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南市南區金華社區發展協會

101年度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申請書
「學習、感動、改變與分享－推動社區環境教育」

1、金華社區「善用每一吋土地」，不管是髒亂的角落或廢棄的空地，一一變身

為公園、停車場、轉角綠地、鄉土文化館與綜合福利館…。從對內整合社區

「資源」到對外「支援」其他社區，一步步讓自己成為社造的模範生。

2、 金華社區充分發揮「由下而上」公民社區的草根精神，以行動改變社區環

境，創造出健康、安全、舒適的家園，提昇居住品質， 十餘年來營造出

「公園認養」、「空地代管」、「閒置空間改造」、「角落造景」、「跌水

曝氣生態池」 ，以營造社區公共事務的經驗和績效，提供給政府參考，並

催化成社區政策，對民眾生活環境品質的提昇有重大突破。

3、101年度將金華成功的經驗分享與傳承，以「學習、感動、改變與分享－推

動社區環境教育」，提供民眾可思考的方向。



（二）101年推廣環境教育：

1、辦理社區環境改造志工培訓活動，建立社區居民參與環境整潔及

綠美化成果維護與管理機制。

2、建立社區環境改造及綠色生活觀念，加強「低碳社區、節能減碳」

「資源回收、廚餘堆肥」、及其它生活環保工作。

3、推廣低碳節能，舉辦跳蚤活動，及推廣環保綠色標章通識教育。

4、結合里、鄰、社區、民間團體及學校，利用週休假期，舉辦一系

列生活環保活動，帶動大家一起來做環保。

5、舉辦台南市環境改造社區工作幹部共識營，培養社區工作幹部參

與環境改造之理念與行動。

6、舉辦成果發表會，激勵、鼓舞居民參與推動居家環境綠美化的意

願，提 昇生活環境的品質。



（三）、101年推動社區環境改造：

為持續金華社區示範觀摩區域，加強環境改造成果維護，定期舉辦環保

清淨家園與生活環境總體改造活動，以座談、參觀、認養、成果展現，

來增加民眾的參與感及成就感，達到環保社區化的目標，落實社區清淨

家園，永續發展。

（四）、金華社區示範觀摩研習區域改造成果維護：

1.金華社區環境景觀（金華公園、觀心園、鄉土文化園區、新孝路商店

街、健康步道區、綠教室）綠美化及環境整潔維護6處。

2.環保生態區域（都市農園、菜圃、花苗木、樹木銀行、6處角落造景、

跌水瀑氣生態景觀池）景觀及整潔維護12處。

3. 環保小學堂學習手冊2000本、導覽DM 4000張、及循環式單拓布噴畫

50cm×300cm 4式、成果看板噴畫製作90cm×180cm 15張。







社區公眾參與及賦權

社區居民共有113人組成社區志工隊，每星期日或假日擇定髒

亂點、防火巷清理與維護，公園綠地空間維護和花草樹木修剪，

環境清潔、垃圾分類、資源回收、生廚餘堆肥製作。



都市難得一見的綠野園景



髒亂點整頓清理及綠美化



優質生活環境景觀



倡導「綠色消費」、「省電節能」、「綠色交通」、「資源再利用」、

「低碳生活」及「汽車反怠速」的低碳社區推廣計畫，在社區內騎腳踏車

不開車，開車停車即熄火，每周一日蔬果餐不吃魚肉，提升居民低碳概

念，參與低碳生活。

五、推廣低碳理念，營造低碳社區



2008年開始推廣低碳理念，營造低碳社區



研習對象：

（1）.台南市各里、社區工作幹部、民眾及環保義工（全程參與本研習課程

之社區，將優先輔導參加市府都發局「綠社區」提案）。

（2）.金華社區鄰長、理、監事、長壽會、婦女會、環保義工隊、保健志工

隊、保安志工隊全體志工、新興國中薪傳營及各社團分梯報名參加。

研習時間、地點：

第一梯次（起步型）6/12、6/14、6/16、6/17

第二梯次（實務操作型）7/17、7/19、7/21、7/22 

第三梯次（共識進階型）8/21、8/23、8/25、8/26

1.上課時間主要安排在每週二、四晚上6：30~9：30，戶外參訪與實習課程

之上課時間主要安排在週六、日上午9：00~12：00。

