績優事蹟實錄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嘉義林區管理處觸口自然教育中心

負 責 人 ：廖一光∕處長
聯 絡 人 ：陳淑芳∕專員
電

話 ：(05)2787006轉213

優等

E m a i l ：shufang@forest.gov.tw
地

址 ：嘉義縣番路鄉新福村1鄰五虎寮18號

網

址 ：http://recreation.forest.gov.tw/NC/NC_1_1.aspx?NEC_ID=ck

接觸自然奧妙的窗口
機關(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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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環境永續發展為世界重要議

所與功能的具體策略，來達成「強化森

題，如何透過適當有效且多元的教育方

林自然教育、推展森林生態旅遊」之林

式，協助人類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成

業政策，協助國人認識環境，達成森林

為近年來世界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的重

與自然資源之永續經營與發展，具體實

要課題。林務局身為臺灣最大的自然資

現林務局「維護森林生態，保育自然資

源管理機關，亦為保育業務的中央主管

源」的核心價值。

機關，除保護陸域最大的森林生態系來

為有效落實前述政策，林務局於

達成保育資源之目標外，更肩負森林永

96年7月成立東眼山自然教育中心，是

續經營、森林資源多目標利用的責任；

第1處由公部門成立之自然教育中心，

而自然教育中心的發展係為塑造並深化

第2年則陸續成立羅東、八仙山、奧萬

優質活動體驗、教育學習之自然環境場

大及池南等自然教育中心，第3年再賡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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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茄苳樹下的對話戶外教學「森林的奇幻旅程」－森林火車開進了園區

續成立觸口、雙流及知本自然教育中

署黃金級綠建築標章的綠意館，是適合

心。

社會大眾探索、體驗與學習的環境教育
觸口自然教育中心於98年7月18日

場所，也是推展環境教育的重要據點。

開幕運作，中心位於嘉義縣番路鄉新福

為中心整體經營管理及業務持續成

村，東側為阿里山山脈，南側為八掌溪

長，依現行組織架構及目前人力可支援

河谷，北側為觸口斷層帶，海拔高度約

情形訂定該中心組織架構，以臨時任

193公尺，腹地平坦，交通便利，距離

務組織編組的方式於97年5月23日組成

嘉義市僅約20分鐘車程，園區原有面

「行動研究團隊」，由副處長兼任召集

積4公頃，其中包括南區樹木銀行，並

人、育樂課課長兼任副召集人及觸口工

栽植100多種中低海樹種，成立自然教

作站主任兼任中心主任，定期召開行動

育中心時為增加場域空間及用地，98

研究發展會議討論各項工作方案，據以

年7月再向台糖公司租用中心毗鄰4.5公

推動各項業務。

頃土地，以及協調園區北側區外保安林
頃土地，合計面積約10公頃，是國內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唯一設有樹木銀行的自然教育中心，加

觸口自然教育中心於101年4月取

上101年7月落成啟用獲得內政部營建

得環保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隨後

承租林農放棄承租，收回租地約1.5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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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苳樹下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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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聽見自然的聲音」
－聲暉協進會的聽障生展現巧藝

