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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踏入 12 月，到處都是大事回顧和政經展望的特備節目，總

意義、有質素的人生。借用塩見直紀「半農半 X」的說法，

結過去、籌劃未來，令人充滿憧憬。冬季號《稻草人》也決

我們不妨稱他們為「半工半 X」。半工半 X 既腳踏實地工

定來湊湊這個熱鬧──但我們想跟讀者一起回顧和展望的，

作，又努力追求人生意義，會是其中一種可能性嗎？希望他

不是國際大事或股市樓價，而是每個人最寶貴和最獨一無二

們三人的故事，能為您帶來靈感，邁向更理想的人生。

的：人生。

早陣子，新聞說大嶼山貝澳營地被自由行人士「逼爆」，這

一個人怎樣過他的人生，可以有無限可能性。然而當樓價

提醒了我們，香港還有不少如貝澳般美麗的沙灘，等待港人

和物價續創新高、生活擔子變得越來越重時，香港人似乎都

重新發掘。今期「生態遊蹤」將帶大家由貝澳遠足至梅窩，

被迫向現實低頭，不敢奢望擁有「work-life balance」的理

來一趟荒村濕地行，體會大嶼山的自然美。此外，連載了四

想生活。然而我們真的沒有選擇嗎？今期專題，本刊記者

期的綠色專題「養生老黃曆」來到尾聲，一如以往，會為讀

採訪了三位「另類」香港人：他們為了追尋珍視的價值，拋

者帶來最「應節（節氣）」的養生貼士。在此，希望來年人

開了一般人心目中的「穩定」全職工作，好騰出時間追求有

人都擁有強健體魄和豁達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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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田園基金簡介

綠田園基金 2012 年理事會

綠田園基金是一個註冊非牟利慈善團體，於1988年由一群關心現代農業、

主席：周兆祥博士

關心人類環境的人士組成。我們一直致力推廣有機耕種及綠色生活訊息，並

副主席：趙崇烈博士

發展適合本地情況的綠色教育活動。在粉嶺鶴藪建有全港第一個有機農場。

成員：余儷玲、車慧蘭、馬淑瑩、張熾標博士、梁德君、

自農場開放以來，舉辦不同活動，讓參加者在大自然之中共享田園之樂。

畢金楫、畢浩明、陳財喜、黃煥忠博士、黎翠兒

基金亦出版了多種介紹有機耕種及綠色生活的書籍。現在香港有數個商營機
構的名稱與我們雷同，如公眾對本會工作有疑問，歡迎與我們聯絡。

出版：綠田園基金
編輯：楊秀慧

歡迎轉載，惟必須經本會事先同意。

設計 / 承印：gutsage.com

詳情請聯絡：dev@producegreen.org.hk

發行：綠田園基金發展組
電話：2674 1190

本刊採用：

傳真：2674 8077

FSC TM 森林認證紙來自能滿足當代和後代的社會、經濟和生態需求的森林，

電郵：info@producegreen.org.hk

以支持負責任的森林經營。

網址：http://www.producegreen.org.hk

大豆油墨取自天然，可無限再生，又能生物分解，是無毒性油墨，不單有利

地址：新界粉嶺鶴藪村 18 號綠田園基金鶴藪有機農場

環保，同時保障工人及讀者健康。

發行及廣告查詢熱線：2674 1325

封面說明：圖畫作品「沉溺」，輯自二犬十一咪的
《宇宙氹氹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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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物騰貴，租金高昂，是香港近年寫照。生活的擔子越來越重，磨蝕了不少人對美好生
活的想望。死死地氣打一份不喜歡的工，由朝九忙到晚七；待周末來臨則盡情享樂，以
補償平日的苦悶……名符其實，我們活在「work hard, play hard」的惡性循環裏。
偶然靜下來時，會覺得「返工等放工」的生活很無聊，卻始終沒有足夠膽量，
越出這種社會上的主流生命模式，做回自己的主宰。
若果這是你的生活寫照，建議你看看以下幾個人的訪問。他們來自不同年齡、背景，
唯一共通點是：為了追尋珍視的價值，他們寧願拋開一般人心目中的「穩定」生活，
選擇以半職或自由工作維生，好騰出更多時間追求有意義、有尊嚴、有質素的人生。
借用塩見直紀「半農半 X」的說法，或可稱他們為「半工半 X」。
讀完訪問，你或會發現，走上自主生活之路不如想像中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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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天都是美好下午
動保藝術家

二犬
十一咪

（上）上山閉關數月完成
的《宇宙氹氹轉》。
（下）二犬十一咪作品
「沉溺」，輯自《宇
宙氹氹轉》。

二犬十一咪工作照。她
正以廢紙皮、膠樽、舊
報紙等廢棄物料，為展
覽創作紙雕。

一個星期七天，有三天她會留在離島的家裏，早

另外三天呢？她會出香港（島人術語，意即出市區）當

上是一輪家務：抹塵、掃地、準備自己和小狗的午

義工、為劇場排戲、學針灸、學古箏……如此生活，

餐，然後打理屋前種了 Rosemary、菠蘿、蘭花和

可稱為「半工半 X」，而那個 X，充滿着可能性，可自

荔枝樹的花園，澆澆水又修修草。偷偷的告訴你，

由組合，只要有趣又有意義，時間分配得宜，便動身

她還會給麻雀和喜鵲們在樹下留下一點點白飯，

去做，很機動性。譬如早前梅窩 14 隻原居牛被外國

「份量只夠給雀鳥們充飢，不能當正餐的。牠們要

居民投訴要逼遷，她一收到風，便安排翌日到當地考

有自己的覓食能力，另外也不能打擾鄰居。」二犬

察，訪問居民、區議員，又記錄牛牛一天行走路線，

十一咪說。她笑言，鳥兒是她野放（free range）飼

於報章寫稿引發關注，並即時組織「梅窩牛牛之友」

養的，餵慣餵熟，如果有天遲了「放飯」，鳥兒會

（FOMC，網址 www.facebook.com/muiwocattle），

走到屋門前，面貼着玻璃探進屋內，彷彿提示：

跟政府開會，結果成功爭取牛牛保留原區，最近她還

「好快點餵我們啦！」

舉辦義工日招募義工。

半 X 的機動性

這一種保持着節奏的生活模式，工作天都成了一個個

午後，她便到工作室開工，為報章雜誌定期畫畫、

美好的下午，伴着陣陣音樂，有時慢板，有時快板，

寫稿，並為展覽創作。案前一扇窗，座向東南，陽

但卻不是用來營造寫意優閒氣氛，反而是切切實實能

光透進來的光線剛剛好，專注度提升至百分百，靈

跟忙碌扯上關係。

稿，其間還能分心聽着收音機，當聽到主持點播快
歌，她就頓時停下工作，拉着兩個黑雙煞──收養
回來的小狗「小鹿」和「Mindfulness」，一齊聞歌
起舞，嘻嘻哈哈一輪才繼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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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效率極高，一個下午通常可完成一幅畫或一篇

得知梅窩 14 隻原居牛
被外國居民投訴要逼
遷後，二犬即時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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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每個人

都夢想

生活在

一個『

能夠以

展覽者、兩個專欄的畫家、劇場作品編劇等，最

話。」
的社會絕不是童
樣
這
而
，
裏
』
興趣維生的社會
（摘自塩見直
紀《半農半
X 的生活》）

近還義務為熱血時報網台節目《Animal Panic》

打工，半年後覺得儲蓄足夠，便即辭工回復自

及 Channel B 網台節目《動植物氹氹轉》主持動

由身。

休息之必要
二犬的身份是藝術家，也是 FOMC 主席、策劃

保節目。「同時做兩個都幾辛苦，但寧願做多不
做少，盡量讓動保及保育界發聲。」

不忘初心
這種生活堅持了 10 年，「秘訣是不忘初心。」

對二犬來說，休息很要緊，有時忙得要命，電

10 年前，她創作動機簡單，還未知道作品有沒

郵聯絡工作至夜深，就會用極速方法休息──看

有機會發表時，已埋首創造一個個紙雕。忽然

齣電影。「如果是驚慄片，不需要動腦筋，每一

一天，有人找她補上一個展覽檔期，作品得以

次驚嚇都冒一下冷汗，就會鬆一鬆。」她說。

展出，亦即 2003 年香港藝術雙年獎的「有棵沒

「還有不能連續三天出城，要隔天出，可以回回

人種的樹」。

氣。」而第七天，她盡量來個大休息，行山或朋
友聚會，隨心所欲。

她堅持不為迎合市場而推出公仔產品，或做不
環保的商場展覽，反而去為更冷門的議題創

有休息，工作效率自然高，可以一邊廂聽收音機

作。2012 年，她用幾個月時間到梅窩山上「閉

和上網留意時事，另一邊廂，畫稿順道禪修，一

關」，寫成《宇宙氹氹轉》一書，用詩和畫探

筆一筆，念念分明。「人家一天坐在 office 十多

討動物權益，只抱持一個理念：「希望書能為

小時在做甚麼呢？」天真的問題，卻道出一個半

動物保護引發更多關注和討論。因為當人們支

工的人如何 multi-task。

持在社會、種族和性別的平等公義時，看到動
物連為自己發聲的能力也沒有，我們沒理由不

二犬通常以畫稿或寫文，賺取稿費；有時集中幾

撐動保。」

天完成一個藝術 project，有較多酬金，生活保
持應用則用，充實豐盛，「不會為了收入穩定，

「人生短暫，做工作不要難為自己，要有意思又

或為賺取更多名和利，而放棄自己的工作模式和

好玩。我希望當一天自己在地球消失，曾做過的

原則。」其實她也曾為了供樓，到《號外》雜誌

事仍能影響世界。」二犬說。（文 / 圖：蕭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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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城 市 的 三 天 ， 二 犬
（帶圍巾者）會做各種有
意思又好玩的事，例如
教工作坊， 發年輕人
創作和思考生態保育。
2. 二犬以廢物創作的紙雕
作品，曾於海邊展出。
（「生態藝術．回收作
業」2011）
3.「梅窩牛牛之友」義工
招募日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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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願走到危險位置
劇場自由人
阿敏快將 40 歲了。面對這個令

