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自去年全面推動中小學吃有機營養

午餐，不僅帶動臺灣有機農業新風潮，全臺

各地都有學校透過有趣教材、實地下田操

作、參訪有機農場及各種課程活動與有機概

念結合，讓學生認識有機、強化對有機農業

和有機農產品的認識，同時也由親手種植有

機，了解農友們的辛苦，養成正確飲食習

慣，並將有機理念從校園帶入家園。現在不

僅學生吃有機營養午餐，連學校老師、家長

也團購有機蔬果，在為農友創造另一項收益

之餘，也奠定有機永續發展的基礎。

  新北市許多學校很早就開始編寫有機教材、

安排相關課程，還有不少學校利用周邊或校

內腹地，讓孩子們擁有自己的實驗小農場。

有的讓學童認養，有的請工友伯伯照顧，甚

至還有退休老師擔任志工號召社區民眾一同

維護，如今有機營養午餐政策推動後，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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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小菜圃就變成了現成的實驗農園，孩

子們透過責任菜園的規劃，自己種、自己加

菜，現在不僅營養午餐不挑食，也一定把有

機菜吃光光。

  除了新北市的小朋友，三年來花蓮東華大學

環境學院的一門通識課程也直接拉到田裡、

進入「校園綠色廚房」，讓學生在廚房中認

識有機食材，包括有機米比薩、米粉，還有

用有機甘蔗製作的蔗糖等等，透過實作重新

認識有機，也為有機農產品找新出路。

  此外，為讓中部的孩子們多元學習農業生產

與健康飲食觀念，農糧署邀請13所小學參與

「食農教育紮根推廣計畫」，以稻米為主題

結合在地農業文化特色，親手體驗農事與有

機料理，讓食農教育的精神，在孩童的心田

中紮根。這13所食農教育學校將「飲食安全

與健康」、「食物里程與在地食材」、「碳

足跡」、「友善農耕」等觀念設計成各式課

程，運用耕田、種菜、餐飲料理、自產自

銷農產品、彩繪稻田等，給孩子不一樣的體

驗。

  老師們一致認為，食農教育才是改變臺灣

農業、愛護這塊土地的開端，因為當消費者

有了正確的消費觀念，透過市場的需求帶動

生產，創造出良性的「產」「銷」「消」循

環。讓農友安心投入「生產」，提供健全的

「銷售」管道並創造出廣大的「消費」市

場，如此越來越多人購買有機產品，自然就

會有更多人投入有機的生產行列，或者從慣

行農法轉作有機。新北市中和區復興國小校

長林木城表示，許多政策的推動一開始都是

從學校開始，後來逐漸變成國人們認為理所

當然的「習慣」，未來在食農教育推廣下，

將會為有機農業的永續發展推波助瀾。

深根，感動
新北市已有許多國小實行「食農教育」課程，推廣

有機蔬菜的重要性與珍貴性，並且讓他們從小就培

養吃進健康的同時抱持感恩的心，為努力栽種有機

農業的農夫們獻上最大的感激。

有機營養午餐＋全臺食農教育 奠定有機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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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食農教育 奠基有機大未來
國小五年級的國語課本裡，有一篇「尊敬大地」文章，選自作家劉墉

