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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燦燦五月天，在雲林古坑鄉二二八紀念公園，第一屆

「雲林有機毛豆嘉年華」熱鬧登場，參與的民眾徜徉在濃蔭合抱

的綠色隧道旁的草地上，聽音樂、逛市集、學料理、品美食……

輕鬆了解有機的純淨美好。

第一屆雲林有機毛豆嘉年華

伴著白雲豆bike
由慈心基金會主辦，農糧署、雲林縣政府指導，里仁公司贊

助的有機毛豆嘉年華，活動多元有趣，有麻園有機農場的農夫市

集、綠串珠計畫內的社區展示、可吃可DIY的毛豆美食、闡述綠

色保育理念的布袋戲等近三十個攤位，在在讓大家感受到從採收

到品嘗、從產量到餐桌的距離不是那麼遙遠。

親至毛豆的故鄉，當然不能錯過欣賞毛豆在田間的原始風

情，主辦單位為此貼心安排了「騎車看田去」行程。一群人騎

上「豆bike」，伴著白雲奔向古坑慈心農場巡禮的沿途，遠眺

二十一公頃、伸展枝條等待採收的有機毛豆田。

熱鬧繽紛的嘉年華終會落幕，但參與的農友與義工仍會相續

當初投入有機的盛情，現在就來一塊走讀他們的心路。

1

2   4

3

1 「豆bike」排排站，整裝待發。

2 樂團熱情高歌，唱熱嘉年華氣氛。

3 吉祥物「有機毛豆小英雄」，大受小朋友歡迎。

4 一群人騎上「豆bike」，伴著白雲奔向古坑慈心農場。

圖／慈心基金會

毛豆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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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廊道
 添新綠
 文／子蘭

售一空。改種毛豆的成績如何呢？他說：「豆科植物除了花生在地下

結果，其餘都長在地上。花生長在土裡，爛了也不知道，毛豆長在地

上，可以觀察它的生長狀況，病蟲害都看得見，所以種毛豆其實比種

花生容易。何況毛豆非常耐旱、省肥又省水，只要採疏叢種植，保持

良好通風，就可有效減少病蟲害。」對他而言，不是作物本身的挑

戰，而是外在污染環境的克服。

轉作有機毛豆以後，蟲害並沒想像中嚴重，不過他仍做了三次

防治：「以前噴農藥要全副武裝，現在噴環保酵素，只要穿短褲就

可，不用擔心中毒。從事有機不但利己也利人，最重要的是讓大家都

健康，雖然辛苦卻很快樂。」

陳慶堂感恩親友支持：「當我透過臉書宣告自己轉作有機的訊

種毛豆可以舒緩地層下陷速度，進而搶救沉陷中的高鐵！身處

全台地層下陷較為嚴重區域的雲林縣，土庫「大荖有機農場」主人陳

慶堂，當仁不讓前進「黃金廊道【註】」種毛豆。

陳慶堂務農近二十年，深知農藥危害的他，著手逐步改善耕作

方式，從慣行農法到減農藥再到無毒栽培……然而到了轉作有機栽培

時卻裹足不前了，因為他考量到東北季風恐造成鄰田污染，病蟲害，

以及產品銷售等種種問題。如今，黃金廊道計畫與為有機找活路的慈

心基金會合作，或可吸引更多農友投入栽種，降低鄰田污染機會等，

因此他決定以有機栽培營養豐富、栽種用水量僅是種植水稻四分之一

的毛豆！

陳慶堂原本是種植花生的高手，他種的花生品質好，很快就銷

慈心基金會輔導農民在黃金廊道種植低耗水的有機毛豆，減緩日益嚴重的地層下

陷問題，經過兩年努力，有五位農友願意配合轉作有機毛豆。(陳慶堂在右邊第

二位，立牌上的農友正是他。)

毛豆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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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時，很多人按『讚』給了我很大的鼓勵。」親友除了按讚給予鼓