專屬中心行政及教學使用的綠意館也於

成為最佳的示範教材。於假日辦理的主

同年7月落成啟用，其中綠意館通過綠

題活動，提供親子好友最有意義的感情

化量、日常節能、二氧化碳減量、廢棄

加溫機會，為了將參加活動的感動散播

物減量、水資源及污水垃圾改善等6項

開來，吸引更多好友們一起來學習，中

綠建築指標，獲得內政部營建署黃金級

心每次活動結束後檢討活動執行情形並

綠建築標章，建築物本身就是環境教育

進行改善。

的題材，內部空間以樟樹為主角，互動

由於科學進步及經濟發達，早期農

式的展場規劃設計可讓參觀民眾自學認

業時代累積下來的先民智慧已漸漸被忽

識樹木的生態系；整棟建築與環境融和

視，中心99年底檢討主題活動執行情

及獨具特色的設計，並獲得以催生臺灣

形時，遂和中心環境教師及國家森林志

原創景觀為主題的建築園冶獎優質公共

工討論研擬推出一年當中與節慶相關的

景觀獎。綠意館以選用可再利用性建

主題活動，如與春節有關的「我愛寫詩

材、結合通風設計及生態工法，達到節

過新年」、3月辦理的「綠芽發滿天」

能減碳效益，展現善意使用地球資源的

正好配合林務局植樹月植樹造林活動的

精神。

推動，「端午多飄香」不僅讓民眾重溫

觸口自然教育中心主要的課程活動

端午節由來的故事，還可認識早期先民

分為戶外教學、特別企劃、專業研習、

常運用的民俗植物，及動手自製獨一無

主題活動及導覽解說，其中，戶外教學

二的香包，多元有意義的活動吸引民眾

配合學校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設計符合

高度參與熱忱，一開放報名很快就額

國中、小學校外延伸學習的課程模組，

滿，民眾熱烈的參與也激起帶領活動的

每套課程皆包含3個以上課程單元，提

環境教育教師及志工高昂的服務熱情，

供學校帶領學生在自然環境中快樂學

持續更新課程活動。其他課程活動也根

習，101年配合綠意館建造意涵開發

據環境及場域資源的獨特性與優勢，讓

「我愛綠建築」新課程教案，讓綠意館

到訪的學員能體驗學習到獨特且不可取

第

區帶來經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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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口自然教育中心99年9月起主動
出擊，邀請社團法人嘉義市聲暉協進會
的聽障學生家庭，到中心親身體驗、用
心靈聆聽自然環境的聲音，藉由「一片
葉子落下來」繪本故事，激發聽障生的
勇氣，一起學習用行動友善對待環境。
100年也辦理了5次弱勢團體活動，主
動邀請北園、世賢、育人及港坪國小清
戶外教學「森林的奇幻旅程」－看我今天學習到
不同海拔植物的葉子也不一樣哦

寒學生參與暑期夏令營無痕山林「魔法
訓練班」，嘉義市修緣育幼院參與12
月份「享樂自然過聖誕」主題活動，其

代的「在地化」課程內容，逐步在這5

中嘉義啟智學校於中心進行的特別企劃

大類服務類別中，建立觸口自然教育中

活動更令人感動，該校老師為讓生命相

心特色課程活動。

對於正常孩子來得短暫的天使寶貝，有

觸口自然教育中心是林務局唯一未

合適的場域及人員願意為他們提供親近

與森林育樂或林業文化場域結合的中

自然的機會，主動與中心多次溝通與場

心，為了延伸活動學習場域及資源，於

勘，最後在中心全力配合，營造舒適可

100年起與台灣黑熊保育協會、光華社

平躺空間，以及環境教育教師與國家森

區頂笨仔文化協會及零碳行動有限公司

林志工的耐心與愛心帶領下，圓滿完成

合作辦理專業研習，除了增加課程多元

活動，為那些學童增加更豐富的生命色

面向，延伸中心場域至光華社區辦理專

彩。

業研習野生動物觀察與社區生態旅遊研
習營，吸引來自全省各地學員參加。
102年6月更將嘉義縣番路鄉公興社區

未來展望

納入第2處延伸場域，合作推出「遇見

觸口自然教育中心以成為嘉義林區

生物多樣性」單日型專業研習課程活

管理處推展環境教育的資源與策略中

動，以生物多樣性為核心概念，結合公

心、嘉南地區具環境學習專業戶外教學

興社區的保育做法與傳統產業轉型為植

的場域、具綠建築標章的模範學習場

樹造林，由社區幹部擔任講師及解說員

域、接軌全國自然教育中心及聯結地方

導引學員體驗學習，讓學員看見林務局

夥伴關係的重要據點為發展願景。

將社區納入共同經營森林的夥伴關係所

在課程活動發展上以林業為主軸，

發揮的功能與成果，不僅將林務局在自

延伸至國土保安、動植物保育及當地林

然教育、保育工作及生態旅遊上努力的

業文化等林業相關議題，規劃相關課程

成果藉由研習過程傳達出去，並且為社

方案並執行，以引發參與的民眾關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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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生態系物語」
－培養參加者團結合作的精神
國家森林志工導覽解說－仔細聽我細說
觸口自然教育中心園區裡的一草一木

