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    41

其實，這裡是種植西瓜、花生

的好所在，但因東北季風必經、西

邊濱海、南邊濁水溪出海口……成

了「風頭水尾」，被視為不宜作物

生長，以致地價直直落。

一天，國光石化開發案預定地

相中了這裡，受到環保團體熱切關

注，也驚醒了鄉民。

彰化大城鄉民如何翻轉惡劣環

境，讓金黃麥浪再現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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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麥向幸福
彰化大城鄉民作夥 打造有機家園

文∣陸樓 圖片提供∣張麗芬 林世勳 蔡宜家

封 面 故 事 綠 野 遊 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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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鄉的海堤上，串連台中通向南投的筆直自行車道一望

無際，車道旁的涼亭裡，在地學者朝陽科大柯義民教授靜

靜躺在石椅上，不顧強風四面狂掃，浮著笑意，閉目遙想

四、五十年前在此經歷的童年趣味。

學者縈念夢中鄉

封 面 故 事 綠 野 遊 蹤

現在好太多了。」從中央山脈蜿蜒而來的濁水溪，在大城開展出

遼闊的沖積扇，孕育豐富的生態以及甜美的果實，「以前常來這

裡踩著泥沙採桑葚、撿西瓜。」

柯教授的童趣，也勾起一旁社區媽媽蔡宜家的回憶。她說，

以前的西瓜還沒經過改良，輕輕一碰就會裂開，這種小巧香甜的

西瓜，小孩看得垂涎，趁著農夫不在，在沙地上用腳輕輕一跺，

西瓜瞬間迸裂，大口吃了起來。辛苦栽種的農夫那堪受損，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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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景可待成追憶？

幾位同鄉偕同訪客，輕輕的將他從夢鄉中喚醒。柯義民教

授（上圖）笑咪咪的招呼大家，眷顧的還是堤防外的那一大片天

地，他說：「小時候常來堤防邊玩，當時離沙地好近，親水性比

一喝，孩子抱起西瓜拔腿就

逃。農夫一路追趕，沿途

西瓜也被震得個個「開口

笑」，而農夫的臉卻猶如苦

瓜。當年俯拾即是的西瓜，

如今已不復見。

夕陽下，村裡的老人、

小孩與牛隻編織的農村風

情，依然深烙柯教授的腦海

裡。老人挑牛糞回家充當燃

料，小孩抱著木頭回家當柴

燒，犁田後的牛隻還幫忙載運物品。無垠的天地裡，柯教授似乎

有探索不完的趣味，才說完遼闊的沙地又談起遼闊的天空，「我

從小就對萬事萬物充滿好奇，還幫天上的星星，一顆一顆命名

呢！」星辰，伴他入夢鄉。

展望未來更驚豔！

2011年的大城，夜空繁星依舊，大地快速丕變——國光石化

開發案相中大城！雲林麥寮鄉六輕工業造成污染殷鑑不遠，若等

到石化工業的廢氣廢水殘害居民健康，珍貴濕地、自然生態受到

嚴重破壞，再談挽救已經來不及了⋯⋯大城鄉民殷切希望有機會

選擇自己的未來，為捍衛故鄉潔淨的土地努力。

最後，行政院提出「彰化大城鄉經濟振興方案」，選定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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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有機生產以提振當地經濟，規劃有機農業生產面積達50公頃。