勵，更期待吃到他種的有機毛豆。自許為有機勇士的陳慶堂說：「踏

入有機領域，我感到很驕傲，如果早一點轉作，歡喜指數會

更高。」

種有機毛豆，不但翻轉了自己的生命，還

能協助舒緩家園地層下陷速度、搶救沉陷

中的高鐵……小小一株毛豆，匯集起來竟

有如此不可思議的無量功德，怎能不歡

喜！

一首嘉年華外的協奏曲……

「大雨大雨一直下，瓜田開了一朵花，花像喇叭滴滴答答，娃

娃見了笑哈哈……」但若這場大雨下在低耗水的毛豆田裡，農夫見了

可就苦哈哈了！

五月下旬，就在毛豆採收的前十天，連日大雨，造成「黃金廊

道」較低窪的兩個田區泥濘不堪，無法使用機器採收，眼看毛豆已經

成熟，農友焦急的心情全寫在臉上——這可是二◯一五年三月種下的

第一批有機毛豆，如今該是豐收的季節，竟面臨重大考驗。

大雨過後的毛豆
──三百義工搶進黃金廊道……

文／春耕

搶收的有機毛豆，傾瀉

在雲林土庫玄武宮旁的

屋簷下；三百義工手摘

毛豆，與時間賽跑。

看見了嗎？橫亙

在紅色毛豆採收

機後方的，就是

便 捷 的 高 速 鐵

路。

毛豆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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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減少農友損失，慈心基金會發動義工幫忙搶救。五月最後

的假日，一車車來自中南部、近三百人搶進雲林土庫玄武宮旁的屋簷

下——農友緊急搶收的有機毛豆全傾瀉在此——協助農友手摘毛豆。

這番壯觀景象，讓當地農民非常訝異：「怎麼會有這麼多義工啊！」

對義工而言，這是很難得的體驗；對農友來說，眼前的困難立即

得以紓解。雙方一起承擔有意義的事，互相感恩，多麼動人的畫面！有

一位地方人士非常感動的說：「明年我也想加入有機栽培的行列。」

首批轉作的農友陳慶堂，有感而發：「遇到連續大雨是一種考

驗，因為慣行做了那麼多年，對大地殘害太久了。但是，一時的困

頓並不代表往後就不好做，能度過這次難關，以後一定能面對各種挑

戰。」無論毛豆總產值多少，當他看到素昧平生的一群人，無條件的

前來相助，一起造善業，內心滿滿感動。

另一位農友王俊添，很感謝慈心基金會發動這麼多義工來幫

忙，他說：「一百分的感恩，基金會有這樣的凝聚力，非常了不起，

大家默默的行善，真是修行人。」

共襄盛舉的義工，也是受益良多。來自桃園的義工林鉅山，相

信一群人一起做有意義的事，不僅可以護生、護大地，而且義工的支

持，可以鼓勵農友堅持下去。尤其，基金會的創辦人──日常老法師

說：「要圓滿一件大事，需要一群人。」他深刻體會一群人的力量。

來自台中的義工孫麗鳳覺得，透過手摘毛豆，認識黃金廊道的

重要性，並希望透過這群義工，讓還未加入黃金廊道的農友更具信

心，遇到困難時，知道會有一群人全力相挺度難關。

原本埋藏在泥濘土裡的毛豆，在眾人同心協力下，現出美麗飽

滿的豆莢，兩天下來，搶收約四點七公噸有機毛豆，於是一籃籃利益

人們與大地的黃金毛豆，順利送往加工廠，繼續它的旅程……

有機毛豆的一生，雖然短暫，但貢獻無限。 毛豆摘摘樂，農友與義工彼此獻上感恩。

毛豆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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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收的綠金
 文／夏雲