阿敏

過創造性生活

不少人心浮氣躁的年齡關口，

大部分人來到四十上下，都會

她非但沒有亂了陣腳，最近更

面對中年危機，不再想談甚麼

作了「不一樣」的重大決定

理想，對生活的最大盼望是：

──辭去收入穩定的兼職，以

人工越來越高，過得越來越中

劇場 freelancer（自由工作者）

產，最好有車有樓有美滿家

姿態，走人生的下半場。「我

庭，便於願足矣。至於耗用自

諗唔死得嘅。我寧願換取更

己大部分光陰的工作到底有無

多自由和時間，做真正想做的

意義，已不再關心。但對阿敏

事。」阿敏以一貫淡定語氣如

來說，自主的生活才最重要。

是說。

「做長工，容易消耗自己的忠
誠。我嚮往過創造性的生活，

和期望有差距

也想在建制之外做些事情。當

阿敏（梁惠敏）是劇場活躍分

freelancer 正好讓我保留人的

子，訪問當天，她正好與本地

單純和好奇心。」

劇團「三角關係」的藝術總監
馬志豪在大學舉行講座，介紹

要了解阿敏為何走上追求「自

一個包含工作體驗和戲劇演出

主生活」的路，要由她 19 歲做

的青年藝術計劃《香港漫遊

秘書講起。「做了兩年秘書，

Working Holiday@HK》。她是

卻是拿着文件夾上廁所瞓覺那

計劃的課程統籌，負責搜尋和

種。後來實在不能容忍這種浪

設計學員的工作體驗內容，譬

費（生命）的狀況，所以 21 歲

如在二樓書店賣書，或在豆腐

在朋友介紹下，轉了做社會服

檔幫手。
其實阿敏有很多個身份。她既

務。」在社區中心7 年的經驗，
「我嚮往過創造性的生活，也
想在建制之外做些事情。」
阿敏如是說。

讓她接觸到很多基層。「當年有班新移

是即興舞者、行為藝術者、人

民青年人，我睇住佢地大，到現在仍

體模特兒（nude model），也熱

keep 住有聯絡。這種情義，不只是個

衷社區劇場，2010 年曾以 playback theatre（一人一故事）

job。我想這就是我對『工作』的態度：

形式首次執導劇場作品《愛生命──坐下來寫封信》，跟

視之為生命經歷。現在我教工作坊時，

長者、婦女探討生死議題。

也會由個人成長和議題入手，探討身
體、sexuality、婦女自主、生死等。」

戲場工作收入不穩，過去 3 年阿敏都在一間基督教機構
做兼職策劃，一星期上班兩天。這種「半工」模式，讓她

人生在世，不只是「做好份工」，而是要

可專注追求她的 X ──藝術理想，又不用為經濟傷腦筋。

「找到自己的存在」，正是這個信念，

本來這樣很好，可惜她漸漸發現兼職工作和期望有差距，

令阿敏義無反顧走上自由工作者之路。很多

「3 年裏只是活在 conflict 中，不斷重複。所以我寧願走到

人以為做 freelancer 很 free，但阿敏強調，

危險線位置，做 freelancer。」

freelancer 才最需要紀律。「不少 freelancer

熱愛劇場的阿
敏，參與過不
同的社區劇場
製作。

阿敏自稱是個不參與
「生活保障遊戲」的
香港人，生活擔子較
輕，讓她有相對較
大的自由，追求藝術
理想。

會延遲工作或者無了期地工作，令精神和健康
狀態變差。所以每位自由工作者都應有規律的
作息時間安排。」

不參與保障遊戲
人人都知，無夢想的人生，和一條鹹魚沒分
別。不過當真的要在「物質」和「理想」之間

2012 冬季號

今期專題

6
作抉擇，卻非人人有勇氣揀後者。在這方面，阿敏
可謂豁出去。她自言是個不參與「生活保障遊戲」
的另類香港人，沒買樓，沒孩子（未來大既也不會
生），所以和其他香港人比較，生活擔子不太重。
「以前住元朗村屋，千八蚊租而已！」但她承認，
經濟上她是幸運的，因為丈夫和她想法接近。「28
歲決定進大學唸文化研究時，丈夫也很鼓勵和支持
我。後來我出來工作時，又到他再唸書，我們是輪
流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她最討厭別人認為她是
「少奶奶」。「我不喜歡別人說『咁你即係有人養
啦』。我認為每個人都有其獨立性。」
不過沒有儲蓄習慣的她，對未來也偶然會感擔心
的。「最擔心健康，現在每月我都要花幾千元看中
醫，開支不少。而且我不知道，十年後還有無人找

阿敏參與過不同類型的演出，包
括最近的反國民教育行為藝術
（右下）。（相片由被訪者提供）

我做 freelancer？」她非常記得，05 年剛開始做劇

沒人知道，10 年後的阿敏是否仍能以壯健身體，追求理想人

場時沒有太多 job，為了增加收入，她密密做繪畫課的人體模

生。但正如她自己所講，當你不斷發放出正能量，好的事情

特兒，賺取一個鐘 200 元的「快錢」。她希望這類事情未來不

便自然會發生。

會發生。「我喜歡做 nude model，因為用身體和別人溝通，
整件事很美麗。但若果因為經濟緊張才去做，焦點只放在金錢

與其天天抱怨工作苦悶，不如當機立斷，做回生活的主人，發

上的話，會很辛苦。」

放正能量。至少老了你可以說句：此生無悔。（文 / 圖：默泉）

花叢裏的自在生活
城市農夫
由彩虹港鐵站 A 出口鑽出來，

小強

小強正是園裏的「萬能」義工

穿過坪石邨，是車水馬龍、沙

組長。這天他熟練地將盆裏的千

塵滾滾的觀塘道。穿過隧道出

日紅移植到感官徑的高架花槽，

來，會看見縱橫交錯的架空天

又剪下肥美嬌艷的洛神葵萼果，

橋在頭頂。這裏連呼吸也令人

準備自製果醬。除了落手落腳做

有點擔心，但在喧鬧的車聲背

修剪移植除蟲工作外，他也是種

後，原來隱藏着一個綠意盎然

植「顧問」，「我加入的時候這

的地方：「心靈綠洲」。每個

兒已有雛型，但我也會提些種植

星期四，五十多歲的小強都會

意見。譬如現在坐的位置，以前

懷着愉快心情，準時來到綠

用來放堆肥，望出外面會『穿

洲，精神奕奕地展開半天的義

窿』，唔夠靚，我便改種洛神葵。

務工作。

嘩你睇，已生了很多出來！」戴
着 cap 帽、說話有點靦腆的小

綠洲的萬能義工

強，一講起「花草經」便像小孩

心靈綠洲（Serene Oasis）其

般興奮。

實是由志願機構「基督教家庭
服務中心」營運的園藝治療花園。園藝治療標榜以植物「醫人」，透過花
木接觸和照顧植物的過程，治療早期腦退化症和抑鬱症患者。在這七千

幾年前，小強辭去全
職工作，展開令人羨
慕的半農生活。

小強其實是位 early retiree，53
歲時告別全職工作，只兼職教太

平方呎的花園裏有各類植物，包括盆栽型的千日紅、秋海棠、銀葉菊、薄

極和瑜伽，其餘時間則做最喜歡

荷，還有洛神葵、傘樹、鵝掌柴等，每一種都有特別「療效」，需要愛錫

的事──農事。除了定期到綠洲

花木的人給予悉心照料，才能肩負「重任」。

做義工，和當耕種班導師，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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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有質素的人

義、有尊嚴
時間追求有意

更多

今期專題

的

以更自由

：「
半工半 X

維生，
工作方式

（靈感來自塩見直紀）
粉嶺鶴藪東山下租了半斗農地（三千多平方呎），一周最少有兩、三天去培培苗、拔拔草，
打理他的小天地，過着令人羨慕不已的半農生活。

植物不會騙人
問小強，當年為何興起辭職念頭？原來皆因一片孝心。「六、七年前，我做電腦配件的批
發銷售，在同一公司幹了12 年。後來工作不太開心，母親又年時已高，行動不便，住在護
老院。於是我想，與其做一份不開心的工作，不如辭工，轉做兼職，抽多些時間陪她。」
小強那時擁有瑜伽導師證書，又練了楊式傳統老架太極拳（八十六式）很多年，但要辭
工，改變幾十年的生活模式還是很難下的決定。猶豫之際，剛好朋友要找人教瑜伽課，讓
他順利踏出「轉型」第一步。「最難就是第一步。因為不可能辭了工才開始找兼職。」後
來小強又得到拳社掌門的同意，讓他擔任太極助教和外展教練。兩份兼職在手，收入有着

小強是心靈綠洲的萬能義工組長，
修剪移植除蟲一腳踢，樂在其中。

落，小強便全心全意照顧母親。而當母親九十多歲仙遊時，他已習慣了半工的生活。
小強現在的「工餘」時間都貢獻給土地，原來早於 10 年前，他已試過在元朗租村屋耕種，
「星期六去種嘢，過完周末才回家」。他愛耕種，因為喜歡看着植物嘩啦嘩啦地長大，更
喜歡植物夠老實，唔呃人。「唔夠水它會耷，唔夠肥它會生得好瘦。對着植物，不用像返
工那樣要維護公司利益，或者明明交唔到貨，都要呃人話做緊！」

