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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頂地區舊名「龜仔角」，位處於墾
丁 森 林 遊 樂 區 及 社 頂 自 然 公 園 2處 景 點
間，在墾丁大街尚未興起的六、七○年
代，社頂遊客如織，社頂居民主要以販賣
紀念品及經營餐飲為生。
隨著墾丁大街的興起，又加上各地許
多旅遊新景點的競爭，以及國內旅遊型態
之轉變，而社頂一成不變的模式，導致遊
客量越來越少，讓居民賴以為生的經濟脈
絡難以生存。在過去大眾旅遊的發展下，
嚴重衝擊社頂原有的樸實文化、生活環境
品質及生態資源，加上社頂部落為了大眾
旅遊之需，居民常不顧國家法令，盜取或
盜獵自然資源販售謀利，同時也
因濫墾與違建等問題，常造成居
民與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發生抗
爭和衝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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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部落觀光產業轉型需求，並解
決長期以來部落發展與國家公園及國家森
林經營管理之衝突問題，於92年12月30日
成立屏東縣社頂部落發展文化促進會，希
望藉由組織之成立，尋求與公部門對話的
窗口，並引入政府單位及社區營造相關資
源，以促進社頂部落產業轉型發展。
94年起，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依據行
政院版「生態旅遊白皮書」之生態旅遊發
展原則與精神，選擇以社頂部落及其周邊
區域做為推動生態旅遊試辦地，讓社頂居
民重新燃起社區旅遊發展的新希望。社頂
依據白皮書內容訂定「生態旅遊公約」，
明訂部落居民、解說員、食宿及交通業者
之權利與義務，以及社區回饋制度，並制
訂解說員規範、帶客標準作業程序與義務

使用木炭窯多樣化教具教學

巡守相關規定等條款，並要求部落居民簽
署與實踐，以落實環境教育成效及提升社
區居民認同感。
95年起，社頂開始對外推廣生態旅
遊，除頗受遊客好評外，也間接改變了居
民的環境觀念。早期社頂部落是以虎皮蛙
做為補充蛋白質來源，也是兒童轉骨必備
之補品；但為了發展部落生態旅遊課程，
部落居民不但不再捕捉虎皮蛙，甚至成立
巡守隊保護其生態棲地，根據統計101年

辦理地方小學環境教育活動

平均每月有27天進行無償巡守工作。由於
社頂部落長時間投入環境巡守工作，造就
解說員們對於環境和物種有更多的機會進
行觀察與瞭解，且帶動社區與墾管處更相
互信任，99年起共同合作發展夥伴關係，
選出特定物種透過專業老師指導，進一步
深入觀察其生態行為並記錄，成為社區公
民參與科學的典範。這些資料與經驗，最
終回饋社區，不僅提升解說員自身能力
外，也做為社區不同生物與季節、時間關
係的基礎資料，為遊程發展和遊客服務打
下厚實的基礎。
居民因生態旅遊推動而成立的社頂部
落巡守隊，加強對在地生態的保護，防止
不法的破壞行為，在墾管處提供相關巡守
配備下，每日夜間自發性巡視生態旅遊路

線相關資源，並監測虎皮蛙、梅花鹿、津
田氏大頭竹節蟲與條背螢等物種，物種保
育之成效卓著，如過去族群數量稀少的保
育類昆蟲「津田氏大頭竹節蟲」，更在居
民的積極巡護下，數量日益增加。
歷經7年在推動生態旅遊的努力，社
頂部落於97年起獲得外界肯定，包括行政
院勞委會職訓局97年度「多元就業開發方
案」第5屆計畫執行特優單位；墾丁國家
公園管理處亦因「遴選生態旅遊地點及成
立生態旅遊研究團隊」計畫，榮獲97年國
家永續發展獎行動計畫類第1名；社頂部
落巡守隊獲頒97年屏東縣政府學習典範
獎 ， 99年 成 為 屏 東 縣 第 1個 低 碳 社 區 ；
100、101年分別獲得環保署節能減碳行動
標章特優及優等。社頂的生態旅遊發展經
驗，已經成為許多社區發展生態旅遊的典
範，透過將社頂經驗拓展至其他社區，藉
以帶動整體區域發展，同時兼顧生態保育
及環境教育工作。
生態旅遊是社頂保育、文化與生計三
贏的機會，自94年墾管處推動生態旅遊開
始，社頂部落承接與墾管處合作的窗口，
也更確立未來發展社頂生態旅遊及永續發
展之組織目標。