「今年雨水少，所以毛毛蟲和斜紋夜盜蟲特別多，葉子被吃得坑

坑洞洞，光合作用效果不好，眼看毛豆嘉年華就要到了，豆莢卻還不

飽滿，急死人了！」賴志龍回憶去年毛豆採收前大雨下個不停，大家

擔心大型採收機下得了毛豆田嗎？「沒想到今年氣候反常，整個毛豆

的種植過程，雨水少得可憐，其實農友都知道下雨和灌水的效果不一

樣，經過雨水的洗滌，毛豆吸收了空氣中的氮，有益於植株的成長，

所以毛豆種植過程最怕的是風雨不調順。」他難掩看天吃飯的沉重。

麻園農場有三多：石頭多、鳥多、雜草多。「這裡的鳥不怕人

喔！早起的鳥兒不僅有蟲吃，還有毛豆可以吃。」憨厚的賴志龍說得

理所當然。毛豆種植後的一週是發芽的關鍵期，當毛豆冒出嫩芽時，

早起的鳥兒已經來了，尤其是斑鳩，一個田區只要飛來十幾隻斑鳩，

毛豆就被吃得零零落落，所以每天趕鳥是很多農友的工作。

如果斑鳩幫忙疏苗，還可感恩牠們，可是整畦被吃後，感恩心

怎麼生得起來？「這些鳥兒可以感受到農友只會嚇嚇牠們，沒有生命

危機，所以吃得很安心。吃就吃吧！以平常心看待。」淡定的他自有

定見。 

麻園農場的毛豆從種植到採收已經有既定的標準作業流程，農

友只要做淹水和雜草管理，「這就是集團栽培的好處。我最感恩的是

共同在這裡耕種的一群人，就像一家人互相鼓勵與切磋，互相提醒與

學習，大家的生命也因而提升了。」這些收穫早已超越了「綠金毛

豆」的重量！

賴志龍（右圖）來

到古坑麻園有機農場已

經六年，初到農場，以

種植金棗、檸檬等果樹

為主的他，今年是第三

次種植毛豆。三年前，

沒有經驗加上土地肥力

不夠，收成不佳。三年

後，有了經驗的他，卻

對收成有了另番看法。

雲林有機毛豆嘉年華中，「農夫市集」攤位的

有機農產品備受青睞。

毛豆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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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聞不如一見」，這句話用在慈心志工劉寶華的身上，再恰

當不過了，只不過他見到的是驚駭——親眼目睹農民噴灑的農藥，霧

濛濛的遮蔽了半邊天。這是將「有機」只停留於概念的他，在參與

「綠串珠」計畫【註】、走遍雲林各鄉鎮時的意外收穫。

走訪農村社區的劉寶華被震驚到的不只這一幕，他還從農友

那得知：「有人昨天才噴藥，今天就採收上市了。」原來是想趕在

菜價暴漲時賣個好價錢，根本顧不得農藥強力附著下對消費者的傷

害。他說：「噴這麼多農藥，實在很恐怖！更可怕的是，消費者到

底是真不知，還是假不知？」回想過往的自己，是屬於「假不知」

的類型，看到價格便宜、外觀美麗的蔬果，還買得好高興。當他了

解背後的真相，更肯定有機農產品的價值。

 綠串珠璀璨有機光
 文／知意

為了大眾健康與自然生態環境，

劉寶華推廣有機農業的腳步更加堅定

了。他積極走訪核心社區，舉辦有機

技術講習及有機農場實地觀摩，同時

也透過參與有機示範田區操作、堆肥

競賽、在地銷售平台的建置，提升農

民的有機智能，播下永續農業發展的

種子。

他也很感恩加入的農友，能為了

家人、消費者與土地，接受基金會輔

導，勇敢走向利人利己的有機領域。

看到鳥兒在有機芋頭田內嬉戲覓

食、充滿盎然生機的畫面，劉寶華彷

彿看到一個又一個的有機生態社區，

恰如一顆顆珍貴的綠寶石，逐漸閃耀

光芒。

綠串珠，

不只名字很好聽：

它 是 雲 林 縣 政 府 與 慈 心 基 金

會攜手打造的一個計畫，全名叫做

「雲林縣樂活天堂綠串珠──有機

農業輔導陪伴實驗基地」。綠串珠

計畫是從縣內四十四個社區評選出

十五個具潛力社區後，再抉擇出五

個核心社區做深化輔導，期盼逐步

串起更多社區，發展低碳樂活、永

續有機的生態村。

認同有機，劉寶華積極走遍雲林各鄉鎮，推動「綠串珠」計畫。

毛豆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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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踏實地、頭戴斗笠，手拿鋤頭、認真扒呀！」襯著拉長的

