隊，期使建設與安全兼籌並進。

地理位置與文化背景

金門縣烈嶼鄉

優等

東坑社區
發展協會

樂遊養生村
綠活美東坑
負責人

呂俊龍／理事長

聯絡人

呂國卿／總幹事

電

話 （082）362066

Email

lieyu64502@yahoo.com.tw

地

址

金門縣烈嶼鄉西口村東坑11號

網

址

http://sixstar.moc.gov.tw/blog/A894002/

．社區組織介紹．
歷史沿革與成立經過
烈嶼鄉（俗稱小金門）壤地褊狹，
自五代以來即附屬於金門，為同安縣所
管轄，元代於金門設鹽場，烈嶼鄉是鹽
場轄有十處之一；明洪武時，烈嶼鄉屬
於二十都；清乾隆、道光年間，稱烈嶼
保，共分33鄉，東坑為其中一鄉；直至
民國4年，金門設縣，烈嶼由原二十都改
為第五都，共分32鄉，東坑亦為其中之
一鄉。東坑社區發展協會於85年3月19日
正式成立，為烈嶼鄉第一個基層社區組
織；另成立有社區老人會、社區關
懷照顧據點及社區守望相助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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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坑社區位於烈嶼西北端，依山
面海，與廈門島相望，東與紅山相
依，西與雙口為鄰，西北臨海與廈門
相望，北與湖井頭接壤，南來北往，
交通便利順暢。東坑社區為烈嶼先民
於開墾過程中，集住而形成的自然村
之一，社區具有傳統閩南建築聚落及
城鄉景觀風貌，相鄰咫尺尚有雙口、
湖井頭等自然村，而形成往來密切之
大生活圈。

自然生態與生活型態
東坑社區兼具有海岸地形、湖泊
及山坡，其鳥類資源相當豐富，社區
周遭環境非常優美，青山綠水、農田
遍野、鄉間小道、人文景觀，還有陣
陣芋頭飄香味道徜徉其中，以及擁有
傳統閩式古厝，可稱得上是天然的生
態教室。前方正視西湖自然景觀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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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鳥資源，左臨下田鄭成功過境
時，鑿井為炊之具有歷史教育的
「國姓井」，右臨見證歷史的「湖井
頭戰史館」等觀光景點，對推展自
然與溼地生態的環境教育、提倡與
環境共存的休閒健康，有著正面的
環境教育指標與意義。
社區居民主要以務農為生，傳
統農村生活型態一直延續著，因有
其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造就空氣
清新、氣候宜人，重視環保，居民
的生活步調緩和，民情風俗純樸，
全民皆志工。也許是生長在充滿大
自然的廣闊土地之故，也或許是因
為習慣了這樣的生活方式，對於人
情世故，社區居民自有一種不太與
人計較的包容力，心情是可以相當
舒坦輕鬆的。在這悠閒的生活中，
往往帶有一分「與世無爭」的尊
嚴。

社區精神圖騰（logo）
東坑社區標誌
（logo）設計理念主
要以鎮煞及止風之
風雞為造型主體，
代表社區的吉祥
物，期許能為社區
帶來祥和與好福氣，並結合閩式傳統建築特色
之「燕尾」為雞尾，雞腹用「芋頭」代表社區
的農作物和特產，壯碩肥美的芋頭表示希望東
坑的農作物，在農收的季節裡能有豐盛的收
穫；而古早的窗戶圖案則代表社區的人文氣
息，「東坑」二字用綠色代表對大自然的愛護
與和平，象徵社區是環保美麗家園。

社區居民勞動互助耕作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東坑社區推動環境教育是經常性、持續性
且全面性的工作，不分男女老少，全民皆志
工，全社區建立共同意識，共同推展並延伸至
鄰近社區與機關學校。東坑社區是金門縣環保
社區的代言人，也是烈嶼鄉的模範社區，自協
會成立以來，獲獎無數，績效卓著，雋永的故
事是他們全社區志工滴下汗水所換來的。

