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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識是立

的，環境教 育貴在 實 踐

服 務 單 位 ：社團法人屏東縣林仔邊自然文史保育
協會／理事長
服 務 年 資 ：22年
電

話 ：(08)875-3794

電 子 信 箱 ：Johnchen0815@yahoo.com.tw
地

址 ：屏東縣林邊鄉仁和村中山路277-1號

個人介紹
從民國（下同）85年起掃街、淨
灘、清溪，87年成立社團法人屏東縣林
仔邊自然文史保育協會（下稱林仔邊保
育協會），陳錦超理事長（下稱陳理事
長）以社區營造起家，從認識環境、認
識自己生活的場域，結合社區居民與
志工，連續兩年舉辦「花現林邊蓮霧
節」，打造故鄉的自明性。
98年8月8日莫拉克風災，陳理事長
深切體會到環境保護與教育必須主動參
與，並且應該將學習傳遞給更多人，共
同守護臺灣這片土地。在100年發起養
灘造林，在林邊水利海邊種下3,600棵
濱海植物及椰子樹，陳理事長深信，災
難之後必有祝福，但要有反省和行動，
祝福才會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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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理事長擔任屏東縣政府社區改造
委員多年，想法多，勇於溝通，喜歡與
人交流觀念。在屏東縣政府養水種電政
策下，陳理事長帶領林仔邊保育協會與
縣府合作，打造7.2公頃光采濕地，除
了成為智慧微電網綠能示範園區，帶進
自然養殖觀念，在光采濕地環境教育場
域，一場又一場的濕地導覽解說，以實
地觀察為主軸，生動活潑地與來訪者交
流互動，達到環境教育的最佳效果；另
外也透過林仔邊保育協會設計的各種活
動，讓環境教育立體化。
除了接待各級政府機關、學校、社
區、社團，陳理事長也以「養水種電到
綠能環境場域」為題，到基督教長老教
會總會演講，期待透過各式的場合將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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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組

透過認識綠能研習，宣導社區微電網概念

承租7.2公頃廢耕地，建立滯洪蓄洪空間
防災，並復育生態動植物增加多樣性，
以維持環境平衡

能種子散播出去。
鑑於政府推動綠能，期待綠能進入
家戶，陳理事長從106年起，在社區舉
辦屋頂型太陽能發電說明會，積極向民
眾說明屋頂型太陽能自力發電，推展綠
能觀念。
社區改造與環境教育，實際上是一
體兩面。22年時光，陳理事長以社區改
造的基礎凝聚志工，與其他社團、社區
夥伴長期合作，瞭解在地故事、歷史、
產業、地理特質。在遇到問題時能使用
過去的能量，與政府合作，進一步幫助
地方解決問題，走出困境。
22年歲月，打造了陳理事長豐富的
社區改造與環境教育之路。幼年時常於
林邊溪畔幫忙家人耕作的美好經驗，大
學就讀期間發起林邊大專青年聯誼會，

社造起家—堅持社區傳播、讀書會
與共學凝聚地方向心力

寒暑假返鄉辦營隊走讀鄉里。78年回到
故鄉開設牙醫診所，閒暇常帶孩子在林
邊溪生態觀察，一路走來，熱情不減；
陳理事長說：看見問題，尋求解決方
案，這是環境教育迷人之處。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長期以在地知識參與地層下陷
區氣候治理行動
針對地層下陷區環境、產業及淹水
課題持續提出解決方案，探討土地利用
與水源供應間平衡考量的整治與管理方
法；如莫拉克風災後衝擊分析探討，推
動災後重建調適策略，關注並促進產業
應變技能提升。陳理事長發揮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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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領導非政府組織(NGO)做政府
與民眾的溝通橋樑，包括地區防洪排水
治理、鹽化農地再利用、高風險潛勢區
能源自主行動等，都積極向中央部會與
地方政府提出政策的具體建議。