2012年7月農糧署邀請慈心基金會輔導大城鄉，轉型有機生產。

國光事件凝聚鄉民心力，著手大面積採友善環境耕作。對

此，柯教授覺得，大城的親水性雖然不復往昔，但是列為台灣潮

間帶面積最大的大城濕地依然生氣盎然。這塊濕地具有許多珍貴

的生態資源，包括潮來潮往大量湧現的彈塗魚和招潮蟹、樹上群

聚的白鷺鷥、難以計數的候鳥珍禽，以及近海保育類的白海豚。

此外，大城小麥的高品質讓台中農改場研究人員大為讚歎

【註】；精製手作的小麥製品、粒粒飽滿的越光米更受消費者青

睞；保存五十年始終質樸的潭墘古厝，泥土芬芳伴著純樸民風，

正在大城裡裡外外綿延不絕⋯⋯

一連串的驚喜與文化保存，皆來自鄉民的覺醒。生機大城翻

轉窮鄉僻壤的印象，這是鄉民合力寫下的大城故事。

大城鄉送走國光石化，迎接新未來，鄉民也期待透過「大城

方案」讓家鄉轉型。林世勳熱心提供開會場地、協助聯絡與整合

農民，主動搭起農友與慈心基金會的橋梁。在他號召下，找到多

位志同道合的年輕農民，率先加入綠保行列，以不施農藥、化肥

的方式種植小麥，希望未來朝向有機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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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台中農改場小麥技術專員說：「相同的品種，大城的小麥比

我們改良場在員林種的小麥還要好，大城可能是全台灣最適合種小

麥的地方。」

農友齊心利斷金
「因為知道有來春，所以留得來春穀。」這是在地農

民兼糧商林世勳前半生的寫照，現在的他則是勤加實

踐：「人若知道有來生，自然修得來生福。」因為，

家鄉這塊土地，或許就是自己來生要用的地，怎能不

善加保護！

封 面 故 事 綠 野 遊 蹤

鄉民常相聚，商討如何讓家鄉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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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小麥的感動

很多人以為大城鄉不宜耕種，林世勳（大圖）積極破斥：

「其實，大城鄉是濁水溪沖積形成的平原，土地肥沃，兒時就看

過祖父在這裡種植小麥、水稻、亞麻等雜糧作物。後來隨著工商

業快速發展，年輕人紛紛到都市謀生，加上進口小麥價格便宜，

本土小麥幾乎沒有利潤，農業逐漸沒落。」他努力恢復阿公時代

的作物，找回昔日的美好。

林世勳種植的小麥約二公頃，他說：「小麥是粗放作物很容

易栽種，即使冬天颳起強烈東北季風，讚！正好掃走病蟲害；當

地雨水少，正適合旱作的小麥；砂質性土壤，排水性佳。種種看

似不利的條件，卻適合小麥生長，而且整體收益比稻米佳。」他

鼓勵農民集中地區種植小麥，避免小面積栽種單一作物，容易被

群鳥掃光，目前麥田總面積已逾30公頃。

巡視麥田時，他發現許多小生命出現田間，就連猛禽黑翅

鳶，也偏愛大城的天空，自然成為綠保標的。他觀察到每天傍

晚，具有高超飛行和滑翔能力的黑翅鳶來此覓食。當黑翅鳶看到

老鼠的尿液經過紫外線反射出銀光，即可判斷老鼠出沒地，靈敏

的牠立即鎖定目標俯衝而下。生態自然平衡，無農藥化肥的耕種

模式，更容易操作。

開啟良善的循環

一個良善的發心，凝聚眾多善的

力量。林世勳與哥哥林明煬（左頁小圖

左一），一心只想做友善土地的事，兄

弟齊心種出小麥，正在思考後續銷售問

題，巧遇同樣理念的企業相助。這個企

業除了覓得所需的小麥，也希望秉持友

善土地的精神發展「越光米」，兩者皆

以保證價格收購，農民可以安心耕種。

「平日做好事情，若遇到困難或瓶頸，

冥冥之中就有貴人相助。」林明煬感恩

的說。

四年來，小麥收成日趨穩定，而且

收益已超越慣行農耕，大夥看好小麥榮

景，未來將擴大耕作面積，吸引出外的

年輕人加入友善耕種團隊。

有位在彰化市從事美髮工作的年

輕人，歡喜的返鄉耕種，他說：「做十

幾甲農地，不用背著農藥，又有保證收

購，當然很歡喜。否則錢賺到了，命卻

沒了，多划不來啊！」

另一位採用慣行農法種菜的年輕農

友，了解農藥的毒性之後，嚇得直說：「農藥實在太可怕了！我

再也不敢撒農藥，如果賺到錢，卻看不到子孫，我才不要！」

在彰化溪湖開超市的年輕人，返回大城鄉耕種，他說：「我

封 面 故 事 綠 野 遊 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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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家打拚轉眼已過30餘年，出身台中大甲農家的鄭萬吉（上

