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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說明：童軍和平信使創造更美好的世界植樹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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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OISCA 中華民國總會發行的「ROC 中華季刊」創刊以來，本著凝聚

會友共識，促進產業精神文化的宗旨，除了適時報導會務和會員動態，

傳達 OISCA 世界本部相關訊息，並多方邀約學者專家及會友惠賜鴻文，

以饗讀者。每當我們在其它刊物上看到有好的文章，更亟盼能徵得同

意，在本刊轉載，以與讀者們分享。這個願望，將從這一期的季刊開

始，加以落實。

由於本會諸多團體會員單位為開展其本業所發行的刊物或「年報」

內容，每有見解獨到、理念相應的精闢論述或報導，頗值參考借鏡。

因此，我們首先情商團體會員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同

意，轉載其所發行「瑠公農業產銷會訊」相關報導或文章為起步，希

望能得到更多團體會員單位正面的迴響和協力，讓好文章能和更多好

朋友一起來分享！

文／陳烱松

轉載 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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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SCA中華民國總會參與世界本部在全球推動的「子供の森」計畫（Children’s 

Forest Program）；起步稍晚，卻有後來居上之勢。繼 2012 年得到臺北市福安國中的積

極回應和全校師生及家長會的熱心參與，在校園內實施的植樹計畫，打下了堅實的根基。

2013 年經本會洪帛梧理事穿針引線，更把觸角延伸到南投縣的營北國中，在專程來台參加

本會成立40周年系列活動的 OISCA中野良子總裁以及兩位副總裁和數十位來自日本各地

OISCA會友共同見證下，盛大的開拓了「子供の森」計畫的領域。

2014 年，在中華民國境內實施的「子供の森」計畫，又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從過去和單

一學校的配合，擴及到地區性「校際」的整合。由於本會陳理事長炯松身兼中華民國童軍總

會監事主席，得以因緣際會，促成兩會結合童軍〝和平信使〞創造更美好世界的植樹活動，

於3月11日在新北市板橋國中童軍營地，和來自新北市5所學校106位童軍，共享了一場〝

子供の森〞計畫的新體驗。這項植樹活動，在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的精心規劃、新北市政府

教育局的全力支持，又得到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提供了1400 株樹苗，植樹

範圍遍及營區四週，場面甚為壯觀。本會陳理事長帶領張秘書長麗華、潘組長起揚和多位

志工到場為和平信使的童軍們加油打氣，並親自種植了一株紀念樹。

佩上由本會提供的 OISCA 胸章，擔任和平信使的童軍們欣喜之情溢於言表。大夥能聚

在一起，為聯合國NGO 組織之一的 OISCA 和童軍和平信使珍愛地球的共同目標，並肩而行、

作出貢獻，更是興奮不已！

文／編輯室

童軍和平信使加持「子供の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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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植樹節，台北市政府為鼓勵市民一起來植樹，以營造永續健康的城市環境，
由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規劃的市民植樹活動，由於精心設計，並有行政院農
委會林務局的支持配合，以及民間企業和社團的參與，內容多彩多姿，報名參加的市
民總是相當踴躍。2014 年台北市民植樹活動，把主題設定為”愛林一世，植到永遠”，
更引來了許多情侶的熱情參與。

為了配合上班族的時間，今年台北市民植樹活動選在 3 月 8 日的週末假日實施，
地點在號稱”人間仙境”的指南風景區。這一天，雖然春雨綿綿，還有濃濃的寒意，
並未影響大家的興致。活動的主舞台和”綠色嘉年華”的攤位，就設在貓纜指南宮站
前廣場，參加人員可以從貓纜動物園站搭乘主辦單位提供的免費接駁專車，或自行搭
乘纜車直接抵達；也可以乘坐公車至指南宮站，再步行前往，交通十分方便。

OISCA 中華民國總會在團體會員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的連繫安排和多方協力下，
已經連續 5 年參與這項植樹活動。除了設置攤位，宣揚”敬天愛地”的理念，陳理事
長炯松以及北部地區的理監事和志工們，更多次到場親手植樹，不僅留下許多務實的
回憶，也累積了五面台北市長致贈的感謝狀。今年，OISCA 中華民國總會的攤位，依
然和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比鄰而設，相互呼應，共襄盛舉，攤位上方貓空纜車來回穿

