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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介紹
陳青秀女士出生於「媽祖的故鄉」
香火鼎盛的雲林縣北港鎮，從小家境貧
困，有著鄉下人勤儉刻苦耐勞的精神，
個性活潑大方，待人親切熱情，做事認
真用心，隨時充滿活力與笑容，蘊藏著
無限教育愛。
五、六○年代尚未經濟轉型，農村
記憶裡窄小的道路、簡單房舍、農夫與
牛，以及臺糖小火車，是陳女士的童年
生活片段；在那清苦的年代，小學時
期，為了幫家裡「款貨」，常常搭臺糖
五分車往返嘉義，雖然沒有富裕的物質
生活，但上蒼給她一個豐富的童年回
憶。高中到嘉義市求學，65年結婚後，
隔年和當老師的夫婿李聰敏先生定居嘉
義市，雖非嘉義市出生，卻對嘉義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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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濃厚情感。
陳青秀老師現任王田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一位用生命與熱情守護著臺灣
這片土地的環保鬥士，將環境教育的苗
芽扎根於社區、學校與社會的各個角
落，曾榮獲環保署環境保護專業三等獎
章、推動環保有功義工優等獎等殊榮，
所帶領的王田里更榮獲第8、13屆全國
十大環保模範社區優等獎、全國清淨家
園特優獎及國家永續發展獎。
陳青秀老師看到廢棄物問題的遠
端，龐大的垃圾去哪裡？不論掩埋或焚
燒，垃圾有毒害的成分，都會以無可毀
滅的本體，再次循環復活，這也注定青
秀老師義無反顧的走上一條漫長的環保
之路。

魂

第

執行推動文化部「臺灣故事島
紀錄」嘉義市100位貢獻人物

88－104年執行嘉義縣市各
學校太陽能推廣計畫

100－104年世界地球日設攤介
紹「免電ㄟ水土」水土保持的
重要性

個人組

於是，75年從社區開始推動垃圾不
落地、垃圾減量、設立資源回收、廚餘
回收製作、自備餐具及禁止保麗龍餐盒
進入社區及校園，並將落葉製成堆肥，
以及減用塑膠垃圾袋等。
將社會資源引入社區，83年組織王
田里環保義工隊、王田社區發展協會、
王田童子軍團，帶領居民、學生走入社
區，維護周邊景觀，包括嘉義公園、嘉
義山仔頂樹木園、都會森林公園、農業
試驗所，以及體驗探索自然生態環境，
將永續發展及環境保護的概念，融入生
活及教學中。
引導居民、孩子學習珍惜這片共同
生長的土地，並做到關懷保護環境的行
動。全球暖化與溫室效應已威脅人類生
存，青秀老師把重心轉向認領及開拓荒
地，為社區惜福公園種植本土種植物，
營造生物多樣性棲地。
此外，也在社會的環境教育中擔負
非常重要的角色，推廣全民環境教育，
涉獵領域橫跨文化、交通、環保、國
防、司法、警政、新住民等關注全球與
在地議題，營造社區生物多樣性棲地，
以及策劃各類環境教育宣導活動與培育
環境教育志工，並常常與電臺合作宣導
環境教育節目。
深入人心的震撼與感動，引導反思
與改變，在每位參與的學員心中種下一
顆熱愛環境的種子，從學員的回饋裡，
看見青秀老師對土地的熱情，也看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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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隱憂。因此，主動至國小、國
中、高中、高職及大學等校推廣，且利
用社團活動時間或假日進行棲地營造維
護，於活動中解說地球生物彼此依存及
生態平衡的重要，觀察暸解動植物的關
係，學習欣賞、珍惜與尊重其它物種。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走過，是最美好的經驗，但是要走
得踏實，並不容易！「99分和100分的
愛，差別並不大；但從0到1分的愛，差
別卻是『無』跟『有』。」陳青秀老師
就是一位從無到有「始終如一」的最好
見證者。

環保開始 社區參與
「一個人的力量，可以很小，也可
以發揮到無限大；掃地，可以只是自掃
門前雪，也可以凝聚全里的感情，掃出
一片天地」。然而自青秀老師跨出「助
人為快樂之本」的第一步，五彩繽紛的
服務生涯即躍然呈現。有感於社會的亂
象，唯一賴以生存的「地球」也被破壞
體無完膚地生病，令人感到心疼，行動
派的她即投入社區環保工作。
83年組織王田里環保義工隊，喚起
環保概念與共識，帶領社區義工們一起
在社區內推廣及實施環境清潔綠美化工
作，提升生活品質，更促成了一股環境
保護的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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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教案「紙劇場聲音
展演練習」

