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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陣線協會專案經理  陳思穎

支持在地農業

過度使用化學肥料、農藥，以提高農業生產力的傳統農業耕作方式，

因為污染環境且有危害人體健康之虞，愈來愈為人所詬病。尤其長期大

量使用化學肥料的結果，不僅導致土壤酸、鹽化及地力的衰退，也污染

了人們賴以維生的土壤、水資源及生態環境，嚴重破壞生活環境品質。至於

農藥的受害者，不僅是生態環境，噴灑農藥的農民和食用噴過農藥而殘留在農產品的消費大

眾，也都難以倖免。

食物衍伸的破壞不僅於此；大部分的人對全球暖化的成因，直覺印象來自工業發展，

不斷增加溫室氣體排放，才會讓地球溫度節節升高，有關食物的生產、加工、運輸等過程的

「貢獻」研究較少；以下提供我們食物破壞地球的簡單數據：

當今食物從農場到餐桌的過程，正是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源。工業全球化的農

業佔溫室氣體總排放源的14%，運輸為14％，然而，運輸中大部分為全世界的食物

用不必要的海運與空運所佔的排放比例。

瑞典也有研究發現，一般早餐的旅程甚至將近繞了地球一周。

（摘自《大地，非石油》，范達娜．席娃著，2009年6月綠色陣線協會發行）

我們已經無法回到前工業時代，暖化的嚴重性也無法逆轉，至少各地還有許多農民為環

境把關；比方在台灣興起20多年的「有機農業」，起因於消費者對無毒健康食物的意識，也

朝向生產環境的維護。

另外，農業生產與食物的運輸，如須消耗過多的化石燃料，或從遙遠的他國運送過來，

價格無法反應其背後的環境成本；近幾年流行的「農夫市集」，兼顧的是「吃在地」、降低

「食物里程」，避免運輸造成不必要的碳排放，同時倡導有機生產、支持小農。

台灣各地的農夫市集，期待更多人的加入；消費者的購買是建立對環境和生產者的信

心，也是給予在地農業茁壯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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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農立國的台灣，在全球化經濟衝擊下，農村文

化快速消失，自給自足的在地小農，如何面對這樣的

變化。

本期專題從穩定發展的高雄縣旗山區農民市集，

到初起步的臺北市北投區農民市集，

他們如何與農友共同努力，重建安心

蔬果的在地品牌，以及建立新的行

銷管道；透過山區農園調查工作坊，

瞭解農人與土地濃厚的情感；農友集

錦，帶你進一步認識他們的故事。希望

這些內容可以拉近農產品生產者與消費者之

間的距離，建立互信的溝通管道。讓我們一起愛

護地球，食用安全健康的在地安心蔬菜。 

■ 編輯小組

Local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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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美農民市集的歷史
旗美農民市集開始於2006年2月19日，多個農民揚去蒙面的頭巾，脫掉

泥鞋，站在消費者面前，驕傲的解說著自己種作的過程，與消費者分享農產

收穫的喜悅，也讓消費者體認農作『看天吃飯』的現實性格，更加珍惜這些從自然中得來不易的食

物。

旗美農民市集裡，人與人的交流是其中最珍貴的經驗。這裡是不同生產者彼此之間互相交流經

驗、建立聯繫的地方；同時也是生產者與消費者建立友誼的地方。

◎ 旗美農民市集的理念

農業是生命而不是死亡。 Agriculture is for life not for death.

農業是食物而不是金錢。 Agriculture is for food not for money.

▎地產地銷  對抗全球化

在全球化的時代，冬天可以吃到夏天的西瓜，夏天可以吃到冬天

的橘子，農人與消費者的斷裂，加以都市化使消費者遺忘了食物的季

節感，而在不知不覺吃下了大量農藥栽培出來的農產品。

台灣號稱以農立國，然而農村卻在現代化與全球化的影響下急遽

消褪；然而，文化形成與認同根基於腳下的土地，透過建立「在地生產‧在地消費」的消費型

態，一方面建構區域支持的可能；一方面區域的監督機制讓較安全合理農業得以發展，減少

社會成本，讓產銷雙方能互惠互利。

▎恢復生產者自信尊嚴 

種植有機米的張劉靜英說：「我的消費者說如果我不種了，

他們不知道該去哪裡買這樣好吃的米，他們的肯定是我繼續堅持

的力量。」

生產責任制以「人」取代冰冷的標章，農民直接面對消費者，

消費者透過與農民交談、產地參訪等活動來理解農人，使得產消斷

裂的兩端得以重新連結，一個合理的關係讓農人能安心自在地替社

會大眾繼續生產安全食糧，維護住農村美麗的景觀外，也讓農村產

業得以延續發展。

■ 高雄縣旗山區旗美社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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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等互惠的產銷平台

種蕃茄的秀文說：「消費者只挑外貌姣好、大小一

致的農產品是農人用藥的主要原因。」

農人直接面對消費者，藉以得知消費者需求，並積極爭取

消費者的支持，開始嘗試計畫性生產，計劃性銷售，改變過去將

市場直接交由別人掌控的境況。自主生產自主銷售讓少量多樣化的耕作方式成為可能，降低農藥的

使用，同時保障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健康。農民市集期待創造一個在地自主而對等的產銷平台，給予

農人合理的生計保障，得以安心生產食物，消費者不僅可以食的安全，也能享受農村提供的休閒教

育等功能。

▎農村季節性綠色旅遊

來幫忙農人掘地瓜的玉春說：「我終於知道甚麼叫做作農做到學狗爬，以後到菜市場買菜

可千萬別殺價，那是農人辛苦流汗該有的報酬。」

農村是一所大學校，農村綠色旅遊旨在提供消費者認識農作生產現場的一個平台，透過當地農

村解說員、農事指導員以及農民的解說協助，進入農村自然、社會、文化的肌理。其中，農事勞動

體驗讓人們，尤其是孩子得以具體參與農作生產過程，在農事現場頭腦與手腳並用，涼風、陽光、

汗水共同加入打開感官的行列，協助喚醒潛藏在人性中自然的情感，擴大生活與農業的聯繫關係。

▎生產者與消費者教室

溪底遙學習農園的小非說：「農民市集是人們學習民主的好地方。」

生產者與消費者教室提供一個平台，讓進步的想法得以在此聚焦並交流，啟發進步思維。除了

提供反思性的演講分享，也安排農人向消費者說明農產品種植過程、選購方法，人們得以在此交換

各種吃食方式，或者是乾脆請來廚藝精湛的大廚，教現場民眾來場DIY，發揮食物的藝術。

▎發展社區支持型農業 

  「種樹，種給留鄉的人，種給離鄉的人。」林生祥【種樹】

農村扮演社會調節器的角色，「多一雙筷子也無妨」的包容性為都市保

留一條回家的退路。農村不只是農村居民的財產，而是社會大眾的公有財，

具有食物生產、景觀維護、生態環保、教育休閒、文化創造多樣功能，農村

的發展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參與，協力互助是社區發展型農業的概念，透過如

學校營養午餐向在地農友採購、都市到農田幫農、大學生協助農人作生產紀

錄等方式，將農業與社區學校、都市居民連結在一起，種一棵心靈故鄉之

樹，為後代子孫保留一塊涼蔭。

照片來源：高雄縣旗山區旗美社區大學Blog  http://www.wretch.cc/blog/cmcu

認識旗美農民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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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市集是什麼

社區支持型農業（CSA）在國外已經實踐多年，對於縮短食物旅

程，重建友善土地的耕種模式，重拾農民尊嚴，發展地方特色，有很大的

幫助。近年來國內也引入國外經驗，做了多種實驗，農民市集是其中被討

論最多的模式之一。由社區或個別的團體發動，建立一個區域性、定期的市

集，市集的活動包含消費、教育以及生產故事的分享與溝通。

◎ 為什麼要辦農民市集

北投區仍存在生產型農業，除了關渡平原的稻米

之外，山區仍有多處蔬菜水果的生產，田園景色優美，

有同時發展生產型農業、生態農業教育、休閒農業的潛

力。我們在討論地方的發展時，一直希望在既有的農業

基礎上找到出路，建立在地農產品的地方品牌，說服更

多的農友採用對土地友善的方式耕種，建立社區生產公

約，逐步提昇至有機耕種的標準，以此作為地方品牌的

核心內容。

此外，東華社區近年來持續推動環保生活概念，嘗

試推廣自己種菜自己吃的生活方式，並樂於分享。透過

社區內部聚會分享、互動討論，將環保生活、對土地友

善的消費方式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因此，我們希望藉著北投農民市集的推動計劃，

將散落在北投大街小巷的生產者聚集起來，以強調友善

土地、健康生產的農民市集強化農業的價值、提昇農友

的尊嚴。並同時進行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環境與農業文化

教育，推動消費者與生產者的直接對話，建立在地信任

感，以此作為十八份地方品牌的基礎。

■ 前北投社區大學執行秘書  周家慧

▲   北投農會說明農產品檢驗事宜

▲   透過海報介紹與面對面溝通，拉近生產者與
消費者的距離

▲   農會介紹北投農業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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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市集在北投

