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聰明採購
    健康生活

 有機達人朱慧芳
1961年出生的朱慧芳，在

事業上有2個10年，她分

別專注於外商金融圈、有

機市場這兩個截然不同的

領域，各自成績斐然。
■ 文．攝影／張靜安

熱愛自由的旅遊性格 因緣際

會進入外商銀行系統

1961年出生於台北新店的朱慧芳，說

起話慢條斯理，充滿天秤座的優雅美感。

她從小愛好旅行，不喜歡拘束感；1983年

自靜宜大學外文系畢業之際，雖尚未對人

生的職場方向有任何明確規劃，倒是想先

打工存錢，用大學4年的外語專長，好好規

劃海外旅遊。

於是，透過人力公司轉介時薪優厚的

工讀機會下，朱慧芳進入當時由花旗銀行

在台轉投資的第一信託，擔任工讀生的職

務。第一信託因為承襲花旗的美商自主式

管理，讓熱愛自由的朱慧芳如魚得水，適

應良好。因為英語流利再加上表現優異，

得到主管的認同。工讀合約到期後，某日

第一信託主動聯絡朱慧芳，邀請她回到公

司擔任正式職務，而後續第一信託正式併

入花旗，她也隨之進入花旗銀行集團。

時局欣逢台灣80年代金融改

革，外商銀行雨露均霑

自80年代以後，金融自由化逐漸在國

際社會中成為主流。台灣長期受惠於出口

擴張貿易政策的成效，對外貿易持續鉅額

順差。在外匯存底不斷增加以及國際間要

求開放台灣金融市場的壓力下，政府始從

事金融自由化政策的規劃，逐步開放台灣

金融市場，為此主管當局專門成立【經濟

革新委員會】任務之一就是推動金融業自

由化。

第一次金融改革的政策開放，使得外

商銀行在台灣的經營項目大幅鬆綁、商業

活動也更加活絡。朱慧芳所服務的花旗集

團也因此大舉招兵買馬、積極招募優秀新

血投入。

因花旗體系對於金融運作乃以商品服

務視之，所以招募的人才除首重外語能力

外，並不受限大學主修科目，反倒喜歡新

人潔如白紙，好徹底訓練。因此其來自各

路、創意衝撞的環境，以及當時較本土銀

行更優厚待遇、福利，吸引許多不同專長

的菁英加入營運行列。

創最年輕分行女性經理記錄

朱慧芳因工讀的緣分，進入花旗集團

的時間頗早。1990年，第一次金改的開放

政策陸續上路，花旗集團開始評估設立分

行據點，並依經濟部對外商銀行分支機構

與分行經理人資格等，相關規範進行送件

審查。雖然年輕卻因起算的年資較長，表

現也出色的朱慧芳受到青睞。

在一次赴日出差的行程中，朱慧芳接

到公司人事高層來電通知：「所有資歷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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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政策規範的標準值，雀屏中選新竹分行

