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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景株
臺灣寶島綠美化，環境守護你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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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雲林縣元長鄉小村莊的蔡景株，
與三代同堂居住，育有 3 子，平日常帶著
全家大小到處走訪，也時常一起出現在辦
理環境教育活動的場域上，因為這是生活
教育的一環，最直接也最有感受！
大學森林系所畢業後，83 年通過全國
公務人員林業科普通考試及格、84 年參加
全國公務人員林業科高等考試及格及專門
技術林業科高等考試及格。進入公職後，
專長項目為環境教育推廣、育林技術與植
栽綠美化技術、植物生態解說及植物分類
等林業自然保育面向，加上服務於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中埔研究中心，因
而總脫離不了樹木的相關領域，
也曾擔任環保署低碳生活圈計畫
南區生態綠化小組委員、嘉義市

珍貴樹木保護委員會委員、臺南市珍貴樹
木保護委員會委員、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
處社區綠美化委員、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
處社區綠美化委員、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
理處綠美化委員、社區大學環境綠美化推
廣教育講師、校園植物生態環境解說教學
講師等各項專業性委員，將所學奉獻給相
關單位參考。因此，累積相當豐富的環境
教育推廣經驗，101 年蔡研究員以自然保

環境教育工作夥伴－賴芳瑩

環境教育工作夥伴－李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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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人 組
願。隨著時代的變遷，都市叢林的崛起，
眼見臺灣的環境愈來愈需要大家的關心，
他希望結合本身的專長與臺灣優勢，努力
植樹造林，推動臺灣原生植物綠美化與臺
灣特色植物的發展，藉由環境教育推廣的
方式，讓社會大眾有所認知，瞭解這塊與
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課題並持續發揚。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透過各種研習活動、大型宣導活動、
現地訪視輔導、技術審查會與論文，以及
圖書出版等方式，進行推動環境教育工作；
近幾年來，更與全臺灣超過 200 個以上機
關、團體及學校共同辦理環境教育推廣工
作。
環境教育工作夥伴－王靖堯

● 以研習及講習方式推廣環境教育
主題包含校園植物生態認識、種樹與
節能減碳、社區環境綠美化、平地造林樹
種選擇與管理、平地綠美化植栽撫育與管
理、臺灣珍貴老樹保育與維護、臺灣本土
外來植物面面觀、臺灣濱海地區植栽特色

環境教育工作夥伴－王妙鈴

育為其專業領域，通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在這麼多年的環境教育推廣工作上，
他教學的特色就是以實務教學、現地教
材、自製教材與實用性，做為推廣環境教
育的主軸，他以互動方式教學比起死板教
學更能觸動人心，並增加大眾學習之意

推廣環境教育工作，有賴全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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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自然素材再利用

環境教育工作夥伴－沈朝陽

戶外環境教育推廣現場

與管理、垂直綠化植物選介與養護、居家
綠美化植物選擇與照顧、植物的栽種技術
與實務操作、屋頂花園植物選擇與養護、
植物基本形態與特性、植物的繁殖概論與
實 務 操 作 等 課 程， 計 有 120 場 次， 約 有
7,221 人次參與。

● 辦理環境教育宣導活動
環境教育各項推廣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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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有效提升環境教育普及度，其宣
導活動主軸包含造林、綠美化與病蟲害防

個 人 組
治宣導、濱海地區植栽特性與應用宣導、
平地造林成果展示、臺灣常見民生植物介
紹、外來入侵植物防治宣導、造林植樹護
臺灣活動宣導、世界地球日「植栽綠美化
宣導與造林」及綠美化植物副產品利用宣
導等，讓一般民眾從活動中瞭解周遭環境
資源及利用的關係，友善愛護這塊土地，
達到政府推動環境教育的目標，計有 56 場
次，約有 30,803 人次參與。

● 現地訪視輔導
辦理各項環境教育推廣輔導工作，落
實環境教育成效，訪視主題包含低碳永續
生活圈規劃與推動、社區綠美化訪視輔
導、校園植栽綠美化訪視輔導、植樹造林
訪視輔導與濱海社區綠美化訪視輔導等項
目，計有 92 場次，約有 751 人次參與。

