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一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而言，從事農業生產原是遙不可及的事，但就在

因緣際會之下，讓楊曙濤甘願做一位業餘的農夫，而且是一位獲得認證的自然

農法、有機農園的耕作者。 

由於育有的兩個小孩，從小就患有過敏性氣喘的毛病，到處求醫無效，經

人介紹食用精力湯後，不到半個月就自然痊癒，對於這項神奇療效的經驗，使

得楊曙濤有意識的燃起進一步了解精力湯成份的慾望。而本身長期患有腰酸背

痛痼疾的楊曙濤，在食用過有機的農產品半年後，竟也漸漸不藥而癒。 

楊曙濤深知身體的狀況與食物有絕對密切的關係後，便在住家附近租借了

一塊荒蕪已久的農地，自己種起各種蔬果。家中三代都沒有務農經驗的楊曙

濤，先是以慣行農法學習耕作，只是堅定要儘量避免使用農藥而已，但在菩提

園主人的推薦及鼓勵下，積極參加了 MOA 的自然農法研習，不料自此便與自

然農法結下不解之緣。 

台灣地區農地近數十年來，大量使用化學肥料，造成土壤酸化嚴重，幾已

到萬劫不復的地步，在缺乏了大自然相生相剋的平衡機制保護後，農民只好大

量使用農藥來確保產量及產值，如此惡性循環下去，造成農民礙於生計，已經

無力放棄慣行農法，所以從日本引進的 MOA 自然農法，在台灣推行十幾年

後，還是無法廣被農民接受，其基本的原因就是農民缺乏保育農地的觀念，沒

有為下一代的子孫做長遠打算的責任感，也是因為政府推動不力與消費者選購

農產品的消費習慣造成的結果。 

楊曙濤說，用生物殘體作基質醱酵的肥料稱為有機肥，完全施用有機肥的

農地稱為有機農園，又不使用化學農藥所生產的作物是為有機農產品，基於對

土地永續利用的觀念與維護食用者健康的原則，耕作者其實都有責任奉行自然



   
 

農法，對於目前以業餘的方式經營有機農園，並且已是花蓮地區 MOA 的推廣

志工之一，對於這樣的一份執著，楊曙濤表示會終身堅持下去。 

MOA 自然農法，一語道破就是有機栽培，然要獲得這項認證，並不容

易，據瞭解，MOA 的認證極為嚴苛，除了土地不能有農藥殘毒污染外，包括

附近的農田、水源等也都必須是保有自然的常態。楊曙濤說，想要識別一塊菜

圃是否為有機農園，要看園裡是否草菜共生，空中有無鳥蝶飛舞，農友是否樂

觀豁達，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即使沒有認證文件，也應可斷定是自然農

園，民眾大可以放心的買些農產回去品嚐。 

既然用自然農法經營的有機農園，可以維持自然生態的平衡，又可讓地力

永續利用，採收的農產品還能為消費者帶來健康，於公於私，大家都應該為有

機栽培、自然農法盡一份心力。但據統計，百分之八十的農友還是喜歡以慣行

農法經營，楊曙濤指出，速效、成本、消費觀念與政府輔導不力、缺乏法令限

制等都是農友不願配合的原因，做為一個自然農法的經營者，楊曙濤只希望全

民要有此認知，回歸自然是不二法門，因為唯有自然才能與天地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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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數年前小弟參加 MOA 自然農法有機栽培課程之研習報告，僅供參

考。MOA 為日本岡田茂吉協會之簡稱，台灣地區由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金會

負責。 

自然農法只是茂吉大師三項理想之一，雖然後人努力促其實現，可是時至

今日，除了極少數非以營利為目的的家庭菜園，仍然老實地依循著大師的要領

在耕作之外，其他大部份農場，為了商業上的生存現實，感覺上已經略有偏離

了，這很難說得清楚，就讓我試試看吧！ 

先談什麼叫做「有機」，在化學上，有機物乃是由Ｃ、Ｈ、Ｏ三種原子所



 

構成的分子，由於多半有機物的氫原子數很接近氧原子數的兩倍，所以有機物

又被稱為碳水化合物，跟無機物質相映襯的一件事實，這個碳水化物又正好是

這個星球上生命要素的共同特癥，所以，用生物殘體作基質的肥料稱為有機

肥，施用有機肥的農地稱為有機農場，有機農場上生產的作物稱為有機農產

品，賣有機農產品的商店叫做有機商店。由於有機肥料提供了很多構成生命基

礎物質所必須的化學分子鏈，如果沒有無機化合物的干擾，有機農地裡各種形

式的生命都會旺盛的滋生出來，而土壤裏有機碳分子的循環，也藉由各種生命

這樣持續的運作，提供了很多作物健康成長所必要的碳分子，這個「有機

碳」，就是岡田大師未曾指明的生命所需高能量的所在。 

所以，基本上我們想要栽培出具有高度能量的農產品（食物），當然是要

先培育出能夠滋生高度生命體的土壤，在這樣充滿有機物質的土地上栽培作

物，才能讓農作物能不虞匱乏的隨時從根部汲取需要的全部養份，以前的人發

明用水耕，把作物隔離在實驗室內，並將作物全部的民生必需品以分子態溶入

水槽內，讓它們源源不斷的供給作物吸收；也有用所謂的植物工廠方式，讓一

棵蕃茄植株長出上萬粒的果實，沾沾自喜的以為創造了生物奇蹟，殊不知這只

不過是另一種「台灣人養七月半的豬公」而已，由於違反自然、營養不平衡、

供需失調，形成很多自以為是的笑話，像這樣的栽培方式，那有什麼能量可以

標榜？ 

我們看見許多類似「活力農場」等用密閉式的遮雨棚來控制微氣候的生產

者，也聽見很多這方面的專家頗為自豪的展示他們的量化數據，當您第一眼看

到產品包裝袋裡晶瑩剔透的蔬果時，您會覺得消費者所付的價格是絕對合理

的，可是當您用手去親自感觸一下他們的泥土時，您不禁要懷疑：這裏面真的

有所謂的生命嗎？能量來自何處呢？這就是茂吉大師心目中所謂的高能量食物

嗎？我個人認為這只不過是另一種變相的水耕而已，這跟在麥當勞裏吃到的飼



   
 