圖右二）思鄉情切，尤其是鄉下的新鮮空氣，大口呼吸還帶著泥

土的芬芳⋯⋯

一個因緣，鄭萬吉獲悉大城鄉的麥農皆採不施農藥、化肥、

不使用除草劑、不毒（捕）鳥的友善環境耕作模式，且歷經多年

麵包師傅下田去
天氣逐漸轉涼的初冬早晨，正是撒播麥種的好時機，

在田間忙碌做活的農友間出現了一個陌生的身影——

桃園楊梅「米勒烘焙坊」的老闆鄭萬吉也歡喜來逗

陣。麵包師傅跟著麥農昂首揮臂撒麥種，所為何來？

封 面 故 事 綠 野 遊 蹤

再也不撒農藥，也不幫別人撒農藥，寧願一起來撒有機資材。」

不用農藥又可種出好東西，何樂不為呢？

對人生有個交代

「50歲之前，我只想要賺錢，當夢想逐一實踐，不知人生還要

追逐什麼？50歲之後，發生國光石化事件，才知有比賺錢更重要的

事情。」林世勳愈來愈了解土地對自己深層的意義，挹注更多的時

間與精力，為愛護這塊土地奔走，希望對自己的人生有個交代。

友善環境耕作，除了獲得健康的食物，還重塑農村純樸誠信

的生活，享受慢活的林世勳說：「夜晚在田野看星星，榕樹下悠

閒喝茶，沒有圍牆的農村，人與人真誠的互動，都是值得保存的

農村文化。大城不一定要工業發展，鄉民依然可以很幸福。」傍

晚，他在堤防騎單車，左望引水灌溉的濁水溪，右瞧生機盎然的

麥田，目光從寬闊的田野拉回自心，「安心又踏實，這才是人的

生活。」他掏出真心話。

人的一生，總要做幾件有意義的事情。現在他繼續凝聚社區

居民共識，朝向有機專區邁進。他說：「成立有機專區及社區營

造，可發展多元的小麥產品，以及帶動大城鄉的深度旅遊。」一

群人持續凝聚善願的力量，一起擘劃大城鄉絕地逢生的新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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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金黃麥浪終於重現大地。他感動落

