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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華社區 

一、社區簡介－地理環境 

本社區未開發前原係一片靠海荒廢鹽田，遍地雜亂荒蕪，政府為安平

工業區之開發及第三期都市重劃，抽海砂，填海造地規劃為國民住宅

區，無存留任何文史古蹟、歷史建築、聚落、遺址、生態景觀。 



男性 女性 總人口數 戶數 

2,884人 3,045人 5,929人 2,207戶 

*65歲以上老人約占15.6% 

金華社區人口數據 
      社區歷史與發展 

民國七十一年五月一日台南市行政

區域整編後，將新孝路以北部分另

劃定一新里—金華里，並於七十七

年七月業奉臺灣省政府核准成立新

社區『金華社區』， 

金華社區位於南區的西北方，由金

華路二段、新孝路、中華西路一段、

健康路二段圈圍成一個方正的社區

空間，四周的再興社區、國宅社區、

安平工業區、文南社區相鄰。 

 

 



金華里、社區組織架構圖 



       環境教育定位-1 
社區參與目的為透過居民參與社區

事務的過程中，以各式宣導、解說、

演講與授課的方式，了解社區的環

境與現況並願意參與社區工作，透

過參與工作的過程中獲得環境的相

關技能與經驗，達到逐漸改善生活

環境與模式，藉此達到友善居民、

友善環境的效果。 

 

 

 

社區參與 

行動經驗 

環境學習 

生活改變 







環境教育定位-2 
 

101年至106年，臺灣環保意識抬頭，發展低碳社區成為金華社區進行社區

營造的重點，而從環境改造到發展健康、安全與低碳社區的過程中，環境教

育是建立居民環境意識、社區參與、生活實踐的重要策略。本協會推動社區

營造與環境教育的階段圖如下。 



金華社區二十年來締造全市第一、全省第一、全國第一，2009年通過國際

Hancock & Duhl健康社區評估、2010年通過WHO CCCSP國際安全社區認證(

現為國際第215個安全社區，2016年再認證成功)、2011年帶領金華社區參

加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EP 2011 LIVCOM AWARDS國際宜居社區大獎競賽，

榮獲全世界第二名，2017行政院環保署委託SGS第三方驗證，獲通過碳中和

認證，金華社區開創一個社區的新四化，「在地化、區域化、全國化、國

際化」，長期持續致力於「環保、低碳、健康、安全、宜居」及「高齡友

善、在地關懷照顧」的福利體制建立，滿足居民的需求，並與世衛接軌，

捷足先登國際村，全國社造龍頭屹立不搖。 

「在地化、區域化、全國化、國際化」 



Whole City Awards 
• LivCom Awards（國際花園城市獎）國際宜居社區大獎由聯合國環境

規劃署（UNEP）發起，是全球唯一倡導環境管理和宜居社區建設的

國際競賽，2011年第15屆，由韓國首爾松坡市主辦。 

• LivCom Awards的目標是鼓勵人們採用最佳的實踐經驗、創新意識和

領導方式，提供充滿活力的、可持續性發展的環保模式社區，並改

善人們的生活品質。 

  ㄧ、自然與人文景觀的改善 

  二、藝術、文化與遺產 

  三、環境保護的最佳實踐經驗 

  四、社區公眾參與及賦權  

  五、健康的生活方式 

  六、願景與規劃 

 

 

 





    環境保護的最佳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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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公園」、「打

造新街」、「健康步道、安全通學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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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起建立「空地代管」制度，針對社區四處的髒亂角 

