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粘思容 陳玲珠

八堡圳的水悠悠地流

流過“田中央”

孕育著台灣米倉之鄉～

田中的四季各式風情

老街也隨著時代更迭

天主堂是修澤蘭大師的作品

乾福宮是地方的信仰中心

找個時間

我們坐火車到田中

再騎自行車去逛逛吧！

春
在地小旅行的意義･旅行良伴

海灣繪本館･敦化公園･樹合苑

一本書店･遊藝手作･東海紅土學院

來個小旅行也剛剛好！

外頭的陽光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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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小孩都喜歡

堅果經低溫烘焙，可即食；

無調味，保留堅果原味及口感。

內含核桃、杏仁果、腰果、葵瓜

子與南瓜子、青提子，品嘗得到

天然堅果香氣。

核果零食

補充營養最推

使用合作社指定原料有8種

雜糧和果乾，真材實料，用心熬

煮，以台製二砂糖簡單調味，降

低甜度，不添加人工增稠劑與香

料，完整保存穀物香氣並感受穀

物的鬆軟口感，讓您吃得滿足又

安心。

飽足感第一名

合作社的芭樂乾有著與眾不同

的香氣，只用少量鹽、糖與檸檬酸

調味，是留有古早味的好果乾，絕

對是你的旅行良伴。

酸酸甜甜最開胃

芭樂乾
T o n y ’ s  C h o c o l a t e（杏仁海鹽與7 0％黑巧克力）
補充熱量又支持公平貿易

Tony's Chocolonely生產過程零剝削、零

奴隸，致力改變橫跨世界的血汗產業鏈。可可

和砂糖為公平貿易認證，成分天然，無人工添

加物。

更特別的是剝開包裝紙後的驚喜，刻意切

分為不規則的形狀，無法平均分配每一片，讓

您深刻體認可可產業中的不平等事實，是個寓

教於樂的好巧克力！

使用韓國海苔為原料，以少油少鹽

的調味，湖鹽更能帶出海苔的鮮甜味。

每袋內含6大包， 1大包海苔約為一般海

苔3包的量，可大家分享海苔的美味，

出門旅行隨手帶一小包剛剛好。

送禮自用兩相宜

300g/170元

6入/165元

180g/179元

300g/168元

價格/25元

共7款超可愛療癒系動物

造型，使用喜願本土麵粉與低

筋麵粉1:1製成，不添加麵粉

漂白劑，以椰子油烘焙、海鹽

調味，酥脆口感、鹹香涮嘴，

同時還能支持本土雜糧呢！

好滋味的旅行良伴
小旅行時總喜歡帶一些簡單的零食在身上，嘴饞時就可以吃一下點心，療慰

身心，再繼續往下一個目的地前進。本篇嚴選合作社的旅行良伴零嘴，有了這些

美味點心，包準你成為旅伴中最受歡迎的人（大家搶著吃你的好吃零食）。

合作社嚴選的安心零食，帶著走也無負擔

動物造型餅乾
價格/35元 薄鹽海苔

雜糧八寶粥



文/陳詩宜 圖/ 謝文綺

 

那天在繪本館中說的故事是本土作家張秀

毓的＜阿婆的燈籠樹＞，聽著故事的小孩，可

能在繪本中想到他的阿嬤、想像阿嬤年代的情

景，也好似能感受到書中九降風的吹拂、摸到

澄澄柿餅…小孩在繪本中，跟台灣的故事融為

一體。看著小孩聽故事的笑顏，我也不禁跟著

微笑起來。(作者為大甲班社員)

