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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正誠 校友

果樹盆栽景之父

從
Google衛星地圖來看，位於高雄岡山

交流下約三分鐘，在燕巢瓊招路與瓊

興路之間，有一塊很明顯的臺灣形狀地圖，

令人嘖嘖稱奇，這就是聯合大學傑出校友何

正誠先生精心擘畫、集發明運用於農創產教

娛（生產、教育、娛樂）三合一，結合科文

創與未來產業於一體的「臺科農園區」。

提起何正誠校友，在臺灣發明界可謂無

人不知、無人不曉，這位集諸多榮譽、獎項

於一身的傑出校友，出身清寒，為理想終身

奮鬥不懈，令人欽敬不已。

成長背景與求學經歷

正誠校友出生於高雄縣燕巢鄉安招村，

一個極為清寒的農家子弟，因為家庭至貧，

只能靠著母親到處打零工，勉強維持生活。

家裡經常是有一餐吃便做一餐飯，和老祖

母、三個幼小的弟弟，勉強渡日，也因此導

致正誠校友童年體弱多病。之後，正誠校友

在祖母與外婆的照顧下，分階段撫養成長，

如此刻苦生活，養成正誠校友遇事不屈不

撓，執著向上的生命特質，務求每個人生階

段都能積極前進，展現生命的精采。

何正誠傑出校友



40

在刻苦的環境中進入小學就讀，六年的小學生活，正誠校友特別記得小

學四年級時，有一天正和其他小朋友高興地從走廊往操場去看棒球賽，不料

此時突然吹來一陣強風，把門牆邊的功課表吹落一地，玻璃也破了。此時，

其他小朋友紛紛走避，但棒球隊指導老師走了過來，不問任何緣由，便對正

誠校友一陣痛打。這時候，班導吳秀珠老師急忙跑過來，向棒球隊指導老師

一直說著：「對不起！對不起！」又說：「這位小朋友很乖，絕對不會去玩

功課表的．．．」自此，正誠校友感念師恩浩大，從此烙印小小心靈中。也

因這次事件，奠定了今日「是非分明」、「凡事求實」的精神，更培養日後

「追根究底」的創作發明基礎。

進入國中就讀，正誠校友多次被師長點名進入特選升學班就讀，升學班

必須留校課後補習，未來以考取雄中、南一中、師專為目標。然而，正誠校

友家境清寒，實在無力負擔補習費，最後不得不做罷。未能進入特選班，今

天想來雖然有些遺憾，卻也慶幸當年能有一個自然成長的環境。

國中畢業後，因家境因素，無法報考高中、五專，加上報考「台東師

專」也以最高分落榜，未能達成母親的心願。因為家境因素影響學業，正誠

校友從此下定決心，未來如果有朝一日可以為人師表的話，一定會以最貼心

的「知其心、體其苦」心情，照顧貧窮不幸的家庭子弟，讓他們可以擁有良

好的教育。

因為沒錢供讀，高職成了正誠校友的唯一選擇。正誠校友成績優秀，以

第一志願考上「高雄高工」，卻因路途遙遠，加上沒錢住校及通車，最後只

好依照外公的安排，住在位於岡山為隨里的外婆家，就讀第二志願「省岡農

工」。岡農就讀期間，表現優異，曾獲高二月考全校第一名，岡農期間也可

以說是正誠校友的人生轉捩點。

因為岡農成績特優，正誠校友以全校第一位工科學生、在校應屆畢業生

身分考上「聯合工專」電機工程科，實在不容易。正誠校友回憶，當時報考

聯合工專，因為家境貧寒，報名費還是導師易國欽老師幫忙出的，至今感念

不已。

考上聯合工專，還要擔心學雜費的問題，家境清寒，只能籌到部分生活

費，也繳不起註冊費。但正誠校友毅然離開家鄉，前往苗栗求學。第一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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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門，正誠校友的母親到岡山火車站以淚相送，一個清寒子弟來到苗栗。到

學校之後，正誠校友找到當時的教務主任陳公衡教授，告知家境清苦，實在

沒有錢可以註冊。陳公衡教授覺得正誠校友為可造之材，便安排半工半讀，

從此展開兩年的大專生涯，在此盡心盡力學習，寫下精采的一頁。

聯合工專向來以辦學嚴謹聞名，為當時臺灣三大工專之一。正誠校友

在此努力學業，課餘加入社團，學習各種不同經驗，習得多項技能，表現優

異，除了擔任班代表、寢室樓長等職務外，更獲得操行九十九分的榮譽，實

屬少見。

畢業與就業

正誠校友以優異成績畢業於聯合工專。民國六十六年開始第一份工作，

服務於國防部中山科學研究院，負責採購站業務及福利委員乙職。服務期

間，正誠校友建立一套全新、完整的採購流程，以及新餐廳的制度，深受長

官、同仁器重、關照與愛護。

四年後，正誠校友應當年母校電機工程科鍾滿祥主任聘請，回校擔任教

職，實現了當初想要當老師的夢想。

聯合工專畢業全班合影(最後排左一為正誠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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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誠校友盡心盡力作育英才，回憶第一次教導的學生中，許多現在都有

