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孟磊與江慧儀共同打造大地旅人工大地旅人環境工作室

■ 資料提供／大地旅人環境教育工作室

　 資料整理、攝影／吳珮雯

看看你我的城市

有沒有透過衛星觀好好觀看自己的居

所？透過清晰的影像，可以清楚窺見你我

在這世界所存在的痕跡。注意到了沒有？

只要是人類聚集的城市，都在地景上留下

灰白的區塊，而綠色大地則隨城市的擴

張，被不斷地外推、外推、再外推。

尤其台北、東京、上海、紐約、倫敦

等等這種巨型都會區，從空照圖來看盡是

一片灰白。隨時代演進，城市是交通、金

融、政治、就業的匯集中心，人類無法擺

脫城市的存在，甚至很難脫離它的影響。

在資訊爆炸、科技產品不斷推陳出

新的物慾刺激下，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們，

很難真切地感受到現代生活的便利正是高

度消耗地球能源的成果。工業蓬勃發展後

近百餘年，人類已慣於將大地資源視為禁

臠，以貪婪的姿態無止盡的消耗與揮霍地

球，過度開發、大量能源汲取與垃圾污染

等破壞，帶著苦果的進化是真進化嗎？

1999年，921大地震重創南投地區，

位於埔里鎮西南方的桃米里遭受到大自然

無情的傷害，在重建的過程中，桃米社區

的居民自發性的提出結合環境、利用自然

資源的想法，打造一個順應大地生命的新

生社區。重建的工作開始進行，居民本著

最自然的生態工法，將因地震而面目全非

的家園重新整理，建立生態池、中路坑濕

地、藤巷步道，讓桃米社區中的植物資源

與人找到一個最完整的平衡。桃米社區持

續以環境為主，建立廚餘回收機制及污水

處理池，將過剩的資源的轉化為另一種能

量。桃米居民一開始的想法只是不想與天

爭地，萬萬沒想到這樣的方式與樸門的觀

念不謀而合。

環保商品，不是真環保

美味食物不是真健康

2009年，澳籍樸門設計講師羅蘋‧法

蘭西斯（Robyn Francis）受「大地旅人環

境教育工作室」邀請，來台灣教授樸門基

礎課程時，給了在場40位學員們，許多有

關環境破壞的錯愕真相。

原來所謂可分解塑膠袋，其分解後最

小面積至少有0.2平方公分，這些具揮發性

的合成物「排進」海洋就成為濾食性魚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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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致命食物。而如同所有環境賀爾蒙的傷

害癥結─食物鏈，吃下海中碎片的魚攜帶

有毒物質，被更大的魚吃下，環節一個個

環節攀升，魚類體內所含的重金屬或有毒

物質不斷濃縮，最終也將被人類吃下。

原來地球未被嚴重污染前，健康土

壤一年就可以吸收至少16億噸的二氧化

碳，而如今的吸收能力早已大不如前，英

國國立土壤資源研究所科學家柯克（Guy 

Kirk）領導的團隊在英格蘭與威爾斯調查

過6,000個地點，發現土壤中的二氧化碳平

均含量每年下降0.6％以上，成為溫室效應

(Greenhouse Effect)的推波助瀾者。

原來高度集中的量產食物如雞蛋，背

後以耗能及不健康的拔喙牢獄飼養，供應

人類的大量需求，而一旦失去生蛋功能的

雞，雞油則成為全球最大冰淇淋連鎖店的

重要原料。更別細究為了發展替代能源，

大量的雨林被財務困窘的貧窮國家剷平，

以成為基因改造玉米田創造金源，這一樁

樁一件件的累積，有沒有想過？我們將為

下一代留下什麼樣的生存環境？

樸門（Permaculture）

永續概念

過度消費除了帶來難以預估的環境災

難，並不會使人的自由與快樂等倍數地向

上提升。在近年的極端氣候等等巨災中，

人類漸漸感受到自然反撲的強勁力道。於

是有人開始自省，該如何與環境和平相

處？該如何善待生存的空間，從消耗者的

角度轉為共存者來守護這片大地？

而樸門就是這樣其中的一個概念。

樸門"Permaculture"是"permanent"（永

恆的）、"agriculture"（農業）和"culture"

