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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宗旨

You are what you eat
食農食育嘉年華

活動宗旨

" You are what you eat " 你吃什麼，就知道你是怎麼
樣的人，換言之，「要健康就要注意飲食」。大學生普遍外
食，你知道吃下肚的是些什麼？不僅大學生，國人普遍不認
識餐桌上的食物是怎麼來的？而這些食物是否安全？

五十年前，在舊金山開啟了一個「吃在地食物」的革命，
強調自耕、自產、自銷，成為日後全球有機飲食的先驅，加
州的環境農場、開放農莊讓人和土地上的食物更有感情。

日語的「食育（ Shokuiku ）」即「飲食教育」，也就
是「獲取有關食物和營養的知識，以及通過實踐食物經驗來
做出適當決定的能力」，目的是發展人們以健康飲食為生的
能力。之後，日本逾 2005 年相繼制訂了《食農基本法》及
《學校健康法》，對營養和食物來源進行教育。

國內食育專法從 2015 年討論到現在，「食農教育基本
法草案」目前還在立法院待議。

食農教育透過與人與自然的互動，認同土地，進而珍惜
自然，達到永續發展。食農教育意味著永續農業，與氣候變
遷、環境危機相對抗，是公民訓練，需要不斷教育。

本次活動為飲食文化（辛法春老師）及圖書、檔案、博
物館概論與實務（顧力仁老師）兩門課程的成果展，透過青
銀共餐、食農市集、食育講座及食育展覽等四項內容，舉辦
為期半日的食農推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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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食育嘉年華

活動主題

食農與食育

活動子題
青銀共餐・食農市集・食育講座・食育展覽

活動時間
108 年 12 月 25 日 ( 星期三 ) 中午 12:00 至下午 6:00

活動地點
本校人文學院 1F10 教室

主辦單位
本校社科院「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
(University Foresight Education Project, UFO)

國立臺北大學 歷史系

協辦單位
厚食聚落

辦理單位
本校歷史系通識課程：飲食文化（辛法春老師）、圖書檔案

博物館概論與實務（顧力仁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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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程

活動時程

時  程 活 動 內 容

12:00 -12:10 報到

12:10 -12:30 來賓介紹 / 校長致詞 / 師長致詞 / 
成果影音播放 / 用餐

12:30 -13:00 青銀共餐

食農
市集

1F 川堂

食育
展覽
1F10

13:00 -14:00
商 1F09

食育講座
( 青銀共學組 )

14:00 -15:00
商 1F09

食育講座
( 社區民眾組 )

15:00 -18:00

18:00 -18:30 場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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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藜米漢堡，鼓勵學生瞭解食物與環境的關係，也學習正確飲食倫理，發揚
在地飲食文化，實踐健康均衡的飲食生活。

人物代表、綠建築推廣者及生命教育家 吳秀娟
吳秀娟，台北三峽出生，一直覺得自己是一棵樹。於是進入建築業開始

推廣綠建築。直到去年，吳秀娟認識了台東的農民張弘典，了解到「林下多
層次栽種」概念，於是開啟了她的「野菜環島之旅」和兒童食農教育計劃。
「阿比野菜」計畫造訪國小，更找來料理達人、好友馬愛雲，帶著台東阿拉
比卡咖啡樹下栽種的野菜，不僅帶孩子認識野菜、吃野菜，也期待孩子回去
影響大人。吳秀娟強調說「當菜不用種在地上的時候，土地就會被人們『變
成商業、變成錢』」，所以吳秀娟才會說「吃野菜可以救土地、救台灣；只
要我們願意吃，農民就願意種，台灣的環境才會愈來愈好！」。

三、結論

食農教育不只是個議題，更是一個充斥在你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的部
分，隨著食安問題的浮現，人們也愈來愈重視自己吃進去的食物到底經歷了
什麼，食農教育也順勢搭上了這班潮流的列車，被大眾所認知，但其實我國
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以及民間很早便已開始食農教育的推廣，現在，愈來愈多
的人已了解了食農教育到底為何並願意投身其中，相信這是個大家所樂見的
情況，期望食農教育能在全台灣以及全世界發揚光大。

四、主題書目

一、專著
1. 楊鎮宇 / 臺灣農業推廣協會 . (2018). 食 . 農 : 給下一代的風土備忘錄 =Te
rroirsustainableagricultureorganicfarminglocalfoodfoodmiles ( 楊 鎮
宇著 & 臺灣農業推廣協會策劃 Eds. 初版 ed.). 臺北市 :: 游擊文化 .
2. 陳 , 怡 . (2015). 食農小學堂 : 從田裡到餐桌的食物小旅行 / 陳怡如文字 ; 
黃進善攝影 ( 初版 ed.). 宜蘭縣羅東鎮 : 上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3. 林 , 如 . (2015). 稻田裡的教室 / 林如貞著 ( 初版 ed.). 臺南市 : 林如貞
4. 食農社會學 : 從生命與地域的角度出發 / 桝潟俊子 , 谷口吉光 , 立川雅司

食農教育
一、簡介

食農教育概念在我國最早可以追溯到 1995 年教育部學習網計畫之「有
機生態校園運動」，為我國食農教育之始。在 2005 年高雄市龍肚國小所成
立之食農教育小組，也是第一次以「食農教育」為名發展活動。2010 年起
農委會意識到需要透過農事體驗加深國民對農業及農村的理解，先後委託學
者進行「食農教育」政策研究計畫，並於 2018 年時提出《食農教育基本法
草案》。2017 年台灣食育協會宣告啟動「食育元年」。

目前，由民間機構推廣食農教育的活動包含：主婦聯盟的「綠食農教育」
和台灣好基金會 「神農計畫」等。而政府推廣食農教育活動如下：農委會「食
農教育」政策研究計畫、農糧署辦理的食農教育紮根推廣計畫、學童種稻體
驗活動。

我國各地方政府結合教育局、農業局，協助學校媒合，推出食農教育教
案，但目前各縣市推行食農教育所遇到的困境如缺乏相關法規制度、主管機
關不明確、經費與種子食資不足、缺乏系統性教材、各單位零星推動而未整
合等，還有待改善。

二、個案及人物

個案一、高雄美濃龍肚國小
高雄美濃龍肚國小透過農村環境優勢，開啟學童認識家鄉農業的視野。

從 2005 年開始，按著節氣運作的農事體驗，儼然成為龍肚國小的傳統。
自己種的稻子自己照顧，到了追肥的時候，小朋友還要下田幫忙施有機

肥，全程不用農藥和化學肥料的作法，是龍肚國小友善土地的方式。這塊全
校師生一起耕耘的稻田，讓教育體制的學習延伸到了田邊，一起向腳下的土
地學習。也教會小朋友收穫前要如何彎腰。

