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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故事
許氏美國花旗參的緣起

許氏參�的�裁 — 許忠政，出生於台灣澎湖白沙島的艱苦家庭。直到念初中�，因學校要求才
讓父�買了他生平的第一雙鞋。在��偏僻刻苦環境⻑大的他，經��番波折刻苦讀書考上台灣
大學外文系，1969 年�更�得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大學的全額�學金，前往美國攻讀社會工作
學碩士學位。

許忠政�威州花旗參的結緣，要從留美�期�起，當�他以�異的成績向一些州政府申��學
金，最後�擇了威斯康辛州的補助，�件是��後必須回威州政府工作。

與花旗參的緣分

��後即在威州政府負責兒童社會福利，工作�定且薪�好，在偶然的�會下發現花旗參的盛產
地就是威州。花旗參很珍貴，當�許忠政買了一些寄給�在家鄉�弱多病的母�。半年後，父�
寫信表示母�食用後，精神��力都有良好的改善，希望再多寄些回家。因為母�的好轉，興起
投入花旗參產�的念頭，開�如今已遍佈全球的事��。

由於抱著做社會工作的�度，謹守誠實信用的做人準則和��道德又是當�唯一的�人參�，事
�發展�程遭遇了非常多的困難，尤其是在對抗天�和種植技�上，並沒有太多�援，一切只能
靠自己摸索，他的太太許�美就是最大的後盾。要辭去�定�渥的州政府工作不是件容易的事
情，若不是太太告�他：「沒關�，我可以做�理工作�家，你就去做吧！」之後更是全力協助
許忠政發展事�，夫妻�相互扶持，才有了今日許氏參�的規模。

即使許忠政本人多次�得美國�邦政府及州政府表彰，並被花旗參界�為「花旗參王」，他�是
�為自己是個�夫，即使已年近七十歲，甚至有專�的�場經理管理，他仍然常到參田工作。本
著純�誠�的心，30 多年來，許氏參�已經建立了非常良好的信�。許忠政堅持絕不以低賣
高，不弄�作假，世界各地的消費者把許氏參�比喻為「花旗參企�的正規軍」、「信�老牌的
許氏花旗參」。 2021  |  許氏參�



關於品牌 了解我們更多

許氏花旗參

傳承 47 年 真參不變

許氏參�集團成立於 1974 年，為美加地�第一個�人種植花旗參�，其�下

擁有超�一千英畝�女地，為全美�人最大種植花旗參之花旗參�場，同�擁有

「信�老牌許氏花旗參的��稱�」。

全美首家

第一家 GMP �準產�花旗參

��超� 40 年的許氏參�集團，所有的工作環境均符合 GMP 作�準則，以更

�苛的�準�到分�包裝的安全規�，許氏是第一家在美國符合 GMP �準 的

花旗參產�單位，同�堅持�到 FDA 美國食品�品�督管理�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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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源純正、價廉物美、
    顧客至上、服務到家。」

許氏經�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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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許忠政先⽣��

�斯�⾟�沃沙市

⼀九九⼀年度

中⼩企�家��

 

�軍�港�

開�拓展國����

1974

許⽒企��司成⽴�

為�加⾸位�⼈�旗參��

1981

許忠政��

�斯�⾟��⻑�命為

\�⻑���問�員會�員�

1986

許⽒����

�⻑������

1992

許忠政先⽣當�

����局「���出⼩型

��出⼝�」�

1995

許忠政先⽣

���國��部

「亞�����」�

許氏參參不息四十五年大紀事



7

9

10

11

12

8
2005

許⽒�⽇本���和研�所

�署���略�盟協議書�

1996

許⽒和⽇本�海�

漁�協同組合�合會合作�

代理⽇本�海�⼲⾙�

2002

�國布希��於

�出中⼩企�家晚�中�⾒

���出企�家許忠政夫��

2004

�斯�⾟��⻑杜爾

�率��經貿團86⼈

訪問許⽒參�南京��司�

2006

��當��⻑杜爾�訪

許⽒參��團�國�部

參訪包裝作����

2007

許⽒副�裁許����⼠

���三屆

世界�⼈⼯���企�協會

⼗⼤�出�����冠��

許氏參參不息四十五年大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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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在中國南京��司再建��

廠���更⾼�準的GMP

⽣產規��並���中國

⼤�的�售��理���

 

許⽒和台灣⼤�天�⽣物科技

�司成為�略�盟�伴�

雙⽅��交��源�

建⽴產�合作平台�

��國�旗參原物�引�台�

2009

許忠政先⽣�得�⼗⼀屆

海�台��⽯��

2010

許⽒�得GMP「�良製�

�準」的規�證書�

成為��⾸家合乎GMP�

準的 �旗參產��司�

 

