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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滄洲宗長家族所建之「萬芳樓」
獲選為永寧鎮最具代表性的番仔樓之一
◎資料提供：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永久名譽理事長 李滄洲
地區：菲律賓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永久名譽理事長李滄洲（「菲律賓隴
西李氏宗親總會」常務顧問）、以及李滄洋、李滄源、李秀芳昆
玉的尊翁──已故的李木鐸宗老，於西元1933年在家鄉所建的
「萬芳樓」(如右圖)，獲選為福建省石獅市永寧鎮最具代表性的
「番仔樓」之一。

「萬芳樓」是82年前，由旅菲僑商李木鐸宗長在其家鄉（福
建省石獅市永寧鎮岑兜村，又稱銀江，現稱子英村）所建，主體

樓」。一群熱愛閩南文化的青年，組成了「南門七號文創園」，

外觀分為紅白二個色系（左半邊是白色，右半邊是紅色），是一

他們從永寧鎮的眾多「番仔樓」當中，選出最具有代表性的20

棟色彩對比鮮明強烈的建築。當時李木鐸宗長經營了一家信局，

棟，並希望經過網路票選，讓大家認識這20棟「番仔樓」，「萬

名為「萬芳信局」，為了表達遊子旅居在外的思鄉情懷，遂將在

芳樓」便是其中之一。

家鄉所建造的這棟洋樓取名為「萬芳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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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遷徙至南洋的華人，回鄉所建的洋樓，被俗稱為「番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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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奐靄香梅˙盤根開仙李──

清白家仙景李氏評介

李邴南下隱寓泉州的17年間，宋高宗未曾有親駕泉南或會見李邴的訊息資
料；族譜記述的信度頗堪質疑。筆者反倒懷疑「仙景」是李邴或子孫設計
出來的族系標籤，因為族系祖先以景山公為首，縮簡而稱「先景」，通俗
化就成「仙景」，稍後有的異化作「仙境」。
「仙景李」聚居的地方，自然有可能被命名為「仙景」或「仙境」；

◎財團法人台灣李氏宗祠董事 李俊英
地區：台灣

安溪龍涓「仙景李氏」在南宋末遷入秀溪「鐵湖山麓」，就依南安祖地名
稱呼附近為「仙景」；清乾隆22年（西元1757年），《安溪縣志﹒縣境全
圖》龍涓有「仙景山」，〈坊鄉志〉龍涓里有「仙景鄉」，就是明顯的例

一、衍派源流及解題
清白家仙景李氏衍自隴西李氏，遠祖李禕是唐高祖李淵的六叔，受追
封郇王，族系以「郇王房」列載《新唐書﹒宗室世系表》卷70。
李禕十一世孫李濤（898-961）為五代後漢宰相，宋初兵部尚書。李

