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造

永續，東犬風華再現

謝 春 寶
優等
服 務 單 位 ：連江縣莒光鄉東莒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服 務 年 資 ：20年
電

話 ：0836-88088

電 子 信 箱 ：z083688688@yahoo.com.tw
地

址 ：連江縣莒光鄉大坪村11號

個人介紹
謝春寶理事長（下稱謝理事長）出
生於馬祖東莒，長年致力於社區服務達
20年，擔任連江縣莒光鄉東莒社區發展
協會（下稱東莒社區）理事長，連任4
屆長達8年，專長為社區營造。95年，
在交通部觀光局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下稱馬祖風景區管理處）的支持下，
開辦第1屆的莒光花蛤節，持續引領社
區旅遊走向體驗觀光、戰地觀光、文化
觀光及地景觀光，並發展東莒環境教育
特色旅遊，為馬祖地區草根指標性人
物，冀望透過政府計畫的支持，開發莒
光鄉東莒地區的特色觀光產業，並培育
在地觀光產業的核心人才，藉以創造就
業機會，吸引青年返鄉發展。
經謝理事長努力推動多元計畫及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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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的支持，東莒社區從
多元就業社會型，進入多元就業經濟
型，乃至於到培力型計畫，成為臺灣培
力計畫17個社區的一員，並於104年榮
獲產業新大獎，個人則在105年社會企
業績優單位卓越人員選拔，榮獲特別表
現獎。謝理事長讓原本弱勢的人得到工
作機會，並深化到創造自給自足，藉由
專長技藝學習，如民俗手工藝、釀酒、
種植、輕食餐廳、青年民宿導覽等，建
構行銷通路，在地方販售自己的手作產
品，發展微型地方農作產業，開始築夢
踏實，以商業實體成立社會企業。
謝理事長長期推動東莒社區與聚落
發展，希望藉由本身的經驗及影響力，
帶動東莒並影響全鄉發展。為了推動莒

主要目標為發掘地方特色、創新觀
光亮點；實現低碳社區，培植在地產
業，引導青年返鄉；培育觀光產業與環
境教育人才；考量環境承載，善用科
技管銷；整合政府資源，協助社區自

辦理社區生態體驗之旅

6

個人組

104年向勞動部申請東莒島嶼
學校（培力型）

主；建立在地小農文創產業品牌；發
展「企業外訓」健全組織，落實社會
企業。105年培力型計畫進用人員有16
員，其中有5位為返鄉青年，11位是在
地中年，並應用社區盈餘增加2名返鄉
青年；開發在地小農商品15項，文創商
品22項。
由於這項計畫，東莒社區謝理事長
在105年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社會企業
績優單位卓越人員選拔，榮獲卓越人員
特別表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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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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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鄉整體特色觀光產業，規劃串聯馬祖
地區整體發展，申請培力計畫，培育觀
光產業人才及協助活動開發；與經濟部
中央地質調查所、連江縣環境資源局、
馬祖風景區管理處、國立臺灣大學地質
科學系、大葉大學環境教育中心、連江
縣莒光鄉公所、連江縣立東莒國民小學
（下稱東莒國小）、連江縣立敬恆國民
中小學、陸軍馬祖防衛指揮部莒光守備
大隊、馬祖社區發展協會、馬祖東莒文
化促進協會、連江縣西莒鄉西莒青帆社
區發展協會、連江縣西莒鄉西莒田澳社
區發展協會、連江縣西莒鄉西莒西坵社
區發展協會，共同打造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辦理生態環境教育講座，舉辦馬祖
生態環境教育遊程。謝理事長更提倡文
化資產保護營造聚落，對莒光鄉聚落保
存區設立規範。106年莒光鄉東莒島成立
為臺灣第1個縣級地質公園，朝向成立國
家級地質公園，並持續走向世界地質公
園目標努力，使島嶼聚落永續發展。

105年推動點亮村落—東莒洛
神赴
主要目標為體驗旅遊活動；推廣多
元化在地食材加工手作；舉辦105年地
質嘉年華—奔向利吉惡地，分享地質感
動；製作東莒生態旅遊宣傳影片。具體
效益包括，完成體驗旅遊活動2,200人
次；參加多元化在地食材體驗手作活
動1,600人次；105年地質嘉年華參與人
數3,000人；完成東莒生態旅影遊地景
篇、人文篇、多元體驗等3部影片。