梭的景象，感覺格外親切。攤位前人頭鑽動，相當熱鬧。主舞台的開場表演和表揚活
動，更聚集了滿滿的人潮，不時響起歡笑之聲。由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提供的”組合
盆栽”DIY 教學，由於網路報名者極為踴躍，幸運抽中參加機會者，無不珍惜這難得的
體驗，專注學習的神情，令人印象深刻。

植樹活動的高潮，是大夥一起經由陡坡小徑，徒步登山有相當路程的”情人聖
地”，在”戀人平台”週邊的情侶植樹區和一般植樹區，享受親手植樹的樂趣。只是
上坡容易，下坡難，回程時山區突然被濃霧籠罩，能見度極低，既要當心路滑，又要
避免迷路，不時可以聽到彼此叮嚀呼喚之聲。活動結束前，大家還不忘來到贈苗服務
台，挑選一株自己屬意的樹苗，才心滿意足的離去。

文／編輯室

愛 林 一 世  植 到 永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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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有在大眾面前講話的機會及體驗；包括學生在課堂上的提問或報告專題、參加

座談會和學術研討會的發言，甚至是以來賓身份在某慶典會上致詞、或會議主持人的引言致

詞、等等。這裡所指的學習講話的要領，並不是指訓練口才或辯才，而是指在集會時講話的

得體性與視其在不同場合下，能否適切控制講話的能力而言。這主要是指講話的內容是否專

注於主題，講話的時機是否妥當？講話時是否能控制時間長短，講話時是否能讓與會者感

到適切、風趣，等等。

個人一生在大學授課及社會工作數十年，幾乎每天都在講話，參加過無數次的學術研討

會；學校及外界的董事會、理事會、基金會等種種會議，經常看到會議主持人發言不得體令

人厭煩的情形，例如會議主持人只顧自己講，不問別人有何意見，而且所講內容不完全針對

主題，重複又重複，以致延誤議程的進度，令人不耐煩。

說起講話，人人都會，但是講的得體、時間長短適切、又有內涵，並不容易，須從平時觀

察別人講話的感受意識中，自我檢討而獲得心得。

以下六點是個人認為知識份子，或機關首長必須了解的講話要領與禮儀；希望大家從求

學時代就要開始留意，樹立良好的講話習慣。

一、講話內容不離主題

任何會議或集會都有要討論的主題，開會的目的是希望能獲得集思廣益之效果，此時不

論是會議主持人致詞，或與會人的發言，其內容應集中於主題範圍內，不宜偏離主題，例如私

立大學董事會在討論年度預算時就不要涉及與此無直接關連的「少子化」及「大學退場」問題，

唯有如此，會議才能導出具體結論。

二、適切控制講話時間

講話時間要看場合或議程的安排，例如專題演講的時間至少要給30分鐘左右，聽眾發

言每次最好不要超過5分鐘；又會議主持人之致詞或引言最好不要超過10分鐘，如果自我忘

形，講10幾分鐘還不停止，則不僅影響到議程的進度，也令人厭煩。

  

文／本會名譽理事長  許文富

學習講話的要領與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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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適切掌握發言時機
古人說的「沉默是金」這一句話，或許不再適合於生活競爭激烈的今日，但反過來看，「言

多必失」，也是現實生活中常有的寫照，這也表示妥善掌握講話時機的重要性。適切的選擇

發言時機，往往會帶給他人好印象並受尊重，例如研討會結束前，主持人詢問大家有沒有要

發問時，久久沒有人舉手，當主持人宣布大會結束，大家已準備走出時，突然有人站起來

說有問題要問，這樣大家又要回座等此人發言完，這就是講話時機不洽當的例子，又

如在學校上課，下課鈴已響，時間又近中午，大家都急著下課時，如果有學生發言致

拖延下課時間，也不受其他學生歡迎，這也是講話時機不洽當的例子；又在日常生活上，

五六位朋友在聊天得很高興時，最好不要臨時切入，講一些不好訊息，或讓人傷感事，

給人家掃興，此即表示要看場合決定現在講話或以後講話的時機選擇，要有能力自我

判斷。

四、講話內容應條理分明，事先有妥善安排
講話時最好能分段分節，以用簡單句子為原則，使用短句較長句好，又能分段分

節更好，尤其演講需要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時，更應如此；如果演講人只顧自己講，而