二、李邴相關資料及遺蹟
曾於宋高宗、孝宗朝久備史官，入翰林，拜右丞相的周必大（1126-

官起居舍人，遭黨禍除官，遺著《樂靜集》收列《四庫全書》。胞姪李邴

1204），退休後應李邴孫李訦請託，在嘉泰元年（西元1201年）親筆書撰

（1085-1146）受學於伯父樂靜先生，得其真傳，文章精確典麗，世推中興

〈李邴神道碑〉，透露許多李邴家族的重要訊息。有關籍里，他說：李邴

第一。高宗南渡，苗劉政變，李邴不顧生死，奮烈折兇，運籌中外，復辟

的高曾祖都葬在濟陰（山東荷澤），伯祖殿中丞景圭及祖父駕部郎中景山

成功；帝褒其忠，擢為參政，奈何政論與宰相不合，終以資政殿學士請辭

葬任城（山東濟寧），所以李邴是鉅野人。（商務版《四庫全書》：1147-

退隱泉州。

735《文忠集》卷69:12），但《宋史》本傳卻說他是任城人。任城、鉅野
都屬濟州，州治在鉅野。

絕群倫；復能於國難猝發，毅然撥亂反正，竭股肱之力以成忠君大節，正

另據清道光23年（西元1843年）徐宗幹《濟州金石志》記載，嘉祥縣

是士君子立世之所難，而適足以名世於無窮者！（商務版《四庫全書》：

（南12公里）紫雲山下出土「宋殿中丞李君誌銘蓋」，上刻篆書「宋故殿

1145-583《晦庵集》卷76:39,《雲龕李公文集序》）對「功成不居，退老

中丞李君誌銘」九字。（原書，卷7:39，現藏「中研院」史語所；台北新

江海」的李邴，朱熹稱頌他是「清白賢相」，並且題贈他的子孫。因此，

文豐《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13冊，總頁9668，影印本；清宣統3年

李邴後裔就有「清白家仙景李氏」的稱號，簡稱「仙景李氏」、「仙景

《山東通志》卷152；藝文志10；石4；濟寧州。採錄標題，省略註記。）

李」。

從此得知，李邴山東原鄉在嘉祥縣紙坊鎮，現在附近還散布好幾個李氏村

仙景李氏的始祖是李邴，但世系表卻始自他的祖父李景山。原因可能

莊；該地附近為北宋任城、鉅野兩縣交界，金皇統7年（西元1147年）新置

出在傳統家祭上及於祖考，曾、高祖以上併同歷代祖先，行春、秋二祭。

嘉祥縣。北宋同署鉅野人的「蘇門四學士」晁補之，少時文章與李昭玘同

李邴南下泉州時，家祭應還及於景山公，因此，世系以景山公為首，稱

負盛名，是附近王堌堆鄉人。安溪龍涓仙景李氏說：鉅野縣城南北各20里

「景山公系」。

的「李家堂」、「李家海」，是李邴南遷前的祖地，應屬無稽之談（1989

讚稱此地美如仙景，由是以「仙景」為南下本姓之燈號。惟據史料觀察，

《安溪縣龍涓仙景李氏宗祠重修紀念特刊》頁1及6）。
神道碑記載：李邴葬南安縣石鼓山之原。族譜說：葬在南邑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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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景」堂號的命名取用，依族譜記述是：宋高宗嘗觀賞堂前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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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距離李邴墓址「石鼓山之原」（今名：高山村）不到1.5公里。

濤五世孫李昭玘（1053？-1116）少時文章與晁補之齊名，受知蘇東坡，歷

朱熹（1130-1200）有感於邴公藻飾治具，富贍雄特，精能華妙，奇

13

子。至於南安祖地「仙景」，筆者考察就在現今泉州市鯉城區浮橋鎮仙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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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土名峨山鄉，與晉邑杏林吳家毗連，為兩邑交界，名曰石鼓仙仔，化

埋骨近四百年，已成荒碑斷碣的李邴墓，幸經李愷奔走搶救，才首

形曰落水金龜，里人稱曰太師埔（長子縝墓伴侍百餘步外）。左肩去三里

度獲得泉州知府方四川出面整修，樹碑表揚。這次重修距今又已接近五百

遠，乃是裔孫李衷一墓；右邊去四五里遠，即是撞掛（龍涓特刊作樟樹）

年，世代交替，各地房系枯榮相迭，始祖邱墳確址難尋，希望能夠聯繫到

宮連前埔蘇家鄉為界。

泉州晉江宗親──特別是明萬曆理學大師李光縉（字宗謙，號「衷一先

查南邑三十四都在官橋鎮，與泉州直線距離20公里，且無前舉相關地

生」，1566-1640？）後裔，或許有尋獲的一線生機。

名，似應排除。晉江三十四都，宋代為興賢里，原屬南安縣轄，在縣（府

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的李邴宅，《福建通志》《泉州府志》

城）西南3里，有鼓雷

《晉江縣志》古蹟志‧宋宅，都說：李邴宅在縣學前蔡巷（北宋右司諫錢

山，山上有石如鼓，扣

熙宅之北，燬於火）；今祠在第三巷（袞繡舖後）。仙景李氏族譜記載：

之如雷，故名（叢刊

明嘉靖17年（西元1538年），惠安李愷敘譜合族後，曾蒞祠廟祭祖，或許

本.1990《晉江縣志》

在蔡巷。乾隆6年（西元1741年），呂宋哈嗶嘽晉裔李喜字光麟，費千金買

山川.卷1），現為泉州

東門內第三巷黃家大厝，重修文肅公宗祠。嘉慶16年（西元1811年），安

市鯉城區浮橋鎮高山村

溪福壽房李明易倡首重修；宣統3年（西元1911年），惠安李慕韓、安溪祥

（高點僅海拔13米），

雲李維珍募捐重修，民國3年（西元1914年）落成祭奠。祠堂文聯：

村北1.5公里就是仙景
村。
筆者實地訪查，
一位八十歲耆老說，當
本文作者--李俊英，攝於「仙景村」。經作者考訂-- 地 叫 「 g u e i - s a n 」 ，
泉州市鯉城區浮橋鎮「仙景村」是仙景李氏發源地。 以 前 有 很 多 大 石 ， 已