放下多餘物欲
快要踏入 60 的小強，笑瞇瞇說現時的生活「幾理想」。他慶幸活得很充實，「每天起床
後，都有不同事情等着我做。有些人覺得退休後幾點起身都得，但我最怕這樣。」
能夠不務正業（全職事業），全情投入於嗜好，是很多人的夢想，但令人卻步的常常是經
濟壓力。擁有一身「好本領」的小強，自言暫時未有經濟壓力，「但也會怕通漲食咗我份
『穀種』，哈哈哈！」不過他強調「心態」很關鍵：懂得放下多餘物質欲望的話，一個人
要用的錢其實不多。「退下來後，自己的使費少了，買嘢環保咗。買之前我會諗：有無需
要呢？無需要就唔買住。」譬如家裏的電視，今年年頭才換。「以前一直想換 37 吋平面，
但那時要五千幾蚊，太貴了。我便等到今年價格降了、家裏電視又壞了，才買了部 32 吋
的。一個人唔駛睇咁大部嘛。」物欲就是如此，越慣越壞，越不當一回事反而越萎縮。
小強親身示範了一個有充份準備的提早退休者，可以過上怎樣豐盛的自主生活。這位城市
農夫的故事，會給你甚麼啟示嗎？（文 / 圖：默泉）

練了楊式傳統老架太極拳很多年的小強，
其中一份兼職是當太極教練。

小強剪下肥美嬌艷的洛神葵萼果（小圖）
，
準備自製果醬。

田園閱讀
文：張薇

溯源 瓦 爾 登 湖

自然書寫系列
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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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 Home in the Woods, Thomas Cole, 1847
2. The Garden of Eden, Thomas Cole, 1828
3. The Catskills, Asher Brown Durand, 1859

圖解：
美國自然書寫的源頭之中，以寫
實風格描畫自然風光的「赫德遜
河畫派」
（Hudson River School）
也佔有重要位置。從這個美國首
個本土藝術流派，可以看到在 19
世紀初的美國，對自然的探索是
一個重要的文化議題。湯瑪士 ·
科爾（Thomas Cole，1801-1848）
和艾許 · 杜蘭（Asher B. Durand，
1796-1886）都是畫派的重要奠
基者。
《湖濱散記》書影

為甚麼分別以《自然》和《湖濱散記》為美國自然文學奠基的愛
默生和梭羅，前者同時寫出有「美國知識分子獨立宣言」之稱的
《美國學者》，後者則寫出公民抗爭最有力理據的《公民抗命》，
為美國文化身份及美國人格組成貢獻了十分重要的內涵？為甚麼
近年香港那麼多人回歸田園，成為農夫或半農半 X，而這一批人當
中不少同時又在各類社會文化運動中扮演積極角色（以公民抗命為
方式）？到底回歸自然與推動社會文化之更新改良之間，有着甚
麼我們忘卻了的關聯？
與其說我是帶着這一連串問題往美國麻省的康科德（Concord）尋
找答案，倒不如說，我是去那裏「探訪」了數個朋友，企圖為自
然書寫尋源之後，這些問題才慢慢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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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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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

他們透過這個社群互相認識，梭羅的

的《自然》（Nature，1836）莫屬。

才華隨即獲愛默生賞識，並鼓勵他投

這篇寫於美國獨立僅 60 年的文章，面

身寫作，最重要的一步，是讓他在自

康科德位於美國麻省，距波士頓只 31

對仍然強大的西方傳統文化──精神

己位於瓦爾登湖北岸的土地上實驗簡

公里，在美國的文化哲學版圖中，是

與物質、自我與環境、人與自然的雙

樸生活，最終寫出《湖濱散記》。

一個「最大的小地方」（the biggest

雙對立觀念，愛默生一開首就批判了

little place in America）。它是著名的

這種對傳統的因循：「前人直接面對

支持廢奴

瓦爾登湖（Walden Pond）之所在，

自然及上帝，而我們，則透過他們
的眼睛去看自然及上帝」，並連番的
詰問：「 我們何不享受人與宇宙之
間渾然天成的關係？我們何不擁有
如詩般的內省觀點，而非傳統的看
法？我們為何不能擁抱自己親身受
到啟示的信仰，而非前人留下來的
史籍？自然的生命長流無處不在，
前人所賜之力量時時引導我們與自
然互相交流，我們又何必在過往的

為甚麼今天梭羅的《湖濱散記》在自

「人是一條源頭隱晦的河流。」

──愛默生

而「帶領」我到那裏的人肯定是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
梭羅在 28 歲獨自來到這個湖泊，在湖
濱搭起自己的小木屋，進行他對真正
生活意義及生活必需的實驗。
瓦爾登湖當時是一個無人居住的寂靜
荒野，由於它屬於地質學上稱為「鍋
穴」的內陸深水體，水面沒有出入口，
因此甚至湖水的更新
都是無聲無息、不泛
漣漪。當年梭羅就曾
為湖水找尋來龍去
脈，觀察湖面毫無規
律可尋的水位漲退，
記錄湖水透過採冰業
與遠至印度的恆河
交匯。這裏的山水也
是以這種潛藏的生命

默生的《自然》為大？其中一個最主
要原因，在於書中呈現出作者感染
力強大的親身實踐和珍貴的自然觀
察，這是自然書寫十分重要的特質。
我對梭羅的認識，首先始自《公民抗
命》，繼而是《湖濱散記》，最後驚
訝地發現他還是《種子的信仰》的作
者。梭羅在日記中記

──摘自《自然》，愛默生

力，孕育出一股影響

拒稅繫獄

然書寫領域的影響力及名氣，遠較愛

自然中的事物，沒有只用過一次便耗用盡棄的。
......在上帝的眼裏，每個最終的目的終究會化為新
的用途。因此，商品的使用，單就本身而言，是小
事且不足道的，但是，我們的心志必須更熟悉使用
萬物的信條──物件唯有在被運用的時候，才是好
的；每一小部分的合作與有目標的生產效力，對每
個生物都很重要。

深遠的思潮。

追求解放

錄了在他生命的最後
10 年，持續地觀察森
林如何透過種子進行
更替，這些文字要到
梭羅去世百多年後的
1993 年才首次出版。
由梭羅我溯源而上，
認識到愛默生的《自
然》，繼而是他的《美
國學者》。再由愛默

白骨間盲目探索，或以其褪色的披
掛，掩去在生之世代的真正面目？」

公民抗命

生，我看到了圍繞在他身旁的一個康
科德知識分子群像，當中不少是世界
文學熟悉的名字，如《小婦人》的作

1845 至 1847 年兩年兩月零兩日在湖

愛默生強調人性的禮讚，認為神性體

者奧爾科特（Louisa May Alcott）和

畔的生活，除了讓梭羅親身實踐迥異

現在萬事萬物，包括人性，提出「自

《紅字》的作者霍桑（Nathaniel

於世俗主流的生活價值、作了大量的

然是精神的象徵」，並將人「認識自

Hawthorne）。這群知識分子同一時

自然觀察外，中間還在 1846 年 7 月

己」跟「研習大自然」合二為一。這

期生活在康科特樸實的自然中，他們

24 日因拒絕以繳稅間接支持政府的不

使《自然》成為愛默生開創的超驗主

都支持了當年的廢奴運動，又或是第

義行為而入獄（一天後在別人未得他

義的哲學宣言，而他強調走出傳統，

一代的女性主義者，追求人性的解放

同意下代繳稅款而獲釋）。他對拒稅

直接向美國本土的自然學習，以自然

和個性的抒發。這些美好的特質都與

繫獄一事的深入思考，最早在 1848 年

為語言，這些觀點連同一年後發表的

當代自然書寫的發源淵源極深，使得

以講座形式發表，最終發展為《公民

《美國學者》，對建立獨特的美國文

自然書寫的內涵更深邃，更迷人，更

抗命》（1849）一文，而那段生活紀

化帶來深遠影響，甚至可說是熱情奔

值得繼續深究下去。

錄與哲思及詳盡的自然描寫，則寫入

放、抒發個性的美式文化的濫觴。
在這種溯源閱讀中，我還發現一項小

《湖濱散記》（Walden，1854），為
梭羅在哈佛大學就學時期已讀過愛默

資料，不禁會心微笑：今年 9 月康科

生的《自然》，然而愛默生對他的影響

德透過了對一公升以下、單售膠樽的

雖然梭羅贏走了這個銜頭，但說到當

在稍後更為直接地透過圍繞在愛默生

禁制（2013 年 1 月實施），成為美

代自然書寫的奠基之作，卻非愛默生

身邊的超驗主義社群來達成。首先，

國最早禁售膠樽的社區。

他贏得「自然文學之父」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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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數千年前，先民已來到大嶼山紮根。現
在，這裏依然繁華，依然寧靜。儘管農民
已放棄了耕地，耕地卻演變成水牛、蜻蜓、
蝴蝶和濕地植物的天堂。這個初冬，不妨從
貝澳遠足至梅窩，沿途查訪鄉村，探索濕地
生態。

地行
荒村濕
貝澳生態之旅
遊、紮營。喜歡的話，可以到沙灘走走，不然可
左轉，沿着芝麻灣道繼續前行。走不多遠，左轉
有一石橋。建議大家走進去玩一玩，因為那裏有
一大片草地。
貝澳的水牛群，有
效地控制植物過量
生長，令沼澤濕地
得以繼續維持。