忘掉有翻譯人在旁時，相信翻譯人沒有那麼好的記憶力，把演講內容完完整整地翻譯

出來。

五、講話時要盡量減少不必要的手勢或碰觸別人肢體動作
講話時有些人喜歡用手勢動作，以強調其語氣，但過度用手勢並碰觸別人的手臂

或肢體，是不良的講話習慣，讓人不舒服，特別是在車上或餐桌隔鄰而座時為然，這

如果是對熟悉的朋友或許無所謂，但若對初次見面的人來講是不禮貌的動作，尤其在

社交場合應盡量避免。遺憾的是，講話有手勢及碰撞別人肢體習慣的人，往往不自知

其動作會給人家不良的感受。

六、講話內涵應有水準
所謂講話內涵水準，是指「是非分明」、理性及合乎邏輯，有學理上根據，以及

客觀的判斷等。凡是為「反對而反對」、非理性、或換了位子就講不同話的沒有原則

的人，其所言未必能獲得大眾的共鳴與認同，甚至引起反感，而成為沒有水準的講話

風範。

 

綜合而言，講話是ㄧ種「藝術」大於「科學」方法的學問，沒有捷徑可遵循，必

須從平時觀察別人講話的感受心得中自我修正。又講話時間冗長、內容重複又重複，

不會節制發言時間的人，不受歡迎，常被大家批評為「上台容易，下台難」的人，其實，

這一點是最不容易做到的。總之，講話的得體性攸關做人的形象；從講話中可以看出

一個人的學識素養及風格，應從求學時代就要培養良好的講話習慣，樹立良好的講話

風範，這是本人寫此短文期勉讀書人之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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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國立台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楊平世教授

 「粉圓喔，賣粉圓喲！」小時候每聽到粉圓阿姨挑著小擔沿街叫賣聲，總會衝出門

口，從口袋掏出零用錢等著她搖一碗甜甜的粉圓湯，一匙匙品味，內心洋溢著滿足和

幸福的滋味！   

初中畢業後到都市唸高中，甚至上大學，已聽不到往日那種純樸的叫賣粉圓聲音，

但街角邊總可看到剉冰店，而粉圓則和其他熱湯圓和花生混搭，已吃不出昔日那種粉

圓的滋味。應該說粉圓還是有魅力的，因為不久聰明的生意人利用機器打造出更多大

大小小更加 Q彈的粉圓，推出所謂的「珍珠奶茶」；也由於口感不錯，立刻風糜全台，

甚至遠征國外，開疆闢土，而國內知名的商家甚至連鎖店開遍台灣！在懷古的心情下

買來喝喝，的確乳香濃郁，粉圓既大又 Q，可是已吃不出古早粉圓，那種細細軟 Q的風

味！

 「古早粉圓」是利用天然的樹薯粉或地瓜粉製作的，而珍珠粉圓 (Tapioca ball)

雖然也是應用樹薯粉、地瓜粉製作，但添加了果凍及人工香料，所以比傳統的粉圓大

且更加 Q 彈。由於價格合理，口感不錯，不久即大發利市；有趣的由於牽扯珍珠奶茶

是誰「發明」的，還引發台中的春水堂和台南的翰林茶館相互控告而上了法院。

好景不常，當 2011 年台灣爆發食品添加塑化劑後，珍珠奶茶也中槍，市場效應甚

至波及中國、香港、東南亞及歐洲；加上奶茶所使用的奶精熱量高，而且又添加不易

分解的高果糖糖漿，有引發尿酸過高之虞，市場大受影響。而我因為念古早粉圓，仍

偶而會買杯嚐嚐，但每帶回家，一定遭來老婆的責難 ! 在懷舊心情下，益發令人思念

古早的粉圓！當時粉圓湯沒有糖精，也沒有塑化劑，更沒有高果糖糖漿，淡淡甜甜的

滋味，仍令人回味！

在台灣傳統的粉圓製作技術應還沒失傳，如果在一些生產樹薯、地瓜多的縣市農

會，此時如果能以「在地的」食材製作出傳統的古早珍珠奶茶，不再添加任何化學材料，

也不加防腐劑，說不定能異軍突起，再讓台灣的珍珠奶茶重振雄風！

打造 古早味
                的

珍珠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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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成立於民國 77 年的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

