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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大智慧養生協會成
立於81年，主要以推廣身心靈教育文化為
宗旨，發揚尊師重道與健康養生之道，進
而開發潛能與智慧為目標。大智慧地理位
置位於嘉義縣水上鄉三界埔，而三界埔為
水上鄉、白河鎮與中埔鄉之交接處，離嘉
義市區或是高速公路僅需10－15分鐘車
程，交通十分便利。
三界埔是由鄭成功所命名的，根據日
本昭和16年（1941）「重建三祝宮廟宇紀
念碑」記載：「相傳延平郡王鄭成功來台
驅荷時，曾蒞此駐軍。當時兵馬不安，鄭
成功親獻三敬，祝告天地，蒙上界鑒其忠
義護國，聞令天上聖母庇佑，顯
化無殃，始將此地名三界
埔。」。當年在一場瘟疫事件死
亡慘重，因此，各區廟宇

25

紛紛成立，神祇開立藥方治病，各地也開
始種植大量的藥草，如紫蘇、仙草、白鶴
靈芝等，讓當時的三界埔成為臺灣藥草的
重要集散地；目前社區內不僅保有藥草種
植，還保留完整百年之歷史文物古蹟，如
三合院、古樹、古墓、菸窯及客家聚落
等，是難得的百年寶城。
為落實環境教育推動，大智慧於三界
埔成立大智慧環境教育園區之初，在園區
內種植數十種有機蔬果，以及200種以上
有機香藥草，並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有機認
證及主婦聯盟環保級認證，是一個安全、
健康及無毒的綠色環保園地。大智慧更進
一步結合環保、教育、人文創意與文化藝
術等設計理念，將園區依其特色規劃成養

社區營造與文化保存

生居、花花世界、神農百草區、蓮花世
界、有機農作區及陽光草坪等區域，提供
有機環境導覽解說、有機農業教學、各項
環境教育課程及低碳飲食等多元化之服
務。

建置QR code設施

講，並受邀至機關、學校演講，以茶道文
化教育學員，推廣「敬天惜地、飲水思源」
的倫理觀念，且透過心靈環保的教育內化
人心，使其能誠於中、形於外，促使重視
環境，共同參與環境保護的行動。
推動有機農業通過「有機驗證」，對
外推廣有機耕作方法。園區內生產之蔬果
於101年通過主婦聯盟自主作物環保級認
證，成為有機蔬果供應商之一，並於102
年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有機認證。園區主要
以有機環境為營造方向，開發一系列環境
教育課程，如有機田祕密與草地狀元等，
教育學習者尊重土地倫理及地球愛有機觀
念；目前學習者來自全省各地，年齡層涵
蓋3歲至90歲。

除了身體力行推動環保愛地球及
綠 色 生 活 觀 念 外 ， 經 過 5年 時
間，用心努力經營自然生
態，園區內一切建設完全由
會員與志工們合力完成，
如DIY種植花草樹木與各
種香草，並以二手貨櫃屋
為主體，以自產的有機稻
草覆蓋屋頂予以遮蔭，並透
過彩繪成為特色餐廳，發揮素
人巧思自由創作，並以廢木料布置 帶領國小學童體
與裝飾環境，營造出復古、純樸與 驗有機育苗課程
溫馨的環保綠色花園，成功讓大地復甦，
恢復大自然生機，引來好久不見的螢火
蟲、蜻蜓與蝴蝶等，在此駐足，為園區增
添幾分驚艷。

101年5月起推動「蔬食養生
餐－低碳愛地球」活動。有鑒
於食安問題，對國人帶來恐
懼與不安，協會提供農場之
有機養生蔬食料理，除鼓勵
民眾產地自銷，減少碳足跡
外，更結合參訪者參訪園區
時，辦理低碳料理活動，教
導民眾有機飲食對人體之益
處，以及進一步提升參訪者環境保
護的行動力。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長期關注環境問題，且透過課程與學
員分享環境教育觀念，並於各會館開辦
「環境教育系列講座」，由潘添盛理事長主

螢火蟲復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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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加工班