料雞沒什麼兩樣，相形之下，「小瓢蟲」的露天栽培，感覺上就踏實得多，至

少它們都吸收了日月的菁華，經歷了風霜雨露的滋潤，也都承蒙了微小生命的

認證。不然，岡田大師所謂的能量要來自何處？ 

我自己擁有四分耕地的使用權，面積雖不算大，但是對一個朝九晚五的上

班族來說，已經有點力不從心了，以前採用慣行農法施作的時候，還馬馬虎

虎，常常有菜可以出賣，除了貼補一點家用，又可怡情養性，活動筋骨，自從

懂得尊重生命之後，為了與有緣的眾生和平相處，耕作的效率差了很多，現在

已經不具有量產的規模了，偶爾生產過剩時，也只有分送鄰居同事親朋，充其

量只夠結識許多好緣份而已，從來都不敢認真去計算一下成本。 

在這次同班受訓的準志工中，有一些人是衝著利潤來的，以為有機栽培商

機無限，希望政府儘快把遊戲規則定讞，以便鳴槍起跑時可以大撈一票，殊不

知黃花崗上早已是塚塚相疊，眾冤魂個個都期期以為不可呢，舉個例子說吧，

傳聞東部某大企業投資生產有機作物，連續三年，每年都虧損五十萬元以上，

終於草草收場，主事者得到的結論是：真正的有機栽培確實無利可圖。聽到這

樣的訊息，我暗自慶幸：還好我有穩定的薪水，還好我不貪心追錢，還好我時

間不夠用，要不然，我也會死得很難看，有機栽培真的是這樣入不敷出的嗎？ 

且聽聽我的分析，先從草的迷思開始：很多同事朋友都問過我一個同樣的

問題，四分地到底是多大？我都告訴他們：剛好是一個標準的足球場大．您想

想看，如果不依賴除草劑，您從這一頭割草割到那一頭，一天能割多少？大概

一遍還沒有割完，這一頭已經草太長了，難道要請假來割草嗎？還是花錢請人

來代割呢？對一個上班族來說，這樣划得來嗎？ 

問得好，問到心坎裏去了，有機農法、自然農法的高成本不是一般人可以

想像的，很多慣行農法習以為常的耕作概念一點都派不上用場，如深犁、旱澇

輪作、浸田、覆蓋塑膠布等等，這都會把辛苦建立的生態系付之一炬。除了草



 

的問題，田間還有水、肥、蟲、病、賊等等完全不一樣的對策要去傷腦筋。以

前聽到宜蘭陳老先生主張：絕對不用蘇力菌，因為它會把益蟲的子孫也一併消

滅，真是一針見血。如何在田間揀別，如何把有利的因子留下，把不要的因子

濾除，如何讓妨礙作物生長的干擾因素抑制下來，這是古今中外所有農夫做不

完的功課，要我們放棄近五十年來台灣農業科技所累積的智慧，擇善固執的走

一條寂寞的路，沒有過人的膽識是不可能會有成就的。 

要堅持這樣的理念，要實踐這樣的理想，一定要有適量的財力作後盾，要

有接受失敗的風險意識，要有打落牙和血吞的氣魄，所以絕對不能貸款來做，

也不能合夥去做，更不能有追逐暴利的打算，只能量力的試，即使一再的失

敗，也要心平氣和的、心存感激的吸收錯誤的經驗，等到學費繳足了（欠人的

還清了），自然會漸入佳境、苦盡甘來。要是沒有長期抗戰的打算，想要以

「打了就跑」的所謂「台灣經驗」來規劃經營，不是死得很難看，就是像時下

所謂的有機農園，由菜園變果園，由果園變藥園，最後再由藥園變草園，淡出

有機圈。 

感謝我的公司，感謝我的薪水，讓我可以堅定不移的走過這一程，記得剛

開始時我只敢種萵苣、地瓜葉等等蟲不愛吃的作物，偶爾種個十字花科的菜色

就沒有好下場，後來實在不甘心永遠吃『二軍』的菜，只好引進紗網來做隔離

保護，沒想到仍然是白費心機，結局反正就是沒有收穫。最後忿然把圍離全部

撤除，任由牠們去吃，沒想到居然反而有牠們吃剩的大白菜、青花菜可以上

桌，真是上了寶貴的一課。林妙娟老師也認同我的結論：食物鏈的建立需要時

間，也需要基本的食物（農作物）供給，捨不得讓牠們吃，或是不肯讓他們吃

個夠，只會延緩形成生態系平衡的時間，損失的永遠是園主。 

我是菩提園有機商店的店主人推荐來參 MOA 課程的，以她的立場，當然

是希望所賣的商品上有合法的認證標籤，可是如果您問我對認證標籤有什麼看



   
 

法，我會坦白的告訴您：「不法之徒是無所不在的」，「只要有一個標誌叫您

可以放心，您就要提防有人已經正在伺機謀利了」，我在花蓮認識一些慣行農

法的傳統農友，其中不乏較有良心、用葯比較合理的人，最近居然也有某大頗

具知名度的有機採購聯盟，派人跟他們進貨，朋友說：我跟他們明講，除草劑

照用，農葯只有在幼嫩期使用，但是可以控制到驗不出來。這樣的農產品可以

賣到好價錢，想必是某個環結出了問題，消費者那裏可能會知道呢？但是卻再

一次的印證了標籤的實質意義。 

有朋友問我：那要怎麼辨識有機農產品呢？我通常會建議他們繞過行銷業

者，直接到產地去找生產農友，除了親自看看農地，也要仔細看看人品，如果

生產者是在商言商、效率掛帥、唯利是圖，那即使是現在還沒有作弊，那也只

是遲早的問題而已。如果耕作者有紮實的信仰做後盾，瞭解人生的意義並不只

是盲目的追求財富，而且言談舉止親切隨和，園裡草菜共生，空中鳥蝶飛舞，

那麼，即使他拿不出合法的認證文件，我認為您大可以放心的買一些回家品

嚐，並且弄清楚是不是嚼完了青菜之後，絕對不用急著去找牙籤？ 

剛開始參加 MOA 的活動時，看見一群樂觀開朗的年青人，以推銷有機耕

作理念為職志，想要為台灣的農業請命，更想為台灣人民的健康忻福，當下毫

不猶豫的就加入了這個行列，某天問我要不要當志工？當下以為這是在幫忙做

好事，最起碼是在做正確的事，沒有浪擲有限的生命光陰，何樂而不為呢？記

得先父曾經告訴我：這個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好人跟壞人，只有常常做好事的人

跟老是做壞事的人，我希能多多親近像基金會這樣一個善良的團體，以便隨時

提醒我多做正面的事。電影『夢幻騎士』裏唐吉柯德說的：在我生命即將步入

終點時，只要這個世界曾經因為我的參與而變得好一點，即使只有一點點，我

都會覺得心滿意足，不虛此生。 

為了這樣一個執著，我一頭栽了進來，歲月悠悠，話說有個愛下棋的人，



 