2.授課地點假金華社區鄉土環境教育中心、鄉土文化館。



課程主題：「環境改造、低碳社區、綠色生活、環境教育」研習營
上課時間：101年6~7月 授課地點：金華社區鄉土環境教育中心

課程名稱 時數 參加對象及人數 講師 備註

1.環保小學堂培訓開課典禮
2.環保小學堂之意義、功能與角色

1
社區工作幹部
及環保志工120人

環保局陳科長幸芬
南區劉區長啟崇
金華社區廖南榮理事長
金華里柯崑城里長

（二）

1.節能減碳－推廣反怠速
2.環境污染預防

2
南市環境改造
社區工作幹部150人

嘉南藥理大學環工系 （二）

1.閒置空間活化再生與利用（都市菜
園實務操作）
2.社區生活環境改造實務

2
環境改造社區
幹部及民眾150人

金華社區保健志工隊
金華社區廖南榮理事長
金華里柯崑城里長

（四）

1.台灣有一群人製造有機的幸福生活
2.節能減碳自行車社區巡禮

1
南市環境改造
社區工作幹部150人

環保視讀影片教育
台南市社區營造協會
理事長黃士賓教授

（四）

1.公園及空地認養實地景點參觀及經
驗分享
2.社區綠美化維護管理

3
社區幹部及民
眾100人

金華社區廖南榮理事長
金華里柯崑城里長

（六）

1.生活環保及綠色消費
2.環保新生活運動-天下八法

1
社區工作幹部
及義工、民眾150人

環保局陳科長幸芬
金華里柯崑城里長

（日）

明天過後你可以做什麼
（肉食造成的危機）
2.節能減碳健康蔬果餐

2
社區工作幹部
及義工、民眾150人

環保視讀影片教育及
心得分享
台南市社區營造協會
常務理事 李珊珊）

（日）

(1)、101年針對台南市社區環境改造工作幹部及民眾（二梯次）



課程主題：社區工作幹部共識營（進階型）
上課時間：100年7~8月 授課地點：金華社區鄉土環境教育中心

課程名稱 時數 參加對象及人數 講師 備註

機不可失-社區廚餘堆肥再利用 2
環保義工及民眾

60人
嘉南藥理大學環工系 （二）

古坑鄉玉米田的奇蹟 1
環保義工及民眾

60人
環保視讀影片教育及心得
分享 柯崑城里長

（二）

清淨家園顧厝邊綠色生活Ecolife網
路家族及複式動員系統研習及電腦
操作

2
社區工作幹部及
環保志工60人

嘉南藥理大學環工系 （四）

推廣清淨家園5S全民運動的概念 1
社區工作幹部及
環保志工60人

台南市公園及空地認養協
會理事長柯崑城

（四）

聯合10社區擴大辦理跳蚤市場 3
環境改造社區工
作幹部義工及民
眾600人

環保局張局長皇珍
金華社區廖南榮理事長
金華里柯崑城里長

（六）

推動村里執行節能減碳宣導計畫 1
南市環境改造社
區幹部150人

高雄科技大學曾梓峰教授 （日）

「資源回收、廚餘堆肥」、都市菜
圃、農園實務操作

2
南市環境改造社
區工作幹部150人

環保局廢管科
科長 陳嘉惠
嘉南藥理大學環工系

（日）

「環境改造、環保生態、節能減
碳、綠色生活」 社區工作幹部共
識營、成果發表展示會

3
南市環境改造社
區幹部150人

環保局張局長皇珍
環保局陳科長幸芬
金華社區廖南榮理事長
金華里柯崑城里長

（擇期安排）

(2)、針對台南市社區工作幹部及環保志工（二梯次）



參訪主題：社區巡禮

適用對象：10人至40人之團體（包括機關、學校、社區）

參訪流程 內容 時 數 講師或解說員 備註

1.簡報 1.環境改造與空間營造實務與操作 0.5 社區理事長、
金華里里長

2.簡報 2.社區發展及環保小學堂執行過程 0.5 環境教育中心執行長

3.金華公園（蘭花巷）
3-1.源頭活水生態情

3.植物多種共生
3-1.人工生態溝渠跌水景觀池

0.5 社區環保義工隊長

4.閒置空間活化再生與利用
4-1.機不可失-廚餘堆肥再利用

4.清淨環境-都市農園樂趣多
4-1「廚餘堆肥」-農園實務操作

0.5 都市農園導覽志工

5.環境改造示範景點『觀心園』
5-1.地區環境改造景觀示範區域

5.「角落造景」-
創造城鄉新風貌
5-1.參觀建築好望角

0.5
0.5

社區導覽志工
社區導覽志工

