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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政事務所積極構思由點到面的
向外推展，堅持「做就對了」的理
念，由培植一顆種子開始，將綠色小
盆栽分送到社區與學校，繼續茁壯，
讓地球更美好。
為提升推動績效並強化組織動員
能力，101年10月成立「綠美化暨節
能減碳小組」，由兼具空間設計、園
藝造景、野生動物保育及生態解說等
專長之同仁組成，積極規劃執行內部
顧客（同仁）及外部顧客（洽公民眾）
環境教育與宣導，並開創跨域交流平
台，與轄區內社區及學校共同推動各
項環境學習與在地生態體驗。同時籌
劃設立地政講師團與社區服務隊，針
對土地資源適當利用之法制面與實務
面，和社區鄉親及學子交換意見，宣
傳並指導土地合宜性使用，讓彰化地

．機關構介紹．
彰化地政事務所前身為民國前7年日
治時期台中地方法院彰化出張所，是掌
管土地登記事項的百年老店。現有編制
人員73人，所轄區域包含彰化市、秀水
鄉、花壇鄉及芬園鄉等4個鄉鎮市，土地
有216,268筆，建物90,466棟，土地面積
約15,813公頃，為彰化縣第一大地政事
務所。
現有辦公處所由於係與其他行政機
關合署辦公，並無廣地闊土用以規劃設
置環境教育中心，亦無法定財源或預算
籌辦環境教育專業研習及主題活
動，但身為地球一分子，不能以任
何藉口規避保護環境的責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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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科大學生熱烈參觀地政文物史料

政事務所這個坐著的法定「土地登記
機關」站起來、走出去，積極參與並
守護著這片美麗大地。
另外，為透過有效且多元的教育
方式，來達成環境永續發展目標，92
年與彰化縣政府規劃合作，於辦公廳

機關（構）組

社區服務隊舉辦植樹護地球活動

舍4樓設立「彰化縣地政文物館」。
搜集清朝中葉以來各項地政文物，
由於館藏豐富又具有保存價值，獲
行政院文化部核定為地方特色館，
非常適合洽公民眾、學生、親子家
庭或機關團體造訪參觀。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舉辦「青年學生環境志工營」
101年底開始招募高中以上學生
志工，讓學生透過住家所在的地籍
圖與不同時期的空拍航照圖套疊，
看 看 所 居 住 的 地 方 10年 前 、 20年
前，和目前的地貌景觀有哪些不一
樣？強烈的對比歷歷在目，使參加
營隊學員充分思考到如何運用自身
的力量保護我們的環境，並學習尊
重自然。同時也教導藉由回收的衛

生紙捲筒與舊報紙等素材，變化出辦公空間相
當有層次感的裝置藝術，讓青年學子體驗資源
再利用的無限可能，進而珍惜資源的使用。

推動學校環境教育
採擷南郭國小竹柏種子，培育為人見人愛
的竹柏小盆栽，並結合該校學童辦理植樹節洽
公送植栽活動，共同推動環境教育具體作為。
同時，也配合校慶或運動會到校辦理土地資源

東螺溪淨溪暨栽種蜜源植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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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講師團舉辦適度利用土地資源活動

闖關遊戲及節能減碳有獎徵答活動，學童熱烈
參與盛況空前，充分落實向下扎根工作。除
此，並與彰化師範大學地理系及建國科技大學
等校系，辦理土地開發與環境衝擊、國土測繪
探源及地政文物導覽體驗等活動，讓大學生藉
由理論結合實務參與的經驗，深切體認環境覺
知及敏感度，進而能更加主動關心各項環境行
動。

推動社區環境教育
由於秀水鄉、花壇鄉及芬園鄉均為典型農
業聚落，加以彰化市毗鄰八卦山脈部分山坡地
屬林業或農牧用地居多，中老年以上鄉村人口
仍以農業耕作為大宗。惟彰化縣長期以來亦為
傳統工業聚集地（尤以五金、腳踏車產業為
最）；因此，農業用地及山坡地非法搭建為工
廠，時有所聞，且衍生出廢氣、排放廢水及有
毒物質等問題。

之美、人文景觀、祠廟古剎及動植
物生態等，鉅細靡遺的透過多元資
訊傳遞方式，將關心大地、維護環
境的大小事，透過網路族群分享與
暸解。
英國動物保育人士珍古德女士
曾說：「唯有暸解才會關心，唯有
關心才會行動，唯有行動，生命才
有 希 望 」。 102年 5月 成 立 臉 書 迄
今，累計發布訊息500餘則，訊息
總觸及率達15萬人次，另有意見回
饋 200餘 則 ， 充 分 顯 現 聚 焦 在 分
眾、主動分享的策略，已成功引領
新世代網路族群進入環境教育領
域，未來將會有更多關心環境生態
與大地健康的族群共同參與。

彰化地政事務所社區服務隊及地政講師團
成員利用夜間及假日，製作「土地適當利用」
大型看板與宣導摺頁，深入各聚落詳細說明，
並與鄉親雙向溝通、交換意見，同時配合重點
提問，答對者贈送苗木，以102年為例，共舉辦
24場社區環境教育，參加民眾達2,327人，有效
抑制農地不當使用。

網路族群環境教育
藉由無線網路及行動載具科技
的進步，即時、同步將在地田園
淨山活動還給大自然清淨山林，參與者滿臉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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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構）組
推動文化保存