一天偶然在山中見到兩位老人正在對弈，禁不住上前旁觀，正是招招要命、著

著驚奇，就這樣連續看了三盤，黃昏循原路下山時，居然發現村莊已經變了

樣，家裏也住了不認識的人，房子老舊不堪得幾乎難以置信，詢問之下，才聽

說數十年前，曾經的確有一位老人家走失在山中，一直沒有找到。可是他本來

所認識的鄰里村人，居然一個也找不到了。 

所以，我並沒有在 MOA 裡一展鴻圖的打算，更沒有像「土地倫理發展基

金會」裡的同學那般志比天高的理想，很慚愧，對 MOA 未來的方向以及願

景，我，做個義工、敲敲邊鼓還勉強湊合，若是參與規劃、要談「志工」，可

能就要令基金會大失所望了。 

 

現在您所收聽的節目是【碧海藍天】，我是采欣。 

那在接下來呢，待一會兒要跟大家繼續來關心的是有關於有機農園的發展

的問題，那當然，在平常我們會陸陸續續從很多新聞報導當中發現，其實現在

很多的農作的生產，由於經濟效益上的考量，跟價格方面的控制，所以其實在

種植過程裏面呢，好像包括在化學肥料、化學農藥的運用都非常的普遍，那，

也讓我們耽心，每天我們所吃進的，到底有多少是對我們的身體有所危害的？ 

所以愈來愈多包括說是農民啦，或者是說有些朋友，大家都會利用一些自

己的園地來種植有機的蔬菜，那當然說，除了提供自己的家人食用之外，其實

也希望說，有更多的機會作更廣泛的推廣，讓我們的農業呢，也能夠逐漸的朝

向有機的方向來發展。 

那麼在今天節目裏呢，我們就邀請到在花蓮農改場，擔任副研究員工作的

林妙娟小姐，那麼，有十年的時間，她持續的在推動有機農業的一些經營，那

同時呢，也經常有機會到國外去進行一些考察，來學習國外的一些發展經驗。 

那另外呢，在今天還有另外一位來賓，就是目前呢，從事有機農園種植的



   
 

楊曙濤先生，事實上他本身呢，是一位上班族。不過剛開始呢，利用週休二日

來租地，然後有一塊屬於自己的有機農園。慢慢的他終於發現，其實如果說，

有更多的朋友一起來加入的話，共同把有機農業的觀念推廣出去，再透過好的

行銷管道，加以去推廣的話，在未來呢，我們才能夠在有機的飲食方面有更好

的發展。 

那在今天的節目裏，我們就邀請他們兩位，待一會兒來跟大家分享這一方

面的經驗。 

 

您所收聽的節目是【碧海藍天】，我是采欣。 

在今天節目裏呢，我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怎麼樣來實現一個現代的田園

農夫的夢想，而且要跟大家一起來關心有機蔬菜這樣的一個主題，那今天節目

裏呢，我們所邀請到的是花蓮農改場的副研究員林妙娟小姐，還有現代農夫楊

曙濤先生。兩位好！ 

大家好！（林） 

大家好！（楊） 

其實很難得哦（采欣），是因為在最近，我是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遇到林

妙娟小姐，那聽她談到說呢，最近剛好有一個國外的有機農法的考察行程，那

讓我想到，好像是在去年還是前年，也曾經邀請您到節目當中來跟大家分享這

個主題？ 

是的（林），那，因為多少年來，我也一直在關心這樣的一個議題，所以

我這些年來，不僅是在業務上的從事這樣的一個研究與推廣，同時呢我個人也

找機會到幾個國家，比如美國啊、德國啦、荷蘭啊、日本啦去觀摩、去瞭解。 

那我一直在想，這個國外他們都是這麼樣的積極，尤其是消費者也都很大

力的來支持，因為他們會覺得說，這個有機農產品是一個相當不錯的產品，不



 

僅是對我們人類的健康，是最有幫助的一種食物，而且，他們會覺得更重要的

就是，吃這些有機農產品，就是落實所謂的【實踐環保】的理念。像我們今年

是叫做所謂的【國際生態旅遊年】，也就是強調這個生態平衡這方面的議題，

那如果說，我們來重視這個有機農業呢，也就是所謂的有來重視這個生態平衡

的這個議題。 

所以在國外，尤其是歐州，他們對於有機農業這個名詞呢，有的是稱為生

態農業，有的又稱為所謂的環保農業，就是因為每個國家，或是當地的一些居

民，對於有機農業所重視的主題，是有一些小小的差異的一個觀點，像我們國

內呢，主要還是著眼在健康的主題上面來吃這個有機農產品，或是來支持這個

有機農業，這是我這些年來的瞭解。 

另外，我還要強調的一點就是說：我們以日本而言，他們有一群消費者，

他們甚至於不是只有說購買有機農產品，他們還會幫忙促銷有機農產品，而且

還要說服他們社區的專賣店、超商來賣有機農產品，當然啦，更可愛的就是他

們會利用他們自己的假日，來幫這些有機農友呢促銷有機農產品，就是這麼樣

的可愛，因為他們會覺得這樣就是，也是一個環保的一種落實的行動。 

就是大家一起來推動有機農業（采欣），受惠的也是自己，也是大家。 

是的（林）！是的！ 

那像剛剛林妙娟小姐跟大家談到有機農業的這樣的主題（采欣），我們會

覺得，這好像是農業發展專家所關心的事情，不過我們今天節目的另外一位來

賓楊曙濤先生，是在自己的假日呢，開始經營有機農園，那剛剛我跟楊先生聊

天才知道，原來您也是一位公務員，您在台電上班，有非常穩定的工作。可是

呢，把這個有機農園，也從剛開始只是為了自己家裏來食用，到後來也發展成

一個還算蠻有規模的有機農園。跟大家談談，為什麼當初會有這樣的一個改

變？ 



   
 