光��台���

成⽴台灣��司�

2014

建�4�呎�廠�並�辦

「許⽒�廚��會」�

���斯�⾟�

�⻑Scott Walker⼀同

為�廠開��綵�

2017

鴻海����訂戰略合作�

並�許⽒計劃�略結盟�

2019

許⽒中國天��京東�

�易�旗�店上�開賣�

 

同年投�⽣技研發�

�專利技���旗參

�⽤在各個�域�

許氏參參不息四十五年大紀事



何謂花旗參
「花旗參」（臺灣俗稱「粉光參」）

原產自美國的西洋參，種植�史悠久，可追朔至百年以 上，同�也因西洋參傳入亞洲之�，當�的中國�日本等地， 對新興的美

國尚未充分了解。故因美國國旗具有諸多星星、� 紋、紅白�三色等特徵，�稱美國為

花旗國，�而促使從美國傳入之西洋參，也被稱為花旗參。

「地道�材」 Terroir

�材首言「地道」，世界上第一部�典唐．《新修本草》中提到：「�其本土，則質同而效異」，正好�明瞭中�材的「地道

性」。「地道」是指�用植物在生⻑發育的�程中，對當地的自然生�環境形成�格�擇，其病害少，生⻑良好，本性能得到較好

的繼承，有效成份得到很好的形成，並�質化、增�、轉化和積累。再加上產地傳�的的加工技�的�理，使�物有最高的果效，

�被民眾公�最為上等的�材，而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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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45°‧花旗獨厚



北緯45°‧花旗獨厚

之條件 - 水

Conditions - Water

位於北�45度的威斯康辛州沃沙市臨近於北美五大湖�域，水質天然純

淨，且環境汙染少，年雨量約為31.6英寸，對喜濕怕潮的花旗參根提供了是

度且充分的水分；約 162天的年雪期，給花旗參根提供冬眠的�段，降雪也

有除菌的果效。

北緯45°‧花旗獨厚

之條件 - 土壤

Conditions - Soils

全威斯康辛州約有十多種的土壤，只有其中兩、三種土壤�合培植花旗

參。位於北�45度的威斯康辛州沃沙市受冰河�期由北方堆積下來之

肥沃黑土覆�，�分豐富，含多種微量元素及�物質，特別含有氡元

素，非常�合花旗參生⻑，也因此孕育出最為地道的花旗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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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緯45°‧花旗獨厚

之條件 - 氣候

Conditions - Climate

花旗參性寒，喜冷，也因此多�生⻑在降雪量豐足和溫度較低的環境。

北�45度是北美種參的最北端(相較加拿大產�的北�42度)，年溫度

介於�氏16-71度間的環境中，涼爽的夏季�降雪的冬季配搭的獨特地

理�件及�候，結合出最佳的人參皂甙及威州特有微苦中回甘味。

北緯45°‧花旗獨厚

之傳承 - 種子

Tradition - Seeds

人工參的種子最初是延續自野山參的種子而來，而後取自於三年生及以

上的人工參。每年夏末秋初是採種的季�，收成的種子需經�培植，之

後再經掩埋、浸泡、鞣皮、及��等步�，至隔年⻑芽後再於夏末種

植，約要�經一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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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緯45°‧花旗獨厚

之傳承 - 收成

Tradition - Harvest

為使花旗參的有效成分更全�，人參皂甘更豐富，花旗參的收成��約

在二次降霜之後及下雪之前的�段間。採收�器是改裝自挖⾺�薯的�

器，近年許氏已成功轉�人�共�的挖取方式，使整�採收�程在最短

�間�完成，並確保新鮮花旗參的最佳品質。

北緯45°‧花旗獨厚

之傳承 - 烘乾

Tradition – Drying

烘乾是製參�程中最重要的一環，前製的冷藏�程除了讓人參皂甙�人

參多醣的轉�有一個平衡的比例外，也是提供烘乾後有緊密紋路的重要

步�。專�的人員需不斷地檢測參根烘乾的溫、濕度及消⻑情況，以確

保花旗參�到完美的品質，期間個需要7-10天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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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州花旗參中的勞斯萊斯
許氏集團制參八大秘訣：

1、「地道�材」
的首�地理環境

 

2、改變土壤
的酸鹼種植環境

3、延續�質
威州花旗參種子

許氏集團擁有自產自�花旗參�

場，位於北�45度，其當地�

候、土壤、雨量等自然環境，是

最�合花旗參生⻑之產地，故孕

育出威州95%的全美年產量。

許氏花旗參不施化肥，以自然腐化樹�

的堆肥方式，來增加土壤中之有�肥。

加上種植�豆為準�期，來增加自然之

根球菌抗�，使您吃得健康又放心。

採擷自許氏花旗參�場，延續�生品

種。許氏所用的種子源自近百年的正野

山參母株的種子引種繁殖，使代代都傳

接正��品威州野山花旗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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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州花旗參中的勞斯萊斯
許氏集團制參八大秘訣：