落空地，地主協商配合社區從事環境改造工作，發揮整體 

力量，從點、線、面空間著手推動清淨家園工作，解決了 

居住空間的表象髒亂及衛生問題，改善了交通秩序和開闢 

出二十二個免費停車空間約七百餘輛，並開闢出十二個綠 

地空間、一座簡易運動場、鄉土文化館、綜合福利館、創
造出健康、安全、舒適的生活環境。 













臺南市空地空屋列管(認養)統計表                  統計日期：106/7

塊 公頃 塊 公頃 塊 公頃 塊 公頃 塊 公頃

32 東  區 750 94.8 58 6.3 36 5.0 15 1.03 3 0.19

33 南  區 705 162.6 51 6.2 31 2.9 15 2.48 2 0.28

34 北  區 525 67.1 59 5.5 59 5.5 0 0.00

35 中西區 340 42.0 56 3.8 35 5.0 10 0.18 10 1.16

36 安南區 896 237.1 67 18.4 39 16.2 19 3.03 5 0.49

37 安平區 1116 192.9 249 43.3 210 33.0 25 5 11 5.08

4332 797 540 84 410 67.56 84 11.6 31 7.2

現有認養空地

停綠 運

總計

認養總數
區冸

列管空地





騎樓暢通平整工作，高低落差之部分路段，經里、鄰長協調
後，店家全部改善成洗石子斜坡，方便身障或嬰兒車通行 



（3）.結合社區志工及新興國中交通路隊，宣導學生行走

安全通學步道，減少校園周邊道路交通事故傷害發生。 

學生必頇通過腳踏車考照測驗，才可騎車上學，
以免上下學時發生交通事故傷害。 



校園防災應變演練-幼稚園安全促進方案，快樂幼稚園幼兒 
防災及逃生袋操作演練。 



各國代表參觀綠帶美化植栽及維護公共環境整潔綠美化及安全 
工作，深表讚賞。 



環境教育資源整合與運用 

鄉土教育中心 環境教育人員 

建立學習社區 

培育社區人才 

環教課程規劃 

社區解說服務 
計畫執行 

專案設計管理 



執行策略 

資源整合與運用 
 

 

 

 

 

 

 

  

 

 

 

 

 

 

 

 

 

 

 

 

 

 

 
鄉土環境
教育中心 

環境教育

課程規劃 
 

輔導 

社區環境
現況掃描 

觀摩導覽
解說 

 

環境教育
社區培育 

 

都市 
菜園仔 

 

鄉土文化館 

花弄草

巷環保
綠廊 
 

好望角 

觀心園 

 
金華公園 
魚菜共生 

 

香草迷宮

生態園區 

環境教育課程及志工導覽路線 



推動環境教育工作組織及組織運作情形 

         外部連結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嘉南藥理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臺南市環保局 

臺南市文化局 

臺南市都發局 

新興國小 新興國中 

臺南市社造協會 

臺 



推動環境教育工作組織及組織運作情形 

         內部連結 



社區背景介紹 

 

 

 

優S 

 

 

 

劣W 

 

 

 

機O 

 

 

 