在離都市只有二十分鐘車程的北投山村，有著一群樸實可愛的農友，順應自然、依著四季，種

出健康、好吃又有特色的農產品，我們希望能把十八份的農產品、好山好水好人情介紹給更多人認

識，因此自97年7月起籌劃辦理北投農民市集。

由於我們及社區夥伴並無辦理農民市集的經驗，因此初步先規劃試辦三場次，從中累積經驗

後，期待後續能由社區夥伴接棒成為常態性經營。辦理的場次與地點如下：

◎ 鹹菜醃漬教學

市集農友的招募主要透過泉源里辦公

室協助發送訊息，並由社大夥伴進行農友

的逐戶拜訪，蒐集農友的故事製成海報，

讓消費者對生產者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在

每一次的市集中，除了農產品的販售之外，

我們也規劃的小型消費者講座與私房菜教

學。消費者講座由北投農會介紹北投農業、

十八份農產的特色，第三次的市集，我們鼓

勵農友進行農產品農藥殘留檢驗，因此也請農會

針對檢驗的過程與解讀做介紹。私房菜教學則由參與市集的夥伴們各顯身手，每一次的市集均由不

同農家上場教學，頗受消費者歡迎。活動結束後亦即時召開檢討會，為下一次的農民市集做準備。

在市集裡，不只是買賣消費而已，更重要的是生產者與消費者在市集裡的交流、互動，我們希

望消費者可以更認識生產者的理念與耕作方式，而生產者也透過這樣的場合學習如何說出自己的故

事。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活 動 內 容

97.12.27（六） 08:00~12:00 北投國小外（人行道上）中央北路一段
□ 認識十八份農產
□ 桔茶教學

98.01.17（六） 08:00~12:00 榮光公園（石牌捷運站旁）

□ 農產品介紹
□ 竹笛演奏
□ 涼拌佛手瓜教學

98.02.21（六） 08:00~12:00 北投國小外（人行道上）中央北路一段
□ 農產品檢驗
□ 鹹菜醃漬教學

▲   鹹菜醃漬教學

北投農民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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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集結束之後⋯

第三場農民市集結束後，很多人

問下一次什麼時候還要辦？消費者與生產

者相見恨晚，生產者也在市集裡結交了許多

朋友，並期待繼續透過市集與消費者互動。但礙

於前三次的農民市集在場地借用上遇到了一些困

難，幾經波折之後才定案，加上人事的異動，原

先期待由社區接手規劃的方案也尚未成熟，因此

對於這樣的提問不敢有所承諾。幸好，在大家的

努力與支持下，北投農民市集於五月份又再度登

場，讓市集的經驗得以繼續。未來，長期的、常

態性的經營仍是重要目標，期望透過市集打響北

投農產品的在地品牌。

▲   桔茶教學

▲   來到市集，不只是認識在地的農產品，
也認識在地的農友

▲   活動結束後的小型檢討會

▲   涼拌佛手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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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投農業分布於中和、大屯、湖山、湖田、

泉源、關渡、一德、豐年、桃園、八仙、

建民、洲美、復興、立農、清江以及奇岩等十六

個里。主要的觀光農園多集中在中和里、大屯

里、泉源里以及湖山里內的陽明山公園和湖田里

內的竹子湖等頗富詩意的山區。

其中北投區泉源里則仍保有生產型農業，以

蔬菜及果樹為主，本地農友多以小型農家為主，

農產品之行銷管道多為自行販售，大多數農家的農產品販售

地點為行義路一帶或山下的傳統市集。在北投的傳統市集或熱鬧的街道上，亦常見到許多農友販賣

自家的農產品，其中多為社區當令之農產品，且不乏以較自然或有機的方式耕種者。

去年底、今年初，北投社大藉著協助辦理三次北投農民市集，試著將散落在北投大街小巷的生

產者聚集起來，以強調友善土地、健康生產的農民市集，強化農業的價值、提昇農友的尊嚴。並同

時試著進行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環境與農業文化教育，推

動消費者與生產者的直接對話，建立在地信任感，以此

作為北投農業地方品牌的基礎。

承襲三次農民市集的經驗，北投社大在

98學年第1期的現代公民週（4月27日

至5月2日），第一次將「北投農業」

設為主題；謝校長認為環境教育是非

常重要，選用在地食材，減少產銷里

程，促進永續北投農業經營，為本次公民

週目的；公民週特別規劃小型農民市集、

講座、影片欣賞、農場經營經驗分享等

活動，藉著專家學者、外地經驗、在地

分享及消費者觀點等，更深入探討北

投農業的未來發展。
▲   農民的海報

▲   志工社人力協助

北投社區大學981公民週

■ 北投社區大學副校長  洪德揚

你農我農．北投人愛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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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民週的特色：

一、小型農民市集：連續五天晚上邀請本地農友進行時令農產品展售，盛況空前。

二、 講座：七場農業議題講座，其中包括從安心蔬果談【不生病的生活方式】─大腸癌與飲食的關

聯、北投人救地球ㄟ撇步--支持在地安心的蔬果、北投區農業的現況與未來發展、吃的健康吃

的長壽─教你如何吃安心蔬果、奇岩共同採購經驗分享、傳統農產品加工技術─花、果如何釀

酒、探討農村再生條例等等議題。

三、 影片欣賞：放映農業相關影片：農業影片欣賞—草山柑的故事、農業影片欣賞—樹梅與水蜜

桃，以深入了解北投農業現況。

四、農場經營經驗分享：邀請永和、新莊、本校等三校進行農園高峰會議。

五、農業產業：介紹泉源國小藍染及木炭窯修復經驗。

六、北投農業論壇

本次公民週乃希望向學員或一般消費者傳達購買不

用農藥的蔬果、食用在地蔬果資訊，不但有助於自身的

健康，也可鼓勵更多農友效法，進而使我們的土地能永

續利用；消費者可以獲得最新鮮的食物，也可減少因運

輸而產生的碳排放量，進而為地球的永續盡一分力。

最近北投社大準備進行一項『共同採購』的實驗計畫，將由北投社大謝校長邀約五位夥伴，每

週定期定量的向農友訂購一週量的蔬菜，當然，農友們送來的蔬菜必須是當天採收，且沒有使用農

藥；希望透過這個實驗計畫，逐步推廣『永續農業』的概念，鼓勵更多農友不使用農藥，也鼓勵更

多消費者向居家附近的農友購買農產品；將農友及消費者的心得透過網路進行分享，舉辦產銷合作

座談會，一方面讓消費者實地參訪農友的田地，一方面讓消費者與農友面對面分享彼此的想法與實

驗心得，並且，邀請專家學者針對『永續農業』的概念與經驗進行分享。

▲ 農民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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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北投仍然保有難得、優美的農業景觀，以及

得天獨厚的山林環境條件，但是大環境的農業產

業與農業文化的萎縮以及台北市的整體開發政策卻不能在

這個有利的先天基礎上為北投的農業加分。

關渡平原面臨龐大的開發壓力以及當年填棄不明廢土的隱憂，今日的稻浪以及蓮葉田田絲毫沒

見金黃的未來遠景，反而更像建築公司開工之前招睞顧客的廣告佈景，隨時可能功成身退。

北投後山大屯、七星山系的農業其長久的主流思維一直是朝休閒農業轉型，但是陽明山國家公

園管理處以及山坡地水土保護區的管制非常嚴密，讓曾經嘗試的小農幾乎動彈不得，痛苦不堪。北

投農會做了很大的努力，每年創造或利用各式農藝節慶活動，為北投的休閒農場促銷，但是除了竹

子湖之外，大多數點狀的農場經營仍然十分困難，農園群聚擴散的效應無法產生，並不能作為北投

農業集體出路的有力證明。除此之外，竹仔湖的觀光發展帶來了農作面積的縮減，農村文化氛圍的

改變與淡化，以及生態環境品質的惡化，這樣的轉變我在其他點狀的農場經營裡也看到了，某一觀

光農園的主人為了因應遊客的停車問題，先清除種植面積鋪上水泥，闢出停車場。對此，我們不忍

批評農友們努力尋求出路的思維模式，但是這樣的發展方向對於北投農業的意義在哪裡，卻值得深

思。

許多朋友努力整合資源，希望結合北投的溫泉業者購買在地蔬菜，形成一個兼具在地環境、文

化特質以及在地品牌、社區信任的地方養生產業。這是一個非常美好的願景，值得花許多年的時間

來推動，但是現階段，我們看到囿於市場價格機制，本地的小規模蔬果生產不管是在量與價上都不

敵南部運上來的大宗蔬果。特別是全球氣候變遷帶來的

變化也悄悄影響著北投不同產業之間的資源競爭關係。

在八八水災之前，其實北投近郊遭逢幾十年來最大的乾

旱危機，溫泉業者與農友競奪水資源，水源頭中下游即

使是號稱泉源里的農友，也面臨無水灌溉的困境。在資

源有限的觀念覺醒下，在地的產業鏈環除了互助合作之

外，還有資源競奪的現實關係，我們需要更細緻與全局

的觀點來思考北投以及農業在北投的價值定位。

■ 社區營造學會秘書長；前北投社區大學校長  楊志彬 北投的農業重建計劃
比我一開始的想像要
困難許多⋯

由農業價值的本質出發，一起護持北投農業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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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源里是北投後山地區社區組織力量較成熟的社