（文化）的縮寫字。它是一整合性的

設計系統，最早是由澳洲比爾．墨利森

（Bill Mollison）和大衛．洪葛蘭（David 

Holmgren）於1974年所共同提出的一種生

態設計方法。澳洲比爾．墨利森經年在大

自然中觀察自然系統的運作，卻因目睹週

遭環境不斷遭受破壞而苦惱萬分。然而，

與其對這一切感到憤怒並起身對抗破壞，

他選擇了創造一個積極正面的解決方式。

他認為這個解決方法應該就存在於他從大

自然所觀察到的模式中。

如果城市能夠被重新設計、改造得

更永續，不僅城市居住者是最直接的受惠

者，地球的壓力與負擔也會日漸降低。

孟磊（Peter Morehead）說：「樸門

是一個不斷進化的運動，主要精神所在就

是發掘大自然的運作模式，來設計生活，

以尋求並建構人類和自然環境的平衡點，

它的核心精神包含三大生態倫理：一是照

顧地球，二要照顧人類，三是分享多餘，

即是運用日常剩餘的時間、金錢和物資來

達成上述兩項目的。」台灣樸門永續設計

學會(Taiwan Permaculture Institute)，由

一群台灣Permaculture認證課程（PDC）

的畢業生貢獻知識、經驗，透過在地化資

訊、案例與資源，讓更多人認識樸門。而

其中的靈魂人物便是學會的創始理事長孟

磊和江慧儀這對賢伉儷。

來自北美洲  

隨父親周遊美歐大陸的孟磊

孟磊是個道地的美國人，生長於威斯

康辛州（Wisconsin State）的城市邊界。

家宅前院是生氣盎然的庭園，而後門打開

更是一整片原始森林。幼兒時期開始，喜

愛大自然的父母常帶三兄妹露營、划船、

探索山林。對大部分的美國父母而言，那

只是典型家庭生活的一部分，然而與大自

然的親密接觸，卻讓孟磊他們小兒子的人

生旅程一直圍繞著自然在轉變、前進。孟

磊說：「與自然的親密關係，我想應該是

從還沒有記憶就開始了。我最喜歡的一張

童年照片是我坐在外婆家的一棵大樹上。

到現在，只要來到大樹面前，我仍會忍不

住爬上去，享受坐在大樹上與自然很親近

的感覺」。

孟磊就讀以著名的生態倫理之父李

奧波（Aldo Leopold）為名的小學，學校

曾播放一部宣導著五大湖區污染問題的環

境教育影片。片中的主角是位划著獨木舟

在水上旅行的嬉皮。孟磊記得幾個經典的

畫面，其一是嬉皮不費吹灰之力划著槳讓

獨木舟划向天空，一派身心陶然非常享受

的樣子，卻突然從空中摔進佈滿垃圾的湖

面！另一個畫面是，嬉皮悠哉地在船上暢

飲乾淨的湖水，可是當他回神一看，杯中

竟是受到污染的髒水，讓他飽受驚嚇。

這部試圖在搞笑中傳達環境意識的

影片，讓班上小朋友百看不厭。每個學期

同學都要求老師再播一次。時至今日當孟

磊回想起片中主角的影像，還會讓他忍不

住發笑。然而若進一步嚴肅思索教育的意

義，當時學校環境教育的種種努力，早已

潛移默化滲入他的生命，埋入種子。

孟磊的父親在 IBM（ In ternat ional 

▲ 在頂樓建造菜圃，利用天然的陽光和雨
水讓社區能夠生產實用性的蔬菜

▲ 設置雨水撲滿，收集雨水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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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Machine）擔任要職，孟磊小學