傑出成就，例如在教書期間，請他所教畢業學生馬肇聰、陳美玲回校任教，

現在服務於母校的馬肇聰教授，二專畢業後以在職進修方式完成學、碩士學

位，並遠赴英國深造，取得博士學位歸國，返回母校擔任電機系教授並榮膺

系主任乙職，實在難能可貴。正誠校友看到自己的學生卓有所成，更加奠定

未來將以教育為職志，貢獻更多學子，為臺灣培養更多人才。

服務聯合工專期間，除任教本職

外，正誠校友特別照顧貧困家庭學子，主

動發起協助學校成立「學生生活輔導諮商

室」，請來多位熱心、自發性、無給職的

教師共同主持，協助更多貧困學子得以安

心向學。此後一直延續服務母校初衷，並

擔任兩屆「校友會理事長」，訂定《傑出

校友選拔辦法》，服務更多校友。

工作一段時間後，正誠校友仍想繼

續進修，遂於七十五學年度通過「空中大

學」第一屆全修生入學考試，繼續深造。

兩年後，進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服務。

科博館籌備期間，協助規劃全館機

電設施，經營紀念品店、福利餐廳，並受

主管指派協助高雄市兒童活動中心「天文

氣象室」規劃設計及監造，今日科博館有

如此完整規模，正誠校友居功甚多。

科博館任職期間，表現傑出，有機

會被推薦以「教育行政人員」報考國立彰

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在職教師進修班

並錄取。正誠校友為了圓自己人生的創造

發明夢，遂於七十九年一月一日請辭科博

館工作，自行創業，且於八十一年六月在

半創業半讀書中取得教育學士，達成多年攝於聯合工專校門口

 合影於聯合工專校園中庭(第三排右二為正誠
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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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學的願望。

同年，正誠校友長期以來的學習與創意發明，創作品榮獲教育部國立

台灣科學教育館發明及創新展「教具類第一名」、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全國發

明展「金頭腦獎」。此後得獎獎項不斷，例如八十二年獲頒經濟部中小企業

「創新研究獎」，八十三年獲頒大陸全國發明展「金牌獎」，八十四年獲頒

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金牌獎」，八十五年獲經濟部遴選為「台灣蛟龍」

出書等，說明正誠校友在發明創業領域上，均取得國內外的重視與肯定。

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正誠校友被選拔為聯合技術學院傑出校友，表揚

事蹟為：「致力於文教事業創新研發有成，發明專利著作有特殊貢獻。」

臺灣蛟龍的創造發明夢

創業期間，正誠校友認為：「有人就有問題，有事就有麻煩。」人最基

本的慾望是「活下去」，進一步的企圖則是「活得好」，再進一步積極追求

的則是「活得有意義」。因此，唯有面對事實，樂觀進取，才能活出生命的

意義。藉由多年的工作與學習，正誠校友養成遇事大公無私，不畏懼，不推

諉，不為利誘而變節、不為強權而退縮之精神。在創業上，期許能配合政府

有關單位、民間社團，做最好的運作，創新研究發明新產品行銷，以增加公

司收入來回饋社會。

這段期間，可說是正誠校友的創意發明夢想階段，而他也達成了這個

夢。

首先，正誠校友把自己多年在軍公教服務的經驗，發揮在文教事業上，

更熱心地致力服務「發明教育」紮根推廣工作。正誠校友幾乎走遍全省各縣

市，於八十四年十月創辦「何老師創意發明教室」，發行雜誌免費贈閱。這

份雜誌的發行目的和動機甚為明顯，除了是文教界本身的創意革新外，更結

合發明界、企業界以及政府相關單位資源，讓全民可以共同分享。

正誠校友認為，國內有很多發明人都是半路出家，並且經常以抄襲、

仿冒而來，形成臺灣給人海盜王國「盜版」、仿冒王國「侵權」的印象。然

而，真正的發明應該像先進科技大國如歐美、日本一樣，有自己的創意、真

正的發明，而他們的小小發明家經常也能出現在國際發明舞台上，在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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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江部長丙坤頒中小企業第一屆創新研究獎助證書(民國82年)