區，也是維持生產性農業較完整的區塊。因此，這幾

年我們協助在地的社區組織以及農友從事環境調查、

農民市集、以及社區支持型農業的嘗試，最主要的精神

在於回歸農業本質的價值，既然北投還有人從事農業，

也願意用友善土地的方式耕種，就由彰顯他們的尊嚴與

價值出發，透過在地人安心吃在地菜的社區信任關係做基

礎，發展地方品牌與社區共同購買。

這些都只是漫漫長路的實驗開端，會不會成功還需要更多的人給

予支持與建議。依我之見，以下的工作需要同步推動，才能讓北投的農業重建計劃更為穩固：

1.  更完整確實的農業與農村調查：包括專業農與兼業農數量、家庭生計、耕種面積與區位、水資源

配置關係、農業產銷管道、農業、肥料與除草劑用藥情形、社區組織⋯等基本資料。

2.  農友自發組織，逐步建立生產公約、安心耕種守則等自主規範、成立地方蔬果產銷平台，打造在

地品牌。

3.  邀請更多社區夥伴加入社大的共同購買活動，讓生活的蔬果購買行為逐步加深背後的教育與文化

意涵。

4. 休閒農業仍不應放棄，但應放入生態旅遊的創新模式中思考未來可行的發展形式。

5.  彰舉友善地方的綠色企業，發展在地企業（以溫泉產業為主）的地方企業責任指標，要求並倡議

北投企業尊重、支持北投農業的生存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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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倡導健康安心農產品、最短的食物哩程，台北市北投文化基金會、臺北市北投社區大學與

中原大學景觀系、湖山里辦公處、草山溫泉社區發展協會結合在地的湖山國小，在2009年7

月8日至12日，透過社區參與的觀念，邀請11位願意付出、充滿熱忱的大學在學學生，在湖山里、

泉源里進行農園田野調查。

在五天四夜的活動中，經過田野調查技巧、社區導覽後，同學進行分組田野調查。總共25位農

家：17家湖山社區（大坑聚落11家、半嶺聚落3家、湖底聚落3家）、7家泉源社區與1家大屯社區的

農園，完成本次調查工作。

25份調查裡面，主要耕種受訪者男性18人，女性7人。年齡50~60歲有6位（24％），60~70歲

有8位（32％），49歲以下有5位（20％），71歲以上有6位（24％）。

◎ 量少多樣的農作

農地的面積部份，完整資料的20位農家中，平均每位農民的耕種農地為2,589坪（8,859平方公

尺）。最小的僅293坪（969平方公尺），最大的為12, 100坪（40,000平方公尺）；農地為2,000至

2,999坪8位（40％）、1,000至1,999坪4位（20％）、小於999坪5位（25％）、大於3,000坪只有3

位（15％）。顯示出農民的耕種農地極小，即少數耕種面積較大，而且耕地大多位於山坡地，地處

陽明山國家公園，耕種受許多法令與地形的限制，更增加了耕種的困難。

※   農家的農作物一年四季皆有生產，極為多樣性，總共有62種，前五名分別為：蕃茄（10位）；

高麗菜（9位）；茄子、地瓜（7位）；胡瓜、南瓜、芋頭、玉米（6位）。

※   若依農作物種類及季節來看，葉菜類收成季節主要是夏冬兩季，種類繁多，有小白菜、莧菜、

空心菜、地瓜葉、龍鬚菜等。

※   瓜果類收成季節主要是夏季，但是如有颱風就難以收成。種類有冬瓜、胡瓜、佛手瓜、南瓜、

苦瓜等。農民嘗試種植新品種冬瓜、茄子、造型南瓜，極具特色。

∣農園田野調查∣

■ 北投文化基金會  洪珮玲 朱孝慈 陳姿安 賴怡安 陳家銘 洪德仁

北投山區農業的困境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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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莖類四季均可耕種，有黃心地瓜、筊白筍、綠竹筍、地瓜、花生、白蘿蔔、山藥、芋頭等。

※  豆、穀類收成季節主要是春夏兩季，有土豆、敏豆、玉米、四季豆等。稻米可一年兩穫。

※   水果類四季均可耕種收成，有春季的樹梅、春夏的水蜜桃、夏季的小番茄、冬春的草莓，其他

有柿子、木瓜、草莓、甘蔗、柑橘、柚子、芒果、波蘿蜜、火龍果等。

※   園藝作物，有夏季的茶花、楊梅和杏花、櫻花、玫瑰、百合、水蓮、薄荷、菊花、杜鵑、桂

花、楓樹等。

本次調查無法很精確的瞭解農家的農作物的產量，較為可惜，初步只能知道少量種植—種類繁

多，尚未達到經濟規模程度。

◎ 半賣半送的販賣

農作物的販賣方式，可分為4種模式，有9戶農家（36%）販賣農作物， 7（28%）以自己食用

為主、多的才會拿出來販賣、半賣半送，5戶（20%）不販賣農作物，4戶（16%）未明確告知。農

民採收後，大多是自行到北投、石牌、天母一帶販賣，多以遊客為販賣對象，聚集的國家公園附近

公車站牌或是路邊。由於農產品總產量不大，因此自行零售成為唯一的銷售管道，但是這樣的販賣

方式收入不一定，也無法掌握穩定的客源。其實，有時連販賣地點都無法固定。有2位農民原本販

賣的地方重建後，其中1位只好改由在公園暫時擺攤，另外1位改成不以販賣為主，改由半賣慢送給

人。還有1位農民在政府禁止於路邊販賣之後，乾脆不賣了。農家們細心栽種農產品的努力，很多

時候卻無法帶來與付出等值的結果。

就有販賣農作物的16位農家，農作物總共56種。其中第一名為高麗菜（8位）；胡瓜、南瓜、

地瓜葉並列第二（6位）；冬瓜、茄子、芋頭、蕃茄並列第三（5位）。

◎ 農產發展的困難

現今人人都強調健康與有機，但是全數的受訪農家都未取得農業認證。有12人（48%）農友認

證取得困難，其原因有：覺得自己吃沒有必要（5人)、不可能不灑化肥、農藥（3人）、對得起道

德良心比較重要（2人）、負擔太大（2人）及其他（2人）。

目前，行政院農委會將認證授權給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 (MOA)、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

會 (TOAF)、台灣寶島有機農業發展協會 (FOA)、台灣省有機農業生產農會 (TOPA)、中華有機農

業協會 (COAA) 等5個機構。其認證的手續費都要五、六萬，甚至還要每一年都辦一次認證，令許

多農民怯步。一位農民表示，辦一次認證的錢要賣多少的蔬菜，根本不可能。受訪的農民都是小面



積耕作，費用對他們來說負擔想必相對更龐大，這是最難克服的問題。

北投農業發展另一個隱憂是受天候的影響，像今年天氣乾旱、雨量較少，造成土地乾燥，而灌

溉水源又受到溫泉業者引水，水量不穩定，農民受到極大困擾；莫拉克颱風重創台灣南部，北投山

區的農園也全部受到摧毀，損失嚴重。

此外，社區農地多為代代相傳的祖產，不少農民們割捨不下對土地的情感，卻也面臨到年輕人

不願繼承農耕的窘境。

◎ 土地的情懷

    在田野調查中，我們看到了農家們的困境，卻也看到了他們對土地的執著和情感。農友曹先

生的一句話，聽了好心酸：「颱風來就到田裡哭，有的時候起來到田裡一看，作物突然死光了。」

有時就是這樣，心血會一夕之間化為烏有。但是什麼還讓他們堅持留在他們的土地？另一為農友吳

先生表示：「雖然賺不到什麼錢，種菜還是很快樂。」那種最簡單的滿足，讓他們很快樂。耕種，

不再只是為了餬口，對土地的感情已經讓耕種成為了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不種田活不知道怎麼生