人家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嘛（楊），剛好在這個政府準備要推動這個週

休二日的這個節骨眼上，我剛好搬家搬到這個吉安鄉農改場附近。這附近的土

地是───閩南話叫做【土肉未歹】，就是它土壤的性質是非常適合栽培作物

的一個地方。那來到這邊以後，假日到房子外面去走一走，看到人家在種菜，

油然生起「我們也來種種看」的這種想法。 

週休二日，如果我們沒有一個自己有興趣的消遣，那到外面去跑的話，就

是去花錢嘛，就是去外面消費。像我從小就喜歡種花、種盆景，那剛好利用這

個條件來種菜，剛好可以滿足家裏的需要。 

剛好在住家附近有看到一塊地，上面長草長得蠻長的，可以說已經是荒廢

很久了。就去問附近這些農夫，問說到底要找誰商量，才可以在上面種菜？當

然大家都知道，他們就帶我去找這個主人，跟他商量以後，就以一個月一千元

的價錢租下來，就自己種自己吃。 

那一塊地蠻大的，一千多坪嘛，自己吃絕對吃不完，所以，隔壁、鄰居、

同事啊、朋友啊，只要是我認識的人，他們都有機會可以吃到我種出來的產

品。每一次當我送菜給朋友的時候，當我看見他們臉上的笑容，就讓我覺得，

好像鼓勵我繼續這樣做下去，是一件很快樂的事情。 

對！有時候我們跟朋友之間（采欣），不一定要用很貴重的禮物。有時候

透過我們自己的勞動，我們的付出，然後有一些小小的收穫，其實對朋友來

說，是一種非常大的盛情。 

像當時您自己在種蔬菜的時候，會不會感覺到說：因為現在我們市面上的

蔬菜，很多都會有農藥殘留的問題？所以您會想要去種菜？ 

剛開始種菜時，還沒有想到這個問題（楊）。只是說，最主要是利用週休

二日的時間來生產一些家裏需要的東西。那剛剛開始學種菜的時候，因為我家

裏三代都沒有人務農嘛，所以自然而然，要去訂一些農業雜誌來看，還要去購



 

買一些專業的農業書籍，像類似百科全書啊這樣的來看。 

而且我農田隔壁的這些農友呢，他們都會很熱心的教我怎麼種、怎麼種。

當然，因為他們二、三十年來，就是用慣行農法在種植蔬菜，所以他們教我

的、很好心教我的一些方法，也是「什麼時候該噴藥啦」，「什麼時候該怎麼

樣、怎麼樣啦」，現在回想起來，其實都不是很正確的一種栽培方法。 

可能就是比較講究速成的方式（采欣）。 

是，是，農友一向都是以這樣的方式（楊），有的人就種到六、七十歲，

他們一輩子就是這樣種，他不認為這樣有什麼不對。 

倒是我自己有兩個小孩子，體質比較過敏，常常生病。那時候自己家裏的

開銷裏面，小孩子看病的花費佔了很大的一個比率，使我自然而然去思考說：

怎麼小孩子那麼愛生病？ 

那還有，當我到醫院裏去掛號啊、門診啊、排隊啊，發現好像生病的人還

真的不少。以前沒有慈濟醫院，我們看病那麼不容易，現在醫院已經開得那麼

大，一樣看病還是要排隊，好像生病的人真的是很多。 

在這個中間，讓我們思考到說：這個生病跟我們週遭的環境，到底是有什

麼樣的因果關係？那看到有一些雜誌批露說：可能農藥是這一些疾病的一個隱

形的成因。可是因為沒有直接的證據可以證明，一方面也是因為一些利益團

體、農藥進口商等等的阻礙，所以這一方面的報告，一直沒有辦法很真實的呈

現給社會大眾，所以……這要怎麼講才能講清楚呢？ 

所以我想（采欣），這也是從我們自己家庭的經驗裏頭發現，其實我們體

內的環保，跟我們的飲食健康有很重大的關係。那後來您是怎麼樣取得這些有

機農法的栽培資訊？是不是跟農改場這邊，有一些資訊上的交流跟支援？ 

這真的是跟農改場有這個緣份（楊）。我剛剛學種菜，種差不多半年，剛

好農改場有辦一次為期一個禮拜的講習班，它的學員都是從全省各地農改場推



   
 

薦過來的。那時候剛好我跟花蓮這裏的一個蔬菜大盤商有認識，他知道我種菜

不喜歡用農藥，就給我這個訊息，並且鼓勵我去報名，參加這個免費的講習。 

這一個禮拜的課程上下來，喔！那剛好，林老師剛好也是那一次課程裏面

的一位講師，我這輩子跟林老師第一次見面，也是在那個機緣，就是接觸了

說，原來慣行農法之外，還有一個叫做『有機栽培」這樣的耕作方式，能夠獲

得跟我們市場上的農產品不一樣的農作物，一種能夠提供給我們健康的農產

品．就是在這一種機緣之下，我開始接觸到有機栽作的這個理念。 

好！（采欣）在今天節目當中，我們所邀請到的是，在農改場擔任副研究

員工作的林妙娟小姐，以及在有機的農園經營方面，也是很有經驗的楊曙濤先

生，來跟大家做一些介紹，那我想，我們就先休息一下，然後待一伙兒告訴大

家，所謂的有機農法，到底是運用那一些方式，來做這個作物的栽培？如果

說，在我們家裏只有小小的一方陽台，可不可能也來做有機的栽培？提供我們

一些經驗。那再待一伙兒，我們再來聽聽他們所做的一些分享。 

在今天節目當中（采欣），我們所邀請到的是，在農改場擔任副研究員工

作的林妙娟小姐，還有在業餘呢從事有機農耕的楊曙濤先生。那剛才呢，楊曙

濤先生跟大家談到說呢，其實最剛開始，是這個週休二日要為自己安排一下假

日的生活，就開始種起菜來了。那當然，在耕種的過程裏面呢，剛好有機會接

觸到有機農法的一些耕耘，所以改變了您原來對於種植的一些看法、做法。 

那我想有機蔬菜、或是有機的飲食，在最近這幾年來，其實已經變成很流

行的一個名詞了，可是可能大家不是很真正的瞭解說呢，到底所謂有機的農

法，跟我們過去傳統的農作方式，或是現在比較使用化學肥料的這些方式，有

那一些比較關鍵的不同？大致上是運用在那些方面？ 

這個（楊），我們比較常打的一個比方，就是「飼料雞」跟「土雞」的一

個比方。也就是說：以我們慣行農法生產的農產品，拿到市場想要賣得一個好



 