加入 OISCA 中華民國總會為團體會員以來，積極參與並多方贊助

本會各項活動，貢獻良多。這個以協助政府致力農業生產運銷、

調節市場供應、保護農業生態環境之研究與推展的永久性非營利

法人組織，不僅造福了眾多農產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也和各

地 OISCA 的成員廣結了善緣。日前，本刊編輯同仁前往拜訪時，

就從他們所發行的「瑠公農業產銷會訊」61-72 期的合訂本中，

發現一篇「人間桃花源－不老的有機菜園」的文章，是由 OISCA 

OB 研究員劉又菱女士所撰寫，當即徵得李董事長宗興、吳執行

長昭祥兩位的同意，在本刊轉載，以分享更多的讀者。由於本會為慶祝 2014 OISCA 

DAY，將於 5 月 21 日組團前往劉又菱會友所經營的有機菜園觀摩，這篇文章的適時轉

載刊出，當有助於加深印象！ (以下為原文轉載）

    

這年頭，職場環境變化之大，沒有人說得準哪天就被老闆給炒魷魚了。有人為了

尋找一份到 80 歲都不必退休的工作，選擇種菜來圓夢。甘苦走來，卻一路堅持，對他

們來說，這份工作看似容易，卻也一路顛簸…且讓大蕓有機蔬菜農場的劉又菱，記錄

他們的不老有機菜園。

我想種菜的原因
務農之前，我從事保險經紀人的工作。先生承接世代經營的重機械土木承包業，

閒暇之餘，就非常喜愛在家中田裡種菜。有一回種了一萬多棵的高麗菜，一粒粒長得

又大又漂亮。那時市場價格很高，應該會有很好的收益。有一天回家時發現田裡的高

麗菜都被打碎做肥料了！原來是公公怕工作收入不錯的夫妻倆，因為這回高麗菜賺到

錢會一頭栽下去種菜，進而採取阻撓的手段。在公公的觀念裡，務農是一條辛苦、得

不到回報的路。但夫妻倆的志願是當農夫，因為它是一份可以工作到 80 歲都不必退休

的差事。因緣際會下，在 28 歲那年改行從事有機農業，剛種菜的前 3 年公公都不跟我

們說話。

文／本會候補理事  劉又菱
人間桃花

源 不老的有機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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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就十八般武藝的學習