人員增能訓練

辦理「大家來種中藥草」活動，將園
區廣植200多種香藥草及種植上千棵樹木
抗暖化，並培育多樣化植物，以維持園區
自然生態環境，做為環境教育之示範教
材。協會也將園區部分區域建造成為螢火
蟲復育區，多元化復育生物。
為了讓更多民眾協助推廣環境教育相
關工作，積極辦理環境教育人員增能計
畫，如102年由協會理事長帶領8名成員，
積極參與國立嘉義大學環境教育核心30小
時研習課程，培養環境教育素養與知識，
潘添盛理事長於當年度12月通過環保署環
境教育人員認證；103年度為了讓更多人
參與推動環境教育工作，協會於獲得「勞
動部勞動力雲嘉南分署－多元就業開發計
畫」之人力補助，即申請6名中高齡之進
用人員，由協會訓練並擔任環境解說員之
職，以協助環境教育推廣工作。
以社區營造及文化保存為主軸，於
102年積極向文化觀光局申請經費，推動
社區營造初階計畫，完成三界埔初步文史
古蹟調查與耆老訪問，並將相關資料撰寫
成「台灣寶城－三界埔」，做為環境導覽
手 冊 ， 且 於 103年 度 更 獲 得 進 階 計 畫 補
助，順利完成「三界埔手繪本」，並做為
推動環境教育之教材，也為文化保存留下
珍貴的紀錄。
積極推動惜福愛物、珍惜資源、進而
友善環境之觀念，承辦嘉義縣社
會局之地方性養生農產品加工班
職 訓 課 程 ， 以 300小 時 訓 練 課
程，教育30名失業者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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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有機香藥草

回收再利用之技巧與觀念，並取得一技之
長，返回職場。透過環保文化創意大改造
計畫，將損毀桌子、椅背、報廢高跟鞋及
破水缸等閒置物品，發揮素人創意，再創
新價值，不僅美化環境，也增添生活情
趣。
「建置QR code系統，讓環境教育學
習不漏接」，以園區環境為主題，製作QR
code系統幫助前來參觀或環境學習者，能
透過大智慧官網，自行取得相關資訊，讓
環境教育多元化。

推動心得
溫室效應造成全球暖化、農民大量使
用農藥造成土質酸化、工業大量排放廢水
造成水質污染與水生植物大量死亡、生態
改變及空氣污染等，每天都有不同的污染
事件發生，敘述著人類如何危害地球，而
地球的反撲又讓人類自食惡果。地球只有
一個，解救地球刻不容緩，透過不斷的教
育並且付諸行動，地球才會有希望，人類
才會有未來。

證明了我們的堅持是對的。雖然我們的收
成遠比不上一般慣性農法的農民，在田
裡，我們永遠有抓不完的蟲、拔不完的
草，面對群醫束手無策的蟲害與病害，我
們一樣眉頭深鎖與無奈；但是，每一年當
季節一到，我們看到蜜蜂與蝴蝶在園區忙
進忙出的採花蜜、送花粉，五彩繽紛的蜻
蜓滿天飛舞，雨後大大小小的青蛙，此起
彼落齊發出不同叫聲，演奏著蛙氏田園交
響曲，甚至連夜間揮舞著尾巴的螢火蟲，
也可以愉悅自在的在草叢間串門子，盡情
放閃著光芒，而地球正在微笑著呢！

推廣低碳飲食活動

推廣茶道文化

長期以來，我們就以茶道文化「敬天
惜地、飲水思源」的觀念，推動心靈環
保，建立環境倫理觀；接著建立有機農
場，教育會員以有機耕作，讓土地恢復健
康；種植水生作物降低溫室效應，並收集
雨水灌溉農田；鼓勵民眾吃在地生產之有
機蔬食，以減少碳足跡；為了推廣惜福愛
物，珍惜資源，我們利用閒置物品及回收
資源，打造園區成為有機、無毒及無污染
的綠色園地。
在我們推動有機環境的過程中，一度
遭受到質疑與奚落，甚至反對的聲浪此起
彼落，但是透過時間與行動的付出，我們