社區學校環境教育（守護家園
系列）活動
為建立家庭、學校、社區之間夥伴
關係，善用資源，促進相互合作，達成
共同的教育目標，特別舉辦系列活動。
包括，103年10月23日秋季郊遊的聚落
訪查與古道探索、食農教育—洛神花、
國家防災日演練、我與地球有個約定—
植樹節活動等。相關守護家園系列環境

公共論壇

舉辦106年地質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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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青年工作坊

規劃東莒低碳旅遊行程

教育活動，共舉辦4場次，達450人參
與，將家庭、學校、社區3者結合，達
到「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目標。

105年馬祖環境教育規劃推動
（莒光鄉）
在莒光鄉推動馬祖環境教育，是希
望藉由環境教育設施場域核心價值，導
入學校教育與社區培力。另外也透過課
程與講座，讓在地住民與遊客參與其
中，建立地區環境教育經營管理模式；
並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辦理專題講座及
導覽，學習國內環境教育設施場域認證
的經營管理策略及作法，以有效提升馬
祖觀光從業人員的品質。此外，開發完
成以環境教育立法精神與執行理念、以
環境教育觀點看東犬燈塔歷史保存、以
環境教育觀點看福正沙灘潮間帶生態、
以環境教育觀點看馬祖人的居住文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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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社會企業卓越人員獎

人文歷史保存—以連江縣莒光鄉大埔聚
落為例等環境教育教案，並推動相關課
程與研習，希望到訪遊客體會地質公園
之美，進而深化自身環境教育。
為提升馬祖風景區環境教育知性之
旅內涵，協辦「逍遙樂學馬祖風光」環
境教育系列講座，共150人參與，核發4
小時環境教育時數的有119人。

106年體驗觀光—點亮村落：
東莒地區海洋親水活動規劃培
訓專業服務案
本以「發展馬祖水域遊憩示範點，
打造東莒海洋觀光低碳島」為願景，並
擬訂計畫任務，包括聯合大坪及福正兩
村，發展東莒成為馬祖水域遊憩示範
點；設計東莒海洋活動產品（如獨木
舟、風浪板及立式划槳等）與規劃相關

107年推動莒光海灣旅遊年觀光
多元深耕計畫
具體成果包括完成修繕施作工作假
期—地質調查工作假期、手作洛神花—
草鞋編織的手作體驗、慢遊東莒系列的
慢遊東莒地科探索營—生態攝影營，以
及大埔環境綠美化改善、舉辦福正海域

結合路跑計畫—辦理環境宣導活動

6

107年推動馬祖地質公園成立
包括持續辦理地質嘉年華活動與成
立縣級馬祖地質公園。

推動心得

個人組

舉辦公共論壇制定社區公約，完成
東莒旅遊網站建置與上線，並推動馬
祖地質公園。其中，舉辦完成公共論
壇20場次，參與人數達660人。在推動
馬祖地質公園方面，則辦理"Inaugural
conference of Taiwan International
Geopark Symposium 2017 "為期2天的研
討會，共200人參加；2017地質嘉年華
舉辦宣傳活動有高達3,600人次參與；
另外也參與臺灣地質公園學會交流觀摩
活動。

無動力水上活動等，另外也拍攝東莒生
態影片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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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推動體驗觀光—點亮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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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程；海洋垃圾資源永續利用課程；培
訓東莒水域遊憩種子教師等。已完成
水域安全教育訓練課程4小時學員共30
人；完成獨木舟教練培訓課程24小時
學員有22人，並取得C（丙）級證照；
完成風浪板教練培訓課程24小時學員21
人，並取得 C（丙）級證照；完成立式
划槳教練培訓課 24 小時學員 21 人；完
成海洋垃圾資源永續利用培訓課程8小
時學員21人。