個案二、台中市東光國小
台中市東光國小特將「食米食農學園計畫」與校內食農教育課程結合，

舉辦烹飪活動。以米為主食，除了推廣在地生產農特產品，更宣傳食米食農、
營養均衡攝取及地產地消等觀念。帶領學童與阿公、阿嬤一起製作豬肉莧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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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編著 ; 蕭志強等合譯 . (2016).  ( 初版 ed.). 臺北市 : 開學文化 .
5. 楊 , 鎮 . (2018). 食 . 農 : 給下一代的風土備忘錄 / 楊鎮宇著 ( 初版 ed.). 
臺北市 : 游擊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二、學位論文
1. 胡美真 . (2017). 繪本融入食農教育教學對國小五年級學生食農態度影響
之研究 . ( 碩士 ). 國立臺南大學 , 台南市 . 
摘要：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繪本融入食農教育教學，對國小五年級學生食
農知識與態度之影響。
2. 劉靜芬 . (2017). 校園農務體驗－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融入食農教育之行
動反思 . ( 碩士 ), 靜宜大學 , 台中市 . 
摘要：透過植物融合食農教育，藉由體驗學習，實踐從做中學的概念。
3. 葉雯 . (2016). 民間環教組織推廣食農教育成效評估之研究 - 以觀樹教育
基金會 - 裡山塾為例 . ( 碩士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 台中市 . 
摘要：「飲食」為因應飲食需求，人類發展出豐富的農業及飲食文化，這也
使得「從產地到餐桌」的距離，不斷延長。
4. 康以琳 . (2013). 人與食物的距離──農村小學推行食農教育之行動研究 . 
( 碩士 ),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 新竹市 .
摘要：老師可考慮採用實作且彈性的教學方式、結合在地人力資源、運用學
校的閒置空間並組織志同道合的教師團隊相互支持或與環境教育接軌
5. 曾楚倩 . (2019). 十二年國教自然科學領域課程融入環境教育議題食農教
育為例 . ( 碩士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 台中市 . 
摘要：以十二年國教自然科學領域核心素養融入環境教育議題建構一套以友
善消費主題、以蛋雞為教材之適合國小中年級的食農教育課程。
6. 林寬宏 . (2017). 另類食農網絡的實踐─以高雄美濃龍肚國小食農教育為
例 . ( 碩士 ). 國立中山大學 , 高雄市 . 
摘要：以師生為主的食農教育，進而推廣至社區居民、地方公民團體、到農
政單位建立食農教育行動網絡。
7. 鄭鈺憓 . 臺日高中生食農教育認知對其早餐選擇行為之研究 . ( 碩士 ). 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 , 台北市 . 
摘要：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食農教育認知情形對台灣和日本高中生早餐選
擇行為的影響。
8. 陳惠貞 , 陳美芬 , 林柏霖 , 楊文仁 , 幼兒園教師參與食農教育之行動研究 .
農業推廣文彙 , 2018(63 輯 ): p. 75-90.

摘要：探討幼兒園教師對食農教育的認知與推動遭遇到的困境，資料蒐集
與分析。

三、期刊論文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19). " 食農教育成果發表　展現多元推動成果 ." 桃園
區農情月刊 (234): 1-2.
摘要：農委會表示，食農教育應透過家庭、學校、社區等多元管道推動，也鼓
勵學校與家庭、社區、或相關團體合作，串聯各界資源。
2. 葉欣誠 , 于蕙清 , 邱士倢 , 張心齡 , 朱曉萱 . (2019). 永續發展教育脈絡下我
國食農教育之架構與核心議題分析. 15(1), 87-140. doi:10.6555/jeer.15.1.087
摘要：若分析媒體報導內容的教學區域與教學領域，發現都會區偏好社會領域
的食農教育，而文化領域的教學在非都會區比都會區多。
3. 陳玠廷 . " 風險下的出路：臺灣食農教育發展初探 ."  農業推廣文彙 , no. 60
輯 (2015): 61-67.
摘要：農業不只是生產糧食的方式，也呈現出某個特定區域、族群或社會，透 
過農業、食物形塑生活方式及文化的社會意義。
4. 林志興 , & 陳榮錦 . (2019). 食農教育－減少午餐廚餘，珍惜食糧之行動研究 .  
教育學誌 (41), 115-158.
摘要：強調健康飲食，減少午餐廚餘，避免浪費食糧，也可作為教師在班
級經營之參考。
5 .張惠真. "臺灣食農教育　推廣現況."  臺中區農業專訊, no. 103 (2018): 1-3.
摘要：學校是推動食農教育重要場域，分別由學校結合外部資源推動或由教師
自主發起，以國小階段最多。

四、網路資源
1. 台灣農業推廣學會 . (2016). 我們和農業、食物的關係怎麼了？ . Retrieved 
from http://www.extension.org.tw/education/about.html
摘要：農業是人類食物的最重要來源，而飲食活動基本上就是農業活動的一環，
「食與農」本質上是一體的兩面，因而近年來有了「食農教育」一詞的產生。
2. 黃怡 . (20180808). 農業的大愛：不要窄化了食農教育 . Retrieved from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195/article/7157
摘要：食農教育不只是食物怎麼來，怎麼吃入口而已，還有更多關於生態、人
文、法律等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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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心得

食農教育：
平時的我根本沒想過自己吃的食物背後有怎麼樣的故事，只知道農夫種

稻米很辛苦，至少要把碗裡的飯吃乾淨，不倒廚餘。… …現在從幼兒園開
始便已經開始有了食農教育的推動，食農教育之所以重要，在於對土地的認
同感，也因而更能飲水思源、懂得珍惜，甚至訓練一個人的心智、合作力與
抗壓性等等能力。成長於非都市中心地區的我，在長大以後深切感受到食農
教育的重要性。（經濟三 陳沛穎）

食農教育簡單來說就是飲食教育與農業教育，透過與自然環境互動，認
識我們身處的這塊土地且有永續發展之目的，剛認識食農教育概念之時，也
不禁聯想到所就讀的國小裡所設置的生態池及小植物園及國小老師所宣導的
與食農教育相關概念，以及高中選修課程中一門名為「城市農夫」的課。 
（社學一 陳俐臻）