的《超越自己》，課文中和小朋友分享了尊敬土地、尊敬自然的觀念，

如果能常常光著腳，站在土地上，讓我們的腳心像植物般吸取泥土的精

華，感受大地的脈動，會有益於健康。新北市目前280所中小學共有83

所學校，擁有自己的校園小農場，讓學童在課程學習之餘可以利用校

園內的小小菜園親身體驗有機栽培過程，不但可藉此實地感受農夫的辛

勞，也讓食農教育既多元又活潑。

落實有機 永平國小從心做起

將蔬食推廣加入校本課程，設計五、六年

級的實驗課。此外還會利用早自習永平國小

自己的電視台，播放有機農業影片，並填寫

影片學習單，後來還影響了學生自發性舉辦

「畢業蔬食感恩餐會」。

菁桐國小 自己種有機自己加菜囉
自己種有機、自己加菜的感覺真幸福！這

正是平溪區菁桐國小的自然課生活寫照。有機

營養午餐政策推動後，將校園裡的一小塊角落

整理成實驗小農場，瓠瓜、甘藷葉、茄子、四

季豆等輪流收成，大家加菜吃得津津有味。

復興國小 光腳下田感恩謝天
除了讓孩子們在課堂上實作，親手播種、

動手整理、自己採收，透過雙手的勞動成

果，大家一下課就會來關心、認養自己的

「作品」，有機觀念也因此扎根。學生光著

腳下田，感受大地的脈動，也傾聽自然的律

動與聲音。

永定國小 孩子下田體驗農夫生活

群山環繞、附近都是農地菜園，但是校園裡這

塊特別不一樣，生長著各年級小朋友親手栽種的

蔬菜瓜果，讓學生在菜園裡種下自己的作物，自

己種菜自己採收，加上活潑教材的設計，學童們

體驗「有機」的精髓，也逐漸改變大人們的栽種

觀念。

五寮國小 社區踏查學有機
位於三峽山上的五寮國小，孩子們家中幾

乎都有農地，學童開始吃有機營養午餐後，

學校除了利用時間分享有機農業的概念，更

運用節日和社區互動，以社區踏查體驗有機

農業的樂趣，讓有機觀念深化。

瑞平國小 小小農夫的有機農園
一畦畦整齊的農地，在小朋友的耐心照顧

下逐漸茁壯，用有機方式搭起網室，更請來牛

埔有機農場主人盧建和擔任講師，在校長、全

校師生及地方人士的全力推動之下，農作物就

是長得大又健康。

昌平國小 學童彎腰學插秧
利用學校閒置地舊運動場變身成有趣的學

習農場，孩童種起了稻米，還有洛神花、蔬

菜、瓜果，小朋友開心下田插秧，體驗農夫

的辛勞，透過親自踩著土地、感覺土地的溫

度，並起看著作物生長，孩子們更懂得感恩

與回饋。



菁桐國小 自己種有機自己加菜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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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就是把農夫的有機蔬菜吃光光！
海山國小食農教育有成 

█隨著民國99年環境教育法通過以及新北市

有機營養午餐的試辦推廣，轄區各學校也積

極推動食農教育，其中板橋海山國小在節能

減碳意識抬頭的風潮下，由一群熱心老師在

民國100年發起成立「海山國小環境教育工作

坊」，透過教材的製作以及精采的課堂分享，

讓孩子們透過三餐的飲食選擇，擁有改變世界

的機會。此外，孩子們也因為對有機農業的深

入認識與體驗，了解農夫的辛勞，現在不僅感

恩惜福、把菜吃光光，也透過影片分享，希望

更多農友們投入有機農業的栽種行列。

  海山國小的食農教育設計理念，主要是來自

知名的珍古德博士曾分享過的觀念，就是「每

個人一天都有三次機會改變世界！」亦即透過

三餐飲食的選擇，做到健康、低碳、愛地球，

即使只是小學生，在心裡逐漸認同有機農業的

價值，也能從此改變世界。

  教材設計師資群之一的楊東錦老師表示，孩

子們就像個吸收力很強的海綿，食農教育推動

3年來以「用心飲食護大地」的活動主軸，每

年塑造不同的主題與學生分享，例如103年以

「愛護生命」為主題，從有機農夫的故事，體

會快樂來自於與動物們的共存共榮，而非收成

多寡。因為消費者認同無農藥栽種，是農夫轉

作有機的一大助力，所以當孩子們接受、認同

有機，由市場帶動生產，自然也能讓臺灣有機

農業蓬勃發展。更進一步以有機耕作方式與動

物們做朋友，最終達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永

續理念。

  楊東錦說，這兩、三年來孩子們在潛移默化

之中產生了改變，從以前不喜歡吃青菜，到現

在只要知道是有機的蔬菜一定吃光光，這也是

對農夫無形的鼓勵。此外，學校還透過參訪有

機農場、拍成影片回到學校分享，今年特別要

從農夫與麻雀互動合作的故事中，來了解快樂

來自分享。此外也要讓孩子明瞭在產業鏈產消

互動過程中，消費者可以扮演關鍵角色，進而

發揮力量改變生產端。

  海山國小的有機食農教育在設計好課程後，

由各班老師運用自然或綜合課程和學生分享，

同時每週四上午學校的宣導節目上也會和同學

一起談有機的觀念，還有許多學生拍下了給有

機農夫們的鼓勵。他們說，因為老師們的分

享，現在除了營養午餐的有機蔬菜會被吃光

光，連媽媽上菜市場買菜都還會特別叮嚀要鼓

勵有機農友，多買有機蔬菜，而海山國小的老

師們，也會每週團購有機蔬菜。

  楊東錦說，有機風潮近幾年在臺灣方興未

艾，原本99年環境教育法通過後，學校教有

機食農觀念還正在找適合的案例與農友，後來

新北市政府有機營養午餐一推動，效果加乘立

即收到很好的功效，現在向家長及社區人士宣

導有機農業的健康概念也容易多了。

  「當年臺灣推動垃圾分類、減量的觀念，剛

開始也是從學校做起，最後現在垃圾分類、減

量已經成為生活中很自然的一環。」楊東錦表

示，將來有機農業也必然會蓬勃發展，當孩子

們長大後成為社會的中堅，有機農業的真的能

從此大改變。

快樂農夫
互助 分享

動物麻吉
和樂共存

消費力
產銷合作

用心飲食
護大地

海山國小教學活動結構圖

謝同學：我以後也

要當有機農夫，讓

大家都健康

王同學：以後只要有

有機食品，我一定會

把它吃光絕不浪費

初同學：有機種植

法，讓全球人們健

健康康活下來

食農教育讓孩子們對有機農業的深入認識與體驗

                 (可參閱http://163.20.58.20:8081/index.