九十三年花蓮城坦創意文化產業博覽會，工藝彩繪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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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相發光。

正誠校友在心中燃起使命感，體認到「孩子」才是我們最應該投資的對

象，應該教育下一代的全國中小學、幼稚園教師及小朋友學生家長，告訴他

們「知識就是力量」，知識自然也會伴隨經濟，創造一個更加文明的世界。

「何老師創意發明教室」提供孩子創意潛能、激發孩子趣味泉源、增廣

孩子經驗領域、豐富孩子生活內涵的場所。正誠校友深信：二十一世紀將是

以「智識為主」的世界，未來領導人才必須有足夠的教育背景，願意終生學

習，活用新科技，更要學會與人合作，正誠校友決定投入個人智識及時間，

為臺灣播下發明教育的無限種子。

棄公從商，正誠校友為孩子教育服務的理念與貢獻，取得極高的成就，

因此被經濟部評選為臺灣二十條「臺灣蛟龍」之一。這項成就代表善用智慧

開闢新局的成功經驗，追求卓越品質、致力研發創新、建立自主關鍵技術、

力行企業改造、合縱連橫定江山、絕處逢生顯鋒芒或歷經波濤洶湧，締造世

界第一的奇蹟，為我國中小企業升級轉型樹立了良好的典範。

在臺灣蛟龍的傑出成就下，正誠校友秉持不斷求新，為孩子、為臺灣

服務的理想，創辦「臺灣發明博物館」，更將願景投向世界發明博物館的催

生，開啟台灣教育的另一扇門。

創意靠靈感，發明靠智慧；創意為生活，發明為人類。智慧是用之不

盡、取之不竭，「智慧」是愈用愈「靈光」。正誠校友認為：賜子萬貫，不

如教子「一藝」；教子一藝，不如賜子「智慧」。小創意大發明，如迴紋

針、圖釘⋯，它改變了世界，簡單不單調，它在線條、材質中尋找遐思⋯。

人人也唯有與生俱來的「智慧」，才可點燃一幅珍貴的人生願景。

「臺灣發明博物館」規劃三十個四十呎的發明行動貨櫃列車，在全國

巡迴展出。九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規劃兼執行教育部「發明行動列車」以兩個

四十呎貨櫃開進母校國立聯合大學，正式啟動，並由母校吉祥物聯合豹引

領，包含漫畫大師劉興欽先生在內的二十多位傑出發明家進場，開啟全國師

生「創造力教育」發明之旅。其後，發明行動列車在全國三十所大學院校巡

迴及國中小學展出，都取得極高的參觀人潮，真正達到發明教育落實各級學

校的理想。同年九月十一日，規劃兼執行行政院文建會工藝彩繪列車（貨



46

櫃）裝載國家工藝獎、工藝競賽及陶瓷旗艦計畫得獎作品，和相關DIY產品

體驗，再開進母校國立聯合大學首站，隨即巡迴全臺帶動國內工藝產業的蓬

勃發展，創造臺灣工藝新局面，促進地方繁榮。

領航臺灣科農

正誠校友在「臺灣發明博物館」的下一階段思考是：結合之前有的「文

創」、「科創」經驗，運用在「農創」，以此為三大主軸，開創「臺科農園

區－臺灣有機農業生態教育農場」，回到家鄉高雄燕巢，再創後半人生新高

峰。

成立「臺科農園區」前，正誠校友擔任保證責任高雄市燕巢社區合作農

場理事主席，他帶領的團隊已於民國九十八、九十九年獲選為行政院農委會

「科技農企業扶育計畫」育種育苗類重點輔導，將傳統農業推向科技的新時

代，更入選九十九年科技農企業菁創獎創新研發類及農委會委辦臺灣大學第

一屆碩士學分科技農企業菁英班進修之殊榮。一○一年國家特為培植國內農

企業上櫃市，正誠校友再被錄取農委會委辦政治大學碩士學分農業科技跨領

域人才創新加值班進修。由此可見，「臺科農園區」是科技新時代的進一步

落實典範。

正誠校友認為，以前的農人在生活上經常被冠以「貧、苦、髒」的刻板

印象，年輕人遠離農村，女性也不願嫁作農婦。因此，為了扭轉傳統印象，

替農村注入新活力，正誠校友思考利用科技農業打造「有機農業、康養農

 全家福合影(最左立者為正誠校友，攝於民國97年) 正誠校友接受記者採訪創意農業(攝於民國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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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休閒農業與生態教育農業」，全面推廣「果樹盆