淚：「竟然有人如此認真對待台灣這塊土

地，而我能為大地做什麼？」

當本土小麥產量日趨穩定，隨即面臨

銷售的現實問題，鄭萬吉覺得與其批評當局

的農業政策，不如自己以實際行動支持台灣

小麥。他先從店裡的特色商品開始，將食材

改用台灣小麥粉，再逐步擴展至全店的麵包

及部分西點產品都用台灣小麥粉。鄭萬吉秉

持傳承自老師傅的手藝及指導，不添加改良

劑、防腐劑等製作有益健康的麵包，從業30

餘年來的堅持，少了化合物，多了技術突

破，讓他安然度過食安風暴。

然而，台灣小麥粉的價格大大高出進

口，營收可以平衡嗎？鄭萬吉笑著說：「有

一個客人試吃店內麥香濃郁、Q彈有勁的麵

包後，竟然將全部麵包買下，他說：『我

支持台灣小麥，就像你在牆上電視反覆播

放《支持台灣小麥》的影片，是同樣的心

情。』」生產者、銷售者與消費者有志一

同，何愁不能開創新機？雖然麵包的利潤少

了，但心中的喜悅難以用金錢衡量。

大城農民傳承先人農耕智慧，趁著收割

稻米的前一週把握時機撒播麥種。這種不翻

耕的輪作方式可以節省能源，而且稻子收割

後的稻草鋪在麥田上，既可避免燃燒稻草造

成空污，又有保濕麥田的作用，並可抑制雜

草生長。而在稻草下孕育的堅韌麥種，等待

時機竄出苗芽，迎接生命的第一線曙光，一

如麵包達人鄭萬吉，期待著這塊他所熱愛的

土地開出幸福花。

話說16年前，蔡宜家自台北返鄉發展，驚訝發現：「許多小

孩子只知道爸爸在田裡，卻不知道自家的田在哪裡。」心酸的她

當下與先生商量：「不管孩子將來是否務農，只要你到田區，都

要帶著孩子認識生長的土地。」

這樣的發心，促使蔡宜家決定在地深耕：要求孩子下田拔

社區媽媽巧推手
小麥種出來了，怎麼銷出去呢？在地

小農蔡宜家與家政班媽媽化巧手為推

手，「麥花香」、「麥仔餅」、「幸

福麥皂（幸福不要走）」……深受消

費者青睞，甚至紅到海外。

封 面 故 事 綠 野 遊 蹤



52    53  53 

趣⋯⋯蔡宜家（上圖）的「麥花香」輕鬆敞開行銷的第一扇門。

麥花香是純小「麥」加在地「花」生的結合，食材單純、完

全在地，但它一炮而紅還有個因素：精製化。蔡宜家表示，傳統

的爆米香採大包裝，無法立即吃完，且開封後容易潮濕，影響品

質及口感，因此剩下的多半進了廚餘桶。所以她研發的小麥製品

採小包裝、注重扎實感（不因小而無法飽足）。

以傳統手作、最簡單方法呈現食材原味的，除了麥花香，還

有麥仔粿。其實，50年前當地就有麥仔粿等產品，只是小麥種植

中斷近50年，這些食品也隨之消失，「我只是試圖找回從前的好

產品。」蔡宜家不斷試做，口感總有缺憾，經長輩指導才知少了

「晾乾」的步驟，「掌握這項訣竅，才會Q彈有勁。」她很歡喜

重拾即將失傳的技藝。

勵力研發 歡喜熱麥

麥花香伴手禮佳評如潮，2015年已外銷日美等國，於是米

麥混合的「麥稻爆」、純麥做的「麥仔餅」、小麥麩皮做的「麵

茶」、麥與糯米等比混合做成的粽子⋯⋯紛紛出爐。

與此同時，很多店家起而仿效，「不怕市場競爭嗎？」她

一點都不擔心：「我可以開發新客戶，也希望大家跟著做，或發

展出個人風味，讓小麥更有銷路。」完全不藏私的她有更大的心

願：「多一人參與，我就多一分喜悅，大城鄉就有希望。多多去

化，小麥就不需囤積，下一季種植會更有信心；今天吃掉一畝，

明天就可多種兩畝⋯⋯」

除了食品，曾經從事美容業、對化學物品過敏的她，還開發

出結合小麥麩皮的手工香皂「幸福麥皂」，目前這款香皂已前進

歐洲市場。雖然沒有直接看到客群，但她深深感受到消費者支持

友善耕種的熱情，並希望這些或吃或用的製品能利益眾人，讓家

鄉的大地、小麥永續發展。

她實現了當初單純的發心，讓孩子認識故鄉的土地【註】，

而她對故鄉的深情，也在每一項麥製品中表露無遺。

草、播種；用餐時間刻意叫孩

子到田裡找阿公回家吃飯；她

自己更是親力支持友善環境耕

種，許多小麥製品於焉產生。

食材在地 用心精製

從小跟在做外燴的阿公

總鋪師身邊幫忙，傳習了好手

藝；就業時於食品加工廠擔任

品質控管，累積了寶貴經驗；

加上自己與生俱來對食物的興

封 面 故 事 綠 野 遊 蹤

【註】蔡宜家有次在孩子的校園健走巧遇校長，閒談中表達她對下

一代的擔心，促成學校與潭墘社區合作訪查，一共找出30多種作物

隨著季節輪番出現在這片土地，他們並深入訪談了六個具代表性作

物的農友，為此製成網頁：「潭墘農耕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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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鄉的沙壤土質適合種植西瓜、花生，而且引濁水溪