4、專��準化
的種植方程式

5、收成之��
乃依自然定律

6、人參根的
冬眠冷藏保存法

2021  |  許氏參�

許氏已累積42年的種植經驗，專人專��

準化經�，完全符合�邦及州的

GAP(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種植管

制要求，以及�格的EPA(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及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準。

不同��收成，皆會有不同之味道及�

性，非中�專家或深入研究者所知。許氏

花旗參一定要在二次霜降後，同�視溫度

變化、澱粉及多醣之轉�情況，才�定收

成�間。

花旗參根收成後必須置於冷藏室冷藏，讓參

根�入冬眠並轉化其自身的多醣�皂苷，使

花旗參根的�效、�味、及回甘�到�致。

並把「地道」發揮到最臻純的境界，�就是

許氏威州花旗參獨到、�眾不同之�，且�

於其他產地及產家的原因之一。



威州花旗參中的勞斯萊斯
許氏集團制參八大秘訣：

7、人工溫溼度
微�烘乾�

8、高評價的
許氏威州花旗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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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等�的威州花旗參乃是從單一�場

種植的品管控制、單一加工的制參全�

程，及全程式之修剪、包裝、品管，以

一��的形�，保存其整�花旗參根的

精粹�品質保證。

管理花旗參的好壞最後�定關鍵，在於�
12~14天的烘乾程式。操作人員必須要很有經
驗，根�外在環境的溫度及溼度，每日對烘乾
室中的花旗參做溫度和溼度的�整，以保存其
最大揮發性油、多醣、皂苷及其他��成分。
若溫溼度之�控有錯失，則不只失去揮發油或
黴變外、顏色光澤不對、又肉質及肉色不好
看、而且味道�性亦不佳。許氏有獨家42年來
研發之乾燥法、有科學性及獨特性。



西洋參滋補清�且具�原性，是最佳之天然�原劑，西洋參昔日為帝王家名貴中�。現於北美洲有超�蔬菜之稱，為天然保健真品，今日中

�更視為治病良�。西洋參價值主要於生津而兼有一定的益�作用，由於性較清潤而不燥�，不同於高�參的溫燥，功於��清�，故可用

於�症用者。中國”本草�要”詳細記載西洋參功效：（西洋參、苦甘涼、味厚�薄、補肺降火、生津液、除�倦、�而有火者相宜。）

花旗參的特色就是補�，它是溫涼補的，是男女老少每天都可以用的健康食品，一般人都�為它是一個�品，很�是多人的一種迷失，有人

�吃了會流鼻血、血�高，其實�是老�的一種印象，而許氏花旗參是從美國威斯康辛州出產是，由台灣澎湖人氏許忠政博士在當地種植最

好品質的，它的補�能讓中�神精更好、免疫系�更好。

經西方�學研究，西洋參具有抑制中�神經、解�、鎮痛、安神、抗失眠、抗氧化、抗動�硬化、降血糖、促�免疫功能及降低�固醇等功

能。

西洋參之所以會有其特殊功效，主要是各種成分元素間相互協�，相輔相成的結果。期臨床應用功效如下：

1.  改善脾胃�弱、改善胃潰瘍、十二指�潰瘍。 

2.  預防血管疾病、降血脂、防止動�硬化、抑制高�固醇發生。 

3.改善肺結核之��、燥�，喘息患者之�質改善，對支�管 炎， 慢性咳嗽有效。 

4.  降血糖，抗衰老，�整血�。 

5.  改善�分泌失�，月經不�之�女病。 

6.  強壯心��能，改善血液循環，改善手�冰冷，預防中�。 

7.  改善神經衰弱，心�失眠。 

8.  改善性�能，精力衰退，尿失禁，��。 

9. 預防肝炎，治��便血。 

10. 抗疲�，改善�敏�質，增強身�免疫�能，防癌。

美國威斯康辛州許氏花旗參的功效與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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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參企業的正規軍
 

信譽老牌的許氏花旗參

世界各地的消費者把許氏參業比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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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參不變 歷久彌新
許氏全球分佈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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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團隊

許忠政 Paul
許氏參�集團�辦人

林維章 William
許氏參�集團副�裁

林維明 Victor
許氏台灣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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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合作夥伴
全台通路分佈

直�店

�域經�商

策略結盟

�視購物

大賣場 - COSTCO

國��場免�店

��行、�鎖西�通路

    鴻海、阿瘦皮鞋、�上新鮮、

    台鹽、�購健康、

    知名�身�人-現代�女杜丞�

中視、MOMO, 東森, VIVA, 天良



專題報導、媒體曝光、電視/廣播節目露出
全台通路分佈



聯繫我們

台北市�湖��山街105巷23�11�

地址

igohealthy@outlook.com

�子信箱

02-87917753

�話



從�種到��
真正做到產�⼀��

 
From Seed to Door

We Start from the Grou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