經理職位」乙事。當時她簡直不敢相信。

到如今朱慧芳仍謙虛的說：「我是被時勢

所創造的英雄，真的非常幸運。」1991

年，朱慧芳才30歲，就榮升花旗銀行分行

經理，擔任從無到有、招募新血、開疆闢

土的重要職務。

招募員工 也招募到好姻緣

新科經理朱慧芳在招募人員的過

程中，網羅到畢業於南卡羅萊納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國際商

業管理碩士學位（Master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y）的黃仁棟。這位在南投

成長、熱愛自然的客家小孩，甫投入工作

的專業與傑出表現，是當時新竹分行草創

時期，非常重要的功臣。

沒想到，分行發展正順利的時候，黃

仁棟竟突然遞出辭呈，朱慧芳連忙了解原

因，才知道黃仁棟辭職的理由非家庭因素

或另有高就，而是想到太魯閣國家公園應

考生態解說員。幸好那次徵選黃仁棟沒有

考上。身為主管，朱慧芳三顧茅廬地勸他

回銀行工作，後來黃仁棟總算答應請託，

但提出週末不工作、週間晚上不應酬的條

件，好讓他參加社區大學環保相關課程的

研修。這也是朱慧芳第一次了解到，對於

大自然的熱情，似乎在黃仁棟身體裡內化

了。談著談著，倆人竟一步步順利走向紅

毯。朱慧芳幽默地說：「我招募員工，也

招募到老公，遇上好的人就應該要好好把

握啊！」也莫怪，夫婦倆人的舊識，荒野

保護協會榮譽理事長李偉文形容，從義無

反顧辭去高薪職務，只為嚮往到山林工

作、守護大地等等蜘蛛馬跡，即可窺知黃

仁棟天生的浪漫性格。

與夫婿投入嶄新的有機人生

婚後，朱慧芳續任分行經理，黃仁

棟則轉調至花旗集團的私人銀行部門，專

為高資產淨值客戶提供量身訂做的財務操

作。黃仁棟為這些頂級客戶精心制定不同

的投資策略，贏得許多信任與友誼，然而

國際情勢變化莫測、詭譎多變，且金融商

品多重包裝難以完全透明以切割風險，每

當看到顧客託付管理的資金起伏漲跌，招

致損失時，往往讓他食不安心、夜不成

眠。渴望重新思考生活的念頭，在心中漸

漸萌芽。

這回倒是朱慧芳眼明手快，在花旗

工作9年多，生育第二個寶貝後，漸感時

間與體力難以負荷，在事業和家庭間，她

毫不猶豫的做了回歸家庭的決定。很多朋

友當時都勸她：「放棄這樣好的位置實在

太可惜了，這可是許多人求之不得的機會

呢！」或是「若真的要離開，也等到做滿

10年，領到退休俸再走吧！」但不論地位

或金錢，從來就不是朱慧芳人生順位的第

一考量，陪伴家人與孩子的時間才是。

孩子的誕生，也讓黃仁棟勇於朝向夢

想跨步，這次他決定再度揮別金融圈，從

零開始。

創業作【柑仔店】 篳路藍縷

建立台灣社會企業的成功典

範

1997年，黃仁棟在新竹科學園路上承

租一棟大樓，由於合約中註明必須開設有

市場機能的商店，考量園區附近居民高教

▲ 黃仁棟對大自然的熱情，早已在身體內化，更義無反顧辭去高薪職務，只為嚮往到
山林工作

▲ 不健康或有人工添加物的食品柑仔店
內都沒有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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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水準、高收入、高壓力而必須特別注重

健康的特質，夫妻倆決定開設超市，訂立

了【健康、天然、友善】為企業的核心價

值，並以在地居民做為主要銷售對象，因

此柑仔店沒有陳列香菸、汽水、可樂和泡

麵，標榜不賣任何不健康的東西，或有人

工添加物的食品，然而既是開風氣之先，

就得要有付出加倍的代價以爭取生存的心

理準備。

從1998年12月，柑仔店在超市樓上

開設「自然餐廳」起，包含有機超市、餐

廳、烘培坊、親子書房和果汁吧的有機複

合店等，是夫婦倆人和

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所

草創的，企圖透過多角

化經營以盡量降低超市

赤字的局面。

然而柑仔店的後

場制度非常完善，從開

店就規劃人事、企劃、

公關、總務、採購、財

會、系統等部門，這正

是與其他小型有機店不

同之處，從中不難看出

一個領導者深思熟慮的

遠見和永續經營的企圖

心。漸漸傳開的好口

碑，讓許多到新竹的遊客會特意去參觀，

這間被賦予特殊生命力的柑仔店，擔任總

經理的黃仁棟和同事也常受政府農業單位

邀請，分享行銷有機食品心得。

黃仁棟以「傻子精神」倡導：節約消

費以減少自然環境的傷害；食用在地小農

當季物產；不油炸、無紅肉的餐飲概念；

在經營管理的細微處落實環保理想；長期

大量提供身心障礙朋友就業機會。種種立

意和配套，同時考量身為社會和地球一份

子的責任，堪稱台灣社會企業家的典範。

聞到泥土的原味，立下推廣

台灣有機好產品的心願

成立超市之後，一回黃仁棟開車回

苗栗的途中，看到路旁一個不顯眼的招牌

標示【有機蔬菜】，一方面是基於好奇，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已經開立了超市，於是