由東涌坐巴士來到嶼南道羅屋村下車，便是我們
行程的起點。這裏可望見杯澳公立學校，是「鳳

這兒原本是耕地，後來農民不耕田了，把水牛也

凰徑」第 11 段和 12 段的交接點。前行數十米，

放了。於是水田慢慢變乾，變成季節性濕地，如

向右轉入芝麻灣道，可看見「貝澳沙灘」的指

今是研究濕地生態與自然演替的好地方。

示牌。
離開草地，回到原本的馬路前行不遠，會看見右
沿路繼續前行，草叢裏居然有不少野花野草。逐

邊有一漁塘。仔細一看，奇怪！怎麼這兒會有秋

一辨認，大多是先鋒植物和海邊植物，各式花朵

茄樹、海漆、苦郎樹？泥灘上還有不少招潮蟹？

吸引不少蝴蝶來訪，沒想到，路邊的草叢也能成

這些潮間帶的動植物，怎麼會走進淡水生境呢？

為生態教室！
原來這兒原本是海邊，由於風浪不大，泥沙慢慢

沙壩圍起的潟湖

堆積起來，逐漸形成一條沙壩，把這小片水面圍

經過不少棄耕地，前行不遠就是貝澳泳灘。貝

起來，形成「潟湖」。而那條沙壩，就是現在的

澳是熱門燒烤和露營地點，有不少年輕人來此郊

貝澳沙灘了。

走到高處，

可回望芝麻

灣。

助
牛背鷺幫助水牛清潔身體，水牛協
牠覓食，形成互惠共生關係。

起點貝澳一景。

動物。
地主要的野生
鳥類是貝澳濕
。
息
休
上
身
牛
水
八哥有時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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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遊蹤
文 / 圖：歐陽卓立、蘇毅雄、鄧銘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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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特色植物
蔓荊 Vitex trifolia 唇形科：常生長於近海沙灘

路程及交通資料

上，綠色葉片在陽光下反射出銀白色的光芒，

路程：貝澳至梅窩全程 9 公里，需時約 3 小時。

老遠就能看見。蔓荊是灌木，葉對生，葉片可

交通：由東涌港鐵站乘新大嶼山巴士 3M，在羅屋村下車，
便抵起點。回程時，可在梅窩碼頭乘搭渡輪至中環，或乘巴
士回東涌。

以是單葉、掌狀三出複葉或五出複葉。最吸引
人之處，為其頂生的聚傘圓錐花序，花朵如藍
琉璃般在枝頂閃耀，非常漂亮。

豆薯 Pachyrhizus erosus 蝶形花亞科：沿途經
過不少荒廢鄉村，荒地裏總會發現不少已歸化的
植物，豆薯正是其中最美麗的一種。豆薯是藤本
植物，三出複葉互生，腋生的總狀花序開出紫藍
色的花朵，非常耀目。不過其種子、莖和葉片均
有劇毒，不可食用。其塊根就是我們常用來煲湯
的沙葛。
毛草龍 Ludwigia octovalvis 柳葉
池鷺是生活在
濕地的鳥類，
冬天時
換上了一身樸
素的非繁殖羽
。

菜科：毛草龍是常見濕地植物，經
常會在溝渠或荒田裏一大叢一大叢
地生長。為多年生草本，莖部會木

共生好拍檔

質化，植株可達兩米高。鮮黃色的

沿着芝麻灣道，經過拾塱舊村，到達拾塱新村。

花朵單生於葉腋，極具觀賞價值，

只見遠處有十數頭水牛在泥灘上休憩，混和着身

是濕地生態的重要成員。

上的淤泥，一動不動，如雕塑一樣。在這裏，還
可以找到水牛的共生拍檔──牛背鷺。牛背鷺的
主要食物是昆蟲和兩棲爬行類，水牛身上的寄

尖瓣花 Sphenoclea zeylanica 尖瓣花科：

生蟲和覓食時所驚起的小動物，正是牠喜歡的獵

在水稻田或其他濕地，常常能夠找到尖瓣

物。鷺鳥幫助水牛清潔身體，水牛協助牠覓食，

花的蹤影。尖瓣花是一年生草本植物，穗

兩者可謂最佳拍檔。

狀花序頂生。白色的花朵非常細小，只有
兩三毫米。花朵下面是蒴果，呈扁圓形。

來到分叉路口，轉左沿着「橫塘」指示牌前行，

其海綿質莖部可以食用。

一路上小徑平坦易走，沿途盡是開着艷麗花朵的
豆科植物。走至高處，可回望芝麻灣、遠眺喜靈
洲，不久就到達終點梅窩渡輪碼頭了。

終點

梅窩渡輪碼頭

南大嶼郊野公園

污水處理廠
嶼南道

羅屋村
鹹田新村

起點

鹹田舊村

貝澳泳灘

拾塱新村
拾塱舊村

蘇毅雄，自小學時代便喜歡郊遊，
大學時期主修生態學，開始將行山
活動延伸為自然觀察活動，現時將
興趣配合工作，有幸每星期進行兩
至三次野外考察，並致力推動由欣
賞到珍惜的的生態保育工作。

橫塘
芝麻灣
拾塱涌口

芝麻灣道

歐陽卓立，畢業於中文大學地
理與資源管理學。平日愛行山，
愛看雲。

芝麻灣懲教所

鄧銘澤，香港大學生物學學士、
植物生態學碩士、真菌學博士、
國際樹木學會註冊樹藝師及註冊
樹木危機評估員。經常獲邀為不
同團體主持講座、研討會、人員
培訓及生態考察。工作和興趣都
與大自然密不可分。

芝麻灣半島

2012 冬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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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毅雄 Samson So

生態協會總監，香港大學生態及分類學系理學士及哲學碩士，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新聞碩士。自 90 年代起，一直從事
包括環境教育課程、導賞活動、公開演講、工作坊及自然攝影課程等。（Facebook：生態協會 Eco Institute）

生態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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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子狸 Masked Palm Civet (Paguma larvata)
果子狸屬於食肉目靈貓科動物，生活於成熟的樹林之中，是爬樹高
手，主要以果實、昆蟲、爬行類、雀鳥及小型哺乳類作為食物。果子狸
是香港境內體型較大的野生哺乳類動物，軀體長度（不計尾巴長度）
可達 40 至 76 厘米。根據漁農自然護理署用自動相機拍得照片所獲得
的數據，除了大嶼山未有記錄之外，牠們廣泛分布於香港境內的郊野
地區。但由於果子狸是夜行生物，行蹤隱秘，故雖然分布甚廣，在野
外觀察仍然十分不容易。
在野外觀察時可以特別注意果子狸的排遺物，當中常常包含有大量植
物種子，亦可能有動物骨頭或鳥類羽毛等。果子狸取食果實，傳播種
子，對本地原生樹林的恢復有很大貢獻，而且亦能有效控制其他小型
動物的數量，對維持生態平衡十分重要。
果子狸面對的主要威脅是棲息地消失，而在許多地區亦常被捕殺以
供應野味市場。香港郊野的城市化以及生境破碎化是其所面對的最
大威脅，在近郊地區的車輛及野狗等，亦對果子狸的生存造成一定影
響。果子狸是被列入香港法例第 170 章《野生動物保護條例》的受保
護動物。

事有關香港及中國大陸自然保護區人員培訓及生態考察工作，並進行各類自然教育推廣工作，

文 / 圖：蘇毅雄

綠色專題
文：梁穎勤
圖：廖志添（廖志添攝影工作室）、被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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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至 一 陽 生

低 調 中 蓄 勢 待 發

冬季寒風凜冽，寒帶更是寸草
不生，連動物也冬眠。

都市人只知一年有四季，有春夏秋冬 4 段變化，
實則每一季還有 6 個節氣，一年等如有最少 24 段變化，我們可以
敞開心扉，體會天地之美，學習天人相應。
今年 12 月 21 日（農曆十一月初九）8:16pm 啟動的「冬至」，是北半
球黑夜最長、白晝最短的一天。在陰陽五行學說中，寓意「一陽生」，
放眼外界肅殺低調，殊不知陽氣正在騰升，跟夏至完全相反。

冬至餃子夏至麵

Blogger 一片冰心說，趕着回家「蒸
冬」，是因為「聽母親說過，蒸包子

孩提時大家都聽過這句老話：「冬大

進一步解釋：吃餃子是紀念東漢醫聖張

吃，意味着一個冬天全家人都是熱熱火

過年」，但它不像過農曆新年般有利

仲景煮「祛寒嬌耳湯」（註：嬌耳即餃

火，平平順順的」。家庭成員團聚，圍

是逗，如非聖誕節帶挈，連假也沒

兒）之恩。1,800 多年前，張仲景辭官

桌而食餃子、餛飩和包子，正是民間習

有得放。只不過

歸故里，見故鄉南

俗說的「蒸冬」。早在南宋就有記載：

「冬」天將「至」

陽的村民皆飢寒交

「 京師人家，冬至多食餛飩。」（《歲

吧了，除卻做冬

迫，雙耳凍爛，便

闔府團聚吃頓豐

特地用羊肉、辣椒、

富這個安慰獎，

驅寒藥材熬湯包餃

簡直百思不得

子，派街坊療病。

其解為何「冬」

故當地民謠「 冬至

居然可以大過

不端餃子碗，凍掉
耳朵沒人管」流傳

「年」，對吧？

至今。
冬至日，素有吃

餃子的澱粉質與熱能，到肚轉化為過冬能量。

餃子和餛飩的習

至於吃餛飩，則寓

俗，相傳不吃餃子雙耳會凍壞、農穫亦

意破陰釋陽，由新舊宇宙交接的混沌狀

歉收，聽來好像很迷信，但「百度」有

態，正式邁向陰消陽長的新一年。

2012 冬季號

時廣記》，陳元靚）

冬至食俗
湯圓：以米麵製成，寓意年終團聚，又稱丸子或
團圓子。沿海地區是紅、白色的，寓意陰陽交
泰。有餡料者用作祭祖。以糯米製的冬節圓，用
火烤後圓脹而不裂者，占生男。
熱豆腐：南方流行冬至農事換年之交，吃豆腐進
補兼選種，稱為「豆腐節」。故有諺語云：「 若
要富，冬至吃塊熱豆腐。」
冬至酒：蘇州人會製作桂花冬釀酒，先祭祖，後吃
團圓飯，有全雞、全鴨、大青魚、紅燜蹄膀等。
長線麵：寓意長壽，及白日長度漸長，大地盡早
回春。