栽景」，讓農業成為生產、教育、娛樂三合一創意生

活產業。

臺灣農業雖然向來出名，但今天臺灣的農民其

實正共同面對經營環境的新挑戰，因此，要如何突破

現況和展望未來，惟有不斷創新，發揮集體力量與農

產品優勢，利用農業技術研發解決農企業發展瓶頸，

並有效運用新方法、新技術，透過產品創新、流程創

新、服務創新及事業創新，才能再創新經濟價值。

今天，從燕巢瓊興路進入園區，可以看到一片池

塘，以及一整排的芒果樹和小葉欖仁，整體給人乾淨

清爽，確實和一般的農園不太一樣。進入之後，一盆

又一盆整齊排列的盆栽，種植各種不一樣大小盆的水

果，有芒果、龍眼、荔枝、蓮霧、釋迦、無花果、柑

橘、木瓜．．．多樣而豐富，這就是正誠校友推廣全

 民國一百年當選中華農發會負
責人當選證書

一○六年精緻農業高峰論壇(左二為正誠校友)



48

國各縣市水果的果樹盆栽景，又稱為「會走路的水果」，如此巧思，真的是

「文創」、「科創」、「農創」的完美結合。

舉例來說，正誠校友運用自己研發多層嫁接技術，讓九種芒果以上可同

根生，而將一種果樹植栽後，又可以再將若干不同品種的果樹穗種嫁接於該

果樹上，如此一來，一棵果樹就可以長出不同品種的果實。同時，果樹盆栽

矮化了樹高，進而能繁育馴化，最後以盆栽景量化，可以輸送到各個地方，

例如校園、家庭，或是飯店的餐桌上。你可以想像一下，那是具有多大吸引

力的農產奇景？

果樹盆栽景的好處是：種植面積不大，可立體化倍增生產面積，使人能

享受種植樂趣，更可以催生「創意果園、園藝證照、果樹工廠、休閒農場」

等新願景。如此，可吸引青年人投入其中，成為政府給予「青年回留農村」

的美意，確實有一處創新研究示範基地，經由新技術的研發與傳授，讓社區

形成「綠色家園」，使這片土地更具抓地力，人才也有意願留在家鄉。

「果樹盆栽景」這個概念和發明的理念是一致的，就是以創意農業改變

傳統農業，讓農業精緻化，運用高新技術領航科農，關鍵在於「創造不可取

 正誠校友與他的果樹盆栽景，會轉彎的果樹 正誠校友與他的果樹盆栽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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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技術，建立無可取代的價值。」正誠校友掩不住內心喜悅得意的說，當

有人在飯店的宴席餐桌上，看到一棵棵結滿豐實的芒果、芭樂等果樹時，那

種不可置信的表情，而這就是未來的農業商機，是一種比在故宮博物院看到

寶物時還要驚喜的概念。

「比故宮還故宮」是正誠校友畫時代的想法，你在故宮看到一件寶物

後，大概看過兩、三次就不會再想去看了。但是盆栽果樹永遠看不膩，因為

永遠有不斷的變化，想像一下，當一個小朋友看到一棵芒果樹上竟然結了九

種不同品種的芒果時，會是多麼驚訝？這就是比故宮還故宮的寶物，活生生

的寶物。

「臺科農園區」創立後，除了果樹盆栽的技術研發外，更能結合文創、

健康無毒美食，打造成全新的旅遊風貌，體現動感經濟。成立以來，已經有

許多學校在此進行戶外教學，學子在這裡學到：現代農業其實是最具現代生

產、教育與娛樂的服務業，不僅是群聚產業，更兼具自然保育及人文建設等

多元產業鏈。

正誠校友擘畫的臺科農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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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臺灣外，正誠校友的知名度也揚名