公私協力，創造地方治理典範
承租廢棄魚塭與廢耕地，建立「林
邊光采濕地」，是一座7.2公頃滯洪、
疏洪空間，復育災前原生種濱海植物16
種及林邊溪口廣鹽性魚類22種，增加生
態多樣性，維持自然平衡。並在協力屏
東縣政府落實國土復育及災後調適策略
的養水種電及推展再生能源中，營造光
采濕地成為防災教育具體示範場域：
1. 運作社區微型智慧電網，能源自主，
年減60噸二氧化碳排放量，獲104年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能源智慧
社區最佳案例銀質獎殊榮。
2. 回應氣候變遷，示範防災抗澇水上高
腳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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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邀請民眾參與共作環境藝術作品，以
無痕、低度介入的方式，勾勒地景與
藝術的共生共榮。以光采濕地經驗，
對政府、光電系統業者、非政府組織
(NGO)提出建言；深入行政單位與專
家學者交流，影響產、官、學。以環
境教育拓展國民外交，其中含括27個
國家的代表及我國駐外使節回國述
職，再生能源產業與環境永續發展能
力主題研討參訪都指定光采濕地。

對外拓展綠色能源經驗，對內
培養態度與環境行動
自主舉辦公聽會，邀請太陽能發電
模組系統業者向社區民眾說明屋頂發電
建置方式，鼓勵綠能進入家戶，透過講
說宣導，努力將「節能比創能更重要」
的觀念內化進入更多民眾的日常生活。
在能源轉型白皮書會議提案，鼓勵企業
與商家領頭，將自主供電系統實踐於便
利商店或公共設施。透過光采濕地實際

扮演政府與民眾溝通的橋樑，從光采濕地
創造地方治理典範

協力農業改良場轉化林邊鹽化土地及光電板
下閒置空間引入新作物

陳建仁副總統蒞臨光采濕地，建言綠能政策
及邀請種下希望之苗

推廣生動趣味的親環境活動，引導民眾
生態觀察寓教於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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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光電設施下土地二次
利用與實踐—香莢蘭栽種

建置的觀察數據，提供經驗給系統業者
天泰能源公司建置三生共存案場的工作
方法。

讓知識變立體的實踐

環境科學結合戶外教育，
鼓勵孩子從觀察中發現練
習與整理資訊

個人組

幫助民眾從地方地理與歷史
沿革認識困境，因應建立人
文地理關係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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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經濟—綠色產業，綠色行銷
林邊佳冬地區長期超抽地下水而引
發地層下陷，並衍生災害，陳理事長協
助災後社區自主重建工作，以養水種
電，推動產業轉型與升級。扶植蓮霧安
全產銷班，成立至今16位農民取得產銷
履歷認證，另外也推廣雙認證履歷石斑
魚行銷與轉化林邊鹽化土地及太陽光電
板下閒置空間，讓土地有效2次利用，
建構友善環境的生產模式。
關心地層下陷與極端氣候交互作用
議題，陸續引介低耗水、高價值作物、
適合鹽鹼性土壤的新農作物：鹽地烏殼
筍、香莢蘭、牧草等。陳理事長帶領林

以光采濕地園區作為在地環境教育
種子培訓基地，持續協力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科學環境教育所、大仁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的人才育成，
104年35名志工完成社區導覽解說員96
小時初階培訓，105年28位志工完成進
階環境教育培訓30小時，至106年總計
8位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提升務實
教育師資質量。透過環境教育、導覽解
說，推動區域文化的保存和維護，幫助
地方及治水相關單位，瞭解
地方地理與歷史因應困境，
建立人文地理觀。
帶領林仔邊保育協會積
極發展光采濕地環境教育場
域自主經營能力，教學方案
透過社區環境體驗活動，結
合人文、產業、行動力，輸
出林邊經驗，創值實踐環境
教育產業化。105年至106
年環境教育商業模式經營
成效實況，相較104年成長
33%，並提供12個穩定就業
員額；場域自主營收41%、
從林邊溪流域到屏東平原
社會支持捐款16%、公部門
的歷史—陳理事長廣邀多
補助款43%。
方參與區域協力公共治理

持續培力地方人文暨
環境教育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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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反對常會讓進度停擺，導致
良善的政策停滯不前，用解決問
題的態度積極處理，才能創造多
贏。

知識是立體的

光釆濕地盡力落實環境教育在地化產業化

仔邊保育協會橫向連結在地社群、產
業，結合25個店家及5個社團建構「317
故事鄉」聯盟；透過完善的在地綠色旅
遊企劃、低碳社區服務機能，發展親近
環境行為活動，轉化社區環境變遷負面
活教材，引導議題關注、寓教於樂，傳
遞社區農漁品牌價值行銷，並凸顯地方
的深度與自明性，創造商機，提升人才
歸鄉機會。

把守初衷前進，啟動更多美好
改變
發行林仔邊月刊20年如一日，讓社
區擁有豐富知識與知性讀物，凝聚地方
向心力；透過社區傳播、讀書會、社區
共學、在地培能，秉持「熱情、學習、
成長、在地陪伴」，持續滾動民眾參與
社區發展機會與行動力。

