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厝聚落 張認路

管處輔導八煙一帶復育水梯
田，不識字的她，便鼓起勇
氣接受生態導覽員培訓，著
手復育荒廢的水田。
上了課，田裡不知名的
雜草、蝶類、枝頭上的鳥
兒，一一有了名字和故事，
張認路逐漸意識到生態保育
很重要，不但自學考取生態
導覽證照，為了了解自然農
法，她還到處聽課取經，把
課堂上學到的方法帶回田裡
實驗，「結果菜都被蟲吃光
光啦！」談起最初的挫折，
張認路仍是一派樂觀，她沒
有放棄，因為螢火蟲回來
了，藍鵲也來築巢，讓她確
信友善農耕是對的。
幾年下來農作漸趨穩
定，家人也慢慢接受友善農
耕的理念，假日，先生和兒

下田樂動 找回幸福味

微
雨的冬日，沿著陽金
公路來到鄰近三重橋
的高厝聚落，高山環繞水
田，煙雨濛濛，如詩一般。
由於地理位置偏僻，高厝始
終維持原始樣貌，數十年
來，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
不過近幾年在媳婦張認路的
經營下，悄悄有了變化。
「來，我泡南非葉給你
們喝，都是自己種、自己曬
的。有一點苦，就看你們能
不能吃苦！」招呼我們喝
茶的「認路姊」，散發
著莊稼人的淳樸與率
真，三十多年前嫁
來高厝，張認路
一直過著傳統的
農家生活，兒子
提醒她可別老是待
在家裡。當時正好陽
（許翠谷）

子還會下田幫忙，「田裡的
稻草人、脫穀機都是我先生
自己動手做的！」從勞動
中，家人一起找回生活的溫
馨味，讓張認路開心地說：
「這是樂動，不是勞動！」
下田之外，張認路還到
學校當義工，同時也學習使
用社群網站，推廣高厝的無
毒糙米，看著她一字字敲著
鍵盤，就像當初學國字、認
識生態，不為什麼，就是希
望讓更多人看見高厝的美。


這幾年漫步北海岸鄉間，
總能感受到一股清新、淡雅的大自然味道，引起遊客駐足、探訪。
這期我們循線，走訪三芝共榮社區、石門老梅、正念生態村、金山高厝聚落，
看見許多小農用行動默默守護著大地，努力將友善大地的心靈種子散播出去，
田野間，不僅昔日的小動物、原生植物回來了，家人的歡笑聲也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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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身群山間，高厝聚落就像世外桃源般，遺世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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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何臻）

秉持友善大地的理
念，鄭庚和積極走訪
校園、樂齡班和許多
單位，邀請各年齡層
的人士一同來體驗無
毒農耕的樂趣，作物
收成後，還能讓他們
帶回家享用。
鄭庚和還把自家農
園當作友善農耕的
示範點，廣邀在地
農友一起當「大傻
瓜」；另一方面，
他也運用在行政體
系累積的經驗，
以及長年結下的
善緣，和一些店
家、餐廳進行
異業結盟，希
望形成產銷一
條龍，共同
迎向無毒農
業的春天。

無毒推廣 產銷一條龍

園

長，你的農園叫
『大傻瓜』，是腦
袋空空的意思嗎？」來到
「大傻瓜無毒農園」校外教
學的小學生天真問道。園主
鄭庚和笑著解答：「有人
說無毒農業不賺錢，憨人
才做，其實應說是大智若
愚！」看著他占地三分的農
園，自開墾來，從老梅溪引
水的灌溉渠出現魚兒蹤跡，
土壤裡有蚯蚓翻土，一片盎
然生機，正是鄭庚和這股堅
持的傻勁兒，所帶來的最好
回報。
受到《寂靜的春天》
（ Silent Spring
）一書啟迪，
鄭庚和對於農藥和化肥破壞
生物鍊的現象深感憂慮，自
公所退休後，他與妻子生起
寄情田園的念頭，決意脫下
皮鞋、捲起衣袖，腳踏實地
力行無毒農法，現已養成每
日 三 、四 點 起 床 巡 田 的 習
慣，身體因此勇健不少。此
外，他也樂得把農園當實驗
場，以「不求第一、只求唯
一」為座右銘，東南西北瓜
全種過，還引進當地不常見
的節瓜、紅藜等作物。
夫妻倆堅持不施農藥和
化肥的做法，一度引起農
友揶揄。鄭庚和抱持「先給
其他生物吃，吃剩再留給自
己」的想法，從不驅趕聞香
而來的昆蟲、田鼠和鳥類
等，他爽朗地打趣：「周遭
農民都灑農藥和化肥時，小
鳥都改吃我種的菜，它們實
在很識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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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何臻）

