照料情

況。 

全場平飼 

禽舍為密閉負壓溫控式設
備，提供舒適溫度、自動化
飲水、集蛋系統，並有充足
的棲架、產蛋箱及墊料供母
雞在室內沙浴、扒捉。 

 

牧場在禽舍內提供豐富化物
品給母雞使用，母雞群整體
外觀良好，飼養密度低每平
方公尺飼養 6-7隻以下，動

物福利良好。 

飼養面積 
共 3棟禽舍，目前飼養 1
棟，1棟為育雞舍，室內空

間約 346平方公尺 

農場總面積 2.8 分 

雞舍占地面積 160 坪 

共 4棟禽舍每棟約 900平方
公尺，目前飼養 2棟。 

飼養數量 目前飼養約 10,000羽 全場可飼養 2500隻，目前
飼養 1000隻 

目前飼養 15,000隻雞 

蛋量 7,500顆/日 800 顆/日 10,500 顆/日 

品牌 目前委由經銷商代售 日康樂牧蛋 旭日蛋 

產品訴求 

青年返鄉創業，致力推廣具

動物福利的室內平飼蛋雞，

把關食品安全，落實友善經

營理念。 

堅持友善飼養，在最自然的
山林裡讓每隻雞自在悠閒玩
耍、享受陽光，提供母雞一
個舒適且快樂的生蛋環境。 

我們的雞蛋蛋白濃稠、蛋黃
鮮嫩飽滿，香 Q好吃無腥

味。 

SGS 各項檢驗通過讓我們提
供最健康及最佳品質的雞蛋

給您 

無籠平飼飼養，動物福利蛋 

採用全素飼料配方添加益生
菌提昇母雞防疫力，設有檢
驗室，每日檢驗，為食品安

全把關！ 

銷售通路 

可與牧場負責人聯絡。  可直接向牧場訂購： 

黃山峰 0937-355158 

服務專線 : 0989-273-266 

官方

LINE@ https://lin.ee/2Wm

72N5 

網址  FB 及關鍵字搜尋：日康樂
牧蛋、日康牧場 

FB搜尋三代蛋品 

 
  

https://lin.ee/2Wm72N5?fbclid=IwAR1744iQ-bFsPlugTEnPoyoTNDGfK7CiifN3BtHiuJVDEdHqu8YSEEApa14
https://lin.ee/2Wm72N5?fbclid=IwAR1744iQ-bFsPlugTEnPoyoTNDGfK7CiifN3BtHiuJVDEdHqu8YSEEApa14


牧場 于豐畜牧場 咏喜畜牧場 南圻畜牧場 

負責人 劉于銘 林仁喜 蔡俊興 

牧場地址 台東市山西路二段 577巷
358弄 351號 

雲林縣虎尾鎮三合里吳厝 60
號 

台南市下營區十六甲段
2217-18地號 

電話 
0928-350267 聯絡人：張守忠 

0932-589569 

聯絡人：紀重佑  

06-6898986 

飼養環境描述 

全場平飼 

禽舍為密閉溫控式設備，提
供舒適溫度、自動化飲水、
集蛋系統，並有充足的棲
架、產蛋箱及墊料供母雞在

室內沙浴、扒捉。 

牧場一棟雞群自雛雞開始飼
養，一棟雞群從中雞開始飼
養，母雞活力佳且親人。 

全場平飼 

禽舍為密閉負壓溫控式設備，
提供舒適溫度、自動化飲水、
集蛋系統，並有充足的棲架、
產蛋箱及墊料供母雞在室內沙

浴、扒捉。 

牧場的雞隻外觀良好，相關飼
養管理紀錄詳實，生物安全防

治作業良好。 

全場平飼 

非密閉禽舍，通風、自然
採光。有足夠的棲架及產
蛋箱、墊料供母雞在室內

沙浴、扒捉。 

牧場的雞隻外觀良好，充
滿活力、親人，飼養密度
低每平方公尺飼養 6-7隻
以下，動物福利良好。 

飼養面積 

共 2棟禽舍每棟約 1,710平
方公尺，目前飼養 2棟。 

共 2棟禽舍每棟約 1,100平方
公尺，目前飼養 2棟。 

共 5棟禽舍每棟約 200平
方公尺，目前飼養 2棟。 

飼養數量 目前飼養 30,000隻雞 目前飼養 17,000隻雞 目前飼養 2200 隻雞 

蛋量 7,000顆/日（另一棟尚未進
入產蛋期） 

12,000 顆/日 1500 顆/日 

品牌 
貞馨動福蛋 卡哇伊蛋 十八養場 

小福蛋 joyful egg 

產品訴求 

東台灣第一家友善飼養雞蛋
牧場 ，飼養面積達 1000坪
全電腦自動化溫控畜舍，水
簾式密閉型雞舍，飼料中添
加益生菌配方提供給雞隻好
的營養跟環境才能產出優質

蛋。 

推廣以無籠飼養方式飼養母
雞，提昇母雞的動物福利，善

待雞才有安心的蛋。 

餵養非基改玉米黃豆，雞
蛋色澤圓潤飽滿，清香滑

嫩美味。 

支持農民：飼料 100% 使
用國產黃豆玉米，友善環

境減少碳足跡。 

人道平飼：健康快樂的母
雞， 

銷售通路 

LINE官方帳號 @839mmkax 
訂購! 

服務專線 : 0932-589-569 

 

關鍵字：十八養場 

網址 FB搜尋于豐牧場   

 
  



四、轉型中牧場（1 家） 

牧場 寬發牧場 

負責人 楊江海/楊泰定 

牧場地址 台南市關廟區布袋里長裕街 220 號 

電話 06-5551453 

飼養環境
描述 

寬發牧場位於台南市關廟區，為傳統籠

飼蛋農，二代牧場主人開始接觸動物福

利及友善飼養的理念後，於 2019年逐

步朝轉型為全場友善飼養方向前進。 

目前已於 2019年 9月完成場內一棟禽

舍轉型為室內平飼飼養蛋雞，採全自動

化集蛋、餵食系統，並提供足夠之棲

架、巢箱及墊料等設備，以滿足母雞展

現自然天性的需求。 

預計於未來二年，完成全場轉型為友善

飼養系統。 

飼養面積 
室內平飼：禽舍 1 約 600 平方公尺 
高床格籠：1 棟飼養約 30000 隻蛋雞 

飼養數量 平飼：4,500 隻 

產蛋量 平飼：3,000 顆/日 

品牌 有福蛋 

產品訴求 

不強迫換羽、不施打抗生素等藥物 

相信動物有福利，人類有福利！ 

養快樂的雞，供應健康好蛋！ 

牧場已申請室內平飼-TAGP產銷履
歷，作好產品溯源追蹤。 

銷售通路  可直接向牧場訂購。 

 
 


	室內禽舍3棟，每練約247-322平方公尺，戶外活動空間約250-300平方公尺
	室內禽舍1棟，約1500平方公尺戶外活動空間1400平方公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