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南保山貧困山區肉牛產業發展項目 

進度報告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2 月） 

1. 項目概要 

本項目將幫助來自雲南怒江流域的保山市隆陽區瓦渡鄉共 1,200 農戶。生活在該區的農民大

部分都是少數民族，年均收入低於 3,000 元人民幣。百姓思想守舊，大多保留著最傳統的生活模

式。另外，土地貧瘠、資源不足、技術落後，加上基礎設施不足，令生產效益很低。區內的產業

發展亦欠規模，農戶根本沒有進入市場的機會和能力。 

本項目從 2016 財年開始實施，項目為期 5 年。在項目實施期間，第一批 400 個農戶將首先

獲得牲口及項目培訓，之後會通過禮品傳遞幫助第二批 800 個農戶。 

除了提供牲口外，小母牛將組織項目農戶成立 16 個互助組，定期開展小組活動、飼養技術

和能力建設培訓等。提升農戶的能力，和加強農民間的合作和社區凝聚力。成熟的互助組將發展

為合作社和生態企業，並確保達至公平合理的利潤分配，以及與市場對接，最後實現社區的可持

續生計。 

2. 項目進度 

項目目標 1:  

至 2020 年，通過改進畜牧管理技術、合作社建設和商業服務中心的運作，讓 1,200 戶項目農戶

的年人均收入增加 50% 。 

牲畜發放 

為 400 戶初始農戶發放禮品金購買肉牛 400 頭。 預計 2017 年尾可完成禮品傳遞。 

 

培訓 

1. 在河坡頭、山頭、大竹棚項目社區開展肉牛、生豬養殖技術培訓； 

2. 組織項目農戶代表在區內參觀肉牛、生豬養殖場，進行產業發展培訓； 

3. 發放一年 800 公斤生黑麥草草種作為養殖飼料； 

4. 開展秸稈青貯技術培訓，共 44 農戶代表參加，12 戶農戶成為青貯技術示範戶； 

5. 發放草料切碎機 13 台。 

  



項目目標 2:  

至 2020 年，1,200 戶項目家庭將通過社區綜合發展模式，改善農戶生活，實踐社區團結和諧。 

互助組 

1. 各互助組召開村民會議 30 次，討論社區規劃，環境保護，培訓需求，農產品市場銷售等議題； 

2. 婦女互助組召開婦女座談會 8 場，討論互助組成立、互助金管理，以及文藝活動安排等； 

3. 討論道路修繕、維修人畜飲水管道、建設活動場所等社區活動； 

培訓 

1. 在清水溝互助組開展小母牛十二條基石培訓，培訓 64 人；在山頭、大竹棚、平林子互助組開

展小母牛十二條基石培訓，共培訓 85 人； 

2. 互助組領導能力建設培訓，包括開展兩期財務管理培訓及項目管理培訓等 

3. 到保山瓦馬鄉和芒寬鄉的老項目點交流互訪 

 

項目目標 3: 

到 2020 年，1,200 戶農戶通過實踐生態農業生產及自然資源管理，改善項目社區的環境。 

培訓 

1. 開展 3 場生態環境保護知識培訓。 

 

措施 

1. 項目區人工種草 800 畝、植樹（經濟林木）180 棵。 

2. 各項目社區開展社區衛生及清掃活動，教育項目農戶保持社區環境衛生、保護生態環境的重

要意義。 

 

 

  



3. 項目故事 

他們讓社區變得更美好 

「你們要經常來我們村子指導，我們才會有更大進步」，每次項目的培

訓老師來到村子裡，瓦渡鄉土官村大竹棚互助組組長張發偉都會這樣

跟老師說。 

 

張發偉今年 39 歲，是土官村大竹棚組的組長，因為為人誠懇、又很有

親和力，小母牛項目開展後，他就被推選為互助組組長。小母牛項目

來到大竹棚社區一年多，張發偉的貢獻很大，除了讓社區團結和諧，

更大大改善了社區環境衛生，基礎設施也極大提升。項目期間，張發

偉經常和項目工作人員溝通，亦積極參加項目培訓，還帶頭實踐小母

牛十二條基石，努力將團結和諧、互助互愛、積極向上的信念灌輸給

全組村民。 

 

 

 

 

 

 

 

"We need your help to make bigger progress. Please come visit us more 
often!" said Mr Zhang Fawei when he met Heifer’s training staff. He is the 
leader of the Dazhupeng SHG, Tuguan Village, Wadu Township, one of the 
Heifer project area this year. 
 
Zhang, 39, he is the head of the Dazhupeng community since 2015. After 
Heifer project is launched, he was elected as the leader of the Dazhupeng 
SHG. Zhang is an amiable and kind man, not only he helped improved the 
village environment, he also ties and unite the community. For example, 
he spread the message and importance of sanitation and hygiene care, he 
also led the villagers to improve the public infrastructure. During the 
project, Zhang kept close contact with the project team, and have been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all trainings. He even helped everyone to 
understand the Heifer Cornerstones and philosophy. He brings harmony, 
unity, sharing and caring to the village. Step by step, he transformed the 
community.   

 

 

值得一提的是，張發偉的妻子也當選為社區婦女互助組組長呢！初時，妻子還擔心張發偉已擔任

互助組領導，假如自己再當婦女互助組組長，就沒時間照顧兩個孩子，也不能分身操持家務。幸

運地，她的丈夫張發偉知道後，立即開解妻子。張發偉說：「小母牛項目為村子帶來了很好的改

變，項目工作人員又給予我們這麼多的幫助，讓整條村的村民們的思想都變得正面，這個社區才

變得這樣美好，我們都要出一分力，以自己力量幫忙推動小母牛項目，這樣才可進一步改善村民

的生活水平啊！」最終，張發偉說服了妻子，在他們夫妻倆的帶動下，婦女互助組得以順利展開。

在妻子的領導下，制定了社區衛生制度，更一起商討出集體土地種菜計畫，為社區帶來可持續發

展。 

 

現在，大竹棚社區的建設在張發偉夫婦和小母牛項目人員的共同帶領下，大有改善，衛生水平亦

提高了，村內環境變得更美好。村民們都很團結，積極參加社區公益和文娛活動，整個社區樂也

融融，讓小母牛項目實踐了社區發展的初步成效。 

 Zhang’s wife is also the women’s group leader. At first, she was worried about not being able to take 
the role. This is because her husband was already busy helping as the village leader, she was the only 
one who take care of the family and her two kids. Zhang knew her concerns, and he encouraged her, 
“The Heifer Project has helped us a lot, with the support from Heifer project staff, our life i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Now it’s our turn to do something more, together to make contribution for a 
brighter future!” Zhang’s wife agreed, and she decided to take the challenge. With the assistance of 
Zhang and Heifer staff, they successfully formed the Women’s group. Zhang’s wife led the group to set 
sanitation rules for the community which greatly enhance the village environment, she also gathered 
the farmers to have a group crop-planting plan as a sustainable way of development.  
 
With the leadership of Zhang’s couple, the village is now more and more beautiful, villagers are like 
one big family, they all enjoy much fun through joining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the self-help groups. This is also what Heifer wants to achieve - strengthen the ti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farmers and inspire the project families to develop and improve their 
community together. 
 

 

  

ZhangFawei and his family.  

 
張發偉和他的家人 

 



 

4. 項目照片 

基石培訓 給農戶發放鍘草機 

青貯飼料製作培訓 到農戶家進行技術指導 

參觀養牛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