參訪將軍村：
在這次參訪新竹市將軍村開放圖書資訊園區，認識可食地景與都市食物

森林，以及學習如何運用香草植物製作氣泡飲，到翟九用餐親身體驗慢食文
化，接著再到厚食聚落，一個在竹北市的城市森林，有著充滿著人情味的小
農市集，每位小農詳細地解說自家的產品，不論是如何對環境永續，還是產
銷履歷公開透明，又或是一些飲食上的獨門絕活，都讓我們有種不同的食育
體驗。（數位行銷三 黃復亨）

EndNote 及資料庫使用：
在學習 Endnote 這個書目匯集整理的軟體前，我根本不知道原來如果

要寫研究、論文、報告，還有這麼方便的軟體。它可以從各個資料庫裡匯出
自己想要的書目，甚至是摘要、全文也可以取得。過程中，我也認識到了許
多資料庫與台灣博碩士論文價值系統，我認為這是我今後要寫報告是一定會
用得到的。（歷史一 林金樂）

透過老師在上課所介紹的各個平台，例如華藝線上圖書館、台大圖書
館、Ceps 中文期刊以及本校的圖書館等，查找了很多文章，發現不管是台
灣還是大陸甚至是全世界，都有不少關於食農教育的探討以及研究，大陸地
區的文章相關數量更是讓我震驚。（歷史一 翁一豪）

檔案職涯講座：
在課程中也有職涯發展的講座，學長分享他的求學與求職歷程，我覺得

對我自己也是很大的幫助。他的主修科目不是成為職場上的限制，反而是讓
他有更多選擇的機會，從捷運駕駛到公務人員，以至現在到檔案局服務，其
實人生可以有很多突破，不必將自己局限在既定的框架中，還是有很多選擇
的機會。（歷史一 郭宇騰）

海報及簡介參與：
我們這組的美編有太多強大的隊友，完全欽佩，之後有時間也想好好投

入使用 AI 這塊。當然身為公行系的我提供文書文章編纂好像比較適合，各
發揮所長，真的很感謝我的隊友們！希望在當天的展覽可以成功落幕，整個
三峽大學城都能熱情參與。（行政三 翁榮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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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夫市集 

簡介 

「農夫市集」（Farmers Market）是指在一固定時間、地

點舉辦，由生產者直接將其所生產的農產品送至市

集，並提示相關標章（包含生產環境與實用方法）以

證明其販賣的農產品及加工品之安全，與消費者面對

面，直接販售各種產品的銷售模式。  

 
                                 節自親子天下雜誌 

實地參訪 

厚食聚落 

來到了各方職人聚集厚食聚落，品嘗了多樣性的食物

烹煮，更是體驗到了「厚食」的涵義。在講求速率的

年代，多久沒有好好享受一杯茶帶來的餘韻，多久沒

有用心的享用食物？藉由此次參訪厚食聚落，認識了

「慢食」更認識了「慢活」，發現在都市生活中竟也能

有這樣一片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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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村食物森林 

一起來當半日「城市農夫」吧！這次的課程老師帶我

們走出戶外，到新竹市將軍村體驗手作氣泡飲，食材

全部來自後方的食物森林。將軍村的食物森林是位在

水泥叢林中的一片淨土，更是合歷史建築共生的一座

小小森林。藉由導覽員細心的介紹和導覽，我們親手

採摘了製作發酵氣泡飲的植物也實際的將之混和砂糖

加入罐中浸泡等待發酵成為一杯杯好喝的發酵氣泡

飲。 

 

 

 

 

 

 

 

 

 

組員攝於將軍村 

手做發酵飲加入了薄荷葉、羅勒、砂糖、水，植物全部採集於食物森林。 

個案及人物 

 
                     節自 jobus.tw 

 

發起人：邱琼如和銘泉生態農場的吳堅銘夫妻 

地點：屏東 

一群屏東地區的小農，從 2016 年 10 月起，在沿山公

路旁自主發起「185 農夫市集」，大力推廣在地有機、

友善耕種農產品，以及當地原住民的各式手作文創商

品。 

邱琼如和銘泉生態農場的吳堅銘夫妻是「185 農夫市

集」的核心人物。當初會發起市集，是因為當初邱琼

如哥哥邱黃肇崇的一句話，「我們大家或許可以辦市集

來凝聚沿山公路附近小農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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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集中，小農們互相分享、彼此支援的人情溫暖，

沒辦法保證顧客的消費人數。小小的一個市集，看似

簡單，實際上真的非常不容易，要有人無私奉獻，也

需要革命夥伴全力相挺。 

 

                         節自銘泉生態農場官網---採鳳梨體驗 

 

 

主題書目 

1. 廖元鵬, 2017, 農夫市集消費者之信任、風險知覺對再購意願影響

研究 

2. 張, 仁豪,2014, 促銷、商店印象、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關係之研

究 : 從京站時尚廣場看農產品零售 

3. 張寧,2017, 消費者對農夫市集之體驗行銷、顧客滿意度及購買意願

之認知差異探討---- 以臺北花博農民市集為例 

4. 李欣如,2017, 農夫市集消費者綠色消費認知與行為意圖之關係- 知

覺價值、在地認同之中介效果 

5. 林克志,2017, 從網絡觀點對社區型機構之組織研究: 以北投社大農

夫市集為案例 

6. 林孟寬,2014, 農夫市集消費者對低碳飲食認知與行為意圖之研究 

7. 林純瑛,2017, 一個農夫市集的形塑與發展－以微風市集為例 

8. 楊修明,2013, 農夫市集消費者行為探討 

9. 潘怡安, 有機農夫市集消費者之自我呈現、利他主義、知覺價值與

態度對其購買行為影響之研究 

10. 石沛縈,2019, 農夫市集的服務接觸、體驗價值與行為意圖之相關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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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蔡佳伶,2014, 小農農產銷售的文化創意設計之研究─以台灣三個農

夫市集為例 

12. 鄭盈芷,2010, 小農求生記——農夫市集在主流產銷體系下的機會與

挑戰 

13. 鄭雅心, 有機農夫市集消費者之知覺風險、信任及購買意圖對其購

買行為影響關係之研究 

14. 鍾語喬,2014, 有機農夫市集產品知識、關係品質對再購意願影響之

研究 

15. 陳嬿伊, 一個農夫市集之誕生-興大有機農夫市集的個案研究 

16. 陳怡卉,2018, 民眾參與農夫市集之休閒涉入、消費情境、關係品質

對其購買意願之影響─以臺東縣為例 

17. 黃仲杰,2013, 臺灣在地食物網絡農夫市集的研究 

18. 黃建嚴,2019, 農夫市集關係資本、制度信任與購買阻礙關係之研究 

19. 黃春滿,2015, 農夫市集經營的關鍵因素之研究 

20. 黃韻如,2018, 消費者對農夫市集產品消費意願與忠誠度之研究 

 