因為完全外行轉入農業，並且是當時方興未艾的有機農業，我們以外包生產模式

進駐朋友位於新屋鄉的九斗有機農場開始接觸學習，接管 120 棟溫室及 3 甲裸地。當

時只看得懂園裡的三種蔬菜－空心菜、莧菜及地瓜葉，其他一概不知。就這樣開始了

我們的有機學習，每天早上 5 點一直工作到下午 6 點。因為沒人可問，所以坊間只要

跟有機農作有關的書籍幾乎都買回來照書操作。種植忌避作物，自製辣椒水……所有

介紹的方法都拿來嘗試，但是效果不彰。有一回預計在隔天一早採收的 1 棟溫室栽培

芥蘭菜，到了早上 5 點要採收時，只剩下梗，葉子都沒了。經過半年結算，夫妻倆平

均一個月的收入，扣掉其他工人的工資，只剩下 13,000 元（在務農以前夫妻二人的月

收入是 50 萬）。當下決定再做 1個月，如果還是沒有改善，就不幹了。

人家說「傻人有傻福」，那時剛好大園鄉種植蔬菜很有名的華豐農場～湯嘉風先

生到農場參觀，告訴我們說：「年輕人啊，怎麼亂澆水，難怪都長草不長菜。」當時

我們就如被蘋果打到頭頓悟了許多觀念。自從認識湯先生以後，每當發現問題，夫妻

倆便在收工後驅車前往大園鄉請益，經過湯先生的教導，2個月後收入便由 1個月 1萬

3變成 40 萬，讓我們對農業更有信心。

與九斗有機農場的契作合約結束之後，為了學習種青椒技術，跑到新竹縣五峰鄉

竹林村青椒產區，半年承租3分地種植 1萬棵的青椒。當時我們只為了學習如何整枝、

採果技術，整個山頭的人聽說有 2 隻菜鳥要用有機方法來種植青椒，都跑來看熱鬧。

他們說有時候連用農藥也沒得收，更何況不用農藥，告訴我們這樣做是會沒有收成的。

那年剛好碰上 1 個月內 3 個颱風來襲，山下收青椒的盤商，嘲笑山頭上的人說：「你

們老前輩很丟臉的啦，那 2 隻菜鳥每天都有 20 箱青椒來賣我，你們半箱都沒有。」於

是整個山頭的人又都跑來看我們，向我們問為什麼青椒植株都沒受損？

關鍵就在我們以有機栽培，使用的是有機肥料，有機肥屬於慢性肥料，要慢慢讓

它的根向下吸收，所以它的根系是很旺盛、很扎實的。

找一塊合適的田地

也曾為了探求一塊有機耕地跑到桃園復興鄉的哈夏灣、海拔 1,600 公尺去種植有

機蔬菜，但因那年很冷，溫度只有 3 度，蔬菜都凍傷了。之後又跑到海拔 1,000 公尺

的地方種菜，夏天那裡的萵苣沒有蟲害、而且長得很好，可是有機肥很重載上山、蔬

菜很輕要載下山，結算之後還是虧大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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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當時自己沒有土地、資金，連續承包過幾個大農場做有機專業契作。

這樣歷經 10 年的專業代工，累積足夠的經驗，最後選擇龍潭與關西交接處開拓屬於自

己的農場－大蕓有機蔬菜農場。為何會在龍潭買地落腳？因為它是旱地沒有休耕補助，

承租較容易、耕作面積就可以很大，可以多樣性生產。同時農場距離台北消費市場運

輸只要 40 分鐘，蔬菜的品質也將是最好的。

目前農場種植面積 8.8 公頃（溫室 1.6 公頃、露地 7.2 公頃），全年栽培作物品

項約 110 種，採多品項生產、每日約 2,000 包，銷售對象以有機店、有機超市及高級

餐廳為訴求，銷售據點全省約 150 處。

我們的有機蔬菜園管理
1. 經營企業化

2. 機械化作業

3. 降低生產成本

  自製有機堆肥、培養工作雞、自行育苗、農場栽培工作採論件計酬。

4. 產品精緻化

  蔬菜採收後半小時內送進冰箱內降溫，再到 18℃的包裝室包裝，出貨採取全程冷藏 

  運送。

讓有機普及的願景

從農以後，一直有一個目標，就是如何讓有機農產品普及。讓農業可以是永續經

營。以現在台灣的有機消費族群來說，大多數是屬於游離客戶，選擇性購買有機農產

品。因為這樣的消費市場，有機無法大量生產，有機農民就無法降低成本，農民的利

益就會因成本過高、收益相對薄弱，更有可能血本無歸，進而無法永續經營。

 現階段有機農產品要到達消費者手中，需要經過層層盤商，轉運、配送、販售，

零售單價居高不下，造成有機農產品無法普及，需要健康的人無法長期食用。

我們的作法是採取產地直銷、結合周邊農場共同運銷降低成本、宅配到府，讓更

多人能享用更為便利而合理的產品供應、長期支持有機農產品。建造和諧健康的人瑞

城市，可說是我們這群愛護土地的農夫們執迷不悔的不老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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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台灣樸門永續發展協會  唐嚴漢