我們把這個讓地球健康的方法，告訴
每一個來到大智慧的人，以及我們的下一
代。當我們可以安心地、無憂無慮地放任
孩子們，光著腳丫子在草地上恣意奔跑，
在泥土裡盡情地翻滾，轉著他們烏溜溜的
雙眼，好奇的運用五感，去體驗探索這奇
妙的世界時，都來自我們給予了他們一個
健康與安全的綠色未來，就會覺得所有一
切的辛苦與壓力，都是值得的。因為透過
大自然的教育，我們學會了感恩與惜福，
暸解大地之母孕育萬物，所以萬物是同一
體，我們都應該給予尊重，對於大地所給
予的一切，應共享、共存、共榮，如此，
才能讓生態平衡與地球永續，人類才有未
來。

草地有機狀元體驗營

28

未來展望

推動有機農業耕種活動

對於三界埔文化保存的推動，我們更
是以飲水思源、珍惜文化資源的態度去經
營。我們訪問了許多地方上的耆老，記錄
下他們與三界埔的故事，甚至依門牌號碼
1號起，挨家挨戶逐一探訪，從事田間調
查。過程中不僅挖掘了三界埔許多賺人熱
淚的辛酸奮鬥史，更發現許多百年文物古
蹟。我們如獲至寶的記錄下每一個所到之
處，為後代子孫留下寶貴的文化資產，也
成為環境教育的活教材。
我們希望在此建立一個推崇綱常倫
理、敬天惜地、有倫理觀
念的環境教育模
範社區，而打造
三界埔為人間仙
境來實現理想，並
以三界埔為環境教
育的縮影，放大至
世界每個角落。因為
我們深刻的瞭解，環
境教育的推動不能是
曇花一現，唯有透過不
斷的耕耘、培養環境倫
手繪本
理與環境素養，讓人們
三界埔
對環境有正確的態度與觀
念，而不因為自己的利
益、私心而危害地球。從心感恩大
地，尊敬天地萬物，以行動
保護地球、愛護地球，才
能降低災難的發生，永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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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以有機農業、有機香藥草、文化
創意、三界埔文化古蹟及環境教育為5大
發展主軸，共同發展出國際化的環境教育
場所，並與社區相互結合，共同推動環境
教育相關工作，且於三界埔建立一個注重
綱常倫理與環境倫理的社區。
●

近期目標

期望強化大智慧環境教育人員與教案
之訓練，並增強環境教育人員的素質與人
數。
提供訓練平臺，並接洽學術單位尋求
夥伴關係，共同撰寫教案及人員訓練課
程，共同為推動環境教育而努力。
配合水上鄉公所施政，共同推動三界
埔整體建設與文化保存；建置大智慧英文
網頁；申請國際志工來臺參與，並將成果
效益擴展至海外區域，讓環境教育與國際
接軌。
持續推動有機農業低碳生活，鼓勵
三界埔農民擴大有機耕種面積，以達
「生態環境無礙」、「農業生產
無礙」及「有機生
活無礙」等
目標。
●

三界
埔導
覽手
冊

中期目標

結合國內外
專家及學者相互
合作，並尋求企
業認養與贊助，推
動三界埔環境教
育、文化保存及社區
營造工作。

盟組織體系；開發外語教案與訓練外語人
員，持續辦理國際志工環境教育活動。
●

長期目標

將配合國家環境教育政策，積極推動
三界埔成為國際性環境教育模範村。

利用閒置物品再創新價值

培養國際性環境教育志工協助推廣三
界埔環境教育、文化保存及社區營造等工
作。
推動三界埔成為國際
性的「養生村」、「倫理
道德村」、「人間仙境」、
「 環境教育世界示範區」
及「環境教育國際交流中
心」。

訓練三界埔社區居民與地方
耆老參與環境教育推廣工作，並
進一步與水上鄉公所合作，將三
界埔—水上北迴歸線—水上機
場—故宮南院—東石漁人碼頭—
布袋港等路線，規劃成為完整且
多元化的環境教育網絡。

從幼兒、小學、中
學、大學到社會等面向，
全面性推廣環境教育與環
境倫理。

促成雲林縣、嘉義縣市、臺
南市及全國環境教育社區成為聯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證書

利用閒置物品建設環保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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