海灣繪本館的誕生，源自中部一群長期關

懷地方社會的行動者，想建構一個供台灣本土

繪本作家創造、交流的場域。館內提供閱讀、

說故事，並搭配每期不同作家的主題，提供手

作、與作家面對面、展覽、音樂會等多元的活

動，期盼能帶動周遭的社區營造與人文脈動。

繪本館裡外都有大翅鯨的創作元素，因為

清水地區連接大安一帶的沙洲，舊稱是「海翁

窟」的原因（海翁即鯨魚的閩南語俗稱）。館

內天花板的作品為「陪伴飛行的小翅鯨與白雲

媽媽」，上方像雲朵的是母鯨，是不具象的形

體，創作者原意是要體現母親多樣性的角色形

象，在孩子眼中，母親是多變及無所不能的。   

這群熱愛原生土地的平凡人，因著對社會

的關懷，他們自發性去連結、募款、建立運作

模式，小小的繪本館便從無到有了。爾後鄰近

的居民或志工自發的來協助活動，吸引更多的

人來參與，活絡了繪本館的運作，讓市府也願

意投入資源在繪本館與周遭眷村舊址的整體規

劃。

我想起之前在站所參加的節電講座，聽過

講座的人，回去後就是家中的節電小種子。又

或者我們購買對大地友善的農產品，也能引動

一些改變。這些行動都是小火種，聚集起來就

是改變社會的力量。就像之前擔任館長的玉米

辰老師說的：『我們都是火種，我們要到處點

火，世界就會改變。』不要忽略你生活中的小

小力量，雖然小卻很重要。

  

來去海灣繪本館  
 深秋時節的綠川，靜謚的像幅畫，坐落

在旁的一本書店鑲嵌其中，「我們需要寂靜以

碰觸靈魂」，門前木棧這句話定義它的位置。

一本書店窗檽映照門前老樹，時間靜止

與人隔絕的氛圍縈繞，有種奇妙的時空感。書

店女主人Miru正拿著關於麵包的書幾本與夥

伴文綺分享，聊著麵包是有生命的，平穩聲音

掩不住對書本的喜歡，我從旁悄悄觀察她。

「走進來的人，有時會有點狀況，但在

這裡稍坐一下，往往能安頓好身心再走出去」

疲憊混亂的心需要沈澱，亦或是一個寂靜之處

省思自己，所以這裡會是不錯的選擇。「對於

人生，常有很多的不理解，但從閱讀中，可以

看到與自己雷同的經驗」這麼說來，閱讀像是

打預防針一樣，人生路上偶有感冒，但發作時

症狀稍輕，一切也終將過去。

踏進這兒的訪客，有時會找Miru攀談，

也許是想找本書尋求生命答案，至於我也在採

訪中岔開話題聊到自身困境，她像個女巫般，

藉著對話讓人找到微光道路。

有的人進來，是為了飽餐一頓。這裡的

飲食單純崇尚自然，許多食材上，也都選自合

作社。「我們不提供外帶，除非是自備容器」 

「人自己做的事，終將回到人自己身上吸收」

她說著人由石油提煉塑膠，製造太多塑膠後又

不可避免地將它吸收到人體內，人因塑化劑死

後成為化石，又變成石油的來源，人與塑膠的

循環是如此詭譎反諷。

「也許人少一點，對地球才是好的，但

人們願意如此換回一顆乾淨的地球嗎? 」

睿智的言談正巧呼應書店老闆娘最喜歡

的環境之書《一平方英寸的寂靜 》 :  一平方英

寸的小石頭不能有人的聲音，而我自然地聯想

起一本書店裡那句銘刻  [ 我們需要寂靜以觸碰

靈魂 ]。

也許你也正想體驗寂靜，那不如就選在

綠川流水粼粼，一本書店。（作者為三民站社

員）

深秋的寂靜。一本書店 文/石毓菁 圖/謝文綺

港區藝術中心---士官長擀麵---鰲峰山運動公園

半日遊建議路線

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台中第三市場

半日遊建議路線







追求美好生活，是每個人的理想。但什麼

是美好生活呢？

生活，不只是生命的存在，更要有豐富愉

悅的精神。「生」之外，更要「活」，手腳靈

活，腦筋靈光，心會感動，這才是活生生的精

彩生活。諷刺的是，隨著時代進步科技發達，

人們卻被自己發明的電腦電視手機給綁架束縛

了。我們越來越宅，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越來越

少，生活彷彿只剩下「生」，卻少了「活」。

在偶然機縁裡，我發現「遊藝手作」這家

特別的小工作室，招牌和店名就很吸引人。招

牌是方形橘色底，裡面有一朵台灣百合。橘色

是明亮溫暖的，積極樂觀的；而台灣百合是台

灣特有種，是在地的，思念的，有一種「木有

本、水有源」的意象。「遊藝手作」的店名很

有意思：遊戲中創造出有藝術美感的手作。真

的，刻意要創作什麼，很累很難，但是解開束

縛以遊戲的心情好好的玩，隨興的畫，就是獨

一無二的好作品了！

    