畢業後，隨父親調派德國而舉家遷移。這

給了童年的孟磊一段特殊的經驗，引領他

檢視自己來自於什麼樣的國家，藉空間的

轉移，跳脫習以為常的生活文化，讓他更

認識自己。孟磊說：「在德國的日子，我

有機會從另一個國家的眼睛來看我所成長

的社會，感覺歐洲人眼中的美國，與我所

認知的有點不同。」他說：「父親結束了2

年的駐外工作後，帶全家周遊各國。我們

停留法國、義大利、香港、泰國、日本、

夏威夷等地，那趟長途旅程，也讓我發現

原來世界很大。回國後，我發覺美國人生

活方式的浪費，也對美國人恣意的環境剝

削，感到困惑。」

返美後，孟磊開始對自然的探索，他

自學閱讀追蹤師湯姆布朗（Tom Brown）

的書籍，同時，對於可食的野生植物辨

識、傳統陷阱、追蹤動物深深地著迷，常

在森林裡練習湯姆布朗書中提到的技能，

後來更參加了湯姆布朗親自帶領的課程。

從幾張家族老照片與信件中，孟磊

得知有位先祖是北美洲原住民，原住民將

大自然中的生物與非生物，無論是野鳥、

野兔、天空、雲、雪都視為各具性格的密

友。他受到這種觀念的洗禮與啟發，也更

想用自己的力量來保護這些淨土。那時候

起，他開始有一種奇妙的感覺，自己彷彿

是個大地的旅人，是地球的過客，跟其他

的生物沒有太多不同。

秘密壯遊烏龍夢碎  

進入大學環境學程

孟磊原本計畫高中一畢業，準備憑藉

自己過去幾年累積的叢林知識，到加拿大

森林中獨自壯遊，某天趁著父母不在家，

他背起早就準備好的行囊，裝著幾項簡單

而重要的工具，搭上巴士，朝著早已選定

的加拿大北方森林出發。當時孟磊認為計

畫完美無暇，既興奮又緊張地展開旅程。

不料，當巴士行夜半駛至加拿大邊境，熟

睡中的孟磊被加拿大邊界的警察搖醒，要

求出示護照。自以為萬事具備，他翻遍了

行囊，就是不見護照的蹤影！由於沒有護

照無法進入加拿大，且當時孟磊未滿18

歲，加拿大的警察循線打電話通報父母，

還親自目送他坐上回美國的巴士。把孟磊

打算在加拿大森林長住的夢想，很不戲劇

性地破碎。

返家後，孟磊進入大學學習環境學

程、自然科學與原住民文化課程。並且在

學期中參與了與台灣東吳大學合作的文

化交流計畫，初次踏上了台灣的土地。中

文、太極與書法等文化學習如同前世已經

認識，竟讓孟磊產生難以言喻的熟悉感。

而在台灣徒步旅行的一個月當中，農村、

高山、人情風土都讓他驚艷。於是他下苦

功努力學習中文，結交台灣朋友，因為這

座島嶼也開始讓他有家的感覺。

1994年，在台灣學習中文3年後，一

次朋友的邀約，孟磊參加了台東卑南族的

豐年祭，這對他的人生別具意義，因為那

次祭典上孟磊與他的太太江慧儀相識。

卑南族豐年祭促成異國情緣

江慧儀是個土生土長的台北人，就讀

東吳大學外文系。1993年畢業後她到雲林

麥寮擔任英文老師。後來一次機會，她加

入政府環境保護計畫，擔任來自澳洲環境

講師，巡迴演講中的英語翻譯，時間長達

一年。原本只是個單純的翻譯工作，卻在

翻譯工作中，見識到台灣各樣的美，也從

澳洲講師習得環境保護的概念，她開始體

認降低慾望，是愛土地也才是真正自由。

嚮往簡單生活的種子在江慧儀心中漸漸紮

根。因此江慧儀和孟磊一見如故，彼此對

生活的理念非常契合。

1999年，孟磊和江慧儀在美國完成了

非常特別的環保婚禮，除了二手婚紗、自

製環保紙漿喜帖、自編新娘花冠外，主人

家準備好餐桌和餐具，而祝賀的賓客們各

自製作一道菜前來共享愛宴，還有新娘親

手包的台灣口味水餃和孟磊父母手製DIY

的枯枝燭臺擺飾等，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結婚後，孟磊與江慧儀定居台灣。

2003年，一位剛結束澳洲旅行的朋友來探

望夫妻倆，談話中對孟磊建議了澳洲的樸

門訓練課程。孟磊喜出望外參加後，竟成

為他人生的轉捩契機。

許多人問孟磊，為什麼選擇追求並實

踐樸門永續設計？甚至很好奇，是什麼原

因，讓他在生活或工作上，全然投入推廣

這套設計學門？孟磊說：「我想，簡而言

之，是因為我有點懶惰吧！」他笑：「我

想學習運用大自然的生態運作來生活。當

逐步實踐累積更多經驗後，我發現透過自

然界的各種功能，真的能夠幫助我滿足生

活上的需求。也因為我很認真，希望能夠

將自己取之於大地的資源回歸大地，做一

個負責任的大地旅人。樸門設計提供了很

聰明的工具，讓我過著又懶惰又認真的生

活。」

於是孟磊和江慧儀於2004年成立「大

地旅人環境教育工作室」。夫唱婦隨的江

 綠化後的庭園，為社區增添了不少生命

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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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儀也於2010年赴夏威夷參加樸門訓練，