被採石剷除。村有古廟，門額掛匾曰「雷山古地」；山尾13號旁另有小祠

袞繡鼎新廓仙景規模，春嘗秋薦永奠千年俎豆；
人文濟美踵太師奕葉，瓊林杏苑長昭萬古冠裳。
──永春州知州杜昌丁拜撰
輪奐靄香梅，秀奪溫陵歸西隴；
盤根開仙李，枝分鉅野耀東城。
──進士長泰縣林榮拜撰

「雷山殿」，供奉雷神。據說，古時郡守常在此山設壇祈雨（明萬曆《泉
州府志》卷2:5，鼓雷山註語），才有這地名。那麼，縣志說「有石如鼓，
扣之如雷」應是一種附會解說。筆者懷疑此地是志書所說郡治西南的「莪
山」；李邴以其石上下相承如鼓，命名石鼓山；後因郡守設雩壇祈雨，又
名雷山或鼓雷山；近代依古名土音訂名高山（村內高點僅海拔13米）。
明嘉靖17年（西元1538年）冬，廣東番禺令惠安李愷撰〈祭始祖宋

驚，卜祭告於久曠，是固情之不能以已。」經過告官求助，於是他說「今
距宋將五(四)百年矣，前朝賜隧之區，先相藏骨之地，表而樹之，僅一見
於今郡侯方四川焉！邱墳生色，精爽如見……」。

由宋功以溯祖德，柱史流芳，克紹先朝簪笏；
念譜系而連雲礽，溫陵重建，宏開百代文章。
──泉州府教授彭莪拜撰

期

期

60

碣…」跟古傳資料所述的盛況大相逕庭，「憤邱墳之見欺，懼靈爽之震

晉水清溪長泰濟州綿世澤；
惠南德化同安袞繡振家聲。
──惠邑舉人學正李廊敬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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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師文肅公墓文〉說，他去年冬天敘譜合族探視祖墳，驚見現場「荒碑斷

帝室樹勛四代血食光社稷；（註：「四代」當指宋元明清。）
聖宮崇祀千秋俎豆享蒸嘗。
──晉邑裔孫李世忠敬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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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巷仙景李氏宗祠，聽說在中共建政後，被充當政府某單位庫房，