灌溉，其中的淤泥富含有機質，因而作物量多味美。但當顆顆

甜美的西瓜載運到台北，青果商卻以低價收購，因為上等、中

等、不良品的標準由他們決定。」當時還是個國中生的他跟父親

說：「農夫種得這麼辛苦，品質分級卻由別人決定，這樣不合理

啊！」父親半是無奈半是激勵：「你有辦法，就到外地營生，做

個生意人。」這句話奠下他經商的決定。

種樹 擘劃20年大計

一轉眼，出外打拚已30餘年，而今事業有成，念茲在茲的仍

是自己生長的故鄉。「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不在於壽命的久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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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老闆愛種樹
支持友善耕作、打造希望社區，海內外擁有三家

公司的在地企業家唐進財亟思回饋鄉梓，以傻傻

種樹取代挽袖下田。

封 面 故 事 綠 野 遊 蹤

大城鄉離海岸僅十餘公里，海邊有一片以木麻黃為主的防風

林，尤其農地還沒重劃之前，樹木林立。「40多年前這裡到處是

樹，農夫忙完農事就在樹下小憩，享受清涼綠意。」唐進財（上

圖）回憶著少年十五二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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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故 事 綠 野 遊 蹤

在於自己能為社會付出多少。」這句

話時常浮現腦海，他策勵自己為大城

鄉多琢磨一點、多做一點。

「早期，許多人認為大城鄉是一

個不適農耕、無法留住年輕人的窮鄉

僻壤。我在全國企業聯誼會時，就碰

到很多出外的彰化人⋯⋯」但看到林

家兄弟以身作則，帶動大城逐步朝向

友善環境種植，給予他莫大啟示。隨

著老農逐漸凋零，他想，如何在兩兄

弟的基礎上進一步吸引中、青代返鄉

友善耕種經濟作物是當務之急，而他

扭轉形象的配套措施就是「種樹」。

他認為種樹可淨化空氣、改善景觀，

當視野觀感改變，人的胸懷氣質也會提升，既改善環境品質，也

默默涵養人文素質。

他計畫十年種樹三千棵，20年後社區將會完全改觀：有綠意

盎然的森林氣息、有效阻隔海邊強風、有助減少地球暖化，不僅

可以留住鄉民，也吸引外地人來訪⋯⋯顯然的，這是一個20年大

計！這不單單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等待，還要買樹種、

請人植樹（號召義工）、年年需要可觀的維護費用⋯⋯「我知道

種樹不是二、三年就能看到成果的，但我願意投下巨資，為社區

做一個傻瓜憨人。這一生還有多少歲月沒關係，我會讓下一代繼

續完成。」這或許才是真正的永續精神吧！

藍圖 從友善到有機

這個計畫兩年前即已開跑。當獲得社區理事長及村長的首肯

後，他便和農民在社區道路兩旁植樹，兩年來已種植600棵樹了。

然而全心為打造家鄉的植樹計畫並未全面看好，因為扶疏的枝葉

會遮住下方農作物所需的陽光，雖然影響收成十分有限，但他盡

量與農友溝通，答應適當修剪；同時，農友林世勳也與鄰樹的農

地契作，以保證價格收購作物。

發想、出資，但唐進財卻感恩有社區麥農、年輕環保志工、為

志工煮飯的婆婆媽媽⋯⋯一群人的支持，「所以有勇氣走下去。」

他擘劃希望社區的藍圖，是從自然無毒的友善耕種朝向有

機發展。為了精緻作物而砍樹、不讓樹長高，或撒農藥、使用除

草劑，自是唐進財所不接受的，「但也不能只是流汗、低頭猛

做。」他心疼父親也不捨所有的農民勤懇耕耘卻收入微薄。愛種

樹的他渴望透由美化社區、傳遞感動，吸引年輕人返鄉，以友善

耕耘種植經濟作物，既改善生計也打造大城為希望之城。

不斷在道路兩旁種下屬於大家的樹，唐進財說：「只要持之

以恆，傻傻的做就對了。」其實，他早以行動證明。12年前，為

配合林務局的平地造林政策，他在自家一甲多的土地上植樹一千

多棵。他很清楚海邊種樹難度極高，必須慎選適合氣候及勁風的

樹種，經過長期觀察，他選擇了禁得起海邊嚴酷考驗的在地羅漢

松、木麻黃。

除此之外，樹葉顏色會隨著四季更迭的台灣櫟樹也是選項，

現在，它正在大城開演變裝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