在2010年催生「樸門永續設計學會」，在

台灣宣導並教授樸門的相關課程與環境設

計專案。

孟磊和江慧儀認為以台灣來說，過度

集中的資源與資源浪費的問題、強調量化

的經濟農法導致地力受損藥殘問題嚴重、

高度使用塑膠袋或寶特瓶，還有對環保意

識的建立不夠全面，鄉間抽取地下水或為

求方便將塑膠、廢電池連同紙類垃圾一同

焚燒的習慣還是在非都市區普遍存在，對

環境或生物都是不健康的。透過樸門的規

劃，雨水回收循環、堆肥廁所、分散式農

耕、生態保育等方式，讓資源與金錢更節

省之餘，也對環境更友善。

個案分享

分享一：博仲律師事務所 文魯彬

的空中農園

2006年，孟磊受邀設計博仲法律事務

所屋頂生態園時，案主文魯彬的設計重點

之一，是從原料、廢棄、處理等生命周期

來看待能源，這也使得該設計跟一般的屋

頂花園大不相同。

改造的目標之一，是盡量減少購買

新物資。其實從經費角度來看，使用二手

建材並不見得比較便宜，因為二手建材通

常需要較長的收集時間，且需經過修繕處

理。然而，如果從所有物資的生命週期來

看，使用二手與回收材料省去回收再製所

消耗的能源，延長物資的壽命也能降低污

染，從整體地球環境與污染造成的社會成

本角度來看，二手與回收建材才是真正的

經濟。透過太陽能、雨水回收、堆肥廁所

等等設計，更為案主省下4成的用水量與每

年約8000度的電耗，效用顯著。

分享二：泰迪  巷弄間的都市農

夫，有心，處處都是耕地

樸門的學員泰迪是個熱愛植物培養，

卻苦不得其竅門的工程師。尤其在人口密

度高的都市講農耕，更是困難重重。直到

2008年，泰迪參加「樸門永續設計專業基

礎課程」（Permaculture Design Course, 

PDC）。他體認到原來當農夫不一定得先有

農場，陽台也好、窗台也好，只要有心，處

處都是耕地。

他用廚餘製作堆肥改善盆栽裡的土

壤，收集雨水、家庭污水，做為院子裡的灌

溉水，綠意讓都市生活也可以更自然。泰迪

分享：「樸門似乎是針對我這種從小讀書太

多的患者設計的，就是頭腦想很多，四肢動

很少，講得頭頭是道，但是行動力不佳的

人，面對土壤，完全不知如何著手。樸門的

學習適時給我引導，它將理論與實務美妙結

合，讓我能了解整體的概念，最棒的是許多

作法實際而有用，在短時間之內就可以看到

效果。」

泰迪進一步分享台灣社會的現象：

「我們所受的教育處處標榜『專業』，理由

是增進效率創造更大利潤，於是即便我在自

己專業領域上很有成效，但遇到水管漏水、

車子爆胎時，除了狂打手機求救外別無他

法。在文明高度發展的時代，都市人過於倚

靠科技，卻忘了人與生俱來的潛力，例如面

對同樣的能源短缺問題，能源依賴性較重的

人可能會產生焦慮，認為缺乏能源會造常莫

大的不便，相對的較不依賴能源的人會想

辦法從自然資源當中找出運用的方法。試

著拋開那些標準程序，重新打開五官與腦

袋，透過觀察與嘗試，在生活中以開放的

心學習與體驗，找出解決之道，這似乎是

Permaculture教我，或是「大家本來就知道

的事情」。」

現在泰迪家的院子裡，有當做廚餘埋

進土裡，後來卻成長茁壯的四棵木瓜樹，木

瓜樹下是地瓜葉和椿象、攀木蜥蜴的家，吃

也吃不完的九層塔是敦親睦鄰的好東西，珍

貴的絲瓜和玉米長得雖然不怎麼美觀，但那

都是用「噴」（餿水）養大的！

分享三：星光大道社區  由人工噴

水池到天然生態池的節能工法

2007年起，台北縣新莊市的星光大

道社區參與台北縣政府透過「大地旅人環

境工作室」所執行的【台北縣社區節能減

碳實作示範計畫】，未實施計畫前後，該

社區總共撙節了70％的公共用電。參與計

畫的社區總幹事江育賢及主任委員楊家法

說，社區頂樓設置的綠屋頂，加種藤蔓類

植物，透過藤蔓向上攀爬，讓綠屋頂達到

立體空間，有效發揮調節氣候的功能。接

下來也將在屋頂提供85個菜圃讓住戶認

養，種植有機蔬菜。

社區公用照明設備全部改為LED(Light 

Emitting Diode)省電燈泡，沒有住戶要使

▲ 頂樓的菜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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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公共區域也養成隨手關燈的好習慣，