活 ！」農友許先生的話可能說中了很多農民地心裡話。農友中有當過廚師的，有在清潔公司做事

的，也有做過景觀設計的。在外面闖盪，繞了一圈之後，他們還是回到了田裡，回到了最初的原

點。就像負責採訪農友的果逸、逸希和憶婷同學說的：「經過了這次的採訪，我們聽到了農夫們最

內心的聲音，雖然有一些因為現實生活的莫可奈何，卻也會找一些自己的方式來享受生活，享受這

裡的陽光、鳥語花香，像是對於這一個從小生長的地方有著不為旁人所了解的深厚情感。對於這片

土地所付出的熱誠，或許就像吳老先生一樣抱怨著現實可是卻又依依不捨著這塊寶地。」

◎ 未來的可能出路

未來基金會正在規劃持續的農民市集、銷售平台，讓社區民眾可以藉由基金會，購買到在地的

農產品，以高麗菜、胡瓜、南瓜、地瓜葉等作為優先開放購買的產品項目。我們也在「2009年健康

綠活節」，鼓勵溫泉旅館採購在地農產品，研發最短「食物哩程」的健康餐飲和農園體驗行程。

農業，看在很多人的眼裡並不是待遇相當好的工作。雖然無情的大雨、颱風，會讓心血毀於一

旦，但對許多農民而言，看到自己細心耕種的農作物長的很好，長大長高，走到菜園口都會覺得滿

足和值得。就是那樣在園地中哭過、笑過，就算整個大環境已經改變了，儘管無奈，卻放棄不了對

土地的情感。如果你也有機會能夠品嚐他們栽種的農作物，是不是也能感受到菜裡那一份用心和苦

澀中卻漸漸散出的甜味呢？

No.25． 17 ．September

北投山區農業的困境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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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先感謝北投文化基金會跟湖山國小，給了我這個機

會，可以了解到石頭屋裡簡簡單單的幸福，一群過著最原始生活可

是心卻是最踏實的人。

一開始要來參加這個活動的時候還不是很清楚自己是要來做

什麼的，一看到湖山國小的時候我心想，這真得是一個很酷的地方耶！在

台北一個那麼接近城市的地方竟會出現這樣一個地方，那麼的讓人想留戀，瞬間會讓人好像放下

一切的清靜舒服。

吃過了晚餐之後，開始了今天的課程“田野調查的技巧”，為我們上課的是湖山國小的教

務主任，他說著自己來到湖山的過程，跟我們說著他自己的故事，從他的言語之中，我看見了他

有多愛這片土地，他關心著這裡的一切，這裡的每一件事物，雖然自己不是身為湖山人可是他卻

以這一片土地為榮，他說他希望從這裡出去的孩子，都可以抬頭挺胸的告訴別人：「我是湖山的

人，我的家鄉是最美的寶地。」現在的社會有多少人會以自己從小生長的地方為榮呢，好像真的

是少之又少了吧！我深深的被他說服被他感動了，所以我下定決心在這幾天裡也要為這個地方付

出一點什麼，盡我所能的在這短短時間裡去了解去愛護這片土地。老師跟我們分享了一些他的經

驗，要我們去了解這些農家對這片土地的情感，還有他們一直種下去的行動價值。

隔一天早上，老師帶著我們去了解湖山，帶我們去參觀了這片寶地，我們看了很多石頭屋，

冬暖夏涼的石頭屋應該是這裡的最大特色了！下午我們去採訪了我們的第一個朋友“吳國傳先

生”，我們用著台語很開心的跟他聊著天，他也在短短的時間裡跟我們分享了他的故事，令我不

可思議的是，他覺得種田是一件很開心的事，他很享受他現在的生活，他說無聊的時候他可以聽

聽收音機，從他的言談裡，我看見了一樣東西，那就是“幸福”最簡單最單純的幸福，大家都覺

得這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可是我卻在他的眼睛裡看見了我從來沒有看過的眼神，我們問他會

不會很希望兒子跟他一起種田，他說，種田賺不到錢，年輕人應該好好賺錢，我想應該是因為迫

於現實生活的無奈吧！讓他說出了這樣的話，讓他默默的壓抑了希望孩子在身邊的心情。  

  我們的第二個朋友“吳阿蘭女士”，吳阿蘭女士的丈夫，是我十九年來第一位送我花的男

士，讓我們非常的感動，他們很熱情的請我們喝東西，在參觀田園的時候他還現採了玉米煮給我

們吃，問他們怎麼不會想搬離這裡，他們說，這裡很好啊！鳥語花香，自己種著自己想吃的東

∣農園田野調查工作坊參與心得∣

■ 華梵大學環境與防災設計學系  林憶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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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爺爺還說，就自己種自己想吃的就夠了，人老了現在就像土地公一樣，早上起來走一走尋一

尋，很開心很快樂啊！真的是好可愛的一家人。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吳欽福爺爺了，他說：「一輩子做多少花多少都是註定的，不用抱

怨，沒有那個享福的命就要認命。」在我們的談話之中他都一直說著種田很累，如果有人要買地

他一定馬上賣掉，錢比較重要，可是當我們跟著他走到他的田裡的時候，才知道，原來他是放下

了這樣多的心思在他的這片土地裡，他精心的設計著他的地，自己設計自己種自己整理，什麼都

是他自己來，兒子叫他不要再種田了！幹麻一直去做那些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他跟我們說他也覺

得兒子說的很有道理，可是他卻還是試種了最新品種的辣椒，一直說著種田苦苦苦的他卻還是一

直都沒有放棄啊，為了他自己種的蔬果他也幾乎跑遍了全台灣，去看看友人的地，在檢討著自己

不夠認真不夠關心他的蔬果，這樣的心情應該真的沒有多少人可以體會吧！那是一種迫於無奈的

必須放棄，都是因為『種田賺不到錢，沒有辦法生活』。

我想他們對於這一片土地的情感，真的不是我們用隻字片語就可以表達的，根據這幾天下來

我發現北投地區的農業會萎縮，是因為農民缺乏了一個管道，可以販賣他們的蔬果，再加上大家

都是這種一點那種一點如果有菜商想要購買數量也不夠多，北部的蔬果雖然好吃可是相對成本也

高，又因為北投地區的農友較少所以如果要求政府給予一個管道也十分困難，可是如果他們可以

擁有一個小小的空間賣賣自己的愛心蔬菜，或許萎縮的情形也就不會這樣每況愈下了！ 

其實有的時候戰勝名利、權力、慾望的只是一份小小的簡單，最甜的玉米，又大又好吃的

高麗菜，就算有莿還是很可愛的玫瑰花，這些都不是住在水泥牆裡開著冷氣的我們可以明白的幸

福，他們不會去在意在現在這個社會價值觀裡給他們多少的評價，他們要的只是可以繼續做著自

己想要做的事，簡簡單單的生活，不需要賺大錢買名牌，只需要一點點的關心，跟一點點可以散

撥愛心的空間。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參加了北投基金會所承辦的一個活動

“北投紗帽山健康農園調查工作坊”一看到行程表五天四夜感覺很

像是個夏令營，活動的內容又是田野調查還有每天泡溫泉，心想，

在學校也學過有關調查的科目應該難不倒我，每天可以泡溫泉也

是很誘惑的一個因素，畢竟這一生也很難有機會五天四夜都可以

泡溫泉，所以其實一開始根本還搞不太清楚這背後真正的用意是為何，於是就這樣開

始了這個旅程。

■ 華梵大學環境與防災設計學系  鍾逸希

很濃厚的人情味

農園田野調查工作坊參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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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只是抱著有獎狀可以拿的心態而已，然而參加了之後，才發現不只如此而已，在五天四