綠色專題

冬朝不空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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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功看體質

亞健康：陰陽兩虛

冬季養生有何特點？內丹功專家袁康就博士

過三關，因耗體力，冬天不宜加長，只需加

介紹：「冬季日短夜長，多睡一會兒無妨。

大力度，比夏季出更多汗即達到目的。

加上陽氣減，起身易覺冷，必須注意保暖，
吃少許早餐暖身，才出外或練功。」所謂

練功黃金時間：袁博士笑說：「學生最愛問這

「 冬朝不空肚，夏夜不飽食」，說的正是

問題，每次我必反問：『你有無得揀先？』

此理。惟勿吃過量，如練氣時飽滯，會妨礙

如果一個禮拜才勉強做兩三次，那就先別

小腹運動。

講究幾點鐘了。」基本上，動功宜早，靜功
宜晚。養元氣的功夫，還要講究「時辰打坐

袁博士說見過一件怪事：「去內地開會，早

法」呢。

上跑入公園兜個圈，看人家練些甚麼，只見
他們朝早打坐好熱切，太陽未出便在樹下霸

大小周天配合：一年四季之中，冬季偏陰

定位，有些人更

張棉胎來打坐，對我來說

寒。加遇初一、二、三（連鉤月都不見影

簡直是個笑話！你若身子虛，耐不住冬天早

子）或廿八、九的日子，年周天與日周天如

上寒冷，就別出街打坐啦！」

「兩重陰寒」。這時若再在晚上練功，相當
於「三重陰寒」，人體的小周天未必頂得順。

冬夏運動大不同
調節文武火：如打太極，夏季若練吳式，冬

注意保暖：如前所述，身子弱不宜在戶外當

季可練陳式，因後者較多發勁，能較快提升

風處打坐，轉做動功更適宜。出汗後要抹

個人能量水平（武火）。如練跑步，夏天可

乾，以免「感親」，畢竟「適當」兩字人人

緩步跑，冬天急步跑（武火）。如站椿練氣

不同！

「八段錦」動作示範

二

左右開弓似射鵰

袁博士分析八段錦的意思：「八段錦，乃
6 + 2。6 是 1（三焦）加 5（五臟），2 是練
中軸和橫軸。」

現代人大多是「亞健康」體質：表面
上好人好姐一個，但內裏嬴弱，一推
即兵敗如山倒。假如健康人是石屎
樓，亞健康人就如木屋。男人更糟糕，
因為平時死頂，一病就可能是大病。
袁博士批現代人是「舒服致病」：「以
前阿爸那輩是勞動生病，現在是少
動、愛綣坐梳化、貪吃生冷凍飲、要
歎冷氣，加速體內陽消陰長。」
他說香港的亞健康者多屬陰陽兩虛。
一方面情緒易波動、欠神采；另一方
面稍動就累、體胖、面青唇白、手足
冰凍。大忌：涼茶當藥、胡亂進補。
宜：多運動，以提升陽氣。

養生真與假
行醫多年的袁博士，見過不少名震傳
媒的「神醫」。他認為但凡吹噓如花
粉治百病、綠豆治百病等，都是騙人
的。那如何檢定吹水文化？記住：
1. 養生的真功夫，應該都是靠自己
修練，而非外力給予，或花錢買
得到的；
2. 沒有外發氣功補身這回事；
3. 所有養生食品都必需具有範圍性、
適應性；
4. 不會花費巨額金錢；
5. 多問幾個意見才好相信。

調理脾胃單舉手

四
三

一

五勞七傷
往後瞧

兩手托天理三
焦（三焦主飲
食受納、吸收
及排泄）

六
七

五

背後七顛百病消
（強化中軸）

搖首擺尾
去心火

八

兩手攀足固腎腰
（強化橫軸腰腎）
袁康就博士說，
練功要留意時間，
基本上早上宜動，
晚上宜靜。

自製參麥飲

攢拳怒目增氣力

老少皆宜

袁博士認為養生應以練功為主，藥物為輔。日常保
健，他建議冬季陰寒要提升陽氣（陽補）：
1. 參麥飲：人參、麥冬、五味子（份量約 5：3：2）。
無感冒時可每日飲用。體健者可用黨參、太子參。
熱底可用花旗參。寒底可用石柱參（即紅參）、高
麗參。

2. 六味地黃丸：滋補腎陰，人人合用。《黃帝內經》
一早揭示：男性 32 歲後，女性 28 歲後，體力及
肝、腎功能自高峰滑坡。
但他不建議買成藥：「 90 年代遇過病人吃六味滋陰，
吃到頭痛、睡不着、面紅、耳鳴。顯然是製作過程太
燥，以致吃後陰火越燒越勁。」

2012 冬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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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卦正德：養精蓄銳，隱而待發
故冬天應做好坎卦的本位，如
蝴蝶入繭，種子埋泥土，動物
進穴冬眠。打扮宜樸素沉調子
（頸巾有顏色點綴便可）：冬季

蘇家興：
「冬季坎為
水。水具有
生命力，表
面看，停下
來似是死水，實則是蓄聚，
其陽氣猶如種子之核心，隱而
待發。」

繁花落盡，山野間黃啡一片，
人也得跟大環境相應配合。蘇

冬季卦氣變化

老師指：「四季學說，生命有
序。一個生命只有當交配前才
誘人，夏天屬離卦，要洩，生

坤卦
農曆十月「坤卦」：冬天郊野
黃啡一片無綠葉，色彩褪盡。

命是全彩，冬天勿招搖惹眼，
宜藏宜養。」
三元企業人才培訓中心培訓總監蘇家興說：

有句中醫老話：「冬不藏精，春必病瘟」，即

「坎卦代表冬天，五行屬水。《周易》講元亨

是指冬季不節制，精力竭盡，轉季便易病。

坤卦

利貞，冬天的精神是貞固，主藏，日常應多休
息，行事宜低調。」

冬季養生宜忌：
1. 滋 陰 補 腎 ： 宜 放 鬆 心 情 ， 多 吸 收 陽

坎卦陽爻在中，是整支卦的主導精神，「主先
遇險，後獲智慧。這個險一般指大凶。」《說
卦傳》有云：「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

光，多吃黑色食品（如黑豆）。
早睡晚起，減少房事次數。
3. 深呼吸：晚上 11 時至凌晨 2 時練習，

德者遇事會匿埋，但正德者只會隱伏，是隱而

連做 60 次，鼻吸鼻呼，舌頂上顎，均

未發。」

勻地讓氣入丹田。坐姿：腰要直但放
鬆，連尾龍骨也放鬆，小肚收入，頸

又云：「 坎為弓輪。 」形容冬季的隱伏，儼

拉直。臥姿：左手擺小腹，吸氣時

如一支弓拉到行，「只是冬天不與你鬥，隱伏

漲，呼氣時收肚。含意是：冬至一陽

到強勢始出來，如箭在弦，一出必強勢破弦而

生，子時由丹田成功誘發第一股真氣

出。」最能表現這精神的節氣乃「冬至」：一

升上來。

照射位制轉換而逆轉，是故「冬至一陽生，是

地

2. 充份休息：冬季日短夜長，人相應可

蘇老師解釋：「同是坎卦，也分正負德。負

年中白晝最短，夜晚最長，但之後形勢隨陽光

地雷復卦
農曆十一月「地雷復卦」：由
無變有，儼如寸進。

雷
復卦
地澤臨卦
農曆十二月「地澤臨卦」：陽
氣仍未衝出地面，隱伏，應保
持衝勁，勿太洋溢於外。

地
澤

4. 避免子時（11pm）後叉電：是一個物
象，象徵冬天子時起便要休息。

臨卦

陰極陽生。表面上萬物俱寂，但生機隱含在荒
蕪中。」

小知識：冬季六節氣
放鬆心情，養腎養志
冬季五行屬水，相應臟腑為「腎」，故冬必養
腎，藏精。《說卦傳》云：「 坎為心病，為

節/氣

2012 年 11月 7 日
（農曆九月廿四日）08 : 56

水始冰，地始凍
立冬過，稻仔一日黃三分

小雪（氣）

11 月 22 日
（農曆十月初九）06 : 19

虹藏不見，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月內若響雷，豬牛飼不肥

大雪（節）

12 月 7 日
（農曆十月廿四日）02 : 32

頂初三，下十八，早潮晏退

冬至（氣）

12 月 21 日
（農曆十一月初九日）20 : 16

小寒（節）

2013 年 1 月 5 日
（農曆十一月廿四）12 : 16

雁北鄉，鵲始巢
小寒大冷人馬安（無災疫）

大寒（氣）

1 月 20 日
（農曆十二月初九日）06 : 26

雞始乳，猛禽（鷹隼）厲迅疾，冰初凝
大寒不寒，人馬不安（因害蟲蟄伏）

季腎要匿埋調養，心又要靠它救，它豈非忙到
發

？！」

《說卦傳》云：「坎為亟心，為美脊，為下

首。 」他解說：「這數句表面是講馬，實則
是隱喻勤於做事之人，冬季腎氣不足，自然界
動植物不會勉強行事，一切等待春天來臨才出
頭。工作方面，切忌志氣消頹頭耷耷，應集中
精力做計劃，但也勿太搏。更不應亂激氣，以
免傷『心』之餘，扯住『腎』的後腿。」

2012 冬季號

物候、農諺

立冬（節）

耳痛 」，蘇老師解釋：「肇因乃心腎不交，
情形為四季中最嚴重。心有事靠腎救，如果冬

交節日、時

資料來源：蘇家興老師（交節時間）

六陰寒極之時，（1）蚯蚓結如繩狀，
（2）麋鹿角退落，（3）水泉動。
示意天一之陽初生。

綠色話題
文 / 圖：周兆祥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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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 空中菜園
「你再唔聽話，罰你留低喺呢度耕田！」
時：1994；地：綠田園田間。
事：一位媽媽的粗暴教仔聲在阿祥背後響起。