地環境，讓更多人暸解林業，力行環境
保護行動，以達成維護森林資源，保育
自然生態的目標。
自99年度辦理弱勢團體環境教育
活動，未來中心將持續加強服務人員瞭
解特殊孩童至中心進行活動時的需求及
帶領技能，結合中心地理環境優勢，主

特別企劃－關懷弱勢活動

動規劃課程活動服務更多慢飛天使，讓
他們也能參與環境教育，在大自然中享
受它的奧妙與神奇。
從事環境教育除了要有場域設施
外，還要有內部服務人員及外部使用

18

然教育場域，真正提昇全體國民環境素
養，進而促進永續發展。

者、經營管理組織、課程方案等4大要

推動心得

素，其間的關係、工作項目及作業流程

觸口自然教育中心自98年7月正式

繁多，為了統一作業方式及流程，中心

運作以來，服務了許多來自全省各地、

未來將積極進行ISO9001認證，以建立

各行各業的民眾，中心執行團隊成員也

管理及作業標準，確保高品質的服務。

輪替好幾回，課程活動也不斷的更新改

觸口自然教育中心營運發展經驗是

良，園區的植栽也一天天的茁壯，設施

全民共同累積的，未來希望結合更多元

也愈來愈完善，看著中心的成長改變，

推動環境教育之個人與組織，共同推動

每個到訪的人帶著歡樂的笑容離開，許

全民參與、終身學習的環境教育工作，

多長官、民眾對我們的肯定，就讓人忘

打造「師法自然、快樂學習」的優質自

了所有推動過程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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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戶外教學的學生運用巧思把樹葉枝條創作出
一幅幅美麗的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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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意館外的特別企劃活動

環境教育法正式上路，需要更多活

氛及默契，走到那兒都讓人按讚，對於

潑有趣的教材及教法，來傳達環境倫

服務環境的投入與熟悉，也每每在向各

理，引發環境行動；很多故事繪本結合

級長官導覽解說時獲得肯定；雖然中心

自然生態、環境及科學教育知識，適合

沒有大片的森林，由於他們的用心觀

做為環境教育教材引導孩子從中找出隱

察，也能於網站上發表一篇篇令人感動

藏的細節與意涵，培養美學欣賞的眼光

和溫馨的森林報。另一群犧牲奉獻的國

及環境觀察之能力，激發孩子自然觀察

家森林志工，來自各行各業個個身懷絕

的興趣，而且閱讀是培養學習力的最佳

技，導覽解說、植物物候調查及課程活

管道，中心於99年嘗試以「一片葉子

動的帶領與協助，都少不了他們，與中

落下來」繪本故事結合「聽見自然的聲

心環境教師的合作不只是在各項課程活

音」活動課程，帶給教師、志工及所有

動上，他們用心調查的植物物候資料，

參加者由衷的感動，該課程使用至今仍

在教師們的運用下，變成一棵長在落地

深受機關團體喜愛。102年3月中心規

玻璃窗，會和參觀民眾互動的感溫樹，

劃辦理繪本運用及教學技巧研習，教導

展現中心服務人員的團結與創意。

國家森林志工及教育工作者，利用繪本

本中心101年4月通過環保署環境

做為環境教育的教學教材，讓大家由閱

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同年7月綠意館落

讀進而接觸大自然，引發參加人員熱烈

成啟用，提供雲嘉南地區優質環境教育

迴響，也讓我們更確信這次的選擇是正

場域，更提昇林務局與本處組織形象，

確的。

以及在環境教育專業發展上的優勢，未

中心營運至今很重要的是有一群有

來更期待與所有環境教育工作者及相關

理想、有活力的環境教育教師，和熱情

單位一起推動環境教育，落實低碳生活

服務的國家森林志工。環境教育教師來

方式，善盡地球公民之責，達到林業走

自不同的學習背景，不論何時加入、何

出去、民眾走進來，共同維護森林生

時離開團隊，只要在中心就不分彼此、

態、保育自然資源及共創永續生活環境

無私的分享，一起成長，融洽的團隊氣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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