夜裡，每天的行程可以說是十分的充實，內容更是在活動中學習才能有所體會。在訪問農民的過

程中，拿出了從小與阿公生活講閩南語的本領，與他們“搏感情”，外加日語的民謠-桃太郎，果

然如同萬用仙丹一般，我們馬上突破了爺爺奶奶的心防，與我們分享屬於他們的故事，陳年往事

■ 華梵大學環境與防災設計學系  林果逸

教科書裡沒有記載的實際經驗

在訪問之前，其實很怕老人家都會拒絕我們訪問，結果我的擔心是多餘的，還好我們的組員

們都很夠鄉土味，以輕鬆愉快對談的方式跟農戶們的距離不僅拉近而且越聊越起勁，爺爺、奶奶

們都滔滔不絕的打開話夾子與我們分享他們塵封已久的故事，白手起家的擔當，親手砌的石屋，

往事的風光有著大王稱號的驕傲，那些種種彷彿老電影般的播放，雖然往日如煙宵，但永遠烙印

在爺爺奶奶們的心裡，然而現在面臨的是行銷管道的問題，平常農民們販賣的地點因為是屬陽明

山國家公園的範圍，只因一句“有礙觀瞻”而用冰冷的鐵板給封住了，我以第三者的角度去探討

這個問題，封住的不單只是因為一句話，而還有爺爺奶奶們的生計，雖是微薄的收入，但賣出的

是他們的驕傲，這些是旁人無法體會的，另一個是務農的問題，對於務農在這次的旅程中我也學

到了許多，種菜並不是想像中的簡單，種植的技術、病蟲的防治、以及捉摸不定的氣候、健康的

概念等等，這些種種的原因，讓他們面臨了現實面的問題，在訪問的過程中總是會聽到他們說務

農不好！談到兒女們會不會繼承土地的時候，大部分都是皺著眉頭苦笑著說年輕人哪會要做這種

粗活，一天做下來賺不到甚麼還不如去外面賺比較多！又問：如果有人想要跟你買土地你肯不肯

出售，大部分都是肯定的回答，滔滔不絕的又訴說當年的地價多值錢，現在就算賣了也賺不到什

麼，嘴巴上這樣抱怨但是又把菜園種植的作物以及景觀規劃的令人乍舌，甚至都還會想要嘗試種

新的品種，在他們的心中這塊土地是無價的，投入的感情也不可能一夕之間瓦解，當他們為我們

介紹著他們辛苦種植的農作物時，驕傲的神情已經取代了隻字片語。

在這趟旅程中，很感謝基金會讓我有這個機會踏進紗帽山訪問這些農戶，這些日子裡讓我白

天享受著悅耳的蟲鳴鳥叫以及熱情過度的太陽，夜晚則欣賞著數萬顆數不清的星星和燈火通明的

夜景，在這趟旅程中也遇到很多有趣的事物，像是晚上借住的地方竟然是大學同學的家、在湖山

里的社區看到了居民用水泥打造裝置藝術的房屋、遇到的農戶也都很大手筆的招待我們，讓我們

感受到很濃厚的人情味，不管是番茄、玉米、蜂蜜水，這些都讓我們飽到吃不下李阿姨準備的飯

菜，甚至我們這組的人還收到了一人一支香水玫瑰，某位組員還笑說這是她十九年來頭一次收到

的玫瑰花，不講還好，講了之後哭笑不得的是原來我們三個人都是頭一次收到玫瑰花，這感覺在

我們心裡就像是杯綜合的飲料說不出其中的滋味，當然還是很感謝阿伯的款待！也很感謝所有肯

跟我們分享的農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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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過眼雲煙般的飛逝，卻是如此歷歷在目彷如昨日，看著他們驕傲的敘說著當年的風光，從眼裡

感覺得到那種神氣的模樣。

不論是海芋之王、還是番茄大戶，在幾十年後的今天，已和過去有些落差，就如青山依舊，

而人事已非，然而目前最大的問題是，行銷方面的管道，因為原本販賣的地方屬於陽明山國家公

園範圍，因有礙觀瞻而強行趕走原本的攤販，使大家缺少了販售的場所，另外還有許多的問題存

在著，例如：農業實務的問題，如作物種植的經驗技術多樣化、病蟲害的防治繁複程序及專業知

識、健康概念（有機摘種、用藥的標準）現實的挑戰、天然氣候變遷難以捉摸的特性、農業與行

銷間整合發展的可能性⋯以上種種的問題和疑慮便從這五天的經歷，一股腦兒地灌進我的腦子

裡，至今遲遲無法消散。

雖然一時無法釐清，至少對於實際務農的生活有一定的認知，

但「理想」與「現實」之間，總是不斷地在每個人心中上演著角

力戰，而每個人只能從中去找到屬於自己的平衡，也許有些的不公

平，但這畢竟是人類繼續生存所必須面對的挑戰。

問著他們的下一代是否會繼續經營這塊土地，大多農民的答案都

是否定的，口中總是說著因為今日科技的發達，與時代的轉變，要靠

務農為生是不可能的，卻又從中感覺到有那麼一絲絲的希望著，又問，若是有人要購買他的土地

是否願意？而答案大多都是肯定的，但眼看著他們一一的介紹著細心照料的植物，還說在冬天要

嘗試種植新的作物品種，我想，雖然口中如此說著，但對於這片土地，存在著旁人無法體

會的深刻情感吧！

    這一趟五天四夜的旅程，我可以說是深入其境接受大自然的洗禮，享受山上

的新鮮空氣，微風徐徐吹來，蟲鳴、鳥叫、以及土壤所散發的清新香味，那是在

都市中無法深刻體會的，在其中，我也遇到了有趣的事情，例如晚上入宿的地方

竟然是我的大學同學家！這是一個千萬分之一的巧合啊！

不過也因如此，多了不少的福利，例如在夜深人靜之時，有宵夜能夠滿

足小小的味蕾；另外，在採訪的過程中，熱情得農民們送了他們自家兒的名

產，有土豆、蕃茄、薄荷和現栽玉米等等，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玫瑰花，阿

伯您知道嗎？那是我出生到現在十九個年頭以來的第一朵呢！我了解您的好

意，我也心領了，只不過感覺有種說不上來的奇妙，是該開心還是難過，這種

複雜的心情至今還是哭笑不得。這幾天，太陽雖然炎熱，蚊蟲雖然活躍，但我樂

在其中，貼近著大自然，看著農民們純樸而簡單的生活，要求的不是榮華富貴，

不是鑽石名牌，而是在那片土地上得到的滿足笑容。當下我也因此多上了一課－

在教科書裡沒有記載的實際經驗。

農園田野調查工作坊參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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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屯山區農友—詹水源  二崎生態農園
二崎生態農園以生產竹筍、山藥為主，位於台北大屯山

海拔500公尺的山麓，吸取清甜甘泉水的滋養，園區採用自

然生態耕作方式，活化園區內土壤，園區內看似雜亂無章，

其實蘊藏著無窮的寶藏、生機無限，是一處相當值得學校從

事校外農村體驗教學的場所。

十八份農友—法雨寺
法雨寺後方有片樹梅園，這裡的樹梅都是有機栽植的，由師父

及志工們負責照顧，樹梅又稱楊梅，有止渴、解腸胃不適等功效。

寺裡的居士與志工將樹梅採收後，總會再製成樹梅汁、樹梅醋等加

工品，無農藥、沒有任何添加物。

十八份農友—趙懷弟
平常在惇敘高工附近賣菜的懷弟，老主顧總說吃了她們家的菜

會上癮！

個性開朗的懷弟，賣菜並不只是賣菜，除了農產品的販售之

外，也會跟客人分享種菜的過程與最適合的烹煮方法，買賣交朋友

也交心，難怪顧客群總是穩固，太久沒吃到懷弟家的菜會想念。

十八份農友—林再賢
山區微涼的氣候，最適合櫻花生長，再賢的園子裡便以櫻花苗

栽種為主。

再賢並非專職農民，工作之餘總會在老家的園子裡除草、種

菜，櫻花苗的栽種與販售算是副業，即使不賣，也能種來供人欣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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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份農友—吳方村  立祥草莓園
立祥位在中正山步道旁，是北投僅存的兩家草莓園之一，從前

園主便開始栽種草莓，承繼兩代的種植技術，堅持不用藥，產出的

草莓或許不如市面上的產品亮眼，但「吃的安心」是立祥農場多年

不變的堅持。

十八份山區農友—詹乾得．盧敏慧

泉源農場／橘子的家

有著二十多年的栽種資歷，「桶柑達人」詹大哥可說是目前規

模最大一家農園，種起桶柑自是有一番心得，夫婦倆樂觀、順應自

然的態度，更是讓自家蔬果安全新鮮的不二法門。除了桶柑之外，

也有柳丁、蔬菜等產品，正有機，保證安心。

十八份農友—詹枝花．詹有義
詹媽媽雖然上了年紀，但做起農事來可不輸年輕人，照顧著

家裡的菜園，收成後到市場賣菜，數十年如一日。多樣化的新鮮

菜蔬、安全的耕種方式，歡迎一起品嚐在地的味道。

十八份農友—詹旺峻
詹家位在登山路旁，這裡有一個很特別的農產品-何首烏，以盆

栽養植，是藥材亦可入菜，山區種植的農友並不多，栽種的期間較

長，目前這一批都已栽種三年之久。

除了何首烏之外，各式時令蔬菜也是大宗，詹大哥利用時令蔬

菜自製清爽開胃小菜，來到農民市集，別忘了跟農友問問怎麼吃最

能吃出新鮮農產的好味道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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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份農友—曾燕雪
燕雪是個勤勞的農友，樂於學習並嘗試對土地最友善的耕種方