價錢，第一個，它的長相要好，第二個，它絕對不能夠有瑕玼、有蟲咬過的痕

蹟，否則它就賣不到好價錢。那他要讓他的農產品又白、又胖、又漂亮，有沒

有營養、好不好吃還在其次，至少它的賣相要好。要追求這樣的一個農產品的

話，他就是要靠這個農藥，靠化學肥料，供應源源不斷的「氮、磷、鉀」這樣

的元素，給這個農作物去吸收。 

那跟我們有機栽培不一樣，我們有機栽培呢，是我們先去培育一個健康的

土壤，讓這土壤裏面充滿各式各樣的生命，讓生物鏈在土壤裏面旺盛的進行。

在這樣的環境裏面，我們來栽培作物，作物就可以吸收到它需要的任何一種稀

有元素，而不是我們常常知道的「氮、磷、鉀」而已。在這樣的環境栽培出來

的作物，它自然擁有它 DNA 裏面需要的所有的養份，可以說是一種營養非常

完整、非常充足的農產品，這樣的食物進到我們肚子裏面，才能夠為我們帶來

健康、帶來能量。 

而我們剛剛講的慣行農法，因為它在市場機能的運作下，它不得不要使用

農藥、使用化學肥料。變成說，我們講的說「飼料雞」，它只是中看，實際上

呢，虛有其表，它的營養成份呢，並沒有我們有機農產品那麼完整。 

不完全！（采欣） 

甚致於說這個口感啦（林）、風味啦，有機農產品確實是好，就是像剛剛

楊先生所打的一個比喻，「土雞跟肉雞」嘛，我們都知道：土雞的風味很好，

口感也非常的不錯。那我們有機農產品就有一點雷同，就像土雞的風味跟口感

一樣，確實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喔（采欣），它跟我們現在一般的栽培方式很不一樣的地方，可

能它需要更長的時間，去從整個土地的根基做起，然後甚至呢，可能我們也不

用一些很速效性的肥料啦，或者是農藥，那所以想必是這個產量上，可能也會

比較少一點。甚至剛剛所講的，就是賣相上也不是那麼的好，這個可能就是在



   
 

過程當中，我們要去調適我們自己的。那是不是談談在這個部份，您怎麼樣在

各部份都控制在最好的情況之下，達到您最好的收成？ 

喔（楊）！「收成」倒不是我耕作這個有機農園追求的真正的目標。如果

是談到收成的話，其實也正是我們一般真正的農友，他們沒有辦法放棄慣行農

法來從事有機農耕，它背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收成。 

那我自己從事這個有機的耕作以來，我覺得最好的收成不是金錢，而是從

朋友的臉上獲得的那些笑容、那些回報、那些滿足，比如說，我的朋友他切個

大西瓜的時候，他會想到我；他綁粽子的時候，他會想到我，多綁一串給我。

因為他們平常都有拿到我這邊很真實的有機農產品，這個才是我最最滿足的收

成，而不是一般我們講的說：我們農耕嘛，無非是要求得金錢上的收入，我要

養家啊，我要教育小孩啊。 

所以很多農夫他沒有辦法真正去從事這個有機栽培，是因為有機栽培第一

個它的產量少，第二個它的風險大。因為他不能使用農藥，所以，蟲害啊、病

害啊一來，他能不能熬得過去，他不知道，那總不能他沒有收成啊，他家裏要

吃飯啊，所以他不得已，他還是要使用農藥。甚致幾乎總是「預防勝於治

療」，在病蟲害還沒有發生之前，他們就先給予噴藥保護。這就是我們一般專

業的農夫，一直沒有辦法從事有機的農耕的最主要原因。 

我們所知道的，我們這些有機栽培常常聯繫的這些朋友，都是兼業的啦，

這就是說，他自己要有很穩定的經濟來源，不能光靠這個來吃飯的。像我，我

是一個公務員，我每個月薪水一定會進來，那我用從公以外的時間來從事有機

農業，這樣子我才能夠堅持我的理念，我才不會去作弊，是這樣子。 

是（林），由剛剛楊先生所提到的，說生產不是一個最主要的目標。我也

談談最近我到美國密蘇里州去考察，訪問到一個有機農友，他已經是快七十歲

的人了。我就問他說：您為什麼要從事有機農業？他說：我們不要太商業化，



 

就是不要太為賺錢。 

然後我就笑一笑，又問他第二個問題：那您這些農作物，鳥兒、蟲兒會不

會來吃？他說：當然會呀！ 

那我就再進一步問他說：那您會不會心疼？他說：不會啦，本來就是也要

分享給這些一起在我們這個宇宙裏面生存的這些動物。所以他不會心疼，他覺

得也應該分享給這些鳥兒啊、蟲兒們一起來吃，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有時候（采欣），我們不那麼去計較這些經濟上所得的時候，我