不出十年，內地大城市的休閒生態農場將紛紛冒起，假日農夫租田生意興隆；
本港屋苑爭相以有機農圃作售樓賣點，家居種菜風開始盛行。
如果你問我，綠田園開檔二十多年有甚麼成績？最安慰的是參與轉化了本地的價

「怎麼可能會有人付錢來耕田！？」
時：1992；地：綠田園田間。
事：一位光臨考察的內地農業行家驚嘆。

值觀：在泥土上作業不但神聖，而且好玩、益智、健康。

天台種植經驗談
在天台開闢農圃，也成為了綠色潮流大勢。毋須十全十美的環境條件，有心去
做，時常可以見招拆招。
如果你已心動，躍躍欲試，毋妨參考以下經驗之談：
防水──在天台露台種植，有可能導致漏水落下層，最好做足防禦工夫，免招麻
煩，同時減少不便及財物損失。
重量──花盆花槽若體積大、數量多，加上泥土的涵水，長期來說，可能令樓宇
無法負荷，產生坍塌意外；籌劃做天台露台花園絕對不可忽略這一點。
容器──豐儉由人。可以選用花盆、花槽，或廢物利用，找來發泡膠箱、金屬
罐、膠桶之類作容器。物盡其用，既省錢又環保。
泥土──可以到超市或園藝店購買適合自己所種植物的土壤，如不懂得選購，可
請教園藝店的店員。花墟特別多這些店舖，價錢較便宜，選擇也多。最好是買不
含化學添加物（如肥料）的泥土。
選種──到種子店、園藝店找，元朗、粉嶺、上水、上環、深水埗等都有老種子
店出售適合本地種植的菜種。各區園藝店亦有多種菜種選擇。貼士：選適合季節
的；選適合本地土壤的；選自己喜歡吃、喜歡看的；選適合自己園藝技術水平
的（有些作物較難種得生，種得好）；選適合自己可以付出多少時間精力的（有
些幾乎毋須太多料理，例如辣椒、大部分葉菜等，但有些卻需要長期不斷細心侍
候，包括施肥、修剪，如茄子、番茄等）；選符合自己時間期望的，例如有些菜

用發泡膠

和茄子。

出車厘茄

天台種
箱也可在

二十多天即可開始摘來食用，有些果實作物要好幾個月，果樹則以年計。
肥料──有些作物整個生長過程可以少施肥料（例如豆類），有些則要策略性施
肥（例如瓜果類作物）。如果可以自己堆肥、製酵素、廢物利用、循環再用（例
如雞蛋殼、咖啡渣），當然最理想，否則可到超市或園藝店買。現時市面上出售
的合成肥料，絕大部分都不符合有機的標準，對個人健康和生態環境都不利，所
以最好堅持買有機肥，如花生麩。
除蟲──有些作物（例如較甜的水果）特別招蟲害，逆時序種植（例如夏天種菜
心）亦然；健康強壯的植物較少有蟲。最好是環境合適（足夠日照、通風等）又

周兆祥博士，著名綠色運動先鋒，先後參與創立
「綠色力量」、「綠田園基金」、「綠色生活教育
基金」等本地綠色團體。2005 年離開大學工作崗
位，全情投入綠化人類文明的工作。網址：
www.simonchau.hk/Chinese_B5/

種得有技術，便沒有這方面的麻煩，若出現了蟲害，最好用天然的（一般是生物
式、物理式）治理手段，不用違反天然的（化學農藥）方法。
祝你和家人同事盡享園藝之樂，與大自然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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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大夫手記
文 / 圖：楊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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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季節備忘
雨停了，颱風消失了，酷熱天氣警告不再出現。
一年一度的美好時段再來了，你下田了嗎？
身為有機農夫，當機會來臨時，應該懂得把握。
在香港，每年 5 至 10 月是田裏艱辛的日子，農
夫要有意志和毅力才能度過。而 10 月至翌年 5
月，則是種植的幸福季節，每天都沐浴在輕風細雨中，
日子瞬間飛逝。若要收成好，大家就要把握時機了。

一年一
造
蜜餞、 的洛神葵，可
果醬、
曬乾食
釀
話，要
用
等到明 酒或醋等。現 ，或造成
年春天
在想種
了。
植的

每年有很多農夫會樂極忘形，胡亂地種

此外，有些作物，若透過一些簡易加工程

植，導致某時段或某物種大豐收，到最後

序，可以令儲存時間變得更長或價值變得

卻因滯銷或「吃不消」而造成浪費。我想

更高的。好像曬白菜乾、製泡菜、用白蘿

藉此機會探討這問題，希望大家能夠保持

蔔曬菜脯，或者用酸醋醃蘿蔔、紅菜頭、

頭腦清醒，切勿胡亂種植。

青瓜，以及用蕃茄製作蕃茄醬等。總之，
種植前大家必須考量清楚作物的用途或銷

加工後更有價值

路，免得造成浪費。

我們可將今個季度適合種植的作物，按
採收後的保存期為分類準則，粗略地分為

大蘿蔔宜冬至前下種

「耐儲存」和「不耐儲存」兩種。耐儲存

最後，再次提醒大家，秋冬季雖然沒有大

作物，是指收成後無須加工或冷藏而能

雨和暴風影響生產，但植物生長是跟隨大

儲存較長時間的，例如魚翅瓜、南瓜、薯

自然規律的。就以種植大蘿蔔為例，一般

仔、蕃薯、洋蔥、蒜頭、乾蔥等。而不耐

最佳的下種時間是在中秋後、冬至前，原

儲存作物是指收成後必須盡快食用、否

因是中秋前天氣太熱、雨水太多，不宜下

則容易變壞的作物，計有生菜、茼蒿、菠

種。但也切勿在冬至後下種，因為白蘿蔔

菜、芥蘭、翠肉瓜、荷蘭豆、豆苗等。

是長日照植物，冬至過後日照變長，白蘿
蔔的生理時鐘會啟動，很快便會抽苔、開

時段
夜溫差大的

甜粟米在日
加甜。
種植，會更

花，當一開花結子、所有養份都供應到種
子去，那何來大蘿蔔呢？
其實，每種作物都有特定的種植時間，每
年都差不多。例如 8 月就該種魚翅瓜、洋
蔥、蒜頭、乾蔥、胡蘿蔔等，9 月就該種
大蘿蔔、生菜、茼蒿、菠菜、芥蘭、翠肉
瓜、荷蘭豆、豆苗等。
請大家好好把握時機，若是錯過了、就得
等到下一年了！

楊偉明，綠田園基金農務組首
領。他認為食物應只為充飢而
栽種，品嚐食物時要記得感謝
大自然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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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狗農事
文 / 圖：馮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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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溫馨的日子
又到了全年最溫馨、最多機會與家人團聚的日子：冬季。對於當農民的我們，這個日子是我們全年最繁忙、
最興奮的日子，因為明年食粥食飯都依靠這個季節──如果順順利利，就可以在較後時間輕鬆一些，
否則便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了。當然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作出努力後，還要天氣配合才能成事呢！
車厘茄

白蘿蔔

大茴香

芥蘭頭

紅菜頭
草莓

提起天氣，滿以為今年潤了四

嘉年華找心頭好

月，秋風會早些降臨。在入秋

接住的日子有甚麼好吃呢？想做蘿蔔糕？充

不久，微涼天氣真的到來了一段時間，怎料後來又轉熱起來，將

滿蘿蔔味的有機白蘿蔔又出爐了！要吃有神秘吸引力的草莓嗎？

怕熱的秋季蔬果，如蕃茄、車厘茄、草莓、薯仔、生菜等，曬到

年底便會有供應！要做一頓豐富的飯菜，會有好多選擇，紅蘿

死去活來，部分被迫要重新種植，又是人算不如天算。

蔔、紅菜頭、蕃茄、西蘭花、椰菜花、豆苗、荷蘭豆、生菜、紹
菜、茼蒿菜、油麥菜、芥蘭頭、薯仔、芹菜等等。

雖然如此，還是對這個季節充滿期待，因為這是一個令人心境平
靜、好好思考未來方向的日子。

2013 年漁護署會在 1 月舉行漁農美食嘉年華，今年會以薯仔及
車厘茄作為其中一個主題。漁護署事前向農友講述了種植技巧

新的一年又快到來了，有甚麼目標想達成呢？我要做一個合格的

多遍，又找來了薯種給農友試種，所以有機市場必定會有較多供

農夫，種到出色的蔬果給大家享用，這是我今年的心願！真的做

應，希望各位愛好者找到自己的心頭好啦！

得到嗎？下一年話您知。各位都要努力呢！
迎接新一年來臨，除多變天氣是一大考驗外，可耕土地進一步
馮明康，「小狗阿康有機農場」場主，踏進有機
農耕第 9 年，很開心可以加入這個行業，亦大開
眼界，加上現時世界糧食緊張，覺得這行業蠻有
意義。有機耕種是良心事業，種出美味、漂亮及
健康的蔬果是農場的終極目標。

減少也是一大挑戰。一直以來，本港農地都不會受到保護，擁有
者想盡辦法改變用途。連政府也不保護農業，想將鄉郊發展成市
鎮，本地農業真的沒有價值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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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小美學
文 / 圖：陳嘉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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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沉香之愛與捨
2012 年 9 月，村子路邊最少有百多年樹齡的土沉香，被無情砍伐，造案者共五人。
鄰居深宵報警，但警方辦事不力，兩句鐘才到，伐樹者山上匿藏，翌日下午施施然乘船離去。