式，即使草多也不在意，家裡的田多由她照顧，很少對外販售，收

成幾乎都由親友共享，因此栽種過程絕對令人安心。

農產以蔬菜為主，以豆漿渣做基肥，高麗菜、龍鬚菜等都是正

鮮的時蔬。

十八份農友—吳正仁
吳家的農園位在中正山山頂，視野極佳，農忙之餘站在山頂環

視台北盆地，豈非人生一大樂事！

這裡以種蔬菜及橘子為主，亦有柳丁、葡萄等水果，對外銷售

則以水果販賣為大宗，蔬菜則是自家食用為主，產量多時才拿到市

場販售。

東華社區農友—童春榮
童大哥採用自然農法耕種，社區夥伴們常常結伴去幫忙拔草，

秉持著分享的心情，希望能透過農產的共享，也將自然農耕與健康

飲食的觀念推廣出去。童大哥的蔬菜很少販賣，通常只有在義賣園

遊會的場合才看得到，賣菜的收益也全數做為社區老人送餐或公益

使用，別忘了給社區的愛心媽媽及新手農民一個鼓勵的微笑。

湖山地區農友—蘇明玉  北農仙人掌園
「北農仙人掌園」園主蘇明玉，出生於陽明山，從小就在一

片花海與竹林中長大。從種植仙人掌的二十多年中，被仙人掌獨特

的生命韌性深深吸引，憑著對於土地的熱愛與毅力持續進修，充實

各種動植物知識、研究藍染、植物染，更一路與家人共同將原本傳

統的農園逐漸轉型成為現在的觀光園圃，希望大家一起來認識仙人

掌、認識北農，感受人、土地、植物的熱情與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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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聚落農友—曹麗華
訪 談 者：林憶婷、林果逸、鍾逸希
文字整理：賴怡安

麗華自父親過世後接手父親留下來的農田，早上會到

新北投復興高中下的全家便利商店門口賣飯糰，下午就到

田裡種種自己喜歡吃的菜，傍晚的時候就騎著摩托車回到

山下的家，或是到廟裡去把今天採收的蔬果拿去給廟裡的

人吃。

大坑聚落農友—陳政文的媽媽
訪 談 者：黃思靜、謝佳純
文字整理：賴怡安

婆婆回想起當年種稻的時候，在大太陽底插秧、

收割，真的很辛苦！不過她永遠不會忘記，那時山坡上

一整片的稻田，隨著風搖曳的樣子很美。現在因為種稻

沒有經濟效益很辛苦、年紀又大了，所以現在只是種興

趣。

農作物
販賣地點

無

▲    麗華姊得意的看著自己所種出來的
菜，覺得很開心、很滿足。

農作物
販賣地點

陽明山公園

▲
    阿婆心中總是懷念從前一大片綠油油的

水稻。

十八份農友—康美子
康大姐是製作傳統美食的行家，發粿、芋粿等美食，除了是

年節的滋味之外，也與兒時記憶深深扣連，小時候每逢年節許多

家庭總會自己炊粿，漫著炊煙的蒸籠是年節的意象，但這樣的景

象卻已逐漸被大賣場或工廠的食物取代。

康大姐自製的發粿及芋粿，全為純手工製作，不添加防腐

劑，QQ的口感，甜度與鹹度均恰到好處，手工饅頭也推薦嚐

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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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底聚落農友—吳國傳
訪 談 者：鍾逸希、林果逸、林憶婷
文字整理：賴怡安

吳阿伯是湖山國小第四屆畢業的學生，從十二歲開

始種田，目前七十歲，喜愛種菜，並且會帶著收音機一

同作伴，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純樸生活。除了蔬果

之外，還種有櫻花、茶花、楓葉等觀賞性植物。

農作物
販賣地點

天母

大屯山區農友—詹水源
訪 談 者：黃成琳、任宇平
文字整理：賴怡安

詹水源先生，民國62年高中畢業後一開始從事攝影

業，之後入伍當士官長，退伍後從事陶瓷生產磁磚，後

來房地產業下滑，建築產業受影響，磁磚業連帶受創，

詹大哥回到祖產的農地從事農產事業。

詹大哥是一個非常幽默風趣而有創意的人，並且

對於大屯山區農友地區和農業的歷史非常了解，在住家

附近有一個自己設計的小庭園，還參加過比賽得到第三

名。

農作物
販賣地點

北投市場

大坑聚落農友—吳阿蘭與吳阿寶
訪 談 者：林憶婷、林果逸、鍾逸希
文字整理：賴怡安

吳阿寶阿伯本身是天母人，今年吳阿伯已經八十

六歲，十幾歲就開始種田，曾經受過日本教育，自民國

40年的時候買了一塊一甲的地（現在所耕耘及居住的

地）。吳阿伯十幾年前就開始種海芋，那時候大家都稱

呼吳阿伯是「海芋王」。

農作物
販賣地點

路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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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聚落農友—曹川人
訪 談 者：梁媛茹、王俞棻
文字整理：賴怡安

曹阿伯是大坑聚落農友在地人，從小種田困苦過

來，長大出去外面打拼，以前曾經做過景觀造景及各

式行業，退休後回來山上，他把種田當興趣、賣花當業

餘，現在主要養育國蘭販賣。阿伯認為年紀大了不需要

再讓自己太累，小孩也不用操煩了，可以做自己快樂的

事，老阿伯地一生都很豁達。

大坑聚落農友—李秋霞
訪 談 者：黃成琳、任宇平
文字整理：賴怡安

秋霞姐是陽明山的導覽員，秋霞姐家的農地大部分

位於金山，苗圃中種植各種櫻花、楓樹。她家屋外的小

農地是由秋霞姐的母親種植各種少量而多樣的作物。屋

外的小農地曾休耕十年以恢復地力，而且阿嬤不使用農

藥除蟲，僅徒手抓蟲、趕麻雀，肥料方面則使用當地的

天然肥料－硫磺土，可說是十分有機。

大坑聚落農友—張道德與張清水
訪 談 者：謝佳純、黃思靜
文字整理：賴怡安

張大哥是土生土長的在地人，從小幫忙種稻，但

因為稻子收成較差不符合經濟效益。現在只剩一部分的

農田種植蔬菜（如甜椒、小黃瓜、茄子、芋頭⋯⋯），

主要是供自家食用。其他田地改種花草，剛開始接團，

教大家種花，並且拿到建國花市賣。除此之外還在他家

開一家「花田花草集」，佈置得詩情畫意，有許多漂亮

的花花草草，還有以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為主題的佈

置，非常有趣可愛。

農作物
販賣地點

無販售

供店內做菜用

農作物
販賣地點

建國花市

▲  張大哥有很爽朗的笑聲，種了許多漂亮花草

農作物
販賣地點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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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底聚落—許健一
訪 談 者：李奇芬
文字整理：賴怡安

許健一阿伯經歷了湖山農業的興衰，湖山農業的發

展在日治時期奠定出深厚的基礎，成了高冷蔬菜專區，

接著又因越戰所需而大量出口蕃茄和高麗菜，使湖山一

帶的農業蓬勃的發展。現在阿伯已經退休了，自己種菜

給蟲吃，再給自己吃，吃剩的再賣。田裡像是他的實驗

場，光是苦瓜就種3個品種，愛試品種的他充滿著自己

的心得，是位快樂的農夫。

大坑聚落農友—曹金火
訪 談 者：梁媛茹、王俞棻
文字整理：賴怡安

曹大哥是大坑聚落農友的在地人，早上賣菜，但主

要以賣杜鵑、山櫻花為大宗，大哥的媽媽以前在陽明山

擺攤販現在在家照顧孫子，對於大哥來說種蔬菜是一種

練身體的方式，現在都種瓜類，絲瓜、瓠瓜、茄子、青

椒、土芋頭、地瓜葉、小黃瓜等。

大坑聚落農友—曹春男
訪 談 者：李奇芬、李亮臻
文字整理：賴怡安

從小因家裡種稻所以跟著務農，後來因分家產、國

家徵收，現在只剩下三分地，阿伯說：「不種菜，田就

會荒廢掉，因為不想讓田荒廢掉就會加減做」，於是自

己種菜自己吃，有些會分給親朋好友。曾經在陽明山國

家公園上班，退休之後，就專心種菜。雖然有很多小農

會轉型成種花，但曹先生在種過花之後還是比較喜歡種

菜，現在地瓜葉、白菜現在賣的比較多。

農作物
販賣地點

路邊
花鐘旁邊販賣

農作物
販賣地點

路邊

▲    阿伯喜歡嘗試新品種，這是新種的苦瓜。

農作物
販賣地點

自己吃為主，多的
才拿去六窟賣

自己種菜自己吃，多的

才賣給遊客，在花鐘或

是公車站牌樹下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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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聚落農友—黃勝三
訪 談 者：黃成琳、任宇平
文字整理：賴怡安