尾音、伴著輕快的農村曲，久違的可愛戲偶登場了……戲台下的鄉親

們，頓時重返布袋戲相伴的童年時光——這是雲林有機毛豆嘉年華活

動的一環。

近年來，布袋戲僅在酬神、廟會等較大的節慶演出，卻依舊是

吸睛的地方特色，因此嘉年華主辦單位構思，以親民的布袋戲演出

「田裡有腳印」故事，輕鬆傳遞綠保概念。在地慈心義工陳湧洲從小

愛看布袋戲，即使已入花甲之年，說起布袋戲來仍童心未泯，但如何

讓其他義工也能與布袋戲心心相印，卻是另一課題。

承擔布袋戲團團長的陳湧洲，雖然不用上台操偶，但是行政工

作相當吃重，為了關顧義工的學習，並讓大家了解護生的意義，好演

起來比較有感覺，住在斗南的他，親自往返虎尾、斗六、斗南之間，

為義工敘說綠保概念。

 布袋戲說綠保
 文／見日

此外，一旦遇到義工臨時請假，唱作具佳的陳湧洲立即補位，

他發現不同的角色，各具不同的聲調、走步、技巧等，沒有想像中容

易︰「真是看人挑擔不吃力，自己挑擔步步歇。」

戲偶沒有表情變化，完全藉由肢體動作及操偶者的音調，來表

達劇中人物的情感，難度很高，團隊特別邀請專家洪一郎老師教導義

工操偶。另外，在協助尋找合適的戲台與戲偶過程中，陳湧洲也費了

一番工夫，然而如何搬運好不容易借來的戲台呢？熟悉汽車駕駛的陳

湧洲，特別花時間練習三點五噸小貨車的駕駛，才克服困難。

往返多次搬運相當吃力，疲累的他都能忍受，只因背後有一股

力量支撐著。原來，陳湧洲出身農家，父親採自然農耕，兒時的田

間處處可見青蛙、蚯蚓，生態十分豐富，根本不用保育。自從農藥問

世，農地便出現許多小動物屍體，美景不再。直至學習慈心理念，才

真正了解農藥的害處，而今藉由布袋戲傳遞有益人類及大地的綠保概

念，他說：「這麼有意義的事，再累也要做！」

布袋戲的每一個環節如同闖關，每一關都挑戰著義工團隊。對

於當天順利演出，陳湧洲特別感恩指導老師，以及承辦過程中所有提

供支援的朋友、一起努力承擔的義工夥伴，共同跨越難關。

相較於過去坐在台下欣賞布袋戲，現在更有滋味了。

戲台上熱鬧繽紛(左圖)，戲台後眾人一心(右圖)。陳湧洲賦予布袋戲偶新使命。

毛豆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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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豆與毛蟲
 文／張喬涵

（作者現為福智小學五年級學生，本文是節錄她在四年級習勞課、

種植毛豆時的農耕日記。）

慈心基金會於每年寒假舉辦的「大專生有機農業研習營」(簡稱有機

營)，至二◯一五年已邁入第八屆。許多年輕人參與後找到生命的方向，

更加愛護大地、關愛自然，並希望盡一己之力支持有機農業。

這批有機農業生力軍，以感恩心組成義工團隊，自喻「心光大道」

的心光夥伴(暱稱「心光班」)，以五心級的關懷，從物質到心靈，陪同

新學員一起邁向有機農業之路。

以下是他們營隊後續學習的分享：

心光閃閃

毛豆之旅

子葉出土期：經過四、五天，我們用心種的毛豆終於發芽了，

我好高興！我覺得子葉好可愛，我一定要好好照顧它們。

這是第二次施肥──我們施的是「有夠肥七號」，施完肥還要

澆水。施肥時難免會覺得很臭，但想到毛豆長大了可以供養師長、父

母，就忍著臭，耐心的施肥。

花芽分化期：毛豆已經長得這麼大了，心裡真有說不出的高

興，我送祝福給它們，希望它們快快長大。

除草、施肥、澆水時都會覺得很累，但看到它們長大了，就覺

得很有成就感。也感受到爸媽照顧我的點點滴滴，希望我能將父母關

愛我的那份心跟毛豆分享，希望毛豆可以平安快樂的長大。

開花結莢期：毛茸茸的枝幹上都開出了小白花，看起來美極

了！希望我的心可以像小白花一樣潔白，懂得幫助別人。

農地裡有各式各樣的蟲蟲，有大的、小的、可愛的、漂亮的、

顏色好看的……所以我們的農地真的非常漂亮。

毛毛蟲很喜歡爬在我們種的毛豆葉上，牠們身上的顏色有白

色、橘色、黑色……很漂亮，我猜牠們會想說：「謝謝你們種那麼好

的毛豆給我散步。」

莢果充實期：現在毛豆已經進入最後一個階段了！明天我們要

去採收，YA！

它們會對我說什麼？「大家好！我是毛豆，感恩您打從我小時

候就一直照顧我，用心的幫我澆水、拔草、施肥。現在我已經長大

了，希望你們吃得快樂。」

我喜歡毛豆，也喜歡吃毛豆！

有機營，大專生歡呼收割。

你農我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