威T 

 社造經驗豐富且國際化 

 可永續經營經費自給自足 

 金華社區社區營造知名度高 

 居民知識水平高參與意願高 

 居民對於社區事務認同度高 

 獲獎無數具備良好營運基礎 

 企業合作、大學資源導入 

 社會對於低碳、安全與健康社

區的學習需求 

 市場區隔，服務對象以社區與

社造工作者為主 

 歷年成果豐碩 

 社區環境多為人工化環境 

 無課程化的服務 

 亟需人才培養 

 傳承面臨斷層 

 人口老化 

 沒有在地產業 

 社區中以服務業為主 

 無法滿足觀光需求 

 文化資產不足 

SWOT分析 



環境教育人力運用情形 
 姓   名    職     稱             專         長    負 責 組 冸  

徐煥喆  
臺江國家公園 

環教人員  
環境教育課程培訓、環教教案操作  環教培訓輔導  

關召芳  
臺江國家公園 

環教人員  
環境教育課程培訓、環教教案操作  環教培訓輔導  

柯永欽 理事長 計劃通盤整合、人力資源統合 企劃管理 

孫逸民 中華醫大主秘 培力輔導規劃、專案企劃設計管理指導、諮詢 培力輔導規劃 

柯崑城  
常務監事 

里長  
通盤整合、環境教育課程規劃、人力資源統合  

企劃管理 

外語導覽解說  

黃士賓  高苑技術大學教授  培力輔導規劃、專案企劃設計管理指導、諮詢  企劃管理  

李珊珊  
金華國際安全社區執

行長  
專案企劃與設計、課程規劃、 社區營造培力  

企劃管理 

外語導覽解說  

廖南榮  金華社區前理事長  環教育課程規劃、專案企劃管理、人力資源統合  企劃管理  

周宏儒  金華社區前理事長  環境教育課程規劃、專案企劃管理、資源統合  企劃管理  

廖淑貞  保健志工隊長  環境教育課程規劃、專案企劃管理、導覽解說 
企劃管理、 

外語導覽解說  

譚育渝  前總幹事、鄰長  建立「學習型社區」、培育社區人才  導覽解說  

羅再順  鄰長  建立「學習型社區」、培育社區人才  導覽解說  

吳燕輝  環保義工隊長、鄰長  建立「學習型社區」、培育社區人才  導覽解說  

柯永文 綠手指協會 社區環境空間綠美化規劃及植栽指導 規劃指導 

吳明河 成大產業基金會 低碳社區推廣、節能設施改善、減碳環境輔導 規劃指導 

李奇璋  防疫隊長、鄰長  建立「學習型社區」、培育社區人才  導覽解說  

戴淑治 執行幹事  協助規劃案推動、專案期程控制、導覽協調溝通  業務聯繫  

黃子溱  執行幹事  協助規劃案執行、專案期程控制、導覽協調溝通  業務聯繫  



環境教育物力運用情形 

▲花弄草巷 

作為居民參與利用藝
術改造環境的案例與
故事媒介。 

▲花弄草向、各公園 

、香草迷宮解說牌 

提供參訪課程時進行
解說使用。 

▲鄉土環境教育中心 

提供低碳生活解說材
料 

▲魚菜共生系統 

解說低碳概念、學員
體驗場域。 

▲活動中心綠籬 

低碳社區解說題材 

▲喜鵲的巢 

生態保育解說題材 

◄金華公園生態池 

 

解說低碳概念、
學員體驗場域 

◄都市菜園 

低碳蔬食餐來源、
學員體驗場域 



 經驗分享  理念傳承   

一、九二一地震後，金華社區以「社區認養社區」的方  
式，傳承社區營造的實務經驗，協助龍安社區家園  
重建。 

二、本社區再獲遴選為「陪伴社區」，接續輔導嘉義縣  
大埔、中埔、番路鄉等社區。 

三、結合樟平溪流域內七個村落進行社區總體營造工作。 

四、理念傳承，經驗分享，以「協力社區」母雞帶小雞  
的方式，結合文南、國宅、光明、明興等社區，傳  
遞改造經驗。 

 



   龍安社區災後慘狀 

社區認養社區 



    動員營造隊 蹲點協助重建     

社區認養社區 



金華用心輔導 龍安苦心經營 政府真心關懷 

社區認養社區 



臺南市社區營造協會的連結 
 

金華社區身為臺南市第一個發展社區

營造工作的社區，希望以經驗為基礎

協助其他社區。因此於2003年號召一

群有志一同的社造工作者，共同籌組 

「臺南市社區營造協會」。 

服務至今協助多處社區建立社區規劃

師駐地工作站，例如歸仁工作站、蕭

壟工作站、鯤喜灣工作站等作為輔導

據點，也針對歷年工作成果出版手冊、

摺頁或會訊，提供社造工作者交流。 

 

臺南市社
區營造協

會 



海東社區 

正覺社區 

東門社區 
台南市社區營造協會 

輔導家族 
草湖寮社區 

輔導家族 
勝安社區、大港社區 

輔導家族 
裕聖里 

輔導家族 
金華社區 
南華社區 

輔導家族 
漁光社區 
文平社區 
金城社區 

` 

 