在霧峰有個老地方，周圍盡是舊式一、二

樓灰白色牆身和紅磚圍牆，斜灑陽光傍著平房

邊的大樹，樹梢任由微風輕拂。這處平日幽靜

空間正是政府為了鼓勵青年安居樂業摘星計劃

的其中一區，「許愿」工作坊即座落在此。

進門處有盞暖暖黃光，將忙於烘焙的嬌小

身影映在窗邊，頂戴著日式小草帽的是媛婷，

她小巧的手沒停歇地在食材間穿梭，或煎著生

產履歷肉品，或溫火翻炒在地小農當季時蔬，

亦揉拍甜紫色米麵糰，讓經過或特意前往的訪

客隨嗅覺造訪充滿香氣轉角的「許愿」。

創辦人竣為與媛婷原從事醫療相關行業，

偶然機緣下，透過市集活動結識在地小農。深

入了解後，嘗試參與摘星計劃而獲進駐機會，

得以將移動式市集換至這處甜蜜小屋，在此耕

耘讓大家更認識台灣小農。

這對伙伴各司其職，當媛婷忙於烘焙時，

臉上總是掛著靦腆笑容的竣為則招呼訪客了解

小農特色，試著將小農產品融合於餐點，減少

食材的食物哩程也是努力的方向之一。除此這

裡有一道食材橋，搭起在地小農到您家廚房的

快速通道，提供用餐後的朋友也能買些穀類及

油品帶回家烹調，將味蕾延續，讓每一位造訪

的朋友以購買行動支持小農。

他們善用本土飲食文化-稻米，將之巧妙

運用在麵包、點心等，讓胃更好消化並提供對

麥麩不適的朋友們另類美好選擇。用餐前一日

請您預訂餐點是愛地球的表現－減少剩食，邀

請您找個週末，來這與「許愿」相遇！（作者

為三民站社員）

陶藝工作坊的主人是陳明德老師。夫妻兩

人都是藝術家，先生在大學授課，最近展出的

畫展主題是「地平線」，有多幅大自然美景，

取材真實的路邊景緻。太太的畫作色彩繽紛，

動感十足，有種欣欣向榮生生不息的意涵。

陳老師提到許多創意、有趣的活動，比如

用手指頭按壓作畫，用手掌、小嬰兒的腳丫印

畫，寫字簽名留念...想像一下，當畫作的人已

不在，而這作品卻能延續其精神保留下來，對

子女們來說是多麼珍貴啊！

 如果你感覺生活無趣，如果你想開發自己

的潛力，那就來遊藝手作玩陶吧！找回自我主

控的快感。老師會設計合適的活動課程，歡迎

揪團一起來，動手動腳動動腦，說說笑笑忘了

老，這將是一個愉快的手作空間。（作者為賴

厝站社員）

文/粘思容 圖/粘思容、遊藝手作遊藝手作
巷弄裡的陶花源

星空中的許愿
文/蔡凱  圖/許愿提供

家傳梅醬豬小排

茴香肉末咖哩

光復新村/許愿---霧峰民生故事館---霧峰農會酒莊

半日遊建議路線

*主婦聯盟合作社社員參與另有優惠喔！ 



到台中的東海大學，大家無非想到的就是

校園內有名的路思義教堂，但位於東海大學的

東南角，有一個角落卻默默的在進行一個大型

的社會實驗。這裡本是一片紅土丘陵，過去這

裡種滿牧草，人煙稀少，偶有遊民闖入，一度

是校園治安死角。但自2014年開始，這片紅

土上有了愈來愈多的溫室，溫室外圍種了各種

蔬果，形成一片井然有序的農園景觀，這是由

師生共同經營、期待建立一個農業、學校與社

區一起共享的城市生活圈，其名叫紅土學院。

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東海國際藝術街

半日遊建議路線

農場好鄰居-東海站的大學社區生活圈
文／李世祥   圖／東海小棧

紅土學院主要負責人卓逸民，是校內的生