瑠公農業產銷會訊第 74 期

森林沒人照顧卻依然蒼鬱－我們從中學到什麼 ?
  近幾年全球又掀起另一場糧食生產風潮－可食地景（Edible landscape），即在

生活場域中，用多元、可以食用的植物來取代原本的觀賞種植，達到綠化環境、節能

減碳、教育及維持生物多樣性的目標，並且建立區域性的食物供給，在地生產，也可

作為天災發生時的因應措施。

源自澳洲的樸門永續生活設計（Permaculture），已發展出一套有效設計食物森

林的方法。藉由觀察自然、師法自然、運用當地資源的整合觀念，由以下三個重點來

介紹食物森林的益處與設計方法：

1. 水資源保育 : 造林不只是種樹，造林可以減少表土及有機質的流失、增加地下水補

充，並且提供動植物生長的水源，也可減少人為澆灌的成本，並提供人們及社區生活

所需。因此，在設計食物森林之前，首重水資源保育的設計。

2. 支持系統 : 食物森林支持系統的重點在於快速提供表土保護，並提供食物森林生長

所需的肥份。運用大量的豆科或有固氮功能之物種，在設計上則會以模仿森林的空間

分布，採用豆科之喬木、灌木及地被植物，營造一個由豆科植物為主快速支持性森林。

3. 收益系統 : 收益系統即食物森林設計中能直接提供收益（產出）的部分，包含了各

種果樹、堅果、木材、香草藥用樹種等。收益系統設計必須同時考慮到短、中、長期

的收益，使食物森林經營者在不同時期都能有所獲益，與收益系統一起栽種，才能建

構完整的食物森林。

建造食物森林的有效技法

    為了加速食物森林的成長，一些簡單方法可減少人力投入，並提高植樹的成功率。

1. 覆蓋物 (mulch): 通常在植苗後，為避免雜草過度生長，剝奪了樹苗生存的空間，可

使用豆科地被植物如蔓花生、苜蓿、含羞草等種子作生物覆蓋（living mulching），

以保土壤並提供養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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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樸門鼓勵學習自然森林不斷增加有機物的特性，以各式可自然分解的有機物質（稻

桿、枯枝落葉、廢紙箱等），覆蓋於樹苗周圍。如此一來雜草因陽光不足便無法生長，

而覆蓋物分解後，也可以提供苗木的養分。此外，覆蓋物也可維持一相對穩定的濕度、

溫度，有助於植物生長。

2. 種子球 (seed ball): 除了以育苗的方式進行造林外，可直接使用種子來建造部份的

食物森林。「種子球」是一個有效避免種子在發芽前被動物吃掉，又能在初期就提高

種子成長競爭力的方法。種子球是將種子與堆肥、防蟲的苦楝樹粉或苦茶粉混合，並

以溼土搓成一球狀，乾燥後直接拋灑入土中，可提供種子在自然發芽的保護及養分。

另外，種子球也是保存種子的方法。

3. 有益菌與豆科植物的應用 : 在自然森林系統中因為生態平衡，會形成自然的微生物

益菌循環。種植豆科植物時，可事先將種子浸泡在含有大量根瘤菌或固氮菌的液體中，

如此，豆科植物就可以事先浸染日後可與其共生的固氮菌，以快速建立高功能的支持

系統。

此外，對於已長期受化學農藥、肥料及除草劑破壞的土地，一些樸門實踐者會採

用如液肥的製作（培養健康的微生物群）、乾淨的森林表土或完熟的堆肥，來回復土

壤的生機。

食物森林的管理

一旦建立食物森林後，除了固定的採收外，還可加以適當的管理，以確保其高功

能的效果。

1. 修剪豆科植物 : 豆科植物雖有固氮的功能，卻常把氮肥保留在其根圈中，讓其它植

物無法有效利用。因此適當的修剪豆科植物，可讓地下根圈腐化分解、將其氮肥釋放

入土壤中，並利用修剪下來的部分做為覆蓋物，即可持續利用其養分。

2. 引入動物系統 :森林是植物及動物互動的場域，所以引入動物系統可以建立多樣性、

保護特殊物種，也可以幫助植物成長授粉。許多植物都仰賴昆蟲，例如桑科榕屬植物

（如無花果）必須由榕果小蜂授粉，以及靠著種植吸引瓢蟲的植物來抑制蚜蟲的生長

等。另外也可以引進豬、雞等愛吃落果的動物，可降低果蠅密度。

後記

對長期習慣以單一物種造林的主管機關而言，食物森林或可食地景都是一個新觀

念，所幸相關部門已開始重視這個新的設計。筆者有幸受邀參與 2011 年位於花蓮馬太

鞍的『大農大富平地森林計畫』，是台灣第一個食物森林的實驗專案，期望日後有更

多的機會將食物森林與可食地景引入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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