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參與中心籌備處 

102-2方案申請書 

一、 教師相關資料 

教師姓名 顏嘉成 

任教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任教科系 社會參與中心 

二、 方案資料 

方案(課程)名稱 交換菜園 

校內課程代號 N/A 

修課學生年級 各年級 

課程類型 非正式 

方案(課程)屬性 環境永續、農業 

方案(課程)簡介 

這是一個以不使用農藥，不使用化學肥料為原則的校園菜

園空間，以人力進行耕作的方式進行校園地景之耕種與維

護的可能。在其中結合參與同學的專業、興趣與菜園實踐

相互結合與對話，進行不同的農事操作體驗。 

其操作型式除了透過勞力換取所需，時間也是交換的方式

之一；並透過每週約定一定的時間，進行菜園交換為原

則。或是透過交換菜園特定工作坊的過程中，進行參與特

定事務的交換。 

方案(課程) 

執行方式 

本課程擬透過三種課程操作方式進行校園永續設計的操

作與實踐，包括基礎之設計與永續操作的課程共 11堂，

案例分析、分享共 4堂，實務與操作分享共 9堂。本課程

之作業包括來賓之分享的問題意識的探討與心得寫作共

2-4篇；另外，實務與操作著重於校園的實踐的執行的過

程分享，包括期中過程分享報告，與期末成果分享，其中

期中、期末分享將以分組方式進行，以團隊合作之參與實

踐方式進行校園永續的設計實踐。 

學生實作方式 勞務參與、規劃實作 

方案(課程) 

進度安排 

每周課程(實作)進行，期中、期末成果分享 

延伸創業項目 
暫無，但提供學生進行農業體驗與校園創意永續生活設計

經驗未來可進行相關永續生活之思考與發展。 

其他  



三、 教師參與社參式教學(活動)與研究之相關經驗 

   1.執行本方案之緣由 

透過環解中心鄰近之菜園進行各式樣之「交換」，如交換蔬菜、交換農耕、

交換勞力、交換種子等工作，除了進行校園景觀之改造實踐外，也進一步

的在透過非正式課程之操作實踐，實行校園使用權與空間權力之調控。 

 

   2.本方案期望解決之問題或目標 

1.從生活的實踐操作瞭解全球環境發展議題與操作實踐的可能 

2.進行創意的問解決方式，從小系統的操作實踐，進而影響大系統的運作。 

3.校園永續的操作關鍵除了學校的行政系統的運作外，重要的是如何透過教

育與個人行動的過程中，引入適應的課程與操作實踐行動。 

4.透過課程的進行，進行有效的、逐步的行動進行校園行動的規劃與操作實

踐。 

5.從生活到生態的觀點與關係的再建構，架構更為密切的校園永續實踐。 

6.真實的操作落實於學生的參與及實踐基礎下，進而轉化為根深蒂固的生活

經驗與習慣。 

 

 

 

 

 



 

 

交換菜園 

土地滋養生命，但現代忙碌的生活和對生活品質的過度追求，已經把人和土地分隔得

越來越遙遠，許多年輕人甚至不了解他們口中所吃的蔬菜是從何而來，人和土地的聯繫逐漸

被電子產品所取代。「交換菜園」的方案，試著以互換菜園的方式，交換農耕、勞力、種

子、蔬菜，由此進行不同的農事操作體驗，進而創造和加深人與土地的對話關係。在菜園的

耕種和交換進程中，除了可進行校園景觀之改造實踐外，也進一步透過非正式課程之操作實

踐，實行校園使用權與空間權力之調控。 

 

菜園交換方案，是一個以不使用農藥，不使用化學肥料為原則的校園菜園耕種計劃，

以環境永續為概念，引導學生從中瞭解全球環境發展議題與操作實踐的可能。環境的永續發

展是指在保護環境的條件下，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卻又不損害後代人需求的發展模式。

菜園交換方案從最基本的認知做起，讓學生利用校園的菜園空間參與耕作，並透過每週約定

的時間，進行菜園交換，一方面進行校園景觀之改造，另一方面也讓學生們得以體驗不同的

農事操作，通過耕作，讓他們在過程中瞭解到生活中所需求的是什麼。顏嘉成老師認為，當

一個學生決定在菜園裡要種植什麼的時候，那學生個人的特質將會顯現出來，且再藉由菜園

的交換讓學生之間互相體會彼此的特質，形成土地和人、人與人之間三方面的對話。 

 