辦理花蓮縣政府環境教育生態研習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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溼地棲地營造工作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95年社頂開始推動生態旅遊，從解說
員與巡守隊員的訓練及相關公約之制訂，
皆由社區部落工作會議平臺進行討論與推
動，將部落生態旅遊路線逐年設置與宣
傳。
社頂部落以生態旅遊經營為起點，帶
動整個社區朝向環境保育之路邁進，獲得
居民大力的支持，逐漸減少一次性產品之
使用，且從100年開始陸續獲得低碳社區
認證，更證明社頂逐漸走向生態、保育及
友善環境的目標發展。101至103年每年皆
開設社區環境教育及生態保育等相關課
程，每年課程時數80小時，3年共計240小
時；課程包含生態環境認識、各生物間之
生態習性及遭遇環境問題、綠色旅遊概念
等多面向議題，提升社區在地環境保護之
意識。另外，每年搭配不同保育主題，帶
領民眾參與體驗活動，如101年利用廢棄
玻璃瓶製作裝飾品，宣導玻璃瓶回收再利
用政策；102年辦理銀合歡外來種植物清
除，帶領社區小朋友認識銀合歡植物特性
與破壞力，且教導如何利用銀合歡植物製
作成裝飾品；103年更進一步帶領社區居
民進行銀合歡教學課程，藉由銀合歡之認
識、砍除與應用，開發出社區木頭玩具。
生態旅遊是社頂推動環境教
育的導引及方法，而建立生態旅
遊遊程是首要之目標。於是，由
社頂部落邀集公部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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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外來種移除教案之成果

區幹部及居民經由討論探究後之意見，決
定以當地居民從小的生活環境做為初步遊
程規劃路線，除了居民對於當地環境一草
一木有深厚的情感外，對於推動生態旅遊
課程更有加成效果，如志工培訓成效。路
線活動之主題，初期以夜間森林生態及草
澤生態為主軸，近年來更陸續發展推出日
間生態、日間梅花鹿及毛柿林等不同主題
的遊程活動；而日間梅花鹿路線則是第1
個搭配教案實施的路線，且融入環境教育
本質於活動中，落實環境教育的行動，營
造友善的環境，與生物體系和諧共存，成

環境教育學習者之回饋單

透過多媒體教具解說

功吸引國際人士之注意，更將場域提供給
其他單位做為學術研究之用。

100人，並適時適地調整參訪路線及教學
方法。

對內推動環境教育面向，由社頂的合
作餐廳開始推動，從一開始的不使用拋棄

整體而言，為了推廣環境教育相關工
作，社頂部落透過5大面向進行規劃，包
含結合政府單位合作，強化社區整體資
源，促使社區改造深化；連結學術單位資
源，以健全社區培力機制及提升社區組織
整合之跨界能力；與民間團體相互合作，
分享在地文化特色，增強環境保育知識；
強化社區組織架構，形塑建構社區特色遊
程及品牌；建立企業聯盟機制，提升及加
強 旅 遊 產 值 。 以 5個 面 向 為 出 發
點，營造恆春地區形成區域性
的整體營運，將環境教育推
廣從點、線、面到試圖創
造區域產業永續經營，讓
環境教育深入人心，以達
最大效果。

原住民部落參訪學習

式餐具、推動百哩飲食，進
而推動餐廳無廚餘再利用的
觀念，甚至推廣到部落社區
住家，促使居民一同配合，
並鼓吹居民與周邊餐廳使用在
地食材，以減少碳足跡。社區 社區文史復
更 進 一 步 結 合 周 邊 民 營 企 業 舊教具製作
（如旅行業、綠色旅店、民宿業
者等）相互合作，致力於低碳生態村營造
及知識管理綠產業之推廣，發揮母雞帶小
雞、大手拉小手的夥伴關係，且引入公部
門與學術單位之支援，將生態旅遊理念共
享與互惠，創造在地就業機會，吸引許多
青年回鄉服務，讓更多民眾接觸到環境教
育工作。
對外遊客之環境教育則由社頂低碳生
活做為延伸，於遊程活動中，積極推廣垃
圾減量概念，以及引導生態環境與人之間
的相互依存關係，讓遊客能更尊重與愛護
生態環境。因此，為了維護生態環境及維
持高品質的遊程，所有遊程均設定高承載
容量管制計畫，十年來堅持每次遊程最多

結合公部門相互合作辦理巡守監測活動

與學術單位合作進行課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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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環境教育人員進行解說導覽