想要一探究竟，因巧合認識了台灣的有機

種植先鋒賴森賢。黃仁棟問：「什麼是有

機？」賴森賢沒直接回答，反倒要黃仁棟

彎腰，握把土，嗅嗅手掌間大地的味道。

黃仁棟回憶：「我聞到了生命的味道」包

含了健康、自然、快樂、友善、本土、陽

光，那一刻的感動筆墨難以形容。朱慧芳

提到：「仁棟真正第一次認識有機，是在

充滿生命力的土壤裡，任何人有了這樣純

粹的感動，必會終身銘志。」

對環境友善 對健康友善，給

現代家庭【當季、當地】的

健康飲食建議

朱慧芳在外商圈工作的時期，應酬是

工作內容中不可缺的一段，出入各家知名

餐廳，練就城市美食主義者的挑剔品味；

喜愛少量、偏好稀有、講究氣氛與擺盤、

重視裝潢和服務細節等等；食材總是進口

的好，越是困難取得的食材就越珍貴暢

快。

但是經營有機超市10年下來，因為

協助夫婿探訪好產品的過程中，她了解到

人類與自然萬物共好的重要。台灣位處赤

道邊緣，其特有的海島型氣候，讓這土地

上的人們何其有幸，有如此多樣富饒的農

作物在季節更迭之際，接棒著欣欣向榮的

綠意。越認識有機作物，朱慧芳越吃越簡

單、也越回歸原味。吃當令、當季、當地

的作物，不但最新鮮、最經濟也最美味，

減少運送成本的結果更是對地球的友善。

一次她和黃仁棟以及柑仔店創任董

事長張淑貞，參加藕根香企業負責人范秀

琴，在東勢林場所舉辦的四天三夜【生機

體驗營】，體驗營中的全素有機飲食，他

們親身感受到身體輕盈無負擔的好處。因

為捨不得離開如此輕鬆的感受，讓他們不

自主成為素食者，到現在轉眼就10年了。

「乾淨的食物身體最知道」朱慧芳說：

「我們希望來柑仔店購物的消費者，可以

放心挑選所有陳列的商品，不論生食、餐

點或圖書，都像是被媽媽挑過的一樣安

心。」

高價、絕對定義的有機合理

嗎? 有絕對淨化的環境嗎？

朱慧芳認為，目前有機的絕對定義，

使門檻過高。但水源和土壤是靈動的，即

▲ 彎下腰，聞聞大地的味道，有機的定義也可以在你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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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搭起隔離帶，也未必能完全阻