黃先生出生在大坑聚落農友，從小就務農，高職畢

業後到路燈工程管理處從事園藝工作，工作之餘仍然下

田種菜，退休後繼續務農。由於黃太太身體不好，黃先

生為了照顧妻子而留在家中，為了太太的身體著想，種

的菜都很有機。農地雖然不小但作物幾乎都是自己吃，

多餘的才拿去農地外的路邊販賣給遊客。

湖底聚落—張萬居
訪 談 者： 李亮臻、李奇芬、謝佳純、黃思靜　　

王俞棻、梁媛茹
文字整理：賴怡安

張萬居阿伯以前種茄子、柑橘，後來因為花的利潤

較高，成了陽明山第一個種花的人，阿伯現在種的花有

杜鵑、茶花、楓，會在田尾賣花。在台灣光復後那個時

段蜜餞開始流行，湖山上野生的小梅樹被採光，阿伯就

開始種植樹梅，一直種到現在。除了樹梅之外，阿伯還

有種地瓜、柑橘、蕃茄，但是沒有販賣，都是給自己吃

的。

大坑聚落農友—蘇天來
訪 談 者：李奇芬、李亮臻
文字整理：賴怡安

蘇天來阿伯家早期是在林口種稻米，但是因為林口

自然因素不適合，所以遷移到陽明山來種植，現在以休

閒農場為主。除此之外還是有種蔬菜，種的菜除了自己

吃，也會宅配配菜到北投、士林少數家庭。阿伯的農場

以仙人掌為主，農場裡有很多蝴蝶，農場週遭也有很多

天然噴出的山泉水，晚上也會有螢火蟲，除了觀賞也能

讓小朋友學習生態。

農作物
販賣地點

自家農地路邊，
賣給遊客

農作物
販賣地點

宅配到家 

農作物
販賣地點

在農園內賣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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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圳大哥特地保留下來的種瓜，一定要是第一顆
生長的絲瓜

半嶺聚落—張瑞德
訪 談 者：黃思靜、謝佳純
文字整理：賴怡安

張阿伯過去是種水稻的，但不符合經濟效益而改

種其他蔬菜瓜果。自己想要吃什麼，就種什麼，比較

少賣。之前曾經種西瓜，最大有20多斤，現在改種蓮

花。

半嶺聚落—李文圳
訪 談 者：梁媛茹、王俞棻
文字整理：賴怡安

李文圳大哥家人原本就居住在此，因為家中小孩讀

書方便，搬到士林。近幾年因為父親身體不好，並且為

了家裡人吃的健康，所以才開始上山栽種完全有機的蔬

菜。李大哥自己種辣椒加上一些蔥薑辛香料調配成驅蟲

水，而被蟲蛀的蔬果把它放成一堆，就是蟲的樂園，這

樣可以防止蟲爬到另外一個蔬果。李大哥種菜完全是自

己吃，沒有販賣，近期與雅曼老師一起推動觀光稻田，

讓人體驗插秧、收割，李大哥希望這片田地可以回復50

年前滿是梯田的景象。

半嶺聚落—張金城的媽媽
訪 談 者：黃思靜、謝佳純
文字整理：賴怡安

婆婆從小就幫忙種稻，除了大太陽以外，還有芒刺

會使身體發癢，婆婆強調收割時是很辛苦的，而且必須

早起，還得準備家中的三餐，那時的生活是讓阿婆難忘

的。目前因為不符經濟效益，已經不種稻了改種菜並在

陽明山賣，種菜季節主要是春天和中秋，春天主要是種

高麗菜、A菜，中秋以後就菜頭 高麗菜為主。

農作物
販賣地點

無

▲   阿婆強調種田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我們要好好
珍惜每一粒米。

農作物
販賣地點

蘭雅社區、
陽明山公園

農作物
販賣地點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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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錄

北投美食追追—山東姥姥麵食館

基金會／社大活動剪影

藝術學群與在地農業的火花



（依姓名筆劃排列）

 周應源 $3,000

 林　玉 $3,000

 林金雄 $2,000

 施惠真 $2,000

 洪俊彥 $2,000

 高茹萍 $1,000

 張佳玄 $4,000

 張桂榛 $1,000

 張淑花 $2,000

 張寶蓮 $30,000

 梁甄芸 $3,000

 連金川 $1,600

 陳宮璧 $4,000

 陳儒東 $1,000

 陳穎慧 $1,000

 游惠慧 $1,000

 黃于真 $120

 黃修文 $1,000

 黃泰翔 $1,000

 黃騰緯 $1,000

 楊志彬 $1,000

 楊韋甫 $3,000

 楊清樑 $1,000

 褚陳寶貴 $2,000

 蔡素貞 $1,000

 鄭松吉 $500

 鄧 玶 $200

 台北錫口扶輪社 $10,000

 興翰宇建設有限公司 $900

98年5-8月捐
款芳名錄



聯絡人：李佳蓉

電話：02-2891-745  傳真：02-2896-2660
網址：www.ptcf.org.tw        
ptcfmail@ms56.hinet.net

　　「一個便當一個希望！」， 從

2005年9月開始，北投文化基金會結

合八個社區團體，共同推動80位獨居

低收入長者免費送餐，至今已經提供

10萬人次服務，為長輩帶來生命的溫

暖，改善生活品質。

　　自2008年10月起，

受到環境不景氣的影響

下，捐助款終止，基於獨

居低收入長者的關懷不能間

斷，我們苦苦支撐送餐服務，實在已

經超出我們的能力，希望透過您的愛

心贊助，讓長者的關懷不斷炊。

　　長者需要您的愛心贊助，捐款方

式有：

1. 小額自由捐款。

2.  認養長者一年份餐費：一人一年
度一萬元。

★    劃撥帳戶：
　 財團法人台北市北投文化基金會

★  劃撥帳號：
       1955-8705（請留下您的姓名、電話
與地址以供捐款收據寄送。）



■ 新光醫院小兒科醫師  蔡邁霆

山東姥姥麵食館

北 投 美 食 追 追 追

基金會／社大能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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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
入“山東姥姥麵食館”的那一刻，陣陣食物的飄香撲鼻而

來，笑臉歡迎我的是魏老闆。這家店的特色就是經濟實惠的

北方麵食，除了變化最豐富的麵類以外，捲餅、蒸籠、蒸餃、水餃、

鍋貼也是多樣化的選擇；且社區內有三分之二的年長長輩是北方人，對道

地的家鄉口味頗有偏好，剛好符合多數長者的需求。在選擇餐點的方面上，顧慮到健康的情況，給

長者吃的食物原則上就是少鹽清淡的飲食；倘若有牙齒不方便的，以好消化的雜糧粥取代小米粥、

湯點選擇青菜豆腐湯。老闆也很用心於交流上，會詢問送餐的志工媽媽長者們對食物們的意見，十

七位服務的長者中，只有一位曾說食物較硬，其他都讚譽有加。也許就是好心有好報，口耳相傳

下，除了受關懷的長者不時會在方便的情況下來店裡品嘗，還會好康道相報偕伴來店裡消費，愛心

服務為老闆做了最好的宣傳。

當下物價飆漲，不僅是菜價，連店內主原料的麵粉價格亦節節高升；又做這種慈善服務，不禁

令人憂心會不會影響開店的營運、造成所謂好人難做的情況。魏老闆說，其實物價成本倒是其次，

因為店裡最大的開銷是人事成本，而且這項活動是由五個店家由周一至周五輪流提供餐點，一方面

是減輕單一店家的負擔，一方面也是讓老人家能夠換換口味不至於吃膩。而且最主要的，因為魏

老闆平日忙於照顧店裡，想為社區服務也難以抽出空閒時段配合；能以這種形式幫助需要關懷的人

們，那是最好不過的了。

魏老闆不只是幫助社區內的長者，像有一次，一位平常在淡水教會照顧身心殘障長者的外國傳

教士，帶著兒子來到店裡卻發現沒錢了，希望老闆請她吃碗牛肉

麵；或是偶爾來店裡而只有買半份水餃錢的貧窮國中生，他都願

意伸出援手為服務大眾、為需要幫助的人們盡一份心力。

四年多來，魏老闆每天採購美味實在的食材，考慮長者們的

口味喜好及健康狀況，親自到廚房監督烹調出一道道北方佳餚，

由志工媽媽們用保溫箱運送到長者們的手中。即使是寒流來襲的

日子，也可以嘗到冒著熱騰騰香氣的食物；更可以感受到美食底

下，老闆那份服務奉獻的用心以及愛心。人間有溫情，在此得到

最好的驗證。

店家名稱：山東姥姥麵食館

地　　址：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 71
巷 3弄 2號

電　　話：02-28206627、02-28206597
餐廳特色：麵類、餃類、現烙餅類



▲  980718-19   青年壯遊北投-女巫溫泉綠
生活行程

▲  980820  重建校園存工時換算捐款進災
區記者會

▲  980712 石牌分館藝文沙龍-北投大富翁

▲ 980725 半農半X作者 見先生訪北投

▲  980526 洲美國小龍舟奪標畢業活動

▲ 980606  參與公視NGO觀點節目：老人
長照保險

▲ 9807 蔡森澤北投之美油畫展

▲ 980708  社區醫療例會暨振興醫院愛心
戒菸連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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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底，北投社區大學與北投文化基金會、