104年度為民眾講解藍色星球
水資源的重要性

新動力出來，希望賦予社區願景，
為了聯繫里民情誼，社區成立成長教
室，舉辦一系列講座「醫學、藝術、健
康烹飪、環保、心靈、英日語、手繪
POP海報、書法、兒童讀經、兒童讀書
會、社區婦女讀書會」等活動，更與
聖馬爾定及嘉基醫院合辦「社區健康營
造」、與文化局結合社區藝文情辦理環
保資源宣導、921發揮人溺己溺賑災募
款活動、與嘉義市野鳥協會合辦「社區
賞鳥活動、社區植樹活動、社區魔法世
界、中秋社區聯誼、母親節孝親活動、
市政府舉辦弱勢團體募款義賣活動」，
居民自動自發的參與，使得社區呈現一
片祥和與團結的生命力。
王田里從來不向政府（任何單位）
申請經費，在青秀老師與居民的自主性
參與且出錢又出力的付出，受到中央的
肯定，爭取內政部補助，建設
王田里集會所，並持續於嘉義
市各社區及王田里社區進行廢
棄物再利用、環境綠美化及垃
圾減量、節能減碳、水資源等
課程培訓講師，以營造出一個
環保生態社區，亦使社區凝聚
力越來越強大。
陳老師帶領王田里榮獲環
保署第8屆「全國環保模範社
區優等獎」、第13屆「全國
環保模範社區優等獎」、文建
會「全國年會活力社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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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議題融入藝文主體教學
「樹葉的拓印製作」

「臺灣省村里服務品鑑優等獎」及「國
家永續發展獎」，也帶領王田里環保義
工隊榮獲中興大學水保系「中華民國綠
化有功團隊獎」。
陳老師個人榮膺環保署「全國十大
環保績優義工」、中興大學水保系「中
華民國綠化有功個人獎」、環保署「環
保專業實踐三等獎章」、環保署「清淨
家園全民運動特優獎」及「臺灣地方基
層芳草人物」，因功晉見 總統。

終身學習
當「老師」是陳青秀女士從小的志
願，所以在78年林森國小招募導護義工
媽媽時，義不容辭的加入導護媽媽行
列，以及維護校園環境整潔工作；79年
另加入「蘭潭國小」自然科學營的義務
指導老師至今。

聆聽原生的呼喚，為學童講解自然生態

第

為新住民講解在地文化、自然生態環境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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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嘉義女中小太陽社團的指導老師

個人組

環境與藝術創作結
合的樂趣。
除了文化資產
類的環境教育外，
在災害防救與自然
生態保育上，也有
所貢獻，擔任全國
性的水土保持義工
及相關課程講師，
也在嘉義縣市各學
「攜手迎嘉．賞遊社區珍寶」四條深度之旅路線
校推廣太陽能環境
人生最美好的事就是有「夢想」，
教育及社區營造，影響學員及社區居民
「有夢最美、希望相隨」。從小因為環
改變對待環境的態度，建立環境倫理觀
境的關係，沒有辦法完成大學的心願，
念，尊重地球村其它生命。協助北回歸
在內心深處有一個夢想，希望有朝一日
線太陽館培訓小小導覽員，招募對生態
能夠上完大學，充實人生終身學習的生
有興趣的小朋友，經由實地踏查、課程
講授與現場解說訓練，增進學生對太陽
涯規劃。因此，陳老師受到教育部的肯
能及植物生態的認識，讓知識的學習更
定，榮膺教育部「第2屆終身學習楷模
貼近生活。
獎」。
陳老師還將觸角延伸至閱讀教育，
環境教育
結合在地資源發展獨特的閱讀教育「讀
青秀老師在81年文化中心成立時，
書、讀人、讀自然」，讓孩子經由體
便投入文化義工行列，當起文化資產的
驗、認知及內化的過程中，進而產生對
守護者，並將環境教育融入人文及地方
環境友善的行為。此外，也把觸角延伸
特色，以復育、教育、推廣及延續為概
到「鹿草監獄」，跟受刑犯做一對一的
念，致力發展關懷社區及在地環境教育
教化輔導，更擔任嘉義縣市少年保護委
的深耕課程，也實際帶領民眾做文化資
員會的中輟生輔導老師至今；更進一步
產維護解說及志工課程培訓的老師。引
在國宴上為陳總統、德比總統解說臺灣
進野鳥協會的資源，將生態與藝文創作
國寶交趾陶，受到肯定並榮獲文化部的
融入教學課程，邀請社區藝術家帶領學
「金、銀、銅質獎」、嘉義市最高「豔
童以在地自然素材進行藝術創作，讓孩
紫荊獎」及「績優臺灣鄉土文史教育及
子認識及體驗生物多樣性的價值，以及
鄉土藝術社教有功人員」等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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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王田里環保義工隊