長久以來，隨著科技進步、商業發達，不少食品從種植到量產，都經過了基因改造及

化學加工。這種經濟利益至上的做法，不止忽略了食品對人體健康的傷害，同時也對環境造

成了各式負面的影響。學生們對於菜園的種植非常認真，有些砍草砍到不覺天黑，有些甚至

冒雨除草，在這過程中，學生們將會更明白要有所收獲，必先要付出的道理。他們並會整理

出個人心得，互相分享，以擴大對環境以及相關議題的認識。此外，也將邀請來賓對相關課

題進行分享與探討，試圖從小系統的操作中，瞭解大系統的運作。環境和人類是處於一個框

架下的整體，因此，學生親身耕作不但有助於培養出對環境的熱愛，也可以在互動中產生對

土地的尊重，體會到人類是因為土地的供養才得以生存，是我們在向土地索取食物。 

 

這種從生活到生態的觀點，再到與自然關係的再建構，是顏嘉成老師為本方案設下的

期許，在全球環境問題日趨嚴重的情況下，對環境的保護刻不容緩，而對環境的呵護除了減

少使用化學產品以外，更主要在於重新形塑人對土地使用的正確觀念。本方案讓學生重新認



 

 

識土地的價值之餘，也同時架構出更為親密的校園永續實踐，形成一種與土地對話的空間，

並重新探究校園空間權力的使用。 



 

3 月執行進度報告書 

方案名稱 服務學習＿校園交換菜園作物種植的設計美化 

填表人 姜佩騏 

內容說明 

一、方案執行狀況說明： 

  每周二上午執行 2小時，內容多為種植作物和維護植物不被破壞，以及進行美

化交換菜園的構思。 

二、原定本月執行目標： 

  到期中的時候必須要完成 9小時的服務學習。 

三、本月目標完成度： 

  9小時。 

四、本月執行成果描述： 

  佛手瓜的種植與維護（已有成長，藤蔓開始尋找附生的地方。） 

  整理花圃與玫瑰花、地瓜種植（有看到玫瑰花長出花苞，地瓜葉成長狀況良好） 

  洛神花種植與維護（種子已發芽） 

五、執行效益評估(請就方案整體規劃進行評估)： 

  目前執行的狀況良好，希望可以在學期末的時候看到種植的作物能夠像預期的

一樣成長茁壯。之後要進行的石頭圍籬計畫要做出花形或者能與自然環境結合的圖

騰在地面上，讓植物能在中間生長不容易受到校園中除草機的破壞，當校園中有更

多不同的植物生長也會有更多的動物昆蟲棲息，也能夠讓有興趣的同學來觀察學

習。還有種植爬藤植物，們可以在鋼筋水泥的建物上攀爬覆蓋，模糊人和自然的界

線讓彼此能夠有所接觸，讓柔軟不規則的自然植物和顯的堅硬單調生活建物結合。 

六、需要社參中心協助的部份: 

  無 

七、需要在月聚會提出討論的部份： 

  無 

 



八、照片(3-5張) 

 
 

 
 

 
 



 

活動報告書 

方案名稱 服務學習＿校園交換菜園作物種植的設計美化 

活動名稱 第一次的服務學習＿佛手瓜的種植與維護 

活動日期 2014年 3月 4日 活動時間 9:00-10:30 

活動地點 環解中心交換菜園 參加人數 6人 

指導老師 顏嘉成 

活動內容說明:佛手瓜的種植與維護 

一、活動宗旨： 

維護交換菜園之植物，結合藝術設計與園藝，並落實在生活中的每個地方。 

 

二、執行狀況： 

  學校有定期除草的現象，但除草的人員並不能清楚的知道交換菜園裡草坪所種植

的作物。 

  今天的活動是把遭到除草機割傷的佛手瓜，挖洞重新種植，舖上保濕的玉米葉子

以及玉米梗，並且用石頭築起圍欄讓割草的人員知道裡面有種植作物。 

 

三、效益評估： 

  隔了一段時間去看，除草機沒有再割傷植株，且佛手瓜的藤蔓已經延伸出來開始

尋找地方攀爬。 

 

四、活動檢討： 

  服務學習活動在老師的指導與說明之下進行得很順利，雖然大家對於工具的操作 

還不是很擅長，且在戶外的園藝工作並不像想像中的容易，除了得忍著太陽和被蟲

子叮咬以外，還需要注意銳利的葉子，有同學的手因此不小心受傷了。此外，大家

的相互合作，使我們進行的更加快速，當自己的工作完成之後可以去協助其他同學

是很好的。 

 

 

 

 

 

 

 

 



活動相片(3-5 張) 

 
佛手瓜以及大家用土重新種植佛手瓜之後並石頭圍起的照片記錄 

 

 
 
 
 
 
 