北投農會及北投區十八份的農民們合作，在

北投國小、石牌榮光公園等地舉辦了三場「北投農

民市集」活動，活動的目的旨在透過消費者與農民

們面對面的接觸，使消費者瞭解十八份各種有機、

無毒農產品的健康生產過程，並能透過消費者與生

產者的相互信任，建立信心，將在地人安心吃在地菜的無毒農業觀

念，回推到整個小山城，影響其他習慣使用農藥的農民，讓有機栽

種的風氣漸漸成形，為小農行銷開出一條新道路，進而將十八份打造

成為台北地區的「安心蔬菜生產區」。

    在這項成功的活動中，有一份由北投社區大學提供的免費特殊紀念品，它雖不能飽您口腹，

卻也保證有機無毒，那就是由北投社區大學「水墨花鳥畫班」與「嶺南花鳥畫班」全體師生繪製，

全是以在地蔬果為題材繪製的彩墨畫書籤。一套十二張，張張鮮活照眼，它是學員們學習成果的展

現，更是北投社區大學為北投地區農業推廣所作出的努力。

    北投社區大學「水墨花鳥畫班」開班迄今，已邁入第六個年頭。多年來，隨著北投山區春、

夏、秋、冬四季的美麗幻化，學員們以認真態度與執著精神，努力創作出了梅、蘭、竹、菊的氣韻

生動、鳥語花香的萬種風情和蜂蝶縈繞的無限生機。學員們的學藝或許未達專業水準，但是業餘的

創作環境也賦予了學員們一副較許多專業畫家更實在、更通透的眼光，使他們與日常生活中的美妙

事物更為貼近。尤其令人欣喜的是透過學習傳統技法之後，學員們的作品中已經能夠看到各自以筆

墨體現時代精神和自我個性的不同面貌。就以這次的「蔬果書籤」為例，觀賞者不僅能從一幅幅清

新明麗、純真寧靜的水蜜桃、椪柑、箭筍、青花椰、絲瓜等作品畫面中，賞心、悅目；更

能感受到學員們為了農民的微笑、為了大地的豐收，虔誠的祈福與祝禱。

    繪畫是壽者的嘉業，「水墨花鳥畫班」的學員們，一個個都有著無與倫比的愛

心與永不服輸的決心，爾後在繪事上的發展自當不可限量。這次的「蔬果書籤」只

是學員們的牛刀小試。今後，只要是有意義的任何社區活動，「水墨花鳥畫班」

全體師生都將以真心付出、不吝略盡棉薄，那種心情，就像是品味蔬果，初嚐

雖味淡、真味卻無限。

真味無限

■ 北投社區大學「水墨花鳥畫班」指導老師　呂玉亭

藝 術 學 群 與 在 地 農 業 的 火 花

基金會／社大能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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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投社區大學為打造社區支持型農業 -北投農民市集推動計

劃，請美學藝術學群參與，國畫組受邀提供作品製做書

籤，主題-在地特產的蔬果。

 本班為「彩墨嶺南派國畫（花、鳥、蟲、魚畫法）研

習班」由朱樂民老師授課，對於蔬果較少學習，於是大家相

約“上十八分取經”第一趟碰到下雨，地上十分泥濘，無功而

返。第二趟收穫豐富，上山涉水，看到陽明山桶柑、楊梅、佛

瓜、南瓜、高麗菜、大白菜、白（綠）花椰菜等。朱老師與呂玉

亭老師隨行，為我們解說每樣蔬果的特有氣質，指導應如何以嶺

南寫意的畫法來表現。

    對這次活動，學員表現十分熱烈，為使內容豐富多元，我們分配了繪畫內

容，每位學員精選二∼三幅作品供老師批選，更有人還不滿意的重新畫過。作品

尚須簡述，截稿時間逼近，大家分工，麗麗收稿，柳枝負責送裱取畫，由我抓刀為每一幅畫簡

述，送學校評定，捨取到定稿，我們感受到學群經理周小姐的努力與熱心，完稿印出成果非常

好，深獲學員好評，驚喜有這樣的成果，朱老師畫“歡喜金瓜”，楊麗麗的“菜根群相”，陳

柳枝是“胡慧雙修”，許紅丹表現“兩相好”和我的作品“果實累累”。不失所望，也為活動

加分。

    感謝北投社區大學為發展地方特色，提升地方知識

與社區信任，並加強社區居民的分享與溝通做

努力，非常榮幸讓我們在這個活動中有機

會奉獻微薄的力量，祈望北投社區在社

大的經營下蓬勃發展。

藝 術 學 群 與 在 地 農 業 的 火 花

發揚在地農業
■ 彩墨嶺南派國畫（花、鳥、蟲、魚畫法）研習班學員　林昕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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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北投社區大學從新民國中的一邊搬到另一邊，因為搬家，北投社大所有

人力都投入新校舍的整理與整修，對莫拉克風災實感愛莫能助，然而北投社

大夥伴也掛念著如何為災區朋友出一份心力？在與北投文化基金會商討後，決定發起『重建校

園存工時、換算捐款進災區』的活動，邀請全校師生及社區朋友認捐新校舍教室，進行油漆工

程，每服務一小時，就由北投文化基金會捐贈一百元到災區。

活動從8月20日起，獲得師生們的熱烈響應，我們深信透過這次活動，北投社大全體師生

將對北投社大有更深刻的情感，而北投社大也將持續設計各項活動，讓更多師生參與學校的事

務，讓『北投社大成為大家的社區大學』。

讓北投社大成為大家的社區大學

北投社大校長 謝國清
2009.09.07秋季班開學日

感謝以下夥伴參與重建校園活動
（依姓名筆劃排列）

Frank、Jennifer、Michelle、Mr. Chang、Mr. Liu

Tang、Tanya、Tom、王美華、王清澤、王景嫻

王楨媛、白美凰、江素卿、何慧娟、吳建和、吳英英

吳振豐、吳學佑、呂武義、李秀琴、李秀暖、李育祐

李佳蓉、李芳玲、李連達、李敬孝、李碧鴦、李麗蘭

阮美霞、周偉民、林天賜、林文文、林弘展、林再賢

林怡彤、林芷瑩、林映伶、林美華、林素月、林貴英

邱月薷、柯淑麗、洪佩玲、洪德揚、唐美惠、徐國慶

秦玉琪、張明玉、張明潔、張曼娜、張惟堯、張梅玉

張鈞婷、張稚英、張鈺微、張颽伊、張瀞云、梁海斌

許茂森、許雪嬌、連延壽、郭秋月、郭惠新、陳文興

陳仕華、陳　列、陳佩芬、陳佩研、陳尚霆、陳品序

陳姿安、陳建文、陳柏濡、陳英彥、陳畇潾、陳泰安

陳靜白、彭建豪、曾琬鈴、游于萱、湯春櫻、馮濟民

黃柏齡、黃素貞、黃貴芳、黃敬翔、黃歆容、楊美花

楊淑芳、楊翠微、楊瓊娥、溫淑玲、葉　龍、廖英哲

劉秀英、劉飛鳳、劉庭蓁、蔡育孝、鄭力瑋、鄭陳盆

鄭瑞潔、蕭　瑩、賴邦彥、賴怡安

賴素芬、謝薇薇、鍾佳玲

魏祥穗、魏聰敏、羅國禮

羅翊銘、關美春

志願服務

474.5小時

 災區捐款

 47,450元

截至 9月 8日

基金會／社大能量站

No.25． 39 ．September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Apple RGB)
  /CalCMYKProfile (Photoshop 4 Default CMYK)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15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5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683964DA300C0032003400300030300D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ageMarksFile /JapaneseWithCircle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