 

貳、計畫位置及範圍 

 

輔導、培力臺南市六區21個社區 



  策略聯盟推廣中心 
  金     華     社    區 

環保、文化、健康 

福利、安全、衛生 

 環保、文化、健康 

環保、文化 

金華社區環境改造、空間
營造輔導 

1、以「協力社區」母雞帶

小雞的方式，針對周邊社

區提供長期的輔導獲得相

關的資源與協助。 

2、結合文南、國宅、光明、

明興等社區，傳遞改造經

驗。 

3、外部輔導項目： 

環保、文化、健康、安全、

衛生 

 ▲輔導、培力臺南市南區26個社區 



公害防治：空氣污染防制、噪音防治、水污染防治、
土壤及地下水防治、廢棄物管理、毒化物管理等。 



公害防治：空氣污染防制、噪音防治、水污染防治、
土壤及地下水防治、廢棄物管理、毒化物管理等。 



公害防治：空氣污染防制、噪音防治、水污染防治、
土壤及地下水防治、廢棄物管理、毒化物管理等。 



公害防治：空氣污染防制、噪音防治、水污染防治、土
壤及地下水防治、廢棄物管理、毒化物管理等。 











環境教育財力運用情形-2 
 

104-106年主要以臺南市環保局補助、太陽能電力收購及其他規費與捐款。 

建立課程收費機制 

本協會為實踐使用者付費之理念，

外部團體進行參訪時皆進行收費並

回饋給社區授課教師與解說員，國

內團體每梯次2,000元，國外團體

每梯次3,000元，104年至105年共 

收入課程費204,600元。 

 

太陽能發電賣電收入 

為推動再生能源配合低碳社區計畫，

本社區陸續架設太陽能光電板進行
發電與作為環境教育教材，並將所 

發之綠電回售給臺電公司。 

104年至105年共賣出724,580元，
回饋社區181,870元作為環境改造 

與環境教育之基金。 

 



活動中心三樓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發電設備，並申請與
台電系統並聯，系統廠商每年大約20％回饋區公所 

氣候變遷：提升及健全臺灣面對氣候變遷的調適能力等。 

台南市南區金華社區第一個通過推動因應氣候變遷碳中和認證 



   太陽能充電站 

50 

改善前: 

 社區日照充足，可於活動中心外佈告欄
旁設置太陽光電系統 

改善為: 

 活動中心外佈告欄旁設置太陽能充電站
，做為社區居民電動機車充電用。 

預期效益: 

 1.32kW×1,364度/(年kW)=1,800度/年 

 具觀摩示範作用 

 

太陽能充電站 

太陽能光電發電板 

台南市南區金華社區第一個通過推動因應氣候變遷碳中和認證 



社區活動中心T8改為T5燈具 

 改善前:每天平均點燈8小時 

– ㄧ樓108盞+二樓108盞20W*4之T8燈具 

– 三樓25盞+地下室36盞40W*2之T8燈具 

– 6盞20W*1  之T8燈具 

 改善為: 

– 一樓108盞+二樓108盞14W*4之T5燈具 

– 三樓25盞+地下室36盞28W*2之T5燈具 

– 6盞14W*1之T5燈具 

• 預期效益: 

– 年耗電量節省 34,862度/年－24,402度/年=10,459度/年 

– 年電費節省10,459度/年×4元=41,836元 ； 

– 年減碳成效 10,459度/年×0.536 公斤-CO2e/度=5,606公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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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活動中心三樓汰換分離式冷氣 

• 改善前: 

– 會議簡報室原為9.90kW之水冷式冷氣 

– 保母室及綠色消費教室2台3.03kW分離式冷氣 

– 長青福利館5.38kW直立分離式冷氣等老舊耗電 

 
• 改善為: 