科系教授同時也是主婦聯盟社員，他表示：「

紅土學院以培育未來綠領袖或是食農教育的人

才為目標，因此這座農場會去設計各種實驗性

質的模擬場域」。

目前紅土學院管理的面積大約有8千坪，

除了規劃蔬果種植區外，也設計了可以讓通識

課學生實際操作的場域。紅土學院除了開設通

識課程讓東海大學學生選修之外，也與東海大

學附設幼稚園、東海大學附中合作，讓學生種

植花生、甘蔗，以了解該種作物的生長和過去

台灣的農業發展歷史。除此之外，老師與學生

還設計了許多課程模組，讓校外的人也能一同

參與，像是弓道課程、攀樹課程、魚類課程、

農業課程、蜂學課程、蟲學課程。依據不同年

齡的需求去規劃合適課程，非常適合家庭、學

校單位來體驗。

目前農場生產的蔬菜，大都藉由Line群組

的生活圈來宣傳，農場也有推動會員制購買，

做計畫性生產。紅土學院串聯了都市與產地中

間的距離差和減少碳排放，使在地自產自足的

生活圈成為可能，為台灣的食農教育立下穩定

根基。(作者為東海站編輯委員)

曾經號稱是「全台造價最高的公園」-敦化

公園，當你來到后庄站，必定會與它相遇。「

我是因為在公園運動、散步，才注意到主婦聯

盟合作社的。」有許多新社員如是說。

 

  

敦化公園可貴之處，在於社區參與。早在

民國64年，公園預定地便已畫定，卻遲遲未動

工。22年後，晶華書店老闆黃智華邀請附近大

樓管委會主委、民意代表等爭取闢建公園。當

時敦化社區關懷協會理事長張月瑩，同時也是

后庄地區營運委員會主委，她說：「想要知道

敦化公園的大小事情嗎？來問我就對了！」她

描述著，第一次活動是『拜訪社區提燈籠串門

子』，讓孩子度過了特別的元宵節，更開啟敦

化社區以元宵節活動催生公園的訴求。

接下來，各里間舉辦的聯歡晚會、跳蚤市

場、萬人提燈遊行…使得臺中市政府終於在民國

91年啟動編列預算。2年後「社區參與敦化公園

設計」工作坊開始運作，有講座介紹台灣原生

植物、現有植栽調查、植栽設計與選種、園藝

志工培訓；還討論消防隊是否可以進駐公園？

施工廠商就地掩埋廢棄物的處理問題等。

曾經，我們票選出樟樹為公園的主景樹，

植於公園入口處的表演廣場；

曾經，大家一起製作屬於自己的陶版、並

嵌於敦化公園陶版牆；

曾經，我們在園內的市民花圃拿著鏟子、

種下花苗，為公園畫上幾抹色彩；

曾經，……

民國95年，公園完工啟用了！園內大量栽

種的台灣原生種植物，漸漸蔚然成蔭，展現出

豐富的生命力，四季分明的無患子步道，秋天

總是結實累累；青剛櫟、苦楝、茄苳樹是鳥和

松鼠們最愛造訪的所在；還有位在公園北側的

原生種荔枝樹，每逢6月鮮紅色果實掛在樹稍，

歡迎來后庄站所時，走進綠意盎然的公園，感

受它的美好～ 

這個由在地民眾爭取預算、合作參與規劃

的敦化公園，真是成熟公民社會運作的最佳典

範。(作者為后庄站社員)

中央公園---四張犁圖書館---文昌廟---水湳市場

半日遊建議路線

后庄站前綠意盎然的敦化公園  文/觀星 圖/陳玲珠

不一樣的公園

社區參與公園設計 凝聚居民共識

公民參與故事動人 成就敦化公園添綠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