州、溪美、美林區域)之原。詵有三子：承宗（不仕）、啟宗

文革前附近人稱它「破李」，料想建物必已十分殘破，晚近沿路新建許多

（字子勉，從事郎，漳州錄事參軍，承嗣長房叔李訥）、亢宗

樓房，宗祠恐已不保(網路盛傳，原址在東菜停車場。)筆者殷切寄望泉州

（1166？-1227？），字子能，以叔訦郊恩補官，歷官福州寧

市政府，重視歷史文物古蹟的保護，協助重建南宋資政殿學士累贈太師李

德尉、潭州長沙縣丞；秩終從事郎，朱熹學生，與陳宓友善；

邴（文肅公）的宗祠。

臨終，請宓為其父撰誌銘，且命獨子彰(桂登公)從學於宓。詵

泉州市街在南宋期間，曾有三座牌坊的樹立跟李邴家族相關：

有三孫：竦、翊、彰。（續修四庫全書:1319冊《復斋先生龍

1.良弼坊──李邴居宅在，故名。

圖陳公文集》卷22:546）目前所知，泉州熙春巷李氏、惠安北

2.挺烈坊──為李邴孫戶部侍郎訦立。

門李氏為亢宗公後裔，主要分布在晋江、惠安、泉州、廣東博

3.獻規坊──郡守程卓為傅伯成（顯謨閣直學士，李邴外孫）立。

羅及台灣、東南亞各地。李維的其他兒子缺乏資料辨識，評述

以上三坊在鼎甲坊，南抵通淮門街。（《晋江縣志》城中坊.宋坊）

從缺。

三、後裔及其分布

4.綸：字世美，以父仕任官，所至有清操；終朝奉大夫。淳熙初，提
舉廣東常平（調度米糧物資之財務官員）日，適伯誠（二哥）

1.縝：字伯玉，號萬如居士，1109-1164，歷官福建轉運司主管文字、

出守恩平，酌於江濱，兄弟相勵以清白。綸公曰：「倘負君

泉州南外敦宗院（主管）、福州通判；秩終朝請大夫。墓葬李

民，有如此水！」遂投杯於河。時河流洶洶，杯停不沒者久

邴墓之北百餘步，朱熹撰墓碣銘。有二子：諫（承務郎，13歲

之，觀者莫不驚嘆。民歌之曰：「石門之水清且清，晉吏一歃

卒）、訥（號晋樸，從事郎，福州長樂縣主簿，卜居南安十八

千古榮（典出自吳隱之酌貪泉）；爭如李公投杯盟，江流洶洶

都小羅溪仙仔宮左畔，現屬羅東鎮轄）。收堂兄詵次子啟宗，

杯停停！」(《福建通誌》卷45:10；《方輿覽勝》卷37:12）

字子勉為嗣，生二子：嘉龍（諱竦，入安溪始祖）、嘉義（諱

各地仙景李氏族譜傳抄本房世系：綸→詵→亢宗→……→泉州

翊，仍居十八都原址）。嘉龍生四子：玄祖（龍涓仙景）、玄

熙春李氏、惠安北門李氏，恐為明嘉靖（西元1522年）以前誤

文（原居龍涓秀溪，遷同安淡溪）、玄理（龍涓西庚）、玄傑

傳，詳參上文李維房系介紹。綸公之子因缺資料指認，後裔狀

（湖頭南庄）。目前所知，文肅公長房後裔主要分布安溪、南

況難予評述。

北福鼎、浙南平陽及台灣台北、彰化、東南亞各地。

5.紃：承議郎，以疾不仕，遇子恩累贈太中大夫。他的兒子李訦
（1144-1220），字誠之，號臞庵(朱熹〈雲龕李公文集序〉誤
稱「齊安使君」)，依祖蔭補承務郎，以著述吏能數獲上官薦

東《陽江志.三》卷21，職官表；《恩平縣志.三》職官二.名

舉，歷官至寶文閣待制，秩終通議大夫，爵隴西縣開國伯，

宦）；秩終宣教郎，贈朝奉大夫。仙景李氏族譜說他生於政和

食邑八百戶。真德秀（1177-1235）撰墓誌銘表揚他：「公生

5年（西元1115年），卒於紹興13年（西元1143年），享年29

中原名族，能以文學政事世其家，而清白廉介之節，終其身不

歲，無嗣，純為謬傳。他搶先大哥，在未滿17歲就生了長子詵

少變；立朝正色，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公其可謂剛正篤實

（1126-1175，李邴長孫），字先之，承議郎，歷官莆田丞、

之士矣。」又因為祖父邴公初諡「文敏」，不符合他的忠節勛

廣府周自強機幕、饒州通判（命下而卒），葬南安禮順鄉(豐

績，事隔多年，李訦身列朝官就據理力爭，大約在寧宗嘉泰、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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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紀：以疾廢。

周必大〈李邴神道碑〉說：李邴有五子：

安、同安、永春、華安、長泰、德化、泉州、漳州、廈門、閩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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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禧間（西元1205前後）獲得改諡「文肅」；文肅公遺稿「草

的李氏，還有很多屬於李邴的後裔，只因缺乏譜牒維繫而成迷源宗族；其

堂前後集」百卷久未刊布，恐日久散逸，就在黃州鐫刻出版，

中，有些家族有可能附會訛傳，或被自以為是的冒牌專家誤導，而歸屬其

並請朱熹作序；文肅公的墓缺少碑銘，特請周益公撰文，且蒙

他宗派。

親書；文肅公寓居泉州，因居家簡陋偏僻，曾想改善，終難如

泉州西門外的石坑，以前屬南安縣三都，廈大歷史教授莊為璣說李邴

願。李訦退休後，就在豫章（江西南昌）買田築屋，給廳堂取

居住該地（1985《晋江新志.下》頁329），族裔多數外遷，目前還剩三戶

名「成志」，讓次子洪宗居住。從以上四件事跡，真德秀認為

仙景李氏定居，原藏有古傳族譜篇帙很厚，文革時被燬，現已不知傳衍世

李訦「凡子孫所以顯揚先烈而繼其志者，靡不竭盡其力，可謂

系房別。

能孝矣。」從此，我們得知仙景李氏（第五房）在江西南昌有
一旁支。本房世系：紃→訦→慶宗（早世）、洪宗（承務郎，
監福州嶺口倉）→龕（迪功郎，新興化軍莆田縣主簿）、集、