們從另外的角度來看，會覺得這種分享讓我們的收獲更多，就像剛剛楊先生所

說的，我們跟朋友分享，還有這位農夫講的，跟大地所有的其他生命一起來分

享。 

那像在楊先生的農園裏面，比較主要您所種植的蔬果有那些？您是不是舉

個例子，這些蔬果當遇到栽培經營上有一些困難的時候，您怎麼樣運用一些有

機農法？ 

喔（楊），這個，有的是比較技巧性的問題。 

因為我那個菜園當初栽培時候的出發點，主要就是提供我自己家裏來食

用。所以我變成說，我想要吃大蒜，我就來種蒜；我家裏需要用蔥，我就來種

蔥；需要紅蘿蔔，我就來種紅蘿蔔；所以我的菜園裏面，各式各樣的蔬菜，

一、二十種，可以這麼說，只要是合季節的菜我都有種。 

有時候青黃不接，遇到沒有菜吃、或是吃膩了少數的幾樣菜的時候，就會

找一找野菜。很多朋友會告訴我：這種也可以吃，那個也很好吃。找一找野

菜，所以說，我家裏這幾年來都不用到市場上去買菜，各樣的菜色我們都有。 

那對於這個病蟲害方面，我們有機農法它遵照的一個大原則，就是天敵

───一物剋一物的這個理念，就是說：您不要耽心您的農作物會被病蟲害吃

掉，因為這個病蟲害是比我們人類更早就來到這個地球，我們人類是最後來



   
 

的，可以說，我們是客人而不是主人。我們應該要有這個雅量，讓我們的農作

物給大地這些生命一起來分享，它們用剩下的我們來取用，必須要有這樣的觀

念，而不是一般「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唯我獨霸的心態。 

如果我們能夠容忍這一些小生命在我們的菜園裏去繁殖的話，那大自然很

奇妙的一個機制就是：它會引來一些天敵，然後一物剋一物，時間拉長了以

後，漸漸它會取得一個平衡。在這個平衡的架構建立完成以後，我們就可以穩

定的從菜園裏面獲得我們需要的農作物，就像我們採蜜蜂的蜂蜜一樣，您不能

一次把它拿光光，您總要讓那些蜜蜂能夠活得下去，這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遵重生命」，是我們有機農法裏面對付病蟲害最主要的一個大原

則。只要掌握這個原則，勇敢的堅持下去，再搭配一些科學方法，像我們參加

MOA 這個學會，他會介紹我們一些國外運用幾十年來，很正面、沒有負面效

果的一些技術，比如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蘇力菌、輪作、間作、忌避作物等

等。透過學習，我們就可以把這些方法引進到農園裏面來。 

那，生產我們自己的食物，如果不要求效率，不講究收成，不講求單位面

積的產值，只要不朝這個方向去思考的話，其實在菜園裏面耕作，是非常快樂

的一件事情。 

其實我想（采欣），大部份的朋友也都很希望說，能夠吃到又健康、又沒

有農藥殘留問題的蔬菜，可是我們都比較不容易取得這方面的蔬果，比如說大

部份我們都只能買到經由一般農法所種植的產品，因為它們可能真的賣相又

好，又便宜，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會擔心農藥殘留的問題。 

我們現在有很多朋友，其實都很希望能夠買得到所謂的有機蔬果，可是像

林小姐講到說，現在好像我們行銷的管道還不是非常的暢通，所以一般的消費

者，其實不太容易跟有機的產品接觸。在這個部份我們要怎麼樣來輔導，像楊

先生這樣很有心栽培的農園，將來也能夠透過比較有效的行銷，到達需要的消



 

費者手中？ 

對於這樣的一個問題（林），我個人的看法就是說：在我的調查收集裏

面，這些有機農友，都是很願意、很希望擴大他們的栽培面積，也希望其他的

農友一起來種。但是他們會覺得當前最重要的，就是一個行銷管道的問題。 

這個行銷管道的問題要靠誰？就是要靠消費者來支持。如果有很多的消費

者願意來支持、來購買、來吃這個有機農產品的話，那麼，願意種有機農產品

的農友就會愈來愈多，這是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再來就是要提供一些教育的機會，讓我們的農民瞭解到，有機的生產方

法，對我們土壤的培育、環境的保護、對於人類的健康，都有所幫助。當然，

像剛剛楊先生有提到，這些所謂大地的生命，都能和平共處，就是生態平衡，

那麼世界就會更美好。 

那當然啦，在我們流通業者也好，生產者也好，消費者也好，如果說再有

更多的機會，多來瞭解、多來認識，譬如說這個有機的農產品，要怎麼樣來

吃，怎麼吃，才能吃出健康的身體，這也很重要，就是所謂的「消費教育」。 

當然這個消費教育不是只有消費者才要接受的，生產者、流通業者都需要

共同的來瞭解，大家有這個共識感的話，那麼我們在推廣有機農業，就會比較

能夠普遍化，比較容易來推動，這個是需要靠消費者來支持的。 

所以還是要靠自己（采欣），像剛剛林小姐講到，國外的一些經驗，他們

社區的居民，主動去表達他們的需求，甚致大家一起來合力，營造一個更好的

交易環境，讓有機的農產品有一個它們可以行銷的地方。 

對！對！對（林）！還有，剛剛主持人您有提到，如果消費者有興趣的

話，也可以利用陽台來栽培，這是可以的。像這種情形的話呢，像我們現在不

是在推動垃圾分類嗎？廚餘嗎？可以自己把這個廚餘回收，然後再配合一些泥

土，自己來做一些有機土壤啦、堆肥啦，像這樣子，我們自己就可以種一些蔬



   
 

菜，例如說蔥啦，九層塔啦，或是香菜啦，小白菜啦，紅鳳菜也可以，這些比

較容易種的這些菜。 

但是我會覺得說：如果消費者有更大的意願，真的要來落實支持的話，我

倒會覺得說，可以直接到我們的有機農園，去那邊看是不是要加入會員，或是

說要像市民農園一樣，租一塊地自己來種，或是認養一塊菜園，委託我們有機

的農友幫我們照顧，到時候再自己去採收，這些的方式，我覺得都很不錯。 

像剛剛我們介紹的楊先生，他自己有一塊很大的地，而且種植的有機蔬

菜，又是種類蠻多的。正是所謂的多樣少量，所以很符合我們一般的消費者來

運用，這樣的話呢，我們消費者如果能夠多多到他的園地來，是會比較好的。

那所以我想藉這個機會，我們來告訴消費者，我們楊先生家裏的電話。 

我們楊先生家裏的電話，請問是幾號？ 

家裏的電話（楊）？8521479。 

8521479（采欣）？ 

是！是！是（楊）！ 

所以我們週末假日也可以（采欣），跟著楊先生一起到他的田園裏面去，

種植有機蔬菜。 

對！對（楊）！一起來享受這個樂趣。 

據我所知，現在外面，我們不要說花蓮，就是說外地喔，在這個有機農產

品的行銷上面，已經出現一個很大的障礙，就是消費者沒有辦法信任他買到的

農產品，是不是真的有機。 

因為繪聲繪影，有一小部份不肖的流通業者，他向有機的耕作者進貨，進

一部份以後，他就去拿一些不是有機的農產品混充在裏面，以同樣這麼高昂的

價格來賣給消費者，可是消費者他靠眼睛來看，他靠嘴巴來吃，他吃不出來

啊！所以就難免會懷疑。 



 