6.「閒置空間活化與再造，催生金華
社區鄉土文化館」
6-1.「綜合福利館-綠色消費教室

6.空地代管制度的功能延伸-參觀環保
文化成果展
6-1.環保綠色標章通識教育

0.5 社區導覽志工
社區保健志工

7.「空地代管」鄉土文化園區
7-1.植物多種共生，生物多樣化
7-2.琴聲友茶區

7. 花苗木銀行、台語兒童詩文學道、
7-1.植物培育觀察區
7-2.品茗喝茶、雙向交流、心得分享

1 社區導覽志工
都市農園志工
金華里里長

4.鄉土風味健康蔬果餐 以社區都市菜園特有之有機農產品烹
製成風味餐

1 社區保健志工

合計 5.5

(3)、針對國內、外參訪團體



七、金華社區已具備環境教育學習中心條件說明：

(1).本社區推動清淨家園與生活環境總體改造工作，長期以鄉土環境教

育中心為計畫推動據點，並組織環保志工協助生活環境改善，環境教

育、文化傳承及經驗交流的工作，環境教育中心的設置規劃內容設有

小型視聽放映室、環保圖書室、環保商品展示區、簡易環保教室及各

項學習教育場所，結合各社區推廣環保學習型社區的教育活動。



(2).金華社區強調以生活環境改造為主軸，打造出居民共同追求的社

區，並進一步將成功的「金華經驗」向外推廣，再以「母雞帶小雞」、

「協力社區」的方式，推動「社區環境改造 ─ 清淨環境-永續家園」，

協助台南市政府實施「環境改造」、「空屋空地管理」進行協力社區

環境改造達六十七個社區，更成為其他縣、市社區競相觀摩學習的對

象。自八十七年訖今超過1000個社區、社團約40,000人次與金華社區

做過經驗交流活動。

（二）、100年度學習效益：

（1）.針對社區民眾（第一季）計1226人

（2）.針對社區工作幹部及環保志工（第二季）計1988人

（3）.針對社區環境改造工作幹部及民眾（第三季）計945人

（4）.100年度環保小學堂宣傳行銷推廣參訪團體：

國內35團1474人、國外16團243人及外島2團40人合計1757人。

（5）.100年度總計學習、參訪人數共有4159人。



第一梯次 環保小學堂起步型研習營



第二梯次 環保小學堂實務操作型研習營



第三梯次 環保小學堂共識進階型研習營



「低碳社區、綠色生活」節能減碳宣導



推廣自製有機堆肥教育課程



聯合南區社區舉辦跳蚤市場



八、編製網頁：本社區已經設有網站，內容多元豐富，環保小學堂開辦

後，會增加（環保小學堂分類網頁），將所辦理之課程研習資料、活動

花絮、觀摩活動、經驗分享，立即上網提供其他社區或民眾學習。



九、101年度預期效益

1、針對社區民眾（第一梯次）預計600人

2、針對社區工作幹部及環保志工（第二梯次）預計700人

3、針對社區環境改造工作幹部及民眾（第三梯次）預計600人

4、新興國中薪傳營、南區各國中及共識營（第四梯次）預計600人

5、四梯次預計參與人數大約2500人

6、101年度再透過環保小學堂宣傳行銷方式推廣預估參訪團體，國內40

團（每團約35人）、國外15團（每團約15~20人）及外島5團（每團約

25~30人）合計1850人。

7、101年度預計學習參訪人數約有4350人。





金華社區以『探索宜居久留的－魅力金華』

參加2011聯合國Whole City Awards《國際宜居社區大獎》

一、環境保護的最佳實踐經驗：

1.金華社區十餘年來營造出「公園認養」、「空地代管」、「閒置空

間改造」、「角落造景」、「休閒農園」、「打造新街」、「跌水

曝氣生態池」 、「低碳社區、節能減碳」、「資源回收、廚餘堆

肥」 ，以營造社區公共事務的經驗和績效，提供給政府參考，並催

化成社區政策，對民眾生活環境品質的提昇有重大突破。

2.金華社區充分發揮「由下而上」公民社區的草根精神，清淨家園，

以行動改變社區環境，提昇居住品質，創造出健康、安全、舒適的

理想家園，深獲評審委員的青睞及一致的肯定。





（十）、金華社區歷年得獎情形：

1. 行政院環保署86年度全國十大環境保護模範社區。

2.行政院環保署90年度全國八大環保示範社區