仙景李氏最早確認李邴為始祖的是泉州熙春（通政巷）李氏，明嘉

壽。（商務.四庫全書1174-663《西山文集》卷42:11）歷史上

靖16年（西元1537年）引導惠安李愷認祖歸宗。安溪仙景李氏，原先自認

有一些資料說李邴有四子，獨缺李紃，就是仙景李氏族譜也說

是唐江王後裔，乾隆6年（西元1741年）呂宋晉裔李喜捐資千金重修第三

李訦是三房李紀之子；這些錯誤訊息，經過周益公神道碑的鐵

巷李邴宗祠，並將契券委交龍涓宗長收管後，龍涓李氏才修改認知，在唐

證比對，都可一筆塗銷。李紃之子當不只李訦一人，惟缺資料

江王下增列李邴進去，資訊含混錯雜直到晚近（1989，《龍涓宗祠重修特

可以指認，只能從略。

刊》）。湖頭玄傑房李氏，原先也秉持龍涓認知，直到乾隆23年（西元

神道碑記載：李邴有孫男十四人（依年長排序）：詵（承議郎）、讜
（承奉郎）、諤（從事郎）、諫（承務郎，夭）、誼（朝散郎）、謙（承

誤認知。
台灣三峽仙景李氏，原以為李邴是唐江王、火德公後裔，直到近年筆

（從事郎）、言豈（將仕郎）、詠、言乃、諝。其中除上文引述四者外，還有

者深入推究，才全面廓清族系祖源認知。1960年代，台灣省文獻會發布錯

十人不能確知所從屬房

誤訊息說：「景仙李氏」是南宋李綱的後裔。此後，媒體、學界及族譜編

次。

纂業者囫圇引載，以訛傳訛，混淆認知至鉅。
筆者歷數這些祖源認知的轉變，就是希望泉、漳一帶的迷源宗親，特

李氏，實際大都屬李邴

別是歷史上沾染有仙景李氏色彩，諸如：居住地名為「仙景」或「仙境」

長孫李詵（仙景5世）

（乾隆《晉江縣志》13都24都31都；安溪官橋；南安石井等地都有）；住

的後裔；在元、明時

地附近有「石鼓山」「高山」地名（晋江青陽、新店）；祖上傳聞典故人

代，安溪李嘉龍（仙景

物，跟仙景李氏譜牒記述有交集的（晉江安海庄頭李氏祖有仙景8世李應午

7世）後裔歷世各房旁

進士、應魁兄弟；青陽內透李氏始祖默齋公跟仙景李氏木齋公相似，祠堂

支，也有不少族親因遷

楹聯「玉堂勛卿皆尚世」跟李邴二度入翰林相關，「古李」跟明李愷《祭

徙譜牒失記，或因災變

始祖墓文》提到李邴之子「古愚」相關），應審慎評估祖源認定，不要人

譜牒遺失而失聯。由此

云亦云，徒教祖宗遺恨九泉。

可見，閩南泉、漳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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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所知的仙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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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8年）李克欣參加泉州第三巷李邴宗祠祭祖，謄錄熙春譜牒，才修正錯

務郎）、訥（從事郎）、訦（朝奉大夫→通議大夫）、說（通事郎）、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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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彎，遇見新「生命」──

果肉則是軟糯多汁，含有18種氨基酸、多種維
生素及19種微量元素，製作成果乾真的非常

農業先生李政慶 善栽綠色生命果

可惜。雲林縣的「大義合作農場」特別將
之取名為「綠色生命果」作為自己的生產
品牌，就是要讓人感受到它的生機盎然，

◎本刊資料室

這裡產的可是真正的樹頭鮮呢！

從西瓜到「無花」
前言

種植「綠色生命果」種出一片風光的政慶宗

位在台灣雲林縣二崙鄉的「大義合作農場」，係由李政慶宗長(下圖)

長，過去並非等閒之輩，結合多年經驗及實驗精神，政慶宗長曾經種出份

主持成立，以種植「綠色生命果」（即「有機無花果」）為主要項目。農

量大約有35.4公斤，甜度卻不受影響的「瓜王」，是種西瓜的一把好手！

場所生產的「生命果」品質優良，獲獎頻頻──除了獲得「品質特優」認

為了能夠多季採收，他南北走透透，除了雲林的根據地，北至桃園，南至

證外，還兩次選入「雲林縣農產品十大伴手禮獎」，2014年更獲得了「食

屏東，他在台灣各地都擁有瓜田，是實至名歸的「西瓜大王」。

在金安心」金標章。李政慶宗長個人，也因為對地方農業的發展以及推行
精緻有機農業上卓有貢獻，獲選為「雲林縣十大傑出農業先生」。

但戲劇性的是，在一次旅行後，這位西瓜大王跳脫經營有成的領域，
轉了個大彎，成為台灣種植「有機無花果」的領頭羊。話說1993年，政慶
宗長和親友至土耳其觀光，在好奇心驅使下，他進了一間以「無花果」為