實施廚餘製作

呂副總統蒞臨嘉義市王田里模範社區參訪

辦理生態藝術饗宴活動

推動心得
從推動資源回收、垃圾源頭減量到
生態保育，再到環境教育人才培育，我
一個人絕對做不了那麼多事情，很感謝
參與的夥伴們，一路上不離不棄的陪
伴。我的一雙手有限，但加上夥伴們
的許多雙手，讓我可以「做更多、推更
廣、走更遠」；他們的手變成幾百雙守
護環境的手，藉著參選國家環境教育獎
個人獎勵項目之機會，將我推動環境教
育的理念與做法，經由專家學者組成的
評審委員予以評鑑。而委員所提出的缺
點與建議事項，是我所需要的寶貴建
言。名利對我而言，是身外之物，期望
的是理念與使命、傳承與延伸。
將環保低碳深入社區及學校，然而
再多的環境教育工作推廣，最重要的是
家人的支持，尤其是自己的先生與3個
小孩，無怨無悔的持續陪伴及支持參
與，讓我能夠專心的去做環境教育推廣
工作，真的要向他（她）們說聲：「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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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 馬總統召見臺灣地方
基層芳草人物

謝，您們辛苦了！」。
另外，也要感謝青秀的團隊，文化
教育志工團、農林業試驗所環境教育
團、交通部觀光處解說團、警察局少年
隊輔導團、獄政博物館教育解說團的夥
伴與民間團隊王田里環保義工隊、王田
社區發展協會、文化商圈促進協會、森
林鐵路博物館基金會等，沒有他們的相
挺，也很難撐到今日。這次有幸獲得第
4屆國家環境教育獎個人組獎項，希望
能將自己這些年的環境教育推廣成果與
大家分享，讓環境教育工作能更順利的
發展。畢竟，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成果，
而是屬於大家的成果！
慢慢地，我努力地成長，這個趨勢
沒有停歇，只因一個目標，希望種子能
在好的環境中逐漸成苗、成小樹、成大
樹，努力成為美化環境中的一分子。一
片森林涵養環境成為良善的社會，共享
互助創造美好的景象，這個未來美景隨
著推動環境教育的時脈，是一種支持、
反省與堅持的力量。

第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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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組

帶領樂齡學習中心學員至國定古蹟獄政博物館瞭解文化資產及保存的重要性

未來展望

並積極輔導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中
期計畫輔導5位志工通過環境教育人員
認證，以及培育更多環境教育專業人
員。
長期目標是將結合跨領域專家的帶
領運作，將課程從氣候變遷調適之災
害、水資源、健康及土地使用等面向，
延伸至周遭環境生態保育及社區住民的
探查與訪談（我與人的社會面向）、環
境美學的認知與實踐（我與自己的人文
藝術面向），拓展學習範疇，引導學生
朝向尊重自然、愛生護生及生態永續之
天人和諧的目標前進，並讓王田里集會
所成為環境教育認證中心。

20世紀末，高度的經濟發展對人類
生存的地球已經形成重大壓力，而臺灣
地小人稠，所承受的環境污染與生態被
破壞更是嚴重。我們應該採取的策略
是，重新思考臺灣經濟政策與科技政
策，讓經濟發展、科技發展與環境保護
合而為一，而不是相互牽制。
臺灣應該規劃一個能兼顧「適度的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永續發展
策略，讓臺灣成為「環境善國」，善盡
地球村一員應盡的義務，澈底解決地區
性與全球性的污染問題。
短期目標是透過熱愛與珍惜
地球資源，養成學子尊重大自然
的態度與拓展國際宏觀之視野，
能將這些知識與觀念傳達給家長
一同參與，並能適時展現對地球
環境保護的行動力與「自助助
人」的社會參與知能，使每個人
將地球安全當成自身的責任，更
認知到為環境付出實際行動力，
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
透過紙劇場道具，建立小朋友對水資源來龍去脈
中期目標是鼓勵志工進修，
的觀念及水土保持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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