推動心得
NGO角色
作為非政府組織，除了監督政府的
環境政策方向與落實程度外，應該扮演
更積極角色。對於政府已制定好的政
策，如果在執行上發生困難，可以作為
政府與民眾的溝通橋樑，減少抗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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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帶領解說，發現學
生、民眾常把知識簡化，譬如濕
地一詞，腦中閃現的是紅樹林、
招潮蟹、彈塗魚、候鳥；其實，
濕地功能包含自然保育層面和社
會經濟層面。瞭解濕地功能，才能保護
濕地，並能靈活運用濕地，讓濕地發揮
最大功能。知識上的狹隘與廣度不足，
常會讓人為反對而反對，這也是非政府
組織(NGO)必須更積極著力之處。環境
教育可以讓知識變立體。

觀察是一切科學的基礎
我們的教育過分偏重單方面講課，
以致於思考力變弱，只等待答案；考試
只有是非題、選擇題、填充題，限制了
我們，只尋找標準答案。如果以交報告
或上臺說明的方式，問題就不會只有對
或錯而已，必須從腦海中思索或從電
腦、手機及書本中搜尋資料。帶解說
時，如果時間允許，我會帶學員先觀
察、多動手、提問題、找答案，而不是
單向給予。
臺灣幾10年來推動各種形式的環境
教育，但是環境依舊嚴峻。馬英九總統
曾說：「人權最大的迫害者是政府」。
其實環境最大的破壞者也是政府，企業
也不遑多讓。環境教育者更該發揮影響
力，對政府官員和企業著力。錯誤的政
策和執行，日後修復將更形艱巨。

教育不只是知識而是行動
過去我們的教育是讓考生拿到好成
績，進入好學校，找到好工作。但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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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節能比創能重要

未來展望
以前帶解說教育，常以輕鬆、知識
自取、行動自便的態度，學員花了好幾
個小時聽解說，回去可能依然故我。今
後會更加強在觀察、議題廣度，增加學
員自行搜尋答案能力。深入在平行的非
政府組織(NGO)、行政單位、太陽能系
統業者、專家學者交流上，發揮實務經
驗的影響力。

短期目標
1. 持續支持在地友善環境農漁產業行
銷，並與姊妹協會結盟共同為食安和
友善環境產業盡責。
2. 結合學校、社區，將環境、產業、歷史
扎根。只有瞭解過去，認識自己的優點
與不足，才能走出更穩健的下一步。
3. 目前政府推動綠能，在不利耕作土地上
種電，和鼓勵綠能進入家戶，以林邊經
驗及實際建置的觀察數據，提供給系
統業者建置三生共存的電廠工法，對
潛在屋頂型太陽能住戶主動出擊。

駐外大使返國述職，參訪光采濕地

個人組

常和環境與生活脫節，以致於我們的住
居，我們的建設、我們的飲食以及我們
的交通，常常造成環境的過分負荷，如
今我們又必須去尋找另一種知識來修補
我們的環境。所以環境教育場域不應只
是示範，不應只是知識，而是進入我們
的生活，是可以付諸行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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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目標
1. 鹽鹼地新農業推廣，除對既有蓮霧養
殖業友善耕作外，若願轉型，提供多
元化新農業，如香莢蘭、烏殼綠竹
筍，已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
委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下稱桃園
區農改場）、高雄區農改場合作。
2. 企劃常態性以綠能和環境為主題的科
學園遊會活動，與國高中及大專院校
專題研究，加上綠能科普知識，讓學
生與社會民眾更接近綠能與科學。
3. 環境教育場域新教案的研發，用在地
特色條件研究新教案。

長期目標
1. 持續對地層下陷及淹水議題提出解決
方法，雖然臺灣西南沿海地質原本就
存地層下陷的宿命，但如何減緩？如
何將政府努力成果，透過解說帶給民
眾正面能量與希望，並願意在節水及
節電上努力，減少一次性產品的使
用，共同為土地、環境盡力。
2. 將環境教育議題延伸至林邊溪流域，
透過社區結盟，發現這塊土地的故
事、人的故事，共同守護環境。
環境議題隨著時代發展，而有不同
問題出現。透過環境教育，期待在未來
開發的前進腳步，減少問題產生，並且
能將舊有存在的問題逐步解決，讓土地
環境得以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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