到海外，中國大陸許多單位紛紛邀請前往演

講，而大陸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前常務副主

任鄭立中更前來參觀，並且推崇為：「農業

大發明」，稱讚正誠校友為「中華兒女的驕

傲」。之後，有許多大陸農村青年都前來取

經，正誠校友也前往交流經驗，正全方位進

行基地孵化計畫。

這樣的農創經營模式，正誠校友認為至

少可以創造出：種苗繁育財、多層嫁接財、

果樹盆景財、扶貧契作財、生態教育財、觀

光旅遊財、康養產業財、客製專案財、土壤

再造財等九大商機。

況且，目前台灣農業顯然已經進入瓶頸，面臨許多問題，包括規模太

小、資金不足、人才缺乏、技術合作意識薄弱、社會大眾對農企業缺乏正確

的認知、農業性團體功能不彰、法令不合時宜等。因此，農創經營才能創造

永續經營利基，配合研發、生產、加工、銷售，掌握市場通路，才能提高產

品價值、降低產銷成本，建立健全農產品行銷體系與制度，才能開創台灣農

業新紀元。誠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果樹科陳立儀科長獲知，正誠校

友於2018年7月7-8日兩天，在其創辦臺科農園區舉行「首屆2018世界芒果藝

術節」活動，隨即帶領政府每年在臺南舉辦玉井國際芒果節，陳技正等人親

訪，給予肯定表示：太強了，臺灣之光，果樹盆栽可以繁殖，了不起！一般

果樹育種是長期，大部分學生不願投入如此長時間經營，利用正誠校友的方

法，大大縮短時間，值得學校老師及研究單位學習。

這套理念在「臺科農園區」逐步成形。進入園區，除了看到一盆盆乾淨

的果樹盆栽，整齊有序地排列外，正誠校友更在這五公頃多大片園區中，規

劃出一個臺灣地圖的農園，從南部的屏東一路往北到基隆，以區域劃分，有

山有河，登高往下眺望，一個臺灣島就在眼前，讓人非常感動。正誠校友以

發明創意的點子運用在農創，讓人感受他對這個島嶼、這塊土地的熱愛，實

在動人不已。

 臺科農園區整齊美觀的果樹盆栽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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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科農園區」逐步成形，正誠校友進一步構築「中華農業夢」，他認

為：「凡事努力，做人用心，方向確立做了就對。人生最快樂的事，莫過於

為理想而奮鬥！一個不被恥笑的夢想不是夢想，夢想是最能給每個人帶來激

勵！」將以農創結合科創、文創，三創發展農業休閒與觀光旅遊產業，將會

帶給世人震撼和股東團隊的新願景！

中華文化五千年以農立國，整個中國就要構築一個「農業大夢」。中國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堅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後來更為：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希望為後代子孫留下綠水青山美好家園。正誠

校友的中國農業夢規劃理想，將同時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讓這個世界

「無農不安，無農不穩。」一生堅持為這個夢想與大家攜手並進，共創輝煌

契機。

為了這個中華農業夢，直到訪談前，正誠校友仍馬不停蹄地在兩岸奔

波，受邀請在兩岸考察交流，在精緻農業一帶一路獨領風騷演講，走訪重

慶、成都、雲南、上海等二十多個城市，希望為大家做點事，為兩岸有緣人

在「想與做」間搭一座橋樑！

第一屆聯大傑出校友協會全體幹部蒞臨「臺科農園區」參觀指導(中排右五為正誠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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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期許

「臺科農園區」目前具備相當規模，嫁接技術愈形成熟，實現了「會走

路的水果」的想法，讓正誠校友獲得「果樹盆栽景之父」的美名，這在全世

界中是首開先例，獨一無二的。

成功的經營帶來龐大商機外，正誠校友持續和世界交流，交換理想。

在臺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果樹科陳立儀科長深受正誠校友感動，推

許為充滿理想的未來，並希望未來的學生與研究單位均能多方參與正誠校友

的理念。正誠校友為了整合兩岸資源，於二○一五年成立了微信「中華農

業夢」家族（二四三人）與LINE「臺科農天地」（二三四人）、臺科農家

族、臺科農芒果節等群組，期望帶來田園樂的健康與財富，讓大家的美夢能

早日成真。

正誠校友卓有所成，與世人分享同進，並不斷栽培學子人才，實在是聯

合大學之光、臺灣之光、中國之光、世界之光。然而，正誠校友不免也要對

聯合大學的學弟妹有所期許：因為社會少子化，加上時代改變，許多年青人

都只滿足眼前的小確幸，不是那麼認真學習，小確幸的概念形成，往往會破

壞一個大環境的養成，有點可惜。

正誠校友的人生哲學是：「人生只有一次。有眼界，才有境界；有實

力，才有魅力。有思路，才有出路；有作為，才有地位。」又說：「人生何

處不相逢，相識自是緣。知心好友，隨時都有可能為我們的一生加上一個新

章節！」也給聯合大學學弟妹以為人處世的啟發。

正誠校友以他刻苦成長的經驗，遇事不屈不撓的前進勇氣，希望聯合大

學的學弟妹們都能不畏艱難，將自己的實力、潛力、創造力發揮出來，在每

個領域都能表現良好，活出生命的精采，也共同為人類社會創造一個更美好

的世界。

【訪問及撰稿人/何修仁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