更利用採光罩收集雨水，作為花園的灌溉

用水重覆利用。

社區主任委員楊家法本身就是台電的

資深員工，深知節能減碳的重要與訣竅，

他將社區以時間單價的計價方式來節省

電費，公用設施盡量改為半夜離峰時間運

作，電費會比較便宜。而社區中庭的造景

噴水池，考量馬達耗電量，經孟磊提出的

建議改為生態池，形成自給自足的生態環

境，同時能讓小朋友認識水生植物。「錢

要花在刀口上，這些改建大約花了50萬

元。」楊家法說，社區很早就有意願要做

節能減碳的計畫，也預估不到一年就可以

回本，正可謂利己利人。

回到自然共存的原始法則

孟磊認為，一座理想的城市應該也是

一個有能力收集陽光、保水、重建土壤，

並保留在地智慧的循環型居所。它是一

個以人為尺度、居民永不挨餓的所在。城

市中的居民，無論貧富、年齡、性別、性

向、職業與種族都享有友善、安全的生活

空間。

「我們何不努力讓城市變好、更適宜

人居呢？」「我們何不改造城市，讓城市

也具備某些農村可以提供的功能，可以生

產食物、可以容易聽到昆蟲和鳥兒振翅、

歌唱的聲音？」2007年地球日，江慧儀在

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提出了以上用「綠色

思潮光復城市」的想法。同年5月號美國

《時代雜誌》提出「對抗全球暖化的51個

行動」，其中一項「回歸城市」的呼籲，

正好呼應了這樣的想法。當期的《時代雜

誌》（Time）指出，既有城市已經建立

較為完善的大眾運輸系統，以及較高的生

活機能軟硬體建設，如果妥善運用這些資

源，城市能源使用效益可以比郊區高出許

多！而城市的環保節能行動對鄉鎮有帶頭

示範的作用，十分值得推廣。

改變世界 從自己開始

孟磊說：「50年後，甚至百年後，

地球的孩子，會在什麼樣的環境下奔

跑？過著什麼樣的生活？風吹起來的感

覺如何？空氣還是清新乾淨的嗎？遠山

是綠意盎然還是一片黃沙？心靈會是滿

足還是現在更疏離？會不會彼此照應、

互助？迎面走來的陌生人會對你相視微

笑，親友間總不吝惜分享溫暖的擁抱？

當我們想清楚了對未來社會的願景，或

更清楚自己的追求之後，也許會發現，

解決人類自己所導致的種種問題時，

重要的不只是行動的技術。技術並不困

難，事實上，人與人以及人與其他生物

之間相互尊重、互助、互惠與互賴的關

係，才是驅動社會轉型的主力。」

他和江慧儀與學會夥伴們，努力宣

導由樸門國際社群所孕育出來的草根轉

型運動，以「照顧地球、照顧人、分享

多餘」這三個倫理為指導原則。無論在

家庭、社區、職場、學校、政府等，這

三個倫理都提供了我們讓世界更好的指

引方向。

「世界改變，從自己開始！」以

自己的力量與創意，加入轉型運動的行

列。你就是台灣能否轉型成為永續社會

的關鍵人物！如果我們迫不及待想讓世

界變好，那就先從自己開始吧！

最後問孟磊和江慧儀，這樣的推廣

你們的願景是什麼？夫妻兩個人相識一

笑說：「一直做下去，就對了。」他們

自己就是對環境保護，身體力行的最佳

實踐者吧。

月份 電度 去年電度 電費 產生CO2

與去年同期比

較之CO2增減

97年8月 25200度 25720度 71363元 16077kg -331.76 kg

97年9月 21280度 30320度 61603元 13576kg -5767.52 kg

97年10月 19200度 23920度 56901元 12249kg -3011.36 kg

97年11月 20920度 26560度 61040元 13346kg -3598.32 kg

97年12月 15240度 25560度 47607元 9723kg -6584.16 kg

98年1月 16960度 24440度 46768元 10820kg -4772.24 kg

98年2月 13680度 20640度 38078元 8727kg -4440.48 kg

98年3月 11280度 24280度 33297元 7196kg -8294 kg

98年4月 13800度 20040度 38448元 8804kg -3981.12 kg

98年5月 14760度 20480度 39362元 9416kg -3649.36 kg

星光大道社區電力減碳紀錄

▲ 黏貼在大地旅人環境教育工作室門上的
標語，提醒著大家多替身旁的環境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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