土沉香又名牙香樹、香樹或白木香。

筆者恰巧在本年 7 月初，收集了少許

為瑞香科植物白木香，學名 Aquilaria

從那棵樹掉下來的趣緻綠色葫蘆狀

sinensis。此高約 6 至 20 米的常綠喬

土沉香果實，成熟後兩瓣破開，內含

木，樹皮平滑、呈淺灰褐色，生於疏

連着棕紅色胚珠柄的黑色種子，被兩

林、荒山或村後風水林中，分布於兩

條幼幼的絲線繫着，像藕斷絲連的樣

廣、香港、海南島及台灣，它和南洋

子。（見圖）本想播種試種，可惜並

出產的沉香品種 Aquilaria agallocha

不成功，希望明年 7 月被伐之樹仍有

屬近親。無論土沉香或沉香，最富經

能力培育下一代。數位熱心鄰居，用

濟價值的塊狀芳香樹脂，形成環境情

鐵網把樹圍着暫作保護，稍後也會在

況如下：

根部附近加添良土，祝願它繼續健康
成長。

1. 熟結：乃膏脈凝結自朽出者。
2. 生結：乃刀斧伐仆，膏脈結聚者。

當局應了解存活率

3. 脫落：乃因木朽而結者。

我和鄰居、朋友均曾致電或去信查詢

4. 蟲漏：乃因

漁農自然護理署採取之保育行動，

隙而結者。（李時珍

對方卻以樹種「普遍」及已有人工栽

《本草綱目》）

培為理由，不了了之。當局除加強巡
創傷口被細菌、微生物感染，加上濕

查，作更嚴厲執法外，更應定期更新

熱刺激，脂腺會大量分泌結集；此

本地沉香樹的數據及分布情況，了解

外，大樹枯萎倒下，一部分漸埋土

該樹種的存活率。

中，經悠長歲月洗禮，也可能得到品
請各位立即行動，於網上聯署 http://

質良好的地下沉。

saveaquilaria.wordpress.com/，

斬樹黨肆虐香港

以免土沉香於一兩年間消失於香港

香港因為大規模種植香樹，製成香料

郊野。

運往內地、東南亞及阿拉伯地區作焚
香及薰香用途而得名，沉香樹可謂歷
史意義深遠。由於內地野生沉香幾已

後記

砍伐殆盡，約十年前起，相信是有規

日本素有「香道」文化，自古以來文人

模有組織的「斬樹黨」在本地肆虐，

雅士以聞香、品香為潛心養性、提升生

並在荒野隱蔽處紮營起居煮食，方便
下手。各鄉郊山頭樹林，砍伐情況嚴
峻，部分被斧頭、砍刀、鋸子橫腰劈
去，令人深感惋惜。

活質素之鍛鍊修行。當中用料以上等輸
（上）作者收集的綠色葫蘆狀土沉香果
實，成熟後可見內含黑色種子。
（下）村子路邊的老土沉香樹被伐後，鄰
居用鐵網圍着它。

入沉香為主，由資深藥種行家鑑別、決
定等級、價格。日本京都有不少具數百
年歷史的香木老舖，均有特定的沉香買
賣制度。筆者喜歡以簡化的日本香道儀
式玩香、煉香，亦愛調配不同香方，視
為生活情趣之一。在重質精用、來源產

陳嘉麗，香港有機美容先行者，推動綠色品味生活超
過 18 年。身體力行「小是美、新有機」、自主自在的
光合生活。在素樸美與精緻美間游移。從眼耳鼻舌身
意中尋找美的本質。網址：www.herbalblis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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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清晰的大前提下，相信自己用的並非
濫伐品。

綠色醫療
文：黃偉德醫師

圖：bitzcelt（Creative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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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應否跟初生嬰兒同床而睡？看似很
無聊的問題，為甚麼今天的醫生都嚴厲
警告這樣做很危險呢？媽媽會壓到 BB
嗎？嬰兒會容易窒息嗎？會導致嬰兒猝
死嗎？

與 嬰 兒 同 睡？

根據國際母乳會的指引，嬰兒跟母親同

立持續母子關係的過程，讓孩子現在及

睡，是最符合大自然生理、心理設計的安

將來有更深厚的安全感。有些孩子會較早

排，但要符合幾個條件：

自然地不需要吃夜奶，也有些需要較長時
間，但不論是一兩個月，還是一兩歲，都

一、 全母乳貼身餵哺；

還有，導致嬰兒猝死的最大風險，是沒有

是自然的需求。母子同睡時，母親就更能

二、 同睡的父母，意識清醒健康，不抽

貼身餵哺母乳。貼身餵哺母乳的嬰兒，當

不費力地滿足這需要。

菸、不喝酒、不吸毒，也不吃會影

有任何不適、肚餓、夜半醒來時，會藉着

響精神的藥物；

媽媽的氣味去找媽媽的乳頭，而不會沒緣

正常餵哺母乳的媽媽，會跟嬰兒有種心靈

故的鑽到被窩裏去讓自己窒息。

感應。嬰兒夜半醒來，同床的媽媽會自然

三、 睡床表面平坦、安全。

感應得到並醒過來，餵哺嬰兒也很方便。
反對母子同床者認為，同睡會增加嬰兒

現代社會是多麼的本末倒置：因為餵哺奶

媽媽側臥、臂彎曲着，嬰兒平臥或側臥其

猝死的機會。但我們看看研究資料，嬰兒

粉者多，以及懷孕期飲酒、食菸、服用各

中，如小船停泊在避風港中，嬰兒有安全

猝死的高風險期是初生的 6 個月，最大風

類藥物，這種種現代人的愚昧，使得人

感，媽媽也很舒服。這樣睡，嬰兒不戒夜

險因素是懷孕期間抽菸，以及將嬰兒放成

人以為母子同睡很危險。很多醫生都這

奶，媽媽也不會太吃力，確保了媽媽的睡

俯伏姿態。餵哺奶粉（相對於貼身餵哺母

樣說，結果是初生嬰兒常被安置到獨立

眠質素；這樣的睡姿，媽媽也不易轉身時

乳），會增加嬰兒猝死機會一倍；父母吸

房間、獨立嬰兒床，跟母親隔離得越來越

壓着孩子，而孩子容易地吮着媽媽的乳頭

菸而跟嬰兒同床，不論父母是於甚麼地

遠。嬰兒夜半醒來，找不到媽媽，大吵大

而入睡，正是最健康和幸福的事。

方、時間吸菸，也會增加危險。

鬧、感到孤獨無助不安時，哭聲吵醒母
親。母親餵奶時要「很醒」，動身去嬰兒

藉着氣味找媽媽

床甚至走到鄰房餵奶，令餵夜奶變得很

有些人擔心母親會壓到嬰兒，使嬰兒窒

困難，打擾了睡眠，影響母親的體力、精

息，但大家仔細閱讀相關新聞就知道，這

神。這樣下去，再退一步，有些母親就選

些意外之所以出現，是母親服用了藥物、

擇了不再餵母乳，很是可惜。

毒品、酒精，影響了她們的意識；另一類
情況，則是睡床上擺放了太多雜物、枕

夜奶建立安全感

頭、毛毯、毛玩具，或是在空間設計不

又有些母親以為嬰兒吃夜奶是一種不必要

善，而出現了縫隙。

的倚賴，總希望及早戒除。但吃夜奶是建

黃偉德，執業自然療法醫師，持澳洲健康科學學
士、古典順勢醫學專業文憑、傳統中醫學證書，
擅長採用順勢療法、花藥治療、整全營養學。相
信身病心醫。網址：www.GentleMedicine.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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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寶寶
文 / 圖：易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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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 子 的「道 德 勇 氣」哪 裏 來？
有一次我從洗手間出來，3 歲多的女兒對我說她倒翻了水，弄濕了我的鞋子，不過
她已經抹乾了。我即時的反應是憤怒：怎麼又倒瀉水？真是不能給她自己拿杯
子！弄得到處都濕了。正想開口罵她，回頭一想，她有勇氣向我說出來，不該受到
責備，所以把怒氣轉移、只是勸告她小心一點。
還記得第一次玩沙的
感覺嗎？對於初來到
這個世界的嬰兒，一
切經驗都是新鮮的。

回頭再想，我小時候亦曾經做錯事，但在我媽媽高
壓的教育方式下，我絕對不敢承認過錯，在恐懼中
只會想辦法掩飾，怕說出真相又招來打罵。
如果我不接受孩子的成長是要通過不斷的努力嘗
試、失敗再學習、最後才會成功，每當女兒做錯事
便強權責罰她，她長大後只會重蹈我的覆轍，不
敢坦承過失，面對失敗。為甚麼我們（尤其是中國
人）在 BB 學習走路時不斷為他打氣，即使跌倒亦不
停鼓勵，為他邁出人生的第一步而歡呼；但孩子長
大後做錯小小事已嚴詞厲色，不斷削弱小小心靈的
自信心呢？

「第一次」的驚喜
孩子的性格固然有一部分是其天性，另外很大部分是源於幼兒時期的教育方式
和社教化。嬰兒「初來報到」於這世界，所有的感官都向外敞開，一切的經驗
都是新鮮的，不斷有「第一次」的驚喜——第一次聽見媽媽的聲音、第一次聞到
花香、第一次嚐到蔬菜的味道、第一次玩沙……還記得我們那些第一次的感覺
嗎？初戀總是刻骨銘心的，成長後很多人天天過着單一的生活，感覺已麻木。
BB 喜歡周圍探索、勇往直前，感官敏銳而脆弱，如果父母把恐懼傳給孩子：「泥土是很污糟的，
不要玩！」、「花草都有毒，不要碰！」孩子的自信會受到無情傷害，長大後亦會怯於嘗試、自我封
閉。父母是弱小的 BB 唯一信任的人，孩子對世界的信心建基於父母的認同、讚美、鼓勵聲，所以父
母真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師啊！