– 會議簡報室換為5.9kW之水冷式冷氣 

– 保母室及長青福利館更換為4.24kW氣冷式冷氣 

– 綠色消費教室更換為1.63kW變頻壁掛分離式冷氣 

 
• 預期效益: 

– 年耗電量節省17,925度/年－13,448度/年=4,477度/年 

– 年電費節省 71,700元/年－53,792元/年=17,908元/年 

– 年減碳成效 4,477度/年×0.536 公斤-CO2e/度=2,399公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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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活動中心一樓汰換分離式冷氣 

年耗電量節省26,887度/年－20,165度/年=6,722度/年 
年電費節省 107,548元/年－80,660元/年=26,888元/年 
年減碳成效 6,722度/年×0.536 公斤-CO2e/度=3,602公斤/年 



跌水曝氣生態池  

以地下雨水迴流和「跌水曝氣」設計，植栽水生植

物和放養生物，供做為社區生態教育的開放空間  

氣候變遷：提升及健全臺灣面對氣候變遷的調適能力等。 



          氣候變遷：提升及健全臺灣面對氣候變遷的調適能力等。 

頄菜共生系統 



氣候變遷：提升及健全臺灣面對氣候變遷的調適能力等。 



金華公園溜冰場 L型花架廊道植栽大鄧伯花 

     氣候變遷：提升及健全臺灣面對氣候變遷的調適能力等。 



環境及資源管理： 

  資源再利用、環境管理、空地代管、花草木銀行 



環境及資源管理： 

  資源再利用、環境管理、空地代管、花草木銀行 





       氣候變遷：提升及健全臺灣面對氣候變遷的調適能力等。 

金華社區推廣節能減碳-健康蔬果餐 

                             台中市環保局參訪享用風味餐 



        氣候變遷：提升及健全臺灣面對氣候變遷的調適能力等。 



環境教育具體作為 

社區三大面向 

環教八大領域 

【低碳循環型社區】 

【社區空間營造 】 

【實踐經驗分享】 



學校及社會

環境教育 

環境及資源

管理 

災害防救 

公害防治 

氣候變遷 

自然保育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環境教育八大領域 



學校及社會

環境教育 

環境及資源

管理 

災害防救 

公害防治 

氣候變遷 

自然保育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環境教育八大領域 

金華社區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1 
  環境解說、環教培訓、體驗教育 

▲香港城市大學至金華社區參訪 



台北市教育局國小環境教育輔導小組 
     參觀金華低碳社區營造 



成大護理系連續15年每年應屆畢業生都辦理 
   社區營造研習及參觀低碳社區營造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2 

 
104年至106年解說人數如下： 

 

 

 

近3年總計有來自臺灣、中國、香港、
菲律賓及美國等國家，其中67%來自
於臺灣本地，30%來自於中國，香港、
菲律賓及美國各占1%。 

年份 104年 105年 106年 

人次 932人 2137人 733人 



執行成效： 

2、自八十七年訖今已

超越2000餘個社區、社

團約50,000人次與金華

社區做過經驗交流、理

念傳承活動。 

1、101年度實際參與環

境教育人數 1428人 及

參訪團體 4134人 總共

有 5、562人。 

3738人

358人 38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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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4000

69團 23團 1團

國內 國外 外島

101年國內、外參訪團體統計表

1428人

684人

368人

376人

0 500 1000 1500

三梯次合計

第三梯次

第二梯次

第一梯次

101年參與環境教育研習課程人員統計表



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參觀金華低碳社區營造 



行政院環保署舉辦城鄉風貌暨盆栽觀摩活動 



行政院環保署舉辦城鄉風貌暨盆栽觀摩活動 



參觀金華社區環境空間營造及低碳景觀規劃 



外縣市社區、團體參觀金華社區環境空間營造 
                            及低碳社區景觀規劃 



跌水瀑氣循環生態池、魚菜共生設施 

                                     及節水防災設備觀摩 

災害防救：指災害之預防、災害發生時之應變及災   

                     後之復原重建等措施。 



 