那怎麼樣讓消費者相信，他所買到的農產品的確是「貨真價實」，花這個

錢不冤枉？我認為最簡單、又最穩當的方法，就是請消費者務必要抽個空，直

接到產地去一次，去跟生產者溝通，大家交個朋友，認識這個生產者的為人，

看看他是不是一個唯利是圖的人？是不是會從中作弊的人？ 

順便也到這個生產的場地來，享受一下脫掉鞋子，光腳丫踩在泥土上面的

那一種感覺。也看看有沒有什麼比較搶眼的特癥？有沒有使用除草劑、農藥的

痕蹟？這個假日呢，不一定說一定要往那一些聲色場所去，大自然其實也是很

好一個，跟自己家裏的小孩子親子同樂的場所。 

來拔拔草，來看看為什麼有機農產品會賣得比一般慣行農法的那麼貴？比

如說慣行農法，它用除草劑來除草，十分鐘就可以噴完的面積，如果您要用手

來割，也許要割半天，說不定割一天都還沒有割完。在現在台灣人工這麼高昂

的型態下，有機農產品它貴，它就是貴在這邊。 

可是如果您沒有到生產地去瞭解、去體驗，您會覺得很捨不得，一個高麗

菜，五塊錢就可以買得到，那為什麼要花四、五十塊錢去買一個呢？那這個背

後，真的要到現場去看，才會肯承認它的價值。 

是，像我也碰過（林），很多的消費者在問我：我要到那裏去，才能買到

真正的有機農產品啦？那我想，今天借這個節目呢，就可以介紹，至少我們花

蓮的消費者就有福氣了，就可以到我們楊先生的園地裏去看看啦，去親自採收

啦，或是跟他約定說您要買多少，他也會採給您。 

那我們楊先生的電話呢，我想藉這個機會呢，我要大力的推薦給消費者，

所以再請楊先生再慢慢的把他的聯絡的電話，唸給消費者知道。 

喔！謝謝！謝謝（楊）！我家裏的電話，8521479。 

8521479。那如果家裏沒有人接電話，我手機的電話有需要嗎？ 

喔！我手機的電話是：0939284365 



   
 

0939284365，這個手機，我會帶在身上，就是方便聯絡。 

所以說（采欣），如果大家想要擁有一塊自己的田園，我想也可以向楊先

生這裏來聯絡，週末假日的時候可以變成全家人的活動，其實現在我們在講

說，加入 WTO 以後，有很多農產都是進口的。可能很多傳統的農業也是面臨

很大的衝擊，那我想有機農業的發展，它不只是說：帶給我們營養更完整的食

品而已，它也可以變成一種農村的體驗，以及假日的休閒。 

是！是（林）！ 

那今天非常謝謝林妙娟小姐，還有楊曙濤先生，我想大家如果說對於有機

農法有一些問題的話，也可以直接跟兩位來聯繫，我想應該可以跟大家做很多

經驗的分享。 

很謝謝兩位，那希望在以後希望再有相關的體驗，再跟大家做相關的介

紹。 

謝謝大家，再見！（林） 

謝謝（楊）！ 



 

 

地    點：花蓮吉安國小後面 

日    期：93.04.06.（星期二） 

時    間：pm 15：00－16：15（幼兒自然科學教材教法） 

解 說 人：楊曙濤先生 

農場主人：楊曙濤、劉慧芬夫婦 

參 訪 人：花師學士後幼師資班（共 47 人） 

紀 錄 人：謝月琴 

方    式：Q＆A（問答方式） 

Q：有機農場與一般農場（慣行農法）有何不同？ 

A：1.以生態為出發，做有機農耕，以期能恢復土壤之健康。 

2.雜草的管理，都用人工除草，不用除草劑。若不太影響植物的成

長，則保留雜草。田園中，永遠有兩種植物：一半給人類用，另

一半則留給大自然。 

3.肥料－間接的有機肥料，用來餵養小動物（蚯蚓）的。蚯蚓不但

可以鬆土，其排泄物是絕佳的肥料。 

4.蟲害－養蟲來吃菜蟲，不噴農藥，讓生態自然平衡，而非趕盡殺

絕。 

如園中有田鼠，田鼠會吸引什麼動物過來？貓、蛇、鷹等。 

蚜蟲則會吸引瓢蟲、螞蟻等。 

Q：貴園中有螢火蟲嗎？ 

A：有，去年發現 10 隻，希望今年會有更多。螢火蟲是指標生物。只

有在生態平衡的環境中方能生存。 



   
 

Q：貴農場在農作物的選擇上，有何特別之處？ 

A：選擇較不會得蟲害的作物 

1.避免栽種「十字花科」（如花菜、高麗菜、白菜、青江菜、蘿

蔔…）的作物，因為蟲害多。 

2.多栽種蔓性植物：如絲瓜、胡瓜、南瓜、龍鬚菜、百香果… 

3.其它較不會得蟲害的作物－如胡蘿蔔、地瓜、萵苣、青椒、蘆

筍、紅鳳菜、芹菜…。 

Q：在何處可得真正的有機蔬果？ 

A：1.自己栽種。 

2.向可信的有機農民直接購買。 

3.有機商店（確認袋子外的有機標章）。 

Q：肥料的來源，一定是有機的嗎？ 

A：目前尚無法真正做到，仍在努力中。 

Q：我們如何辨認有機蔬果？ 

A：1.看標章。（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金會或其他有機認證的標章） 

2.吃在口中，自然明白。 

ps：此標章得來不易，需經種種努力並經考核認證方能取得。 

ps：楊先生特別介紹一本書：新世紀農耕－人對土地圓滿的愛，琉

璃光叢書，為 Bob 所著。 

而後，楊先生並帶我們去看看他的田園。當全班同學來到菜園中，明顯感

覺「土是鬆的」，到處農作物與雜草並存於田園中。此時，正是咖啡、百香果

的開花期，胡蘿蔔、草莓、蘆筍、青椒、桑葚、龍鬚菜、萵苣、菊苣、地瓜

葉…的採收期。 

後來，楊先生並交給我三片光碟，為的是將有機的觀念「傳承」下去。他



 