 

 

影響 

農夫市集體驗，不管在歐美還是台灣，都越來越

普遍了。「農夫市集」，顧名思義就是拿掉中間盤商與

層層轉運的關卡，直接由生產者將產品呈現到消費者

面前交易。對習於在繽紛新穎的超市購物的都市消費

者來說，產地端的環境、食物的營養、農民的收入，

以及運送過程中食物和能源的耗損，都被簡化成標籤

上冰冷的數字，被精美的包裝給掩蔽了。要反轉這種

問題重重的糧食產銷體系，並不容易，而農業發展的

困境，更非一日之寒。 

而農夫市集，透過面對面的互動，生產者得以親

自介紹生產過程的甘苦，幫助消費者認識食物的知識

和價值，並以相應的價格直接獲得報酬；而消費者也

能獲得更健康、環保、可靠的新鮮產品，以及一籃子

滿滿的人情味。 
農夫市集不僅能減少運送過程的碳排放、販售無

毒有機的農產品、資訊對稱建立買賣方互信關係、透

過社區感行銷…等也可以增進在地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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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心得精要統整 

剛開始聽到食農教育這個主題時，我當下第一反

應覺得這個一定很無聊，但是隨著老師每堂課的介

紹，漸漸地我對食農教育產生了興趣，了解到食農教

育的重要，以及它所帶來的影響。尤其是在這個變遷

的環境裡，環保、節能、減碳是很重要的，所以食農

教育就擔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透過食農，我們可以

知道食物的來源，讓我們吃得更加安心。(會計一 許

惠婷) 

我很喜歡農夫市集的概念，也許我們所習慣的超

市、大賣場讓我們能享受便利的生活，但透過農夫市

集與食農教育的結合，我們能更了解我們所生活的片

土地，知道哪個季節有哪項農產品，與農夫互動體會

他們汗滴禾下土的辛勞，更珍惜我們現在所擁有的食

物，也能透過更公平的交易方式讓台灣的農業長久發

展。(企管一 許妤靜) 

再來是將軍村跟厚食聚落的參訪，我依然是第一

次接觸到農夫市集跟食物森林這個新觀念。農夫市集

我在將軍村看到了，他們很多人在擺攤，主要是賣蔬

果、手工皂、花花草草裝飾品。食物森林我也盡是到

了很多，基本上有地方種植即可，花園裡面擁有各種

可以食用的花草，我們在實際層面學習如何製作氣泡

飲就是用食物森林摘的花草而來，在厚食聚落中，他

們很強調「環保」跟「手工製造」從他們的建築植物

便可以了解，我甚至學習到了永續發展的重要。(社學

一 施宥愷) 
 
檔案職涯講座 

主講人分享了很有意義人生經歷，從捷運隨車員

到文化局公務員最後是國史館工作人員，期間有種種

只有經歷這個行業才能體會的艱辛與快樂，對我未來

的職涯選擇產生良好的幫助，而我感受到他最感謝的

是父母無言的支持，我相信我的父母也會是這樣的，

也為此感激他們。(歷史一 陳子涵) 
在學習製作endnote的時候，一開始不知道那是什

麼樣的軟體，在老師精闢又生動的解釋之後，終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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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心得精要統整 

剛開始聽到食農教育這個主題時，我當下第一反

應覺得這個一定很無聊，但是隨著老師每堂課的介

紹，漸漸地我對食農教育產生了興趣，了解到食農教

育的重要，以及它所帶來的影響。尤其是在這個變遷

的環境裡，環保、節能、減碳是很重要的，所以食農

教育就擔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透過食農，我們可以

知道食物的來源，讓我們吃得更加安心。(會計一 許

惠婷) 

我很喜歡農夫市集的概念，也許我們所習慣的超

市、大賣場讓我們能享受便利的生活，但透過農夫市

集與食農教育的結合，我們能更了解我們所生活的片

土地，知道哪個季節有哪項農產品，與農夫互動體會

他們汗滴禾下土的辛勞，更珍惜我們現在所擁有的食

物，也能透過更公平的交易方式讓台灣的農業長久發

展。(企管一 許妤靜) 

再來是將軍村跟厚食聚落的參訪，我依然是第一

次接觸到農夫市集跟食物森林這個新觀念。農夫市集

我在將軍村看到了，他們很多人在擺攤，主要是賣蔬

果、手工皂、花花草草裝飾品。食物森林我也盡是到

了很多，基本上有地方種植即可，花園裡面擁有各種

可以食用的花草，我們在實際層面學習如何製作氣泡

飲就是用食物森林摘的花草而來，在厚食聚落中，他

們很強調「環保」跟「手工製造」從他們的建築植物

便可以了解，我甚至學習到了永續發展的重要。(社學

一 施宥愷) 
 
檔案職涯講座 

主講人分享了很有意義人生經歷，從捷運隨車員

到文化局公務員最後是國史館工作人員，期間有種種

只有經歷這個行業才能體會的艱辛與快樂，對我未來

的職涯選擇產生良好的幫助，而我感受到他最感謝的

是父母無言的支持，我相信我的父母也會是這樣的，

也為此感激他們。(歷史一 陳子涵) 
在學習製作endnote的時候，一開始不知道那是什

麼樣的軟體，在老師精闢又生動的解釋之後，終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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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它的實用之處。在上課的時候老師介紹了很多的論

文網站，在課程結束之後，私底下也會運用老師上課

介紹的網站作為學習時候的補充參考，總而言之，在

學習endnote之後，發現不只是在學業方面，就連像是

辦展覽的時候也可以用到，真的覺得非常的有意思。

在蒐集每一篇論文的時候都覺得看到了很多從來沒有

看過的內容，真的覺得很有趣。(歷史一 許又臻) 

海報及簡介參與:以前的教育和課程沒有學習過這

方面的製作和技術，經由這次團體分工發現一張完整

呈現的海報需要非常緊密的分工和默契，也學會了製

作摘要的能力，如何將一篇論文以簡短的一句話介紹

需要仔細的閱讀和理解後才能做到。(歷史一 蔡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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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森林 