老師講解如何用玉米為植株保濕以及

作養分，由我們將玉米葉子和梗剪成碎

塊狀覆蓋在種好佛手瓜的土壤上。 

 
 

 
 



 

活動報告書 

方案名稱 服務學習＿校園交換菜園作物種植的設計美化 

活動名稱 第二次的服務學習＿整理花圃與玫瑰花、地瓜種植 

活動日期 2014年 3月 11日 活動時間 9:00-11:30 

活動地點 環解中心交換菜園 參加人數 6人 

指導老師 顏嘉成 

活動內容說明: 整理花圃與玫瑰花、地瓜種植 

一、活動宗旨： 

維護交換菜園之植物，以及把藝術設計與園藝結合，並落實在生活中的每個地方。 

 

二、執行狀況： 

  花圃生長了許多雜草，而且並沒有經過甚麼整理看起來有些雜亂，裡頭參雜了各

種蔓生雜草以及地瓜葉。 

 今天的活動是清除花圃上的雜草並將老師給的玫瑰花種植在花圃的中間，還有將

地瓜分成兩種類分別種在花圃的邊緣。 

 

三、效益評估： 

  經過整理之後，花圃變的比較乾淨整齊雜草比較少，接下來就是看著玫瑰花長

大，以及地瓜葉可以沿著花圃邊緣蔓生，一方面有美化的效果，也可以收成來食用

喔！ 

 

四、活動檢討： 

  本次的服務學習活動，進行的有些辛苦，雜草的數量非常龐大生命力又很旺盛，

並不容易拔起。還有要把土壤鏟鬆或者挖出地瓜的根部時經常會挖到各種小生物，

雖然我覺得非常有趣也是認識動植物們的好機會，但是這些小插曲並不是每個同學

都喜歡的。工作中有些同學對於植物的知識並不夠了解，並不知道要植株種植的方

向以不知道哪個是要留下來的植物而不小心把他給拔掉了，不過就是在過程中成長

與學習，當同學不小心拔掉了地瓜葉，請仔細的看看他認識一下，下一次就不會忘

記他是地瓜葉了。 



活動相片(3-5張) 

 
大家認真的工作的樣子。拔掉雜草之後，把地瓜葉分成兩種葉子多的還葉子少的兩

種，以及分好準備種植的位置。 

                                         
 
 
 
 
 
 
 
                                      認識昆蟲以及植物的時間，看到形形        

                                      色色的動植物，除了一些鍋牛、蛹、蚯 

                                      蚓、馬路之外，還有會變成獨角仙的雞 

                                      母蟲。 

 
 
     



 
左圖是地瓜，當我們挖出根部的時候出現了好多小地瓜，右圖則是芊插用的玫瑰花

梗。 

 



 

活動報告書 

方案名稱 服務學習＿校園交換菜園作物種植的設計美化 

活動名稱 第三次的服務學習＿洛神花種植與維護（二） 

活動日期 2014年 3月 25日 活動時間 9:00-11:30 

活動地點 環解中心交換菜園 參加人數 6人 

指導老師 顏嘉成 

活動內容說明: 洛神花種植與維護（二） 

一、活動宗旨： 

維護交換菜園之植物，以及把藝術設計與園藝結合，並落實在生活中的每個地方。 

 

二、執行狀況： 

  有了上一次經驗做的比前一次更快速，而且今天大家也有到齊，所以很快的就完

成了最後兩排的種植作業。同上一次一樣，要拉線挖洞排石頭種洛神花，今天的太

陽比前一次更加炎熱了，好像快中暑似的，所以安排了在樹蔭下休息的時間。 

 

三、效益評估： 

  今天回去看上星期所種下去的洛神花種子已經發出可愛的小芽，相信在過一陣子

可以看到他有更好得成長。以及之前種植的佛手瓜已經越長越大了，藤蔓也已經慢

慢爬出了我們圍的石頭圍籬，阡插的玫瑰花現在也長出了花苞，地瓜葉也生長得很

好。 

 

四、活動檢討： 

  今天的進度不少，在活動結束之後，老師帶著我們在菜園裡認識植物，除了可以

看到小白菜、茼蒿和一些常見的十字花科作物，也可以看見很多蟲子瓢蟲和蝴蝶。

今天在活動的進行中也是有同學手起水泡的現象，所以下次要代手套防止手再起水

泡。 



活動相片(3-5張) 

 

看喔這是洛神花的種子，上次有一點點的不一樣，這次是沒有泡水的。 

 

拿鋤頭把草除到邊邊，挖出一個洞慢慢挖深，經常會挖到超大石頭然後就要花

好多時間把他弄出來。 



 