3.行政院環保署91年度全國十大環境保護有功團體。

4.91年度內政部台閩地區社區發展工作評鑑全國第一名

5.92年榮獲行政院「第一屆國家永續發展獎〈社區組〉第一名」。

6.93年榮獲台灣省鄉鎮市區村里服務品質評獎特別推薦獎。

7.94年更榮獲代表社區營造最高榮譽的「第三屆總統文化獎玉山獎」。

8.95年以「築巢引鳳」新故鄉營造，再榮獲「國家卓越建設獎優質獎」

9.98年金華社區通過九項「國際Hancock & Duhl永續健康社區評估」。

10.99年通過WHO CCCSP評鑑、成為全球第「215」個國際安全社區。

11.100年環保署建國百年清淨家園百大績優鄉鎮市區與村里選拔第二名。

12.100年榮獲聯合國2011 LivCom Awards國際宜居社區大獎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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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項目
經費需求
金額

經費
百分
比

計算方式及說明（請分細項說明） 備註

一、金華社區示範觀摩區域
改造成果一年度綠美化及景
觀整潔維護

127,500元 28％ 1.金華社區環境景觀（金華公園、觀心園、文化園區、
新孝路、健康步道區、綠教室）一年度綠美化及環境
整潔維護6處×6,500元＝39,000元
2.環保生態區域（都市農園、菜圃、花、樹苗銀行、6
處角落造、景跌水瀑氣生態景觀池）一年度景觀及整
潔維護12處×5,500元＝66,000元
植栽多年生花苗木1500棵×15元＝22,500元

二、舉辦「環境改造、節能
減碳、綠色生活環保共識營」
加強「綠色消費教室」推廣
綠色消費、推動環保生態概
念及推廣環保標章、資源回
收通識教育及辦理聯合跳蚤
市場。

36,000元 8％ 〈1〉綠色消費樣品及材料購置
10式*1000＝10,000元
（2）辦理十社區聯合跳蚤市場場地佈置。
一式×10,000元＝10,000元
（3）餐點80元×200人＝16,000元

三、推廣環境教育 77,400元 17％ 1.講師費(外聘)1600元/時×6=9,600元
2.講師費(內聘)800元/時×16=12,800元
3.課程講義2000份×15元＝30,000元
4.循環式單拓布噴畫50cm×300cm
4式×1000元＝4,000元
成果看板噴畫製作90cm×180cm 
15張×1200元＝18,000元
5.布條2條×1500元＝3,000元

四、公園及空地認養實地景
點參觀及「資源回收、廚餘
堆肥」、都市菜圃、農園實
務操作

29,000元 6％ 〈1〉培訓環境改造人才志工及田野調
查、實務操作
10,000元×2式＝20,000元
(2)課程簡報製作（Powerpoint）
3式×3,000元＝9,000元



五、現場導覽解說費用
及講師費

36,000元 8％ (國內22團、國外5團、外島3團)
講師費20次×800元＝16,000
導覽解說25次×800元＝20,000

六、編製網頁 30,000元 6.5％ 網頁設計及60張×300元＝18,000
網路維護費一式×12,000元＝12,000

七、編製執行成果 9,000元 1.5％ 印製費30本×300元＝9,000

八、宣導品 117,000元 25％ DM A1摺疊式4000張×15＝60,000
環保小學堂學習手冊
1200本×35＝42,000
植物名稱標示牌
300片×50＝15,000

計畫預算總經費
461,900元 擬申請環保署分攤經費

（90％以下）
400,000元（87％）

本計畫餐費及便當總計
金額及百分比

16,000元 3％

本計畫專業臨時工總計
金額及百分比

0元 0％

本計畫現場導覽解說費
用及講師費

58,400元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