FOOD FOREST 

01 簡介 

定義 
為具⾼度適應性的混合栽培系統，

即⼀座⽣產食物的森林，以可食樹

⽊為主體，在單位⾯積上以堆疊的

⽅式⽣產最⼤量的食物，加上其他

動植物的活動模擬⾃然環境所形成

的⽣態系。其樣貌在不同氣候皆不

同，可以按照區域特性發展出不同

的景觀。 

起源 

1970 年代的綠⾊⾰命，為了緩解⼆戰後

上升的⼈⼝對於糧食的需求，因⽽採⽤

化肥、農藥與單⼀栽培的⼯業化模式耕

作。農作收穫量激增，卻造成⼟壤退

化、⽔資源的污染及枯竭、⽣物多樣性

喪失、糧食安全等議題。為了增進⼈類

社群的防災韌性，樸⾨主義興起，⽬的

為創造出永續環境概念的系統，於提供

產出的同時也能減少維護環境的成本。 

演變 
在野草及雜⽊改善⼟壤後，多年後會逐漸被

其他植物所汰換，演變為成熟的森林。食物

森林則是在⼈為的設計和汰換下，串連多個

可食地景，盡可能使⽤⼩⾯積的⼟地來滿⾜

⼈類所需，可能會花上數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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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個案與⼈物 

個案 
位於新⽵市東區的⾦城新村，俗稱「將軍村」。隨著將軍村開放圖書資訊園區計畫展開，

發展出⽣活學、修復學、慢食學與⼤地學等四⼤學科。其中⼤地學的部分，除了連結共耕

共享之外，還帶入食物森林的概念。⽤雨⽔灌溉，化廚餘為酵素，以達到⾃給⾃⾜的⽬

標。經由實作重繫⼈類與⼟地的連結，並使役使過度的⾝⼼靈被⾃然重新洗滌，找回⾃我

平衡。 

 

⼈物 
來⾃法國的永續⽣活設計師克萊（Claire Mauquié），因為不喜歡各種⽣活⽤

品、食物充斥著⼈⼯添加物，因此⽤⾃⼰種植的植物製作牙膏，以及發酵氣泡

飲。同時，她也加入梧桐基⾦會，致⼒於推廣食物森林，其不只能夠減少碳⾜

跡，還能為⾃⼰的健康負責，希望能藉此使食農教育深入⺠眾的⽣活之中。 

 
 

03 影響 

⽬前食物森林在台灣也獲得許多正⾯的迴響，不只讓公有地獲得更

好的利⽤，例如：美化市容、淨化城市空氣等，也讓居⺠在參與的

過程中有更深入的交流，最重要的是能夠透由親⼿種植作物，更了

解食物⽣產的過程和更認識我們種植的作物，重新與⼤⾃然建立聯

繫，進⽽更關⼼我們的⽣活環境和飲食健康。 

 

04 ⼼得 

◆食農與食育 

  我平時不太在意這些知識，但是當我看到這些知識的理念後，我覺得應該要了解，吃

的食物的來源和製造過程，不外乎是要讓⾃⼰更健康，但真正 的重點是地球只有  個，

23

食物森林

手冊內頁合併.indd   23手冊內頁合併.indd   23 2019-12-12   下午08:492019-12-12   下午08:49



我們應該跟地球和平相處，在使⽤資源時，消耗最少的資源，讓我們的資源利⽤ 最⼤

化，如果做得到，才不會製造出無法⽣存的環境。(休運⼆ 林育呈) 

◆參訪將軍村 
  在將軍村圖書資訊開放園區，學到他們對環境永續有很多很好的想法，例如： 食物

森林、修復學、慢食 、永續飲料等，下午到厚食聚落學到⽊炭的許多妙⽤ ，不僅可以除

臭、除蟲，還可以做成環保的清潔品，讓我體會到其實我們每個⼈只要在⽣活中改變⼀些

⼩⼩的⾏為，雖然可能會造成⼀點點⾃⾝的不⽅便，但就可以讓環境有⼤⼤的改變。(中

文⼀ 郭奕伶 ) 

◆學習使⽤ Endnote 
  這次報告讓我學到如何使⽤ endnote, 以及分類資料。我很開⼼可以跟組員起討論， 

⼀起完成報告，我得到很多同學們跟老師的幫助，我可以感受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如果

有機會，我希望能跟老師、同學們再⼀次去參觀可食地景，期待這次的報告能達到好的成

果。(中文⼀ 祿⽒雪⽟) 

  學習軟體使⽤當天，通過顧老師仔細的教學，讓我們⼈⼈都習得了整個使⽤⽅法，從

頭到尾的能夠⾃⼰完成，這堂課雖然很忙，但也很充實。 ⽽期中透過書⽬報告，我也是

更熟悉了 Endnote 的運⽤。因為之前也在別科的作業⽤上，所以⼤致覺得會使⽤了，但

是在這次報告中， ⼜學到了許多新功能，讓我明⽩，原來我過去所知，只是最基本的。

(中文⼀ 黃⼦純) 

◆檔案職涯講座 
  我認為我學到的是要找到適合⾃⼰的⼯作，以及興趣也能當飯吃等。與其說選什麼科

系，未來就要⾛某⼀條特定的道路，我認為這並不正確，就像演講者說的，找到「適合⾃

⼰的⼯作」是很重要的⼀件事，如果⼯作只是不停地折磨⾝⼼ ，無法帶來成就與滿⾜感

的話，那麼便很難說服⾃⼰繼續撐下去，還不如去發展與興趣相關的⼯作。每個⼈所⾛上

的道路皆不同，因為機會是由⾃⼰創造出來的，端看⾃⼰能否掌握時機，並開拓屬於⾃⼰

的康莊⼤道。(中文⼀ 王欣渝) 

◆海報和摺⾴製作 
⾝為⼀位美編，美麗的設計與簡潔的版排設計似乎是必備能⼒，但，以上我都不具備。我

會成為⼀位美編是因為我會使⽤⼀些設計軟體，向他⼈的創意借鏡。除此之外我還擁有對

⾊彩敏銳的夥伴，和其他隊友提出⼈的意⾒。最後的成品，是⼤家想法的匯集。製作文宣

品，最重要的便是知道作品需要多⼤，其實，我對紙的尺⼨⼀點概念都沒有，無法憑空想

像紙的尺⼨，還好隊友不厭其煩的⽤ A4紙對折比劃給我看，擁有好隊友，⼤家合作愉

快，做事事半功倍。(中文⼀ 何昱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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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參考書⽬ 
1. 李雅君. (2016). 都市導入可食地景策略與現況探索-以新北市為例. 逢甲⼤學, Available 

from AiritiAiritiLibrary database. (2016 年)  

摘要：了解可食地景之種植者的效益與困難。 
  

2.許美鳳. (2018). 可食地景、企業社會責任與遊客重遊意願關係之研究-以⼤ 樹休閒農業

旅遊為例. 義守⼤學,Available from Airiti AiritiLibrary database. (2018 年) 

 摘要：討論可食地景、企業社會責任與遊客重遊意願的關係。 
 

3.蔡純⽟. (2016). ⺠眾參與可食地景⾏為之研究. 中興⼤學, Available from Airiti 

AiritiLibrary database.(2016 年) 

摘要：氣候變遷造成糧食危機,臺灣開始推動可食地景。 
 

4. 吳振發, 陳思宏, 蔡純⽟, & 廖碧勤. (2019). 參與可食地景使⽤者⾏為之變化及類型. 