不讓雨水直接流失，而是將降下的雨水從自己的土地下再

抽起來，利用大水協做雨水回收效果更好，只要不隨意奢

侈用水，先從沖洗馬桶、刷洗地板、灌溉花園或景觀池和

生態池之補充水源等做起， 30～50%的用水其實是可以用

雨水來替代。  

 

節水防災-善用雨水，減輕地球負擔。  

     災害防救：指災害之預防、應變及災後之復原重建等措施。 



氣候變遷： 

  低碳循環社區、綠色運輸、低碳慶典 

▲綠色運輸，推廣自行車交通 



本社區建議廟方舉辦環保、安全建醮活動， 不放沖天炮、枝仔炮，本廟、友

境廟宇和居民全部採用環保鞭炮，並請新興國中選派童子軍，隨各陣頭後面

沿路維護環境清潔，創下安全、環保的廟會祭典，各界非常讚賞與肯定。 



金鑾宮慶成祈安建醮，藉廟慶展現許多傳統民俗活動，志工隊適時向陣頭、轎班、

宋江陣 等團隊宣導反毒 、拒酒、戒菸檳，獲熱烈回響 

  



「低碳生活」，由食、衣、住、行、育、樂生活化節能減
碳行為，將低碳理念融入生活各領域，同步推廣綠色消費、
共同採買，推廣綠色消費及推動環保生態概念及推廣環保

標章通識教育，塑造健康、安全、舒適的生活社區。 





林投樹-育苗，它是台灣稀有保育類樹種－林投樹，今年長出
幼苗5、60株，育苗義工逐一用盆栽培育，幾年後會很有特色。 

環保局 



龍舌蘭植株一生只開一次花，花謝後，會長出一些側芽，可
利用這些側芽繁殖，也可利用分株法繁殖，龍舌蘭開花後成
功培育630棵。 



提倡人性化管理，設置狗便所，養狗人帶狗入公園，應先將狗牽
入狗便所，便溺後，自家狗便自己清，將狗便放置在塑膠桶內，
完成後方可將狗帶出溜狗(最好是繫狗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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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車停車即熄火，的低碳 

社區推廣計畫，在社區內騎腳踏車不開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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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低碳理念，營造低碳社區 







推廣電動車試乘 



▼臺語文學廊道 

社區參與：社區行動與服務、社區營造等 



 
     
               

社區參與：社區行動與服務、社區營造等。 



參與、互動模式的社區營造 

馬賽克創意拼貼 

社區參與： 

  社區營造、綠色消費、綠色生活、社區福利、永續社區 



社區參與： 

  社區營造、綠色消費、綠色生活、社區福利、永續社區 



社區參與： 

  社區營造、綠色消費、綠色生活、社區福利、永續社區 





2015年臺南市爆發了嚴重的登革熱災

害，以此為借鏡，為防範病媒孳生，

社區於每個月的第一星期日號召志工

從事掃街、整頓公園、空地、清理防

火港……等環境清潔工作，並從事各

項衛生宣導。 

災害防救：指災害之預防、應變、登革熱防治、及災後之復原重建等措施。 



8.11抓蚊卵 



8.11抓蚊卵 



            災害防救:配合國衛院以誘卵器進行登革熱防治 



整體；金華社區並不是豪華型的聚落，但他們擁有一套先進、精緻
的管理模式，讓社區整體功能提升，在金華的「款款行、慢慢活」，
踏出家門左轉有公園，右轉到菜園，直走迷宮香草園、三五成群花
弄巷去遊園，每天享受到這種「輕量的幸福」，成為適合人們居住
的地方。 