青年學生環境志工營結訓，收穫滿滿

推動自然保育
舉辦「搶救地球暖化
減碳與蔬食」特展，結合
鄰近社區辦理八卦山脈淨
山、植樹，推動東螺溪淨
溪暨栽種蜜源植物活動；
與各鄉鎮公所、農會及社區
理事會辦理茉莉花採栽加工、
認識竹筍及油桐生態體驗等活
動，每年約有5,000人次參加。另
外，每年3月灰面鵟鷹北返過境八卦
山脈，均提供測量型光波測距經緯
儀及高倍率望遠鏡多部，導引民眾
賞鷹，並和大自然生態解說學會合
作，提供導覽解說服務，吸引近萬
名民眾參加。

臺灣早期屬中國邊陲地帶，並
歷經殖民統治，因此，各項土地制
度的建立並不容易，加以政治上未
能長治久安，相關文物檔
案無法善加保存，殊
屬可惜。
有 鑒 於
此 ， 92年 成
立全國唯一
的「地政文
物館」，除蒐
集政府機關
留存的各項地
政文物外，也
將原來隱藏在民
以高倍率望遠鏡引發小朋友
關心灰面鵟鷹生態興趣
間的各項地政文
書，如鬮書、契約書、
契尾、丈單等，加以蒐集整理，
以做為歷史的見證。館藏文物分為登記、契
據、家屋、地價、地權地用、農地重劃、市地
重劃、區段徵收、測量、測量器具、製圖器
具、法令、叢書、研究論文、照片、文書、代
書、物品及其他等19類，約1,200餘件。由於極
具特色，除各機關團體、學校紛紛前來參觀
外，101年底大陸廣東省國土考察團亦慕名而
來，指派30餘位官員及學者分2梯次參訪，並獲
得大力讚賞。

教導社區居民製作及使用環保酵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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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運用教育方法，培育國民瞭解與環境之倫
理關係，增進國民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
度及價值觀，促使國民重視環境，採取行動，
以達永續發展之公民教育過程，就是環境教
育。彰化地政事務所轄區含括丘陵與平原，自
然景觀、人文史蹟及廟宇文化豐富，動植物生
態多樣化，居民安土重遷，對社區環境與土地
懷有濃厚的情感與高度認同。惟低度利用之農
地或山坡地，受到工業化蠶食鯨吞及居民圖一
時方便而任意搭建鐵棚架或烤漆板鐵皮屋使用
之衝擊日益增多，且甚難回復到原貌。因此，
社區環境教育應予強化，導入PDCA管理循環
觀念與作法，在課程規劃將分眾設計，並納入
適度的評量，如此方能協助在地鄉親提升環境
素養及敏感度，進而養成對在地生態環境的高
度興趣、尊重與卓越感。
在學校環境教育與青年學生志工營這一
塊，是向下扎根的基礎工作，如何提升學子興
趣與學習能力是重點。因此，在課程設計
上要提高實物展示及多元互動比率；另
外，講師與學員互動頻率增多，未來也
希望能加入親子互動課程，藉由衛
星影像、航照圖及地籍圖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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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廣東省國土考察團參訪地政文物館

圖籍的歷史套疊，展現親子二代或
三代間的生長環境背景差異，不但
能讓親子間更加相互瞭解，亦能強
化與目前居住環境的互動，這些是
近期努力的目標。
從事環境教育需要有一個良好
的環境教育設施或場所，而要如何
評估其是否優質？這其中包括設施
或場所本身的條件、營運管理能
力、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及內部服務
人員與外部使用者的素質4大要素。
依優先緩急，強化一般服務人員專
業度及提高專責人員取得環境教育
認證人數為首要。因此，規劃105
年起內部所有人員需參加環境教育
課程時數由目前10小時提高為20小
時；另外，每2年至少有1人取得環
境教育人員認證。同時爭取法定預
算，規劃「地政文物館」取得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提供各機關及
學校辦理戶外學習與參訪的優先選
擇地點，共同為環境教育品質之提
升而努力。

機關（構）組

推動心得

心理念出訪聚落與村里，初試啼聲得到熱烈迴
響及大力贊同後，接續加碼演出舉辦青年學生
環境志工營、關心動植物生態講習、減緩地球
暖化與蔬食特展、淨溪、淨山、植樹、關懷長
者與弱勢族群、製作及推廣環保酵素等。
我們藉由環境教育推廣工作，聯結
人與土地的親密關係，也由此喚
起人心之美，激發民眾站在環
境的角度思考，並採取正向
行動來關心周遭的人、事、
物。

彰化地政事務所前身為民國前7
年日治時期台中地方法院彰化出張
所，是掌管土地登記事項
的百年老店。長久以
來，我們的視野只
專注在土地登記
合法、正確與
測量精確無誤
這 個 「 點 」
上，深怕稍有
疏失就要負損
害賠償的法律
責任，同仁因此
戰戰兢兢，無暇也
舉辦社區植樹活動
讓彰化更美麗
無心走出去看看手上
拿著的登記簿與地籍圖，
是如何的多彩多姿。

土地是人類及生態依附
的根本，關心生態、愛護地
球是地球公民的責任，我們

感謝小老弟南郭國小（創校95
年）1顆竹柏種子啟迪了大家的視
野，讓同仁擔憂與煩躁的內心得到
沉澱與寧靜，由此推己及人，我們
將培植小盆栽、綠美化環境的成功
經驗，搭配適當利用土地資源的核
帶領學童推動植樹節洽公送植栽活動

舉辦幸福列車宣導植樹護地球活動

體認到管理土地及解決土地問題是地
政業務的核心。而推動環境教育是每
個國民應盡的義務與責任，儘管過程
辛苦，但在活動結束後看到參與者臉
上滿足與快樂的表情後，心中充滿觸
動，我們並非萬能，也不是樣樣都
行，只不過願意將觸角伸得遠一些、
廣一點。因此，只要付出實際行動，
就一定能達到愛護環境、保護生態的
目標，動起來，讓我們全力以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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