發揮道德勇氣
在真實的經驗中生活，在自由自主又充滿安全感的氛圍下成長，孩子才會培養出自重自愛、敬人愛物
的態度；免於恐懼，才能發揮出面對真相真理的道德勇氣。香港人最近反對強推德育及國民教育，正
因為不想自己的孩子習慣了在虛情假意的環境下成長，面對真相及事實，失去道德勇氣。另外，道德
教育亦非課堂上不斷灌輸說甚麼是好甚麼是壞，孩子就能學會如何成為道德的人。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曾說過：道德是以理性為主導，
在太多和太少的極端之間尋找中庸之道（golden mean）。例如勇氣太
多會變成魯莽、愚勇的行為，人會迷失在世界中；缺乏勇氣又會變得懦
易夢雅（Indera），育有一女，2001 年
遠赴紐西蘭修讀華德福教師培訓課程，
回港後決意推廣和實踐人本、綠色、順
應孩子天性的教育，創辦多個華德福幼
兒班、父母教育工作坊。曾於自然學校
任教，現致力籌辦第一間香港華德福學
校，深深感到作為老師是一個終身「不
斷修行、自我完善」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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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使人封閉自己、脫離世界；勇氣是在魯莽和懦弱中尋求中庸的平衡
點。既然道德是要靠人在自由的選擇中，不斷在兩極中尋求平衡點，希
望孩子成為道德的人，亦要讓他們不斷嘗試，在經驗中學習。在過程中
沒有「失敗」，只有「學習」，才能找到自己的平衡點、中庸之道，才
能培養道德、堅守真理。

有機小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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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圖：艾雲姑姑

翡 翠

Spinach Jade
大力水手最喜歡吃甚麼？菠菜！
可想而知菠菜多有力量。營養、健康，一直都是她的同義詞。
所有健康食物我都喜歡，所以我也很愛她。

艾雲姑姑，自小最大的興趣
就是搵食同煮食，最討厭浪
費食物。設法煮出美味的食
物，因為好吃的東西永遠沒
有浪費的藉口。當上農夫後
發現，最美味的食物是來自
最簡單而真實的材料，要用
心去領略這些真美味。
Auntie Ivory. Searching for
good foods and cooking have
been her greatest interest
since childhood. She hates
wasting foods the most and
loves to try cooking delicious
meals, as the goodies leave
no excuse for waste. After
becoming a farmer, she
finds that the most palatable
dishes are come from the
simplest and most authentic
ingredients. The real taste
has to be appreciated with
heart.

好，今天要她以一個極優美的姿態展現出來，
誓要人人都愛她。

翡

翠

材料：
菠菜
雞蛋

150 克
2顆

做法：
1. 菠菜洗淨、切成段，將雞蛋與處理好的菠菜放入果汁機
內，一起打成菠菜汁。
2. 將菠菜蛋液放入鍋中，使用手拿攪拌器開火邊煮邊攪
拌，直到成顆粒狀即可。
貼士

●
●

也可以用其他深綠色蔬菜代替菠菜。
將煮好之成品，分盒冷凍保存，煮湯時取出加
熱，並加入其他材料，最後芶芡即成翡翠羹。

Spinach Jade

Ingredients:
Spinach
Egg

150g
2

Method:
1. Wash spinach and chop roughly. Put in a blender with eggs, then
puree.
2. Put spinach and egg puree into a pot. Heat the puree while stirring
with a handheld stirrer until it becomes granule-like.
Tips

●
●

Spinach could be replaced by other dark green vegetables.
Store the granules in the refrigerator in boxes. They could
be used to make spinach thick soup when cooked with
other ingredients and a bit of corn starch and water.
2012 秋季號

冬季課程
有機耕種體驗課程
一天有機耕種體驗活動，讓未接觸過

有機耕種基礎課程

有機種植的朋友有初步的認識，課程包

三天有機種植實習課程，學員可於一

括認識有機農場、農務體驗活動、認

個月內學習基礎的農耕操作技巧，包

識野草及如何在家中實踐有機種植。

括開田、翻土、下種等知識。課程亦

日期： 第二十七期：2012 年 12 月

家居
種植課程

30 日（日）
時間： 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共 5

一個兩天課程，讓欲嘗試在家中種植
盆栽的朋友對植物有基礎認識，了解
如何選擇盆栽、種植的條件需要以至
日常料理的技巧和實習。

會包括有機肥力管理、病蟲害管理及
培苗技巧。
日期： 2013 年 2 月 24 日、3 月10 日
及 24 日（日）

小時）
適合： 從未有農耕經驗的朋友

時間： 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共 15
小時）

費用： $290
證書： 全程出席學員可獲發出席證明
備註： 此課程只涵蓋基本有機種植概

內容： 家居種植的選擇、環境條件、

念，及體驗式種植活動，如要

栽培管理要訣講解；不同植料

對有機耕種有更深入的認識，

的功能介紹；播種繁殖照顧等

可修讀基礎及進階課程。

實習

對象： 教師、社工、喜愛戶外活動、
熱愛耕種的朋友
適合： 已修畢有機耕種體驗課程的朋
友或對種植有基本概念人士
費用： $900
證書： 出席率達 80%的學員可獲發

日期： 2013 年 1 月 6 日及 1 月 13 日

出席證明

時間： 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

備註： 本課程主要涵蓋有機耕種中

對象： 喜愛盆栽種植的初學朋友

的基本技巧，如希望在技術

費用： $600

及其原理上有所提升，請選

證書： 全程出席學員可獲發出席證明

修進階課程。

真 味此中尋

課程地點：新界粉嶺鶴藪村 18 號綠田園基金鶴藪有機農場
課程費用包括教材、出席證明及來回粉嶺火車站至農場的接駁交通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詳情 ／報名：www.producegreen.org.hk/pgfcourse_main.html
查詢：2674 1190

大家若要體會蔬果的真味，歡迎隨時來到綠田園
基金鶴藪有機農場，親自去體驗這些人間真味。

有機農友計劃
租地自耕，實際體驗有機種植

。

成為假日農夫，享受田園生活，種植健康美味的有機蔬菜
提供︰土地、農具、天然肥料、種子、苗及淋水服務
合適︰任何年齡人士（主要申請人必須為 18 歲或以上）
支援︰有導師指導基本有機耕種技巧及種植不同作物的方法
報名︰親身到農場選擇田地及繳付田租即可

了
菜從

吃

田間速送

甜
超

是
碟中、真

爽

脆

極

甜
是多清 啊!
粟米

熟後

拉

，
待
。 成

沙

的

的

即摘
即

繽

紛

種
栽
蕃茄以有機方法 美啦
味
才採摘 當然清甜
，

有機小賣
重點推介： 有機種子
有機蔬菜
營業時間： 逢星期六及日早上 8 時至 5 時
地點：新界粉嶺鶴藪村 18 號綠田園基金鶴藪有機農場
查詢：2674 1190
http://www.producegreen.org.hk

請您 / 您們支持

自 1993 年至今，本會出版的《稻草人》季刊已逾 60 期，目的是推廣有機生活資訊，推動本土綠色生活發展。我
們的讀者包括本地有機消費者、健康生活社群及對環境保護關注人士。在此我們衷心感謝每一位多年來的支持。
要持續出版每年共 4 期合計 40,000 本高質素的有機生活季刊，免費派贈公眾，每年製作開支超過 200,000 元。
為了讓這份本地難得一見的綠色生活刊物可以繼續出版，我們極需各位及各企業的支持。

付款方法（不適用於 Green i-ber 會員）

我 / 我們想捐款支持《稻草人》印製工作

 直接存入綠田園基金戶口（匯豐銀行：039-5-065568）

（捐款 100 元或以上可獲發收據，憑收據可在香港申請免稅。）
 200 元

 500 元

 1,000 元

 其他：

轉賬日期：

 為節省貴會的行政開支，本人不需收據。

 劃線支票（支票抬頭「綠田園基金」或“Produce Green Foundation”）
銀行：

如您 / 您們現時不想捐款，我們亦歡迎：

訂閱免費季刊《稻草人》，每年郵費 20 元正
 共訂閱：

年

（請連同存款收條正本寄回）

費用：

支票號碼：

 信用卡（付款 $100 或以上適用）
 Visa

元

 Master

信用卡號碼：

成為綠田園基金的 Green i-ber 會員（費用全免）

信用卡持有人姓名（英文）
：

只需填寫個人資料，並傳真或郵寄至綠田園基金即可。亦可於

驗証碼號碼：

www.producegreen.org.hk/support_04.htm 下載會員表格。

有效期至：
持有人簽署：

成為 Green i-ber 會員可以：
■ 定期收到綠田園基金半月電子通訊
■ 每季收到《稻草人》網上版通知
■ 取得最新有機生活資訊及優惠

（卡背簽名欄上右面最後 3 個號碼）

月

年（至少 2 個月內有效）
日期：

簽名必須與閣下的信用卡簽名完全相同，以上資料如有任何修改，請在旁簽署。



現金捐款（最低捐款額為港幣 100 元）：
您可透過全港

個人資料

以現金捐款予綠田園基金。收銀員於

完成交易後會發出交易紀錄給捐款者。請保留交易紀錄，再傳真或

姓名：（中文）

（英文）

電話：（日）

（手提）

傳真：

性別： 男

郵寄至本會，本會將會寄上正式收據。到全港任何一間
捐款時，請出示本頁的慈善機構條碼。
女

電郵：
郵寄地址（中文）
：

收據抬頭：（只適用於捐款及訂閱季刊）

聲明：本表格內的個人資料只供處理會員事務、通訊及綠田園基金日後推廣綠色
生活資訊之用，絕不外洩。如需查閱或更改個人資料，請以書面通知本會。

本刊電子版及索取地點可在綠田園基金網頁上瀏覽：www.producegreen.org.hk/pgq.htm
查詢：2674 1325
傳真：2674 8077 地址：新界粉嶺鶴藪村 18 號綠田園基金鶴藪有機農場

✃

憑此券訂購 Garden of life 產品可作現金 30 元使用
網址: www.powerfromnature.net 訂購電話: 8100 2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