並一再叮嚀我們選擇健康而少污染的食物。期中考完後，我們班合寫一張感謝

卡給農場主人，謝謝他們熱誠的款待、誠摯的解說。深信這將會是個善念的

『種子』的。期待大家為這塊屬於我們的土地，盡一份心力。 

後記：請怡晴同學將謝卡送達，慧芬師姐又送給我們三本書，兩份光碟。

真謝謝他們！在花蓮的日子不多了，希望能善用這些日子，方不至於辜負這屬

於後山的「好山、好水、好人」！ 

 

 

 

 

 

 

 

 

 

 

 

 

 

 

 

 

 

 



   
 

多年以前，因參與「琉璃光」研習營（88 年 11 月）之後，就一心想走有

機農業。於是我與先生商量，將 5 分的旱地收回（原栽種竹筍），並嘗試著用

自然農法栽種木瓜。 

那時，我一面在空大進修，一面接國小短期代課，有時又得當義工（慈濟

大林醫院志工、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金會義工），所以能專心照顧木瓜的時間

實在不多。再者，後來因太辛苦又無固定收入，家人不支持。而有些技術上又

無法克服（如雜草叢生、毒素病），再加上颱風過境，替我收了不少木瓜。銷

售管道未能打通…等，以致最終我還是失敗了！就因為有機農業的困難度十分

的高，包括技術、產銷、人力、成本…若非天時、地利、人和、耐心、堅持

度，絕對無法盡其功的。有機農業走不成，我轉而改走教育路線。 

這期間，我曾用牧草做隔離，用洗米水、餘廚的水澆水，放養草蛉做為紅

蜘蛛的剋星（生物防治法），用不織布鋪在木瓜的周邊，以防雜草叢生，灑岩

石粉在田園中以補充礦物質，拔除患有毒素病的植株…。 

當我們把自己栽種的柳丁、椪柑，拿出去賣時，往往會發覺：消費者總是

挑那些大而美的蔬果。至於，那些有蟲洞、其貌不揚的蔬果，即使價格較低，

也不見得賣的出去。這種「消費者」的迷失，導致『生產者』的應變：栽種出

嫩嫩的、外觀漂亮的蔬果。殊不知，那常是化肥、農藥的產物啊！ 

台灣農藥的使用量居高不下，高居亞洲之冠，號稱『農藥王國』。以前住

在古坑，隔壁就是興農農藥行，每天人來人往、絡繹不絕。據消基會指出，以

全年農藥使用總量，除以人口數，台灣每人每年分攤 2 公斤的農藥。台灣農夫

每隔 5.5 天施藥一次，每次混用 4.5 種農藥，混用農藥可能使毒性增加。再

者，農藥是很難用水洗掉的。而農藥使用最多的當屬除草劑！ 



 

如果你看到一片露天田園很乾淨，完全沒有雜草。或者雜草枯黃死去。甚

或雜草（如霍香薊）的葉子有不正常的枯黃現象時。你當可斷定，此園絕不是

真正的有機農場！ 

農業從以前到現在，所面對的問題，主要是「病蟲害」、「雜草」、「地

力衰竭」的問題。 

去年，我與先生栽種銀柳，剛開始長得不太好，好像營養不良的樣子。後

來，經朋友的指點：停滯生長，其表徵即是在嫩葉上會有紅化的現象。Why？

原來是水分不足且肥料不夠。於是我們做了些調整：施肥、加強灌溉、與植物

溝通（讚美、感謝她、唱歌給她聽：感謝天、感謝地），後來真的長得較好

了，很多人誇我們養得好！ 

有機農業除了不用化肥、農藥之外，土壤、堆肥、水源等，均要是無污

染、不含重金屬、且經認證合格的才行。有機蔬果有幾種特質：安全無毒、植

株實在、健康生機、味美清甜等。 

有機農業是以培育健康的土壤，改進栽培技術，增強作物抵抗能力，來防

治病蟲害。有機蔬果由於成本高、售價高、生產量低、技術性高、產銷不易暢

通，再加上消費者過分要求，蔬果外觀肥美碩大、無蟲孔等，故推展不易。靠

的多半是社群團體、有心人士及有機農民的耐心、堅持信念，方能力行。 

有機蔬果的有形成本包括：人工除草，費工費時；不用農藥，植株損失；

不用化肥，生長較緩；有機栽培，成本較高；尚乏推廣，產銷不易等。 

而這本『新世紀農耕－人對土地圓滿的愛』，提供給真正想嘗試有機農業

的人很好的典範。這是大自然農夫包伯．肯那德（ Bob Cannard）先生所著。

對自然界他有著獨特的見解、實務經驗、敏銳的觀察力等。肯那德先生給人印

象最深的是他對大自然的尊重與關懷，以及對植物界相交甚深。以下摘錄一些

重點：植物所需的成份：陽光、礦物質、空氣、微生物。這四大項，缺一不



   
 

可。且還要供給均衡充分，若有一方失去平衡，則很可能招致蟲子或得病。在

園中，隨時都有兩種作物，一種給予大自然，另一種留給人類，這是一種時間

與空間互相分享的方法。大自然是最親密、準確的鐘，蔬果自有他自己的季

節。記得這是你的田地，而你的腳步是田地最好的資糧。常常與植物做溝通或

唱歌給大地聽。他教我們維繫人類命脈的秘訣－保持一顆柔軟慈悲的心！ 

 

PS：參考資料：新世紀農耕－琉璃光 

危機與生機－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金會 

花蓮 MOA 農場之參訪報告 

銀柳栽種要點 

銀柳銀柳滿大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