社區微電網系統

在環境教育面向，針對社區芋頭產業永續
經營，指派社區種子人員參加芋頭安全用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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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及蔬菜病害蟲防治等研習教育課程，維護在
地特色產業，且透過課程研習將講師所授課的
方法，全數吸收後並引進其技術教導社區其他
居民據以實施，以最天然最不傷害環境的方
式，維護社區芋頭與其他農作物食的安全，並
重新認識有機農業，從有機農作到自然農法到
體驗如何吃出健康等，以達到研習課程的環境
教育意義。
在自然生態面向，社區聘請金門植物專家
舉辦植物與自然生態的環境教育研習及解說員
培訓課程，不僅讓社區居民瞭解更多植物相關
知識，以及對自然生態的重要性，而種子解說
員亦能針對社區既有的植物做解說，並協助學
校擔任戶外教學的植物解說教學工作，充分發
揮社區舉辦植物與自然生態環境教育的成果。
在文化保存面向，保存社區內既有的文化
建築及地標景觀（風雞、北風爺、全國僅有及
獨一無二的六姓宗祠、清雲祖師宮、呂姓家廟
等），並開設種子解說員培訓計畫，協助學校辦
理鄉土教學解說課程，讓地區學子加深鄉土文
化生活知識，並結合學校舉辦彩繪風雞活動，
讓下一代更瞭解風雞文化背後的精神與學習古
人懂得感恩的環境教育精神傳承。社區更
結合在地人力，一如往昔，群策群力，用
心生活，堅持夢想，更將這18年來
一步一腳印的社區成功營造經驗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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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編印了「追本溯源—盡攬東坑風
華」、「東坑呂氏家廟祖譜、六姓宗
祠祖譜、清雲祖師廟源流考全記
錄 」、 「 典 藏 東 坑 — 烈 嶼 歲 月 憶
往」、「細說烽火話烈嶼—從東坑談
起」、「金門縣烈嶼鄉東坑社區導覽
簡介」、「東坑社區治安專輯」及近
期出版的「東坑社區風情」教案與
教材、發表相關地方產業芋頭、高
粱、風雞、北風爺等文章、專書及
刊物數冊，行銷並分享社區具體工
作成果，讓更多人來到烈嶼，走入
東坑，看見推展環境教育下的「東
坑之美」。
在節能減碳面向，推動太陽能
光電系統環境教育，建置再生能源
系統，既可全面化推廣社區節能減
碳，又可傳達環境教育的實質效
益；且積極推廣廚餘堆肥做為社區
綠美化的有機肥料，以及辦理廢水
再利用、垃圾分類、荒地花園劃分
責任區等，由社區各家戶負責認養
與維護。
在環境教育教案課程規劃面
向，東坑社區為推動環境教育結合
社區居民、專家學者等內外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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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編寫社區在地人文、民俗、地
質、生態、產業、太陽能儲電等，
具有東坑社區特色的解說教材，也
舉辦彩繪風雞、親子釣魚、高粱掃
帚教學、太陽能探索、植物探索及
海岸地質之美等環境教育相關活
動，且透過教育的方式，學習古人
的智慧與現代科技的環保，讓環境
教育的理念從小扎根，以及喚醒人
們主動對環境關懷之行動力，讓環
境教育成為每個人生活中的一部
分。

廢水再利用環境教育解說

加強環境教育志工訓練與培訓工作，朝向社區
居民人人都是導覽解說人員之境界。協助及培
訓環境教育志工接受環保署的專業環境教育核
心30小時與120小時的專業培訓，順利取得環
境教育人員之認證。

中程目標（105－106年）

鄉土教學—風雞

未來展望
厚植社區環境教育實力，
通過環境教育場所認證。
環境教育帶動社區產業，
活絡經濟社區永續經營。

輔導社區順利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
證，成為烈嶼鄉推動環境教育的基地，且全面
開發全新的環境教育課程，並舉辦一系列環保
及鄉土教學講座，以推展更多元的環境教育客
源，充實東坑社區環境教育的內容。