推動心得
生態旅遊是推動環境教育很好的工
具，但它是一門很大的學問，光定義就數
十種，令人疑惑不清；且大多數的生態旅
遊業者又僅止於喊口號，並未真正落實其
精神，其門檻高操作之難，無庸置疑；又
加上社區缺乏相關資源，更是加深了執行
的難度；但是，我們都堅持過來了。從社
區營造開始，我們一步一步的站穩腳步，
初期每週開一次會議，從觀念討論、遊程
開發及環境維護等，無不鉅細靡遺充分的
討論，更透過挨家挨戶的拜訪下，社區居
民也開始能逐漸理解我們的理念，並內化
環境教育的概念。這樣持續不斷的努力與
付出，我們終於感覺到社區居民已逐漸開
始改變其行為，例如：從環境資源的掠奪
者轉變為守護者；從凡事斤斤計較變得願
意進行無償巡守監測；從帶頭抗議的人變
成環保先鋒者，且已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
證資格；讓我們看到社區居民的改變，顯
示環境教育已深化到居民心中，而我們就
在這樣一點一滴的努力下，已過了10年。
也許是基礎功打得穩，我們社頂部落
逐漸受到外界各方面的肯定，且生態旅遊
人次也從初期寥寥無幾成長到103年8,682
人。而透過生態旅遊進行環境教育的最大
好處，是遊客一進入社區就如同開始進行
非制式教育；他們所見所聽都是
環境保護相關話題，就連路邊的
阿婆都會提醒垃圾要分類，
更不用說在專業解說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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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大專院校合作辦理服務學習課程

的引導下，對社區有更多的體會。每一個
遊客只要將這裡的感動或認同帶回去一點
點，就像帶走了一顆種子，在心裡蟄伏
著、等待時機及累積能量後，終就會發芽
茁壯，開始思考環保議題且改變行為，那
麼環境教育的終極目標就達成了。
透過本次國家環境教育獎評選，我們
再次檢視這10年來的發展與努力。也感謝
所有委員及老師的指教，讓我們能夠發現
自己不足之處，並有改善的機會，更在過
程中看到臺灣有許多社區、團體、機關
（構）、學校、民營事業甚至個人都在進行
環境教育推廣。雖然競爭者眾多且能量
強，但內心卻是無比喜悅，因為有這麼多
人陪著我們一起為臺灣的環境及未來而努
力耕耘著夢想。
我們是墾丁國家公園第1個社區生態旅
遊點，但我們的目標不僅止於自己的社區
好，我們還積極將這幾年來推廣的經驗與
精神，發揚光大，帶動恆春社區共同營造
一個充滿歡樂的環境教育樂園，共同帶領
民眾為臺灣的永續發展盡一分心力。朋友
們，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

每次活動辦理行前簡報與環境教育解說工作

未來展望
環境教育對社頂部落而言，是扭轉的
契機，也是改變未來的關鍵。為了永續發
展之目標，規劃設定短、中、長期計畫，
逐年進行。
● 短期目標

認識環境倫理，培訓專業人才，進而
形塑優質環境教育場域。以提升社區、遊
客與在地企業之認同感與環境敏感度，促
使重視環境，進而採取保育行動；促使社
區、遊客與在地企業充分瞭解環境問題，
體認環境倫理與責任，規範其接受環境講
習課程，以減少違反環境保護法規行為發
生；培訓環境教育專業人員，進而養成環
境公民與環境學習社群，提升環境教育能
量。為了達成目的，具體規劃目標為推動
社區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3處；協助

環境教育行程廣受海內外參與者歡迎

建構環境教育學習據點，塑造環境學習社
會；將環境教育精神融入生態旅遊，培養
遊客無痕山林觀念，體悟人與環境的臍帶
關係，感恩大自然及其運作系統。為了達
成目的，具體規劃目標為結合恆春半島學
校、社區、企業、非政府組織及民間5處環
境教育學習場域為夥伴關係；建立恆春半
島區域環境教育推動組織；成立環境教育
與生態旅遊聯合營運中心。
● 長期目標

居民自主學習，實踐低碳社區並創造
環境教育產業，以及永續發展之目標。降
低機關（構）及學校使用網路學習與影片
觀賞等單向學習比例，提供戶外學習平
臺，促使社區居民累積經驗及塑造正確態
度；推動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計畫，促使社
區居民自主學習，以增進保護環境的知
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進而採取各項
環保行動；提升居民環保意識，鼓勵在日
常生活中實踐節能減碳無悔措施，加速社
頂邁向「低碳社區」目標。為了達成目
的，具體規劃目標為透過知識管理，建置
環境教育知識體系；推動永續經濟、永續
環境與永續社會的企業，實現環境教育產
業化。
期望從生態旅遊及環境教育為基礎，
從臺灣最南端的恆春半島開始影響擴散到
全國，讓臺灣真正成為生態之島。

社區民眾通過環境教育人員認證6人；環
境教育課程及教案研發10套，以及持續培
力居民增能計畫150人；促成恆春7個社區
形成學習社群。
●

中期目標

建立合作夥伴及建構環境教育社群網
絡。結合學校、社區、企業、非政府組織
及民間環境教育學習場域成為夥伴關係，

定期舉辦內部環境教育工作討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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