斷鄰田的藥物污染，這讓有心培

養好作物的農友們動輒得咎。其

實有許多小農早以有機方式，甚至

自然農法耕作，卻因耕作面積小且產量

少、無法取得土地產權證明等等，或像是

多數小農覺得提筆寫字比拿鋤頭還難等因

素，而造成認證受阻。

事實上，想取巧用A地通過「有機檢

驗」再把B、C、D、E、F等地的農作物當

做有機商品，魚目混珠的方法又何其多？

貼個有機標籤馬上身價倍翻。這樣惡性循

環，不但無法讓更多消費者享受有機作物

的好處，也對認真栽種的農友不公平。

「不要執著在『有機』這字眼上。」

朱慧芳呼籲：「我曾經是消費者，經歷過

對有機極度挑剔和神經質的過程，但後來

身為經營者，有機會去探訪各家農友，開

始了解也支持所謂的【安全用藥】的栽種

方式，不過度剝奪地力，沒有藥物殘留，

讓商品乾淨，價格大眾化才是最好的選

擇。」

「台灣的有機作物耕種面積不到千分

之二，歐美的有機市場發展較早，他們的

政策設計，是由農友主動提出包含水土保

持細節的耕種計畫，再由農政單位做事前

的評估與輔導。通過後多給予信任，而不

重視事後檢驗，當然這也源自

其自重、守法的民族特性。」

朱慧芳接著說：「目前大環境

的汙染是事實，地球是共有的生

存環境，沒有人能夠自絕於已發生的

污染之外。若污染無法避免，過度純淨要

求自當轉換成為高價，就算再健康，卻無

法讓更多消費者享受好處。過度要求乾淨

將打壓好產品，如此小眾市場透過行政、

立法程序，耗費社會成本卻規範一個無法

被廣為應用的法源，這樣的有機是沒有意

義的。我們應該催生的是大部分人都消費

得起的乾淨食物啊。」

安全用藥兼顧環境保育與價

格，是最好的選擇

柑仔店店中的所有產品，大多是經

過朱慧芳和黃仁棟用心挑選的，不一定是

領有「有機」標章為主，「因為台灣有太

多好的產品還沒有經過認證，唯有親身去

農場，了解農民與生產的過程，才是最重

要的。」黃仁棟認為：「現在小兒科常爆

滿，不孕症患者也增多。衛生署在資源分

配上，應增加預算預防疾病的產生，而非

一昧把資源砸在治療。同時，如果化工

廠、農藥廠，比照菸草的懲罰性稅金，就

可編列預算補助農友，鼓勵他們使用有機

肥，或轉用天然生物防蟲法。」

朱慧芳提出：「理想與政策要配合，

才真能成就。現在很多地方政府在推有機

農業，可是該農會仍繼續在販售農藥，農

藥甚至是主要獲利，這明顯是空有口號的

政策。各方落實，才能循序漸進改善台灣

的環境。」

現代農業運作依賴石油、化學肥料和

殺蟲劑。朱慧芳再舉古巴的例子，說明石

油斷絕，機器無法使用，沒有化學肥料施

肥，也沒有殺蟲劑除蟲害，卻造就如今全

國95%有機耕作的健康古巴。「處在什麼

時空下，有最適合的方式。」朱慧芳說：

「有機的大方向是保護土壤跟環境，推廣

有機的目的是在推廣整體大環境的健康，

而不是陷入吹毛求疵。」因為他們立下推

廣台灣有機好產品的心願後，有許多想法

與認知都是與小農接觸後，才從田裡慢慢

醞釀出來的。

柑仔店經營10年，帳面首度

出現的藍字卻預告分離

2007年，柑仔店經營近10年，帳面

終於首度出現的藍字，朱慧芳和夫婿卻轉

讓柑仔店的經營，同時離開這付出10年青

春才開出花朵的綠色商店。夫婿黃仁棟強

▲ 「安全用藥」的栽種方式，不過度剝奪地力，沒有藥物殘留，才是最好的選擇。

56 57

關懷社會YUAN Magazine



調，「不是因為推廣有機產品太久了，才

選擇撒手不管。」他在柑仔店剛創辦時就

曾說：「柑仔店沒有真正固定的老闆，因

為柑仔店是一個理想，那份理想要靠很多

人一起去推動與實踐。」而今，他們不過

是轉換成顧問的角色，走到台灣更多地方

與更多人分享健康又保育的有機觀念與台

灣四季的當地好食材。 

離開柑仔店，儘管理念是認同的，朱

慧芳不諱言還是有點心痛。

柑仔店儘管10年一路做得出色，吸

引許多人想加盟，但由於帳面赤字穩穩不

動，因此從來都謝絕了。在總算出現藍字

後，表示意願承接的企業，因為事先洞悉

隱藏的資金缺口，再加上朱慧芳夫婦對有

機高度興趣的投資者，過度

浪漫和信任，讓轉換

的結果朱慧芳形

容：「可以

說 是 賠 了

一屁股，

但是我不

後悔，也

不 再 回 頭

看了。就是

因為這樣，卸下了經營著的角色，我才有

機會出書和更多人分享好東西的理念，而

仁棟也因為理念相符，獲主婦聯盟邀請，

擔任總經理的職務，為更多人服務。」

因為面對讀者，朱慧芳不再單單是一

名消費者或是一位經營者，她更深深了解

到價格大眾化的好產品才是王道，消費者

關心的不是有機，而是買對好東西。朱慧

芳說：「要和讀者們分享，10年來尋找好

東西的小細節，教大家聰明採購，健康生

活。」

典範轉移，輔導板橋市農

會【板農活力超市Pcfarm 

Market】在農會轉型經營寫

下新典範

朱慧芳受板橋

市農會總幹事

王雪彗的邀

請，參予

規劃農會

界第一家

導入樂活

概念的超

市，以「天

然、有機、優質、健康」 訴求，提供

5大主題產品特色，包含生產履歷農

產品、有機無毒產品、台灣好米旗艦

店、綠色環保商品以及台灣優質農產

品等特色，讓大台北地區的消費者，

不用跑遍全台灣，在板橋活力超市就

能買到本地的農業精品，輕鬆享受台

灣在地獨一無二的鄉土美味。「板農

活力超市」成功為農會轉型經營寫下

新典範，也具傳承推廣教育的意義。

「我們期望把經驗分享出來，讓有心

人省下摸索期」朱慧芳說：「柑仔店

的10年累積下的點點滴滴和體會真的

非常寶貴。」

樂觀、天真，心想事成的

【秘密】性格

出書後吸引廣大迴響，卻也多少

遭致埋怨，廠商埋怨怎麼沒寫上他們的產

品？或是怎麼寫得不夠好？出版商抱怨，

這樣免費幫廠商上廣告，讓廣告收入變少

了，面對這些抱怨，朱慧芳只能說抱歉，

因為那是她對讀者的私房分享，總無法面

面周全的。

聽到消費者向她抱怨：「照著書按圖

索驥，買到的東西怎麼沒那麼好？」朱慧

芳就會問個究竟了。她也承認，品質控制

或經營者的變數非長久能保證，她只能提

出一個方向，也期望和消費者一起監督。

職場多年一路行來，朱慧芳非常感謝

現在所擁有的，樂觀、天真的性格總是讓

她心想事成。或許要推動這樣一個待發酵

的理想，就需要義無反顧的勇氣吧！

▲ 吃當令、當季、當地的作物，不但最新鮮、最經濟也最美味

▲ 朱慧芳樂於將心得分享，對於產品只提出一
個參考，關於廠商的品質控制期望和消費者

一起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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