享我們的
生活模式，讓
所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來參
與。」


「大傻瓜」鄭庚和

生命力

文／林何臻、黃佳卿、許翠谷．圖／李東陽

正念生態村 李洺展

伏的習性，因此這場農耕實
驗可說是夫妻倆的修練功課
之一。
工作告一段落，回到林
間搭建的野炊區享用午齋，
順便來壺熱茶或咖啡，或索
性在吊床上小憩，細細品味
回歸簡樸的滿足和快樂。曾
在資訊業擔任高階主管，而
後又投入有機產品通路經營
的李洺展，終於在農耕中找
到正念過生活的方法。
「我們每天都在認真過
日子 ──
不斷遇到問題，不
斷挑戰和超越，並陪伴彼此
走好每一天，」他笑著說：
「我們希望在這邊實現友
善生活的聚落，未來還可
以辦體驗活
動，分

調伏習氣 勞動好修行
晨，李洺展和妻子一
路從臺北來到石門內
阿里磅，扛著農具，在蟲鳴
和流水聲中，漫步走向去年
九月甫開墾、名為「正念生
態村」的梯田。這塊地得天
獨厚，有森林、水渠，李洺
展根據樸門永續設計，將梯
田分為居住空間、植栽、食
物森林、經濟作物、自然採
集和自然生態等區域，整座
園區即是倆人自給自足、歷
事鍊心的生活場域。
田裡看似雜亂無章的草
相，實為用以解讀土地生命
力的密碼。李洺展解說：
「種植作物前，我們應先觀
察草相和數量多寡。」他指
著田中一隅說明，從荒地本
有的芋科、禾本科和菊科
等植被，可知這裡適合
種植芋頭、稻、麥等
作物，如此順應土
地本性，才能將人
為干預降至最低。
「自然農法是要
讓農夫做的事情愈
少愈好，我們卻花
了很多心力做自然本
來會做的事情。」他
感嘆地說，開墾之初，
他們也曾一時躁進，未觀清
草相就急著播種，導致之後
花上數倍氣力來彌補錯誤。
讓李洺展正視到自己難以調

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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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土地

還原

洪瑞興
Mr.Farmer

樸拙趣味的木製稻草人，是家人攜手合作的成果。

模雖不大，市場裡不常見的
蔬菜卻很齊全。每逢週休假
日，必定擠滿遠道前來買菜
的遊客。洪瑞興的耕地正好
在農夫市集旁，多年前更通
過有機審查，井然平整的菜
畦和水田，種滿鹿角萵苣、
火焰萵苣、蘿蔓、珍珠菜、
甜菜根、筊白筍；色彩繽
紛，一下子就抓住遊客的目
光。
無論天候晴雨，洪瑞興
每天下田巡視，反覆實驗
減少病蟲害與雜草的方法，
甚至還試過在田裡養鴨、養
魚，最後試出了水旱輪作，
定期讓土地休耕、放水，再
藉助雜草的有機質幫土地補
充養分。
友善耕種的產量比慣行
農法少一半，但居住環境卻
變得更健康，連帶昆蟲與鳥
類也喜歡棲息在耕地周圍，
為共榮社區用心打造的無
毒家園掛保證。洪瑞興笑著
說：「還有什麼比人與自然
和諧共生，更值得歡喜的事
呢？」 
（黃佳卿）


▲

▲不 識字的張認路，當起導覽員、參加農夫市集，與社
會大眾分享高厝之美。
（駱鴻捷攝）
脫下皮鞋、捲起衣袖，鄭庚和不怕當傻瓜，腳
踏實地力行無毒農法。
（鄭庚和提供）

社區攜手 讓土地健康有料

你
們看，小時候常見
的磨盤草、小金
英、土人蔘、魚腥草、雞屎
藤，又回到田裡來了。」自
從三芝共榮社區施行無毒耕
作，不待撒種種植，隨性生
長的藥用植物，成為洪瑞興
耕地上的意外收成。「在這
裡，你大可放心地大口呼
吸，因為沒有農藥味。」借
一道涼風吹過，他指向沿著
八連溪發展的聚落，信心滿
滿地介紹自己的家鄉環境。
共榮社區友善土地的意
識，由退休教師林義峰帶
起。二 ○○
二年，林老師帶
著改善農村環境的熱情回
鄉，找來教授級師資，開辦
農村培根課程，從改變種植
觀念做起，鼓勵居民改採無
毒耕種，同時號召鄉親返鄉
耕作，有計畫地恢復自然生
態與農村景觀。剛從軍中退
休、完全沒耕作經驗的洪瑞
興，便跟著左鄰右舍上農夫
學 堂 ， 學 做 友 善 土 地 的 Mr.
。
Farmer
位於社區入口不遠處的
農夫市集，由十多位居民合
作，剛從田裡摘下的無毒蔬
菜，直接移往市集販售，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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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妻一起下田，整座園區即是倆人歷事
鍊心的生活場域。
（李洺展提供）

▲高厝聚落推出農作體驗服務，廣受歡迎。（駱鴻捷攝）
▲無論晴雨，洪瑞興每天下田巡視，歡喜打造無毒家園。
假日到共榮社區市集，可直接和小農面對面交流，了解
食物背後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