106年攜手協力、培植新力【災害因應】研習課程 



104年0206大地震本社區甜甜家園 

                      補強工程以環保材質碳纖維施工 



環境教育教案規劃 
 

委託嘉南藥理大學環境資源管理系學生，針對金華社區附近環境設計環境教

育教案「海漂總動員」。藉由安平到灣裡一代沿岸沙灘，以生態解說探索與

遊戲讓學員了解海岸林與海漂種子的特性，延伸至臺灣附近的洋流、地理環

境及海漂垃圾，讓學員們藉此重視海洋的保育，並以淨灘的方式實踐此理念。 



環境教育培訓及研習規劃 
臺南市金華社區環境教育志工培訓課程 

時間 科       目 時數 
10:00-12:00 金華社區概述 2 
13:00-17:00 金華社區巡禮 4 

第一階段：社區參與專業面向：16小時 
09:00-11:00 社會資源與志願服務 2 
13:00-15:00 社區資源調查與利用 2 
15:00-17:00 社區發展與營造概論 2 
19:00-21:00 非營利組織與社區參與 2 
09:00-11:00 社區與鄉土地理 2 
13:00-15:00 社區文化產業 2 
15:00-17:00 綠色生活 2 
19:00-21:00 低碳社區 2 

第二階段：環境教育專業面向：24小時 
09:00-11:00 環境永續發展概要 2 
13:00-15:00 全球環境變遷 2 
15:00-17:00 生態旅遊 2 
09:00-11:00 環境倫理 2 
13:00-15:00 環境教育概論 2 
15:00-17:00 環境教育法規 2 
09:00-11:00 正規與非正規教育課程規劃與設計 2 
13:00-17:00 環境教育教材教法 4 
09:00-11:00 環境教育與解說 2 
13:00-17:00 解說技巧與實務 4 



1、2017行政院環保署委託SGS驗證獲通過碳中和認證(全國第一個社區通過) 

2、2017年內政部全國治安標竿社區(2011、2012、2014、2015、2016連六年) 

3、2016通過國際安全社區－再認證成功授證(2010，2016) 

4、2009年~2016年台南市南區金華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連續八年均獲評選為優等獎 

5、2016年臺南市政府推動社區治安營造績效評鑑優等獎(連五年)。 

6、2015年環保署減碳行動獎全國特優獎。 

7、2015年環保署低碳社區永續家園認證評等－通過銀級認證(台灣最高認證)。 

8、2015年第二十一屆建築園冶獎社區景觀營造類特優獎。 

9、2014年環保署低碳社區永續家園認證評等－通過銅級認證。 

10、2012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 2011 LIVCOM AWARDS第十五屆國際花園城市 

    宜居社區競賽大獎第二名 

11、2011年環保署清淨家園百大績優鄉鎮市區與村里選拔第二名。 

12、2010年WHO CCCSP評鑑認證通過、成為全球第「215」號國際安全社區。 

13、2009年通過九項「國際Hancock & Duhl永續健康社區評估」。 

14、2006年以「築巢引鳳」榮獲2006國家卓越建設獎『優質獎』。 

15、2005年榮獲社區營造最高榮譽的「第三屆總統文化獎玉山獎」。 

16、2004年榮獲行政院「第一屆國家永續發展獎〈社區類〉第一名」。 

17、2002榮獲91年度內政部台閩地區社區發展工作評鑑全國第一名 

 

特殊績優事蹟 



未來展望 
 

• 進行整體環境教育系統與策略規劃 

• 金華社區的環境教育新定位 

• 將環境教育理念融入社區營造推動與培訓 

• 金華社區環境教育短、中、長程規劃 

 

 

 

 

 

 

 

 

 

 

 



目標 
 

邀請臺江國家公園資深環
境教育教師關召芳老師及
徐煥喆老師，預計執行三
年人員培訓輔導計畫。 

 

1. 培養金華社區人員環教
素養及專業知能 

 

2. 社區具備產出環教課程
及專業服務能量之能力 

 

3. 取得環教設施場所認證 



結語 

►凝聚社區意識，建構社區理想 

►「低碳、環保、健康、福利」四大主軸 

►社區經營 

其長遠意義就是「人才」的培育與服務回饋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