綠色生命果
「綠色生命果」，其實就是「無花果」

收，收成之後又該如何料理，食用後對身體有什麼益處等等。這些內容及

(見次頁右上圖)，政慶宗長把他用有機方式

佳餚，打動了多年來一直被胃疾及各種病痛所苦的政慶宗長，為了改善健

栽種出來的無花果，特別取名為「綠色生
命果」。「綠色」二字在此意指──善待
土地、不灑農藥、有機栽培。

善待土地 善哉「善栽」

如果只是光聽「綠色生命果」這名

但這其中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由於缺乏前人經驗，一切都得靠自己

號，許多人可能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摸索實驗。近20年來，政慶宗長遇過無數次危機，但他都一一克服，並且

但若說是「無花果」，或許就會恍然大

堅持初衷──種植「綠色生命果」是為了改善健康，絕不使用化學產品；

悟──啊！是那個光提起就會刺激唾腺，

即使2006年紅銹病蟲害肆虐，整棵果樹病到只剩兩片葉子，農友們都勸他

嚐起來酸甜酸甜的無花果（乾）吧！

該噴灑農藥處理，政慶宗長依然堅定初心，絕不噴灑農藥。在四處探訪、

但不好意思，雖然都是無花果，兩者

詢問下，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讓他找到了純植物性的藥劑；而後，農夫

卻是天壤之別；「綠色生命果」和再製過的

們頭痛的紅蜘蛛，也在政慶宗長多次實驗，研發了比例適當的天然誘劑之

果乾不同，新鮮的無花果，嚐起來清甜淡雅，

後，得到穩當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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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也看到未來的發展可能，他決定試著在台灣栽種無花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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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餐廳；當時餐廳曾播放影片詳細介紹無花果是如何栽種、生長和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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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親園地
政慶宗長主持的「大義合作農場」，面積
約達25公頃，目前有兩個產銷班；由於

鮮甜無負擔 健康跟著來

栽種，調整果實產期，所以四季都
有新鮮的果實能夠供應。「綠色生
命果」作為農場生產的無花果的品牌
名稱，除了引用聖經典故──「生命之
果」外，「綠色」兩字也強調著農場絕不使
用化學農肥料，全程施行有機栽培，徹底守護食用者健康的精神。
過去用智慧、經驗及大膽的挑戰精神，種出破紀錄「瓜王」的李政慶
宗長，現在也用他那顆金頭腦，在台灣成功種出營養、經濟價值雙高的優
質「綠色生命果」；政慶宗長成功轉型，找到農業發展的新方向，種出人
生中的新芬芳！
上圖：綠色生命果切盤展示；「綠色」意指--善待土地、不灑農藥、有機栽培。
下圖：李政慶宗長（前排左3）於2010年獲選為「雲林縣十大傑出農業先生」。

您的健康守護神，純天然保健食品
18種氨基酸，豐富膳食纖維及維他命
讓你吃得美味，吃得養身

綠色

考量到癌友們的需求，農場採取分區

大義合作農場

生命果

大義合作農場有機種植的無花果，引用聖經典故──生命之果為名，
再添綠色二字，定名為「綠色生命果」。
除含大量膳食纖維、果膠，另蘊藏18種氨基酸，及19種微量元素。
胡蘿蔔素及維生素A、C、D含量遠高於橘子、葡萄。
豐富礦物質，鈣、硒、鋅含量傲視群果。
農場絕不使用化學農肥料，全程有機栽培；分區栽種
，調整果實產期，新鮮的綠色生命果四季供應。
2006年 無花果「品質特優」獎
2009年 雲林縣農產品十大伴手禮獎
2010年 雲林縣十大傑出農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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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雲林縣農產品十大伴手禮獎」特別獎
2012年 吳寶春師傅有機農產品十大優良農戶
2014年 雲林縣「食在金安心」金標章

大義合作農場 MR.FARMER李政慶主持成立
地址：台灣省雲林縣二崙鄉港後村太平路1-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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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886-5-5992089 傳真：886-5-59876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