這是上次種下去的洛神花，已經發芽了！！！ 

 

聽老師講解各種植物，以及可以種一些豆科在植株周圍可以幫助植物成長營養。 

 



活動報告書 

方案名稱 服務學習＿校園交換菜園作物種植的設計美化 

活動名稱 第四次的服務學習＿石頭圍籬(百香果花園) 

活動日期 2014年 4月 01日 活動時間 9:00-11:30 

活動地點 環解中心交換菜園 參加人數 6人 

指導老師 顏嘉成 

活動內容說明: 石頭圍籬(百香果花園) 

＊ 活動宗旨： 

   維護交換菜園之植物，以及把藝術設計與園藝結合，並落實在生活中的每個

地方。 

＊ 執行狀況： 

  今天的活動是把種植百香果的區域進行美化，先把原本的種植範圍土壤挖

大，並在周圍用石頭排出花形，把環解中心變得更棒，也能夠保護植物並使他

們生長的更好。 

＊ 效益評估： 

  我覺得能夠建立這樣的植物花園好棒！而且除了讓夠除草的人清楚的知道

的哪裡不要除草、哪裡是有種東西的地方，也使環境變得很可愛漂亮，讓原本

單調堅硬的建物變得柔和並且和自然結合。 

＊ 活動檢討： 

  活動的過程中，挖到了許多土理掩埋堆積的垃圾和蒼蠅的蛹，其實土壤底

下環境似乎沒有做很好的維護的，但是經過清理之後有變得比較整潔了，相信

植物成長的更茂密之後會使這邊的環境美化更完善更美好。 

  以及，本次挖開的土壤並沒有完整的填回去，讓人覺得做的有一點點不完

善，以及好像造成了一種環境的髒亂，下次需改進要將土壤完全的填回。 



活動成果報告書 

活動相片(3-5張) 

 

 

當我們在把花圃範圍挖擴大的時候，挖出很多塑料袋和各種碎玻璃瓶跟鐵絲垃

圾，甚至有蒼蠅蛹和白蟻各種小生物。 



 

這是我們完成的成品，是可愛的花朵形還有幸運草形狀，除了利用了很自然又

常見的元素_石頭，也利用了植物本身的形狀更能夠結合自然環境。 



 

當所有工作結束後，辛勤工作的小農夫們的大合照。 

 



 

活動報告書 

方案名稱 服務學習＿校園交換菜園作物種植的設計美化 

活動名稱 第四次的服務學習＿石頭圍籬(佛手瓜花園) 

活動日期 2014年 4月 08日 活動時間 9:00-10:30 

活動地點 環解中心交換菜園 參加人數 5人 

指導老師 顏嘉成 

活動內容說明: 石頭圍籬(佛手瓜花園) 

＊ 活動宗旨： 

   維護交換菜園之植物，以及把藝術設計與園藝結合，並落實在生活中的每個

地方。 

＊ 執行狀況： 

  今天的活動是把種植佛手瓜的區域進行美化，也同上次一樣先把原本的種

植範圍土壤挖大，並在周圍用石頭排出波浪形，使環解中心更貼近，也能夠保

護植物並使他們生長的更好，這讓植物比較擴張了生長空間，也美化了原本單

調的水泥壁。 

＊ 效益評估： 

  完成了前一次和今天的石頭圍籬部分，覺得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這個活

動將自然和藝術結合，並且美化和綠化了環境，也讓校園中充滿的各種不同的

植物和使更多小動物和昆蟲棲息，也讓路過的人都覺得這是賞心悅目的。 

＊ 活動檢討： 

  今天活動進行的很順利快速，也許是因為前面進行了很多次活動，所以變

的更加熟習技巧了吧？今天覺得大家做的都很棒、很有效率，看到這樣美麗的

花圃完成，就像是完成一件大藝術品的感覺，過程中需要大家的合作，在這半

個學期的服務學習中，相信每一位成員都是有很多收穫的，時數之外過程中也

使我們學習到很多東西，有關於一些農務知識還有與同儕間的合作，還讓我們

的環境變得更美好了。 



活動成果報告書 

活動相片(3-5張) 

 
  首先是把種植佛手瓜的花圃的地方擴大挖連在一起形成一長條狀，依照想

像的波浪型樣子大致上的挖出來，並把雜草除掉，在搬石頭過來沿著挖好的土

溝推排。 

 



 

大家經過一番的努力終於把長條狀的佛手瓜花圃完成，遠遠看起來很漂亮呢！

今天快樂的工作結束了，我們做的更多，挖土也越來越熟練了，早早的就把工

作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