[Types of Users'Behavior Changes with Participating Edible Landscaping]. ⼾外遊憩

研究, 

32(3),101-131.doi：10.6130/jors.201909ˍ32(3).0004 

摘要：本研究⽬的在於驗證參與者體驗可食地景栽植過程後，⾏為是否改變。 
 

5. 知互動下⾼校校園可食地景設計探究. [Explore the Edible Landscape Design of 

College Campus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Perception]. 智能建築與智慧城市(2019 年 

06), 48-50.  

摘要：可食地景結合了農業⽣產和景觀設計,是具備實驗性。 
 

6. 周慧琼, 上海設計學院, 中.,&中國美術學院 上海設計學院 , 上.,200000. (2018). 可食地景

——回歸⽥園式的景觀設計研究. 藝術科技(2018年 02), 144-144. 

 摘要：研究可食地景在城市公園的可⾏性與影響。 
 

7. 谢⽥富. (2018). 試述可食地景在園林景觀中的應⽤. 綠⾊環保建材(1), 247-247 

 摘要：本研究的重點圍繞著可食地景在園林景觀中的有效應⽤。 
 

8. 蔣愛萍, 廣州市林業和園林綠化⼯程建設中⼼, 蔣愛萍, 劉連海, 廣州市林業和園林綠化⼯

程建設中⼼, 廣.,510050, & 廣州市林業和園林科學研究院, 廣., 510405. (2016). 可食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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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園林景觀中的應⽤. [The Application of Edible Landscape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廣東林業科技(2016年 03), 98-103.  

摘要：說明了可食地景在園林景觀中的應⽤布局。 
 

9. 陳信甫. ( 2015.10.30). 超越可食地景 邁向 2.0版都市⽣態農耕.  

摘要：介紹⽥園城市的名詞由來及能帶來的廣⼤效益。 
 

10. 新北市政府綠美化環境景觀處 (2018/01/29). "可食地景." Retrieved 10/29, 2019.林

宜靜. (2018.04.27). 都市種菜⼀點也不難!可食地景輔導團吃健康.  

摘要：介紹新北市政府綠美化環境景觀處成立的可食地景輔導團。 
 

11. 維基百科. (2019/4/27). 樸⾨(https：

//zh.m.wikipedia.org/wiki/%E6%A8%B8%E9%96%80) 

 摘要： 樸⾨,結合⽣態、園藝和農業等領域知識。 
 

12. 何嘉浩. (2017/06/15 ). 【話有機】「樸⾨」觀點：設計農場,應順應氣候環境與市場風

險 

摘要：各種農業操作⽅法的發展,即處理⽣態⾯的永續性。 
 

13. 林曉君, & 邱奕儒. (2017). 「樸⾨永續設計」理念應⽤於⼤學通識環境教育課程之 

教學實踐. [The Teaching Praxis in the Environment Curriculums of Universities' 

General Education Applying Permaculture].慈濟通識教育學刊(11), 2-38. doi：

10.6755/tcjge.201703_(11).0001  

摘要：⼤學⽣缺乏對環境變遷的理解與⾏動,為此作了研究。 
 

14. 徐嘉君. (2016). 樸⾨農法應⽤於林下作物初探-以臺糖花蓮平地造林試驗地 為例. 林業

研究專訊, 23(2), 34-37  

摘要：本研究運⽤樸⾨農法,建立具資源循環的平地造林農場。 
 

15. 蔡幸樺. (2016). 探討樸⾨永續設計理念於都市農園之實踐-以新⽵千甲為例. (碩⼠).中

華⼤學, 新⽵市.Retriev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1296/kwb483  

摘要：本研究探討樸⾨發展,學理證據,實際案例,和在地實踐。 
 

16. 信軍. (2005). 國外都市農業的實踐及其啓⽰. [Practice of Urban Agriculture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Its Revelation]. 世界農業, 2005(12), 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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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紹法國、荷蘭、⽇本與新加坡的都市農業發展。 
 

17. 闕⾦華, 張洪程, &amp; 萬靚軍. (2003). 城市現代化進程中都市農業發展問題探討. 

19(4), 162-165.  

摘要：城市化造就了都市農業的模式多樣化、⽣產技術專業化。 
 

18. 桃園區農情⽉刊, 戴. J. (2019). 2019都市農業發展論壇-城市科技桃花源 活動報導. 

(243), 2-3.  

摘要：介紹桃園與新⽵獲獎的產銷班以及其品牌。 
 

19. admin. (2016.11.28). 市⺠農園：市⺠農園成立理念與⽬的. 

(http：//www.tfaleisureagri.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5) 

 摘要：有教育性質,讓下⼀代的孩⼦們能親近⼟地。 
 

20. 百度百科. (2013). 都市農業(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3%BD 

%E5%B8%82%E5%86%9C%E4%B8%9A?timestamp=1575110970985)  

摘要：寫出都市農業的特點與分類,闡述發展都市農業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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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食」 

簡介： 
在 1980 年代中期，「慢食」(Slow Food)運動在義⼤利由 Carlo Petrini

初步發起推動後得到相當廣泛的迴響，在 1989 年 12 ⽉，慢食正式以

⼀個全球組織的⽅式誕⽣。總會設於義⼤利北部 Piedmont 省 Bra 市，

⽬前已在世界 48 個國家設有 700 分會。 

「台灣慢食會」由六位推動「⽣態美食主義」⼈⼠發起籌組，於 2002

年 8 ⽉經「慢食會」義⼤利國際總會核准登記註冊正名為 Slow Food 

Taiwan-Taipei Convivium，成為國際總會之台灣慢食會。承繼國際慢

食會宗旨，⽬前「台灣慢食會」主張維護台灣⽔稻及米食文化。 

慢食運動⼼得： 
多虧了有本次的作業，讓我有這機緣能接觸「慢食」以及「慢食運動」

的概念，過去的我是否也是⼀位「快食主義者」「飽食後放下匙箸、拭

拭嘴唇，不帶⾛⼀片雲彩」呢？我想並不是如此的（我喜歡去品嚐各地

⼩吃），但卻也時常犯下快食的「錯誤」（但也特別喜歡就近⽽造訪連鎖

餐廳）⼈是很軟弱的，就算有了⾃覺，也還是常常就範於陋習的捆綁。

(歷史⼆ 沈鴻運) 

