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廟地有機菜園



星期六鬧鐘一響 ，小興和阿元早早就起床了 ，他們非常興奮，

因為今天要去中壢的鄉下大廟找阿公 、阿婆玩。

除了拜拜祈福之外 ，還有去令他們想念的廟地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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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四 、五點 ，天還灰濛濛的時候，

阿公已開啟廟門迎接新的一天，

替神明換新茶 、供鮮花水果 、上清香，

以及清潔打掃廟內環境。

阿婆則在廚房裡忙進忙出 ，一會燒開水煮茶、

一會炒菜煮飯 ，為阿公準備早餐。

原來阿公和阿婆是大廟的管理員，

住在廟提供的宿舍 ，幫廟處理一切

大大小小的事 ，就是所稱的廟公和廟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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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興和阿元請阿公帶領他們如何祭拜神明，

看著阿公向天公祈求保佑 ，兩個人也認真虔誠跟著參拜。

兩人了解拜拜的順序：

1. 供品金紙放供桌　2. 點燃香炷　3. 先向外拜天公

4. 參拜主神 、副神　5. 到金爐燒金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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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ㄟ～我記得以前拜拜都要很多炷香啊？

金紙好像也變瘦 、變薄了 ！」小興帶疑問的說。

阿公 ：「 對喔 ！小興觀察得很仔細 ，大量焚燒香 、金紙所產生的煙會造成

嚴重的空氣汙染 ，若將香與金紙減量，不僅拜拜的誠心不變 ，還能做到愛

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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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元回答說 ：「 原來如此 ！也有聽老師說過 ，例如放鞭炮，

可以選擇環保鞭炮減少煙量與灰燼 ，或是鞭炮音效就更環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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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拜燒金紙結束後 ，兄弟倆就迫不及待去菜園找阿婆了，

菜園裡種了許多的青菜蔬果 ，還有紋白蝶在翩翩飛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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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有黃澄澄的玉米 、紅通通的番茄 、綠油油

的青江菜 ……等等 ，全都是阿婆和阿公親手栽

種的 ，阿元也來幫忙採摘。

阿元抓了一隻毛毛蟲說 ：「 哎呀 ！菜葉被蟲吃了好多洞 ，看起來一點

也不漂亮。」

阿婆說 ：「 有蟲子吃過 ，才是健康的啊！表示蔬菜沒農藥 ，若蟲子都

不敢吃那才可怕 ，表示有很多農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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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興 ：「 難怪阿婆的菜園雜草叢生 ，是因為沒用農藥 。那青菜們都吃　麼

長大 ？只有澆水嗎 ？」

阿婆 ：「 除了給青菜澆水 ，也要給一些有機肥料 ，才會長得健康強壯 。」

小興 ：「 　麼是有機肥料 ？跟化學肥料有不一樣嗎 ？」

阿婆 ：「 當然不一樣 ，化學肥料是以化學方式合成製作的 ，養分比較單

一 ，對作物營養不均衡 ，而且容易造成土壤 、水汙染 。而有機肥料是以

自然的方式發酵做成的 ，能讓作物吸收完整的營養 。說到這裡 ，阿婆還

要請你們幫忙 ，一起做有機肥料 ，也就是做堆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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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興和阿元齊聲說 ：「 好啊！那要怎麼做呢？」

阿婆 ：「 先別急 ，做堆肥的材料有很多種 ，像菜葉 、菜籽、廚餘、枯葉、

雜草都能製作 ，還需要一些工具像是手套 、小鏟子 、剪刀、刀子、電鑽、

附有蓋子的水桶 。做堆肥的方法也很多種 ，阿婆先教你們一種。」

1. 用電鑽將桶子底部跟側邊鑽很多個小洞 ，洞孔分佈得越平均越好 ，

注意洞孔不宜太大 ，否則容易讓蟲子進出。

2. 把廚餘的水分瀝乾 ，將材料用刀子切小塊 ，或是用剪刀剪碎 ，材料

切越細越容易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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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桶子底部鋪滿枯葉 。

4. 把廚餘平均放在枯葉上 ，鋪滿一層。

5. 撒上泥土或培養土 ，最好是厚厚的一層（約３～５公分）。

6.	重複堆疊 ，枯葉一層 、廚餘一層 、泥土一層 ，以此類推。

泥土

廚餘
枯葉

阿元睜大眼睛說 ：「 原來枯葉可以當堆肥的材料 ，我還以為只是垃圾 ，

在學校打掃 ，落葉都當垃圾丟棄 ，時常好多包 。所以換個方式 ，拿來做

成堆肥 ，垃圾就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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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婆笑著說 ：「 阿元很棒 ，會舉一反三 。原本看似沒作用的廢棄物 