東莒鄉雖為離島中的離島，但自然
環境優越，人文歷史豐富，有「慢活
式」的遊憩體驗，沒有華麗裝飾，是都
會人緊湊生活中的渴望。
20多年來，透過統整，讓社區居民
意見，由下而上凝聚共識，從居住環境
到生活、海邊垃圾、生態保育、島際交
通、福正水域空間規劃、制定社區公約
等，讓東莒鄉成為連江縣具指標性的生
態環境教育及生態體驗學習區。另一方
面，也實現了低碳社區與再生資源友善
環境，藉由環境教育教案開發暨課程推
動，導入社區重視環境資源，推廣東莒
慢食、慢活、低碳旅遊，運用生態與環
境教育，提倡生態地景旅遊，永續島嶼
發展。
莒光鄉的永續發展，能走到今天局
面，實屬不易，無人居住聚落，無人關
心島嶼，產業空洞，人口外移，居民對
整體環境用擷取式，造成土地崩壞，
沒有永續家園概念，造成近乎消失的

辦理離島體驗手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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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

防災教育宣導

辦理環境教育課程

海上訓練課程

島嶼。經過多年努力，島嶼漸漸出現生
機，感謝農委會林務局，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各級長官，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
所、連江縣環境資源局、馬祖風景區管
理處、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大
葉大學環境教育中心、連江縣莒光鄉公
所、東莒國小、連江縣立敬恆國民中小
學，地方各社區發展協會的努力，讓馬
祖這個島嶼再次進入世人目光，能點燃
希望之火，再次回來的生機，島嶼應當
用心思維，讓這片土地永續經營。
當然這些年的我們一起做過的事，
對土地才是有最大的影響力。榮譽本身
只是這個故事很小的一部分，直到今天
仍然在不斷擴大影響力，我真的對此不
感到驕傲，世界在20年中可以改變很
多，但某些瞬間和時刻讓你永生難忘，
不管它過了多久，也無論之後你的生活
改變了多少，20年後，它們或許以各種
不同方式呈現，但當人談論起這個島嶼
的故事，相信曾經的努力，就彷彿昨天
發生的事情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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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為打造東莒永續聚落，104年度
起，邀請張仁彰教授、康諾錫老師及王
花弟校長等學有專精的環境教育專家學
者，辦理環境教育專題講座及環境教育
專題課程。106年度東莒國小與社區結
合，舉辦食農教育洛神花—與紅寶石相
遇活動，除了推動在地居民環境保護意
識，與推廣環境教育新知，向常民宣導
環境教育的重要與迫切，更希望環境教
育向下扎根。

推動地質公園活動，讓土地永
續發展走向國際
透過「地質公園品牌」，推廣里山
里海自給自足低碳足跡飲食文化，在馬
祖風景區管理處輔導下，舉辦地質嘉年
華，分享地質感動，並參與臺灣地質
公園國際研討會交流，從中得到各地
質公園社區友誼與協助，還有地質公園

第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6

個人組

推動馬祖地質公園說明會

教授的指導，讓
社區獲益良多。
未來將繼續透過
地質公園活動推
展與行銷，藉由
地質導覽與地質
嘉年華等行動服
務，虛實整合、
交叉整併的地質
學習，提升全民
對地質環境的認
識，並提出健全
的管理計畫；而
成立馬祖地質公園後，更將向國家級地
質公園目標努力，讓土地永續發展走向
國際。

邀請專家學者 擘劃東莒未來
外部連接的廣度，以及地質環境教
育知識薄弱，需靠專業老師帶領才能補
足社區目前困境，未來也將持續邀請學
有專精的環境教育專家學者辦理專題講
座及導覽，借鏡其成功推動經驗，學習
國內環境教育設施場域認證經營管理的
策略及作法。
1. 邀請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林俊全
教授（下稱林教授）為東莒鄉的輔導
團隊。

地質研討會

林教授為臺灣地質公園網絡組織創
始人，借重其專業為東莒社區及馬祖的
未來，規劃出適合莒光鄉要走的方向。
2. 邀請雲林縣古坑鄉草嶺社區發展協會
創始人，蘇俊豪博士擔任協會外聘老
師，輔導東莒朝社會企業方向規劃。

開發馬祖環境教育教案並推動
相關課程
透過環境教育教案開發暨課程推
動，與生態環境教育講座讓本地居民與
臺灣遊客參與其中，建立起地區環境教
育經營管理模式，以該模式推動馬祖地
區未來環境教育的向下扎根與向外推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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