asp?BrowserType=NotIE  搜尋「用心飲食救地球」)



█知名的有機蔬菜供應單位「台灣阿甘」，

在有機農業通路界無人不曉，但是許多人不

知道台灣阿甘的老闆甘文聰，剛開始也是從

金融業轉有機農業的大外行。在周星馳的電

影《少林足球》裡三師兄的一句台詞：「我

一秒鐘幾十萬上下。」當年甘文聰在證券期

貨市場也曾叱吒風雲，但內心對臺灣土地的

熱情，一直呼喊著他返鄉重拾新人生。就在

一次偶然逛網站的機會，看到高雄旗山有八

分地出售，從此開啟了他完全不一樣的有機

人生。

  因為臺北住久了，加上本身學財經、又懂行

銷，每回看到鄰居田裡的農作物豐收後，卻

怎麼都賣不掉？老農夫們臉上的愁容，又讓

甘文聰決心轉個彎，以自己的專業，幫農友

們找回自信、找到市場。於是「台灣阿甘」

開始發揮調度能力與行銷專長，為臺灣有機

農業闖出一片天。他笑說：「我最喜歡走跟

別人不同的路。」以藍海策略行銷，除了傳

統的有機店通路，多年來台灣阿甘率先將有

機蔬菜導入機關、學校團膳，擔任各地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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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午餐市場的敲門磚，透過大市場為農友創

造收益，讓合作的農友們「揪感心ㄟ」。

  甘文聰說，客戶的訂單是固定的，供應商總

是希望協力的農友們每週生產足夠數量、好品

質的有機蔬菜，但是往往天不從人願，生產不

夠、產量太多都要解決，因此調度就成了供應

商最頭疼的問題。現在台灣阿甘合作的三十幾

個農場，有各式的有機蔬菜、根莖、瓜果、

雜糧等作物，甘文聰除了一邊開創市場，也

一邊帶領年輕人投入有機農業。他表示，臺

灣的農業從業人口年紀都很大，但有機農業

卻是未來的趨勢，年輕人看到有機農業市

場若不知道怎麼跨過這個門檻，來找他就對

了。

台灣阿甘 有機農友的行銷先鋒

康正忠：暑假我們要去韓國玩
█每位種有機的農友，不論是從慣行轉有

機，或者外行變內行，都有令人動容的故

事，高雄梓官的康正忠夫妻，辛苦走過3年有

機栽種的艱辛道路，一直到加入台灣阿甘供

應商陣容，在新北市有機營養午餐政策推波

助瀾下，他笑著說，熬了好幾年，沒想到種

田也能出國玩，這是許多農友一輩子也想像

不到的福利，現在有新北市當靠山，加入種

有機的行列就對了。

  康正忠、陳菊廷夫妻倆早年從事瓦斯行的穩

定工作，隨隨便便一個月收入二、三十萬不

是問題，但經營服務業的缺點，就是逢年過

節不但無法休息，還要加班送瓦斯，經年累月

下來身體受不了，有一年康正忠操到重感冒，

整個人癱在床上動彈不得，後來決心將瓦斯行

收掉，改投入農業栽種。當然人生轉這麼一個

大彎，不但收入壓力大增，還有許多親朋好友

等著看笑話，在完全外行、根本沒把握的情況

下，康正忠夫妻還是決心投入有機農業，希望

以善待土地的方式找回健康。

  康正忠剛開始種有機只知道不能用農藥、不

能用化肥，又沒有專業的有機農業知識，一發

生蟲害也不敢用手抓，夫妻倆乾脆買了捕蟲

網在田裡追著白粉蝶跑，接著黃條葉蚤也來

報到，發現菜葉上一個洞、一個洞的很難看，

才知道有機農業學問很深。「不過種有機也沒

有想像中的困難啦。」康正忠分享種有機的真

理：「就是一直找專家問，久了你也會變博

士。」

  康正忠說，今年因配合新北市供菜，菜田也

跟著小朋友一起放暑假，陳菊廷種有機的姊妹

淘們已經規劃去韓國旅遊。種有機不但能放寒

暑假，還能出國玩，這應該是許多農友一輩子

都很難想像的畫面吧。

地址：高雄市梓官區大舍北路3巷新甲段441-6號

電話：0929-848-236

地址：臺南市仁德區田厝里田厝一街198號

電話：(06)266-1178

暑假快到了，康正忠夫妻倆也要跟著放暑假去韓國玩

台灣阿甘的專業行銷團隊是農友們的好夥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