遠程目標（107－108年）
規劃多元化的生態環境教學園區，以朝向
多元發展及深具在地特色的環境教育課程，以
達到具備生產、教育、娛樂及休閒功能的綜合
性園區。

結盟鄰近社區進行輔導，
打造環境教育藍海策略。

辦理參訪與學習

配合烈嶼鄉零碳島計畫，
營造全國零碳指標社區。

近程目標（103－104年）
以培訓環境教育種子人員及培
育不同年齡層的解說員為目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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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烈嶼零碳島旗艦計畫」及「低碳樂
活推動計畫」構想，藉由中山科學研究院研發
的微電網儲電系統，且配合推動烈嶼零碳島之
計畫，以東坑社區做為零碳社區的示範景點，
逐步擴及其他社區，成為無電線桿的環境示範
區。
成為綠色觀光新地標，建設推動以綠色建
築為主，且以花費最少的資源建造，產生最少
的廢棄物為目標，並結合環境評估指標系統
「綠化」、「基地保水」、「水資源」、「日常節
能 」、 「 二 氧 化 碳 減 量 」、 「 污 水 垃 圾 改 善 」
等，以減少地球溫室效應發生，達到人與自然
環境共存境界，創造綠色低碳生活，成為金門
縣第一個環境教育「養生村」社區之經營理
念。

永續發展之目標。於是，在我們規
劃及辦理一系列環境教育研習過程
中，不僅直接傳達環境教育的重要
性，還把課程中所學習到技能與知
識實際運用到生活中，充分達到研
習課程的環境教育意義。而在聘請
不同環境教育領域的專家授課學習
中，除了透過講師培育社區環境教
育人員外，我們還希望能從他們身
上師承到對環境教育的態度與價值
觀，讓我們能增進各領域環境教育
的知識與技能，且透過互相學習與
交流來充實及提升社區環境教育內
容。

推動心得
21世紀乃是綠色環保的世紀，國際環保意
識高漲，綠色風潮席捲全球；環境保護與環境
教育不再是專家學者的議題，而是每個人應該
共同維護的新走向。為了推動社區以符合
綠色、生態、環保、健康、省能、省資源
等面向，以及傳達環境教育理念之目
標，近年來我們非常努力地推展與
執行社區營造的各項事務，以達
海岸之美環境教育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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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相關工作，共同創造綠美化家園之生
在推展環境教育活動過程中，
活願景。
我們社區整合內外部資源，最早期
是以認養海灘與淨灘的活動為起
推動環境保護工作是一個長期結合一群志
端，且透過與鄉公所及海岸巡防隊
同道合、自主為社區付出心力的人，以我們的
合作的方式辦理淨灘活動；但我們
用心，使環境更清新的理念，從事環保工作。
發現很多海岸垃圾、海漂物是從大
為了積極推動做好資源回收再利用，更需加強
陸漂流而來，現階段雖無法完全阻
民眾對環保的認知，唯有持之以恆，才能養成
止海漂垃圾，但一路走來的過程
「人 人 做 環 保 ， 環 境 會 更 好 」 的 理
中，都能看到社區推動環境
念，進而影響家庭推廣至社會，
教育的成果與居民對環
喚醒民眾來愛惜天然鄉土資
境教育的重視。而
源，為後代子孫建立一個
我們現在更與烈嶼
清新的生活環境，願青
守備隊、鄉公所
山綠水永相隨，呈現健
等單位簽定夥伴
康又有活力的新社區，
聯盟關係，體
共同打造新世紀的「世
現出軍民一家
外桃源」遠景。
的戰地文化精
神。這都要感謝
因應ｅ世代資訊需
金門縣環保局及
求，我們也透過社區網站
鄉公所等公部門的
或facebook行銷社區環境教
大力支持，以及社區
育相關具體活動成果及經驗分
內一群推動環境教育工作
享，讓社區居民能立足東坑、胸懷
社區保護神—北風爺
者的努力，才能有今日入圍第
烈嶼、放眼世界，走入資訊化世代的
2屆國家環境教育獎的行列中。
擁抱，邁向「全民皆義工、行動社區化、魅力
我們社區推動環保教育一路走
來，始終如一。以全方位的視野為
共同打造美麗新家園著力甚多，其
次，我們也積極推動居民參與公共
生活環境之營造、規劃及改善，結
合地方文化特色產業發展與振興，
如芋頭產業及高粱耕種等；平日則
加強培養具有社區組織及執行能力
之種子人才，共同投入活化社區環
境教育解說工作，強化社區環境
點、線、面功能，並聯結鄰近雙口
社區、西口國小及卓環國小校長、
老師與專家，以多元整合策略推動

養生村」的活力實境。

社區保護神—風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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