EndNote 使⽤及書⽬製作⼼得： 

在操作 EndNote 製作書⽬時，從資料庫抓取資料，到分類及整理，我

發現使⽤這個軟體真的比使⽤其他軟體或利⽤資料夾分類要來得 

快也清楚許多，⽽且不會漏掉論文的基本資料。在寫摘要時我也對文字

的精準掌握有更多的體悟，並且對我未來的課業有益。知道各資料庫的

使⽤⽅法與訣竅，對未來的我⽽⾔多了⼀項技能。(歷史⼀ 陳昱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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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村參訪⼼得： 

去了將軍村做了實地的採訪與品嘗氣泡飲的製作，我才發現原來社會上

有這麼⼀群⼈在默默地為地球做出貢獻，尤其是將軍村和厚食聚落讓我

很驚嘆，因為我是新⽵⼈，從⼩我⾃認為已經和新⽵很熟識了，但是卻

在距離我⾼中⺟校不出⼀個街⼝的樹林裡，竟然藏著⼀個厚食聚落，這

是我之前完全不知曉的地⽅，讓我著實驚嘆連連，也讓我往後會去更加

認識地⽅上的特⾊，並且更加關注鄉⾥與家鄉的特產與地⽅文化。(歷史

⼆ 裴琪宇) 

檔案職涯講座⼼得： 

在講座中了解了和歷史系相關的可能出路，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捷運公

司的相關介紹，講者不藏私地分享他的經驗並提供⼤量的照片，對我來

說頗有幫助(歷史⼀ 葉季翰) 

海報摺⾴的參與⼼得： 

從要⽤什麼樣的軟體到其中的技巧都是⾃⼰第⼀次嘗試，不斷試了很久

才能畫直線和填⾊等等，⽽在最後完成實頗有成就感的，⼜學會⼀樣東

⻄。(歷史⼀ 葉季翰) 

結論：  
什麼是「慢食」？是指放慢時間的飲食習慣嗎？還是放慢咀嚼的飲食過

程？「慢食」絕對不是指細嚼慢嚥，這種慢，是⼀種放慢⽣活步調的

「慢」。慢食所強調的「慢」無非是在飲食上除了能夠品嚐食物的美味

外，還能夠放慢時間去「細細品嚐」食物與⼟地及⼈文之間的脈絡以及

食材與當地⾃然環境之間的關係，這就是「慢食」所強調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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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1.Paul Petrini. C. (2009.05.08). 慢食新世界, 商周出版。 

摘要：論述慢食運動的興起與發展的專⾨書籍，由慢食運動的發起⼈保羅⾙特

尼親⾃寫作。 

2.黃渝淓 (2017). 以農食文化為基礎發展地⽅創⽣之研究－臺東池上鄉為例. 

藝術與設計學系-藝術管理碩⼠班. 桃園縣, 元智⼤學. 碩⼠： 148. 

摘要：本研究針對臺東池上津和堂推動的「⼀個⼈的產地餐桌計畫」，並以慢

食為理念所推動的地⽅創⽣活動之影響與發展作深入探討與分析，再定義

「農」與「食」間的關係。 

3.侯家淵 (2012). 「慢城」經驗引進國內之可⾏性評估. 資產管理與城市規劃

研究所. 台南市, 康寧⼤學. 碩⼠： 133. 

摘要：本研究⽬的為：對國內適合發展慢城之各鄉鎮地區經逐步篩選、分類

後，依據鄉鎮觀光發展進⽽比較分析其可⾏性及發展性。 

4.廖家佳 (2017). 台灣慢城運動指標發展之研究-以苗栗三義鄉為例.客家語文

暨社會科學學系客家研究碩⼠在職專班. 桃園縣, 國立中央⼤學. 碩⼠： 264. 

摘要：本研究經由文獻回顧法來回顧三義鄉的歷史、地理及發展現況，也了解

慢活的起源及精神。第⼆，本研究經由國際慢城訂定的 72項指標之 38項必

要指標來探討三義鄉於慢城推動的⽅向。 

5.蔡麗雲 (2017). 台灣慢城認證過程與旅遊發展之研究. 旅遊管理系 觀光與

餐旅管理碩⼠班. 新北市, 景文科技⼤學. 碩⼠： 88. 

摘要：本研究的⽬的為了解台灣四國際慢城鳳林、⼤林、三義、南庄申請國際

慢城認證之過程，分析比較台灣 4 個國際慢城的差異與特徵，做為台灣 4 個

國際慢城發展及其他鄉鎮申請國際慢城之參考 

6.徐仲 (2008.04). "慢食藝術--慢食與美食."鄉間⼩路 34卷 4 期：55-57. 

摘要：透過觀察鄉下的飲食傳統，與現代慢食主義做出比較。 

7.徐仲 (2008.05). "慢食藝術--知味：建立鄉⼟料理與市場間的橋樑." 鄉間⼩

路 34卷： 55-57 

摘要：鄉⼟的料理及飲食傳統，與能夠產⽣經濟價值的⽣產⽅式之間的平衡⽅
式。 

8.維基百科 (2018.8.10). "慢食運動." 

摘要：網路的維基百科上，⼤致講解何謂慢食運動的出現與發展。 

9.王芊云. (2015). 慢食意識之研究. (碩⼠), 南華⼤學, 嘉義縣.Retriev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1296/htm5j9 

摘要：結論提出應積極落實慢食意識，改善食物碳⾜跡及基因改造食品資訊不

⾜之現況。 

10.何杰霖. (2016). 台灣慢食意識與慢食⾏為量表設計之研究. (碩⼠). 南華⼤

學, 嘉義縣. 