枯葉 、廚餘 ，花一點力氣 ，做出實用的天然堆肥 ，能讓土壤 、作物

健康 ，讓人吃到健康的青菜 ，還能減少垃圾與污染 ，非常值得 。」

經過祖孫三人合作 ，很快就完成堆肥的步驟 ，阿婆將堆肥的塑膠桶放在

樹蔭下 ，底部架上空心磚可以吸收堆肥產生的水 ，接下來就要讓枯葉 、

廚餘給微生物分解 ，夏天時大約２～３個月可變成堆肥使用 ，冬天速度

較慢 ，大約４～６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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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元 ：「 阿婆 ～媽媽在公寓陽台有種花 ，也

能使用堆肥補充營養嗎 ？」

阿婆 ：「 當然可以啊，你們住在公寓 ，空間

沒那麼大 ，可以拿盆栽做堆肥容器 。」

阿婆 ：「 方法和剛才教的有些類似 ，從底部土堆一層 、廚餘一層 ，

重複堆疊 ，最上面一定要蓋土 ，並加蓋子 。」

阿元 ：「 太棒了 ！回去我一定

要教媽媽做花盆堆肥 ，不但廚

餘能再利用 ，花朵也能長得漂

亮強壯 ，真是一舉兩得 。」

泥土

廚餘

　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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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婆為了要獎勵孫子一起幫忙 ，自備手提袋 、不鏽鋼鍋找火旺伯買仙草凍，

並拿出做好的堆肥分送給火旺伯 。火旺伯笑咪咪說 ：「 用堆肥種仙草真的很

不錯 ，做出來的仙草好吃 、又香 ！」知道兩兄弟有幫忙做堆肥 ，他雙手不斷

舀進大塊仙草凍放入鍋中 ，說是要請客 ，小興和阿元笑得合不攏嘴。

兄弟倆度過了愉快的星期六 ，真的是收穫滿滿的一天 ！

品嘗到美味的仙草凍 ，學到減少空氣汙染 、垃圾減量，到自製堆肥 ，

讓自己家人 、環境都健康。

小朋友 、大朋友今日做到哪些愛護環境的舉動呢？

讓我們身體力行 ，從生活做起 ，為地球盡一份心力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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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家長的話》

　　兩兄弟透過鄉間一日遊，從廟宇參拜到菜園拔菜這段經過，啟發他們對環境保育

的觀念。祭祀拜神時的焚香、燒金紙行為，帶來空氣汙染的危害，傳統信仰跟環境之

間該如何取中間值；菜園的營養照顧，為了青菜蔬果的生產，是選擇慣性農法（灑

藥、化肥）還是友善農法（無灑藥、有機肥）？兩者不同的方式，會帶給環境何種影

響？進而影響至食用者，都是大家必須關心的事。

　　由有機肥的這項議題，延伸到廚餘的處理方式，而您知道廚餘都到哪去了嗎？一

般民眾將廚餘倒入垃圾車設置廚餘桶，交由清潔隊集中後，分別做餵養豬隻、做成堆

肥等用途，但根據環保署的統計，全台灣廚餘回收率僅有１成，這意謂著大部分的廚

餘並沒有妥善利用，而是送往焚化爐或掩埋場，廚餘焚燒時增加戴奧辛產生，或未處

理在掩埋場造成惡臭，若產生的腐水流到地底下會連帶影響土壤、水源，加上處理這

些垃圾廚餘經費又高，既造成汙染與浪費，因此有環境教育推廣者就建議，廚餘應該

在家中或社區就地堆肥，做成滋養作物的肥料。

　　從最根源做起廚餘減量，就是不浪費食物、珍惜食材，就不會增加「廚餘」，藉

由廚餘的妥善處理，經過完全的堆疊、發酵轉化為鬆軟的有機肥料，親手做的堆肥，

能產生健康的作物、又可綠化植物，同時減少汙染及能源浪費，真的一舉兩得。總歸

就是身體力行，想一想生活中有哪些行為可節能減汙？例如搭乘大眾交通、購物自備

環保袋、少買過度包裝的物品……等，家長帶孩子一起做，環境教育向下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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