摘要：研究發現台灣⺠眾的慢食意識⽅興未艾，其⽽慢食意識量表可以

「好」、「乾淨」及「公平」等構⾯衡量，慢食⾏為量表則可分為「說服⾏

動」、「消費主義」、「政治⾏動」等三類且以消費主義為最強烈。 

11.陳婧. (2007). 快餐，還是慢食－兩種食文化的比較. 中華飲食文化基⾦會

會訊, 13(1), 51-54.doi：10.6644/qfcdc.2007.13.01.08 

摘要：先簡述快餐與慢食的定義，再說明現代⼈推崇慢食的原因 

12.賴守誠. (2008). 食物的文化經濟與農鄉發展：義⼤利慢食運動及台灣客家

飲食運動的個案比較.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Food and Agro-rural 

Development： The Cases of the Italian Slow Food Movement and the 

Taiwanese Hakka Cuisine Movement]. 農業推廣學報(24), 45-72. doi：

10.29788/raes.200801.0003 

摘要： 客家飲食文化在台灣的興起，並非以對抗⾼度同質化、標準化、資本

化且全球化的餐飲文化為基調，反⽽主要是通過不同型態積極涉入客家飲食文

化建構或推動的社會⾏動者，運⽤「商品化」、「差異化」、「產業化」、「文化

化」這些社會機制，促成客家飲食在最近⼆⼗年的台灣社會逐步崛起 

13.劉致昕. (2015, 2015.05.31). 【⾛訪慢食】專訪慢食創辦⼈談「吃」的危

機：「消費者就是擊倒巨⼈的⼤衛！」. 慢食，掀起全球「吃」的⾰命. 

摘要：台灣團隊對慢食運動（Slow Food Movement）發起⼈ Carlo Petrini

的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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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8.維基百科 (2018.8.10). "慢食運動." 

摘要：網路的維基百科上，⼤致講解何謂慢食運動的出現與發展。 

9.王芊云. (2015). 慢食意識之研究. (碩⼠), 南華⼤學, 嘉義縣.Retriev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1296/htm5j9 

摘要：結論提出應積極落實慢食意識，改善食物碳⾜跡及基因改造食品資訊不

⾜之現況。 

10.何杰霖. (2016). 台灣慢食意識與慢食⾏為量表設計之研究. (碩⼠). 南華⼤

學, 嘉義縣. 

摘要：研究發現台灣⺠眾的慢食意識⽅興未艾，其⽽慢食意識量表可以

「好」、「乾淨」及「公平」等構⾯衡量，慢食⾏為量表則可分為「說服⾏

動」、「消費主義」、「政治⾏動」等三類且以消費主義為最強烈。 

11.陳婧. (2007). 快餐，還是慢食－兩種食文化的比較. 中華飲食文化基⾦會

會訊, 13(1), 51-54.doi：10.6644/qfcdc.2007.13.01.08 

摘要：先簡述快餐與慢食的定義，再說明現代⼈推崇慢食的原因 

12.賴守誠. (2008). 食物的文化經濟與農鄉發展：義⼤利慢食運動及台灣客家

飲食運動的個案比較.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Food and Agro-rural 

Development： The Cases of the Italian Slow Food Movement and the 

Taiwanese Hakka Cuisine Movement]. 農業推廣學報(24), 45-72. doi：

10.29788/raes.200801.0003 

摘要： 客家飲食文化在台灣的興起，並非以對抗⾼度同質化、標準化、資本

化且全球化的餐飲文化為基調，反⽽主要是通過不同型態積極涉入客家飲食文

化建構或推動的社會⾏動者，運⽤「商品化」、「差異化」、「產業化」、「文化

化」這些社會機制，促成客家飲食在最近⼆⼗年的台灣社會逐步崛起 

13.劉致昕. (2015, 2015.05.31). 【⾛訪慢食】專訪慢食創辦⼈談「吃」的危

機：「消費者就是擊倒巨⼈的⼤衛！」. 慢食，掀起全球「吃」的⾰命. 

摘要：台灣團隊對慢食運動（Slow Food Movement）發起⼈ Carlo Petrini

的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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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Scaffidi,C.(2014). Slow Food：The politics and the 

Pleasure.Development,57(2),257-261.doi：10.1057/dev.2014.83 

摘要：此文主要介紹傳統慢食－傳統農業的永續性，說明其執⾏中所考慮及遇

到的問題和其所帶來對⼈類更健康有營養的⽣活。 

15.換⽇線 CROSSING. (2015/12/11, 2019.10.31). 【圖文】⼀張圖帶你了解

「慢食」祖國義⼤利，如何⽤「吃」改變世界 

摘要：其實在 1917 年時，美國食品組織便發表了六項維持良好飲食⽣活的準

則：1.有意識地購買食物 2.⽤⼼烹調 3.少⽤麵粉與⾁類 4.購買當地食物 5.適量

供應 6.使⽤剩餘物，不要浪費。 

16.掌慶琳, 陳香吟, & 蔡振蒼. (2015). 休閒農場遊客飲食消費動機之研究：

兼論慢食之觀點. [The Tourist Motivation to Consume Local Food in the 

Leisure Farm： A Perspective of Slow Food]. 餐旅暨觀光, 12(1), 23-50. 

doi：10.6572/jht.12(4).2 

摘要：作者透過深入訪談休閒農場之遊客，探討慢食概念與休閒農場經營的關

係 

17.王姝丹 (2015). 觀光與⽇常之飲食管理：碳排放之觀點. 旅遊管理學系旅

遊管理碩⼠班. 嘉義縣, 南華⼤學. 碩⼠： 279. 

摘要：食物里程是近年來各國⽤以呼籲節能減碳的概念之⼀。⺠以食為天，但

我們甚少去了解⽇常所食之食材種類、來源、採購及運輸⽅式，究竟對環境造

成多少⼆氧化碳排放當量。 

18.黃俊嘉 (2017). 國⼩教師慢食知識、態度及⾏為之研究－以嘉義市為例. 

旅遊管理學系休閒環境管理碩⼠班. 嘉義縣, 南華⼤學.碩⼠： 105. 

摘要：本研究旨在研究嘉義市國⼩教師慢食知識、態度、⾏為之關係，以作為

政府推動慢食之參考。 

19.藍惠玲 (2017). 食農議題融入統整課程對學⽣親環境⾏為表現之協同⾏動

研究. 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 ⾼雄市, 國立⾼雄師範⼤學. 碩⼠： 277. 

摘要：本研究以「慢食」理念為發想，採⾏「樸⾨」⾃然農法，結合「食」、

「農」作為環境議題，讓學⽣經由真實情境下的教學活動，了解健康食物、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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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食育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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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產和環境三者之間深切的關係。 

20.羅秋祝 屏東縣墾丁英語村建置之研究--以海洋教育、慢食文化為主軸. 國

⺠教育研究所. 屏東縣, 國立屏東教育⼤學. 碩⼠： 155. 

摘要：本研究探討其設置的限制及困難、課程規劃及資源整合策略，同時尋求

解決之道。本研究以墾丁國⼩英語專⻑教師、學⽣、教育部配發之外籍英語教

師、來村體驗之團隊為研究對象。 

 

慢食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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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檔案博物概論與實務課程師生合影

↑飲食文化課程老師及部分學生合影 ( 士東市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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