● 參與環境教育相關之計畫審查
以 所 學 與 專 長 領 域， 提 供 相 當 之 建
議，讓各項環境教育成效與成果更能發
揮，讓環境教育面向更廣泛，同時讓相關
計畫目標有更大的成果與效益。

自製環境教育教材－植物果實形態

自製環境教育教材－植物葉部形態

● 圖書出版品
透過文字記錄推廣，出版各式圖書出
版品，如減碳造林綠色雲林、營造優質校
園景觀、平地造林葉部辨識手冊、觀葉觀
果植物圖鑑 ( 監修 )、雲林縣平地造林現
況與展望、校園植栽綠美化常見課題「以
雲林縣國民小學為例」、植栽綠美化常見
課題、在嘉種樹「嘉義縣綠色造林」、臺
灣原生綠美化植物及常見綠美化植物病蟲
害等刊物，共計 6,900 本。

推動心得
透過環境教育法的通過與實施，讓民
眾漸漸接觸與瞭解我們生活周邊環境與人
的關係，也因為環保署及各直轄市縣 ( 市 )
政府環保局的努力，民眾對於環境教育已
普遍認知，而個人將就自己所學、工作業
務所需及相關興趣，結合環保署國家環境
教育綱領，以「地球唯一、環境正義、世
代福祉、永續發展」為理念，提升全民環
境素養，實踐負責任環境行為，創造跨世
代福祉及資源循環利用之永續臺灣社會。
本人也將持續進行環境教育講習課程、推
廣環境教育活動、現地訪視輔導植栽綠美
化、審查相關環境教育主題計畫與出版圖
書、論文或推廣刊物等，讓環境教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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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大學環境教育推廣

植樹造林實體教學

愈來愈普及。
目前自己與團隊每年約有 100 場次以
上的環境教育相關研習與活動，參與人數
約 10,000 人次左右，預估 10 年內至少有
100,000 人次可以透過相關解說教育活動，
在環境教育 8 大面向「社會環境教育、氣
候變遷、災害防救、自然保育、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文化保存及社區參與等
項目」有所瞭解。我們主要以社會環境教
育與自然保育為推廣主軸，在這些過程中，
認識了不少人，也成長不少；由於民眾對
於植樹護臺灣已有著相當程度的認同，因
此目前所推廣的環境教育與一般民眾所想
要的東西，也有相當程度的契合，因此在
環境教育推動的量體才有不少的迴響。
然而，再多的環境教育工作推廣，最
重要的是家人的支持，尤其是自己的賢內
助與 3 個小孩，無怨無悔的持續陪伴與支
持，讓我能夠專心的去做環境教
育推廣工作，真的要向她們說聲：
謝謝，您們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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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環境教育教學成果

另外，也要感謝我的歷任主管及工作
同仁與夥伴，沒有他們的相挺，也很難撐
到今日，這次有幸獲得第 3 屆國家環境教
育獎個人組獎項，希望能將自己這些年的
環境教育推廣成果與大家分享，讓環境教
育工作能更順利的發展。畢竟，這不是一
個人的成果，也是屬於大家的成果！

未來展望
短程目標
● 持續辦理環境教育講習
藉由各場次的講習活動，包含造林、
校園綠美化、環境綠化教育及居家綠美化
等主題，加入環保署推廣之空氣品質淨化

個 人 組
區植栽與管理、室內空
氣污染防治植物與管理
等課程，讓參與人員瞭
解各項議題在環境教育
上的意義，同時達到技
能的提升，落實環境教
育成效。

並採取各項環保行動，以
達永續發展。
配合環保署環境教育
政策與持續的工作成果，
結合相關資源，擴大規劃
校園環境教育、造林技術
與植栽綠美化等領域。

● 積極推廣環境教育
活動
透過舉辦大型環境
教育活動，吸引更多民
眾參與政府的環境教育
推廣工作，加速環境教
育推動之進展。

● 強化現地訪視輔導
綠美化工作

環境教育認證證書

現地的訪視輔導是一項很累且花時間
的工作，但卻是一項很落實的環境教育推
廣工作，雖然服務人數無法大量增加，但
成效卻能逐漸累積，值得持續進行推廣辦
理。

● 審查相關環境主題計畫

個人環境教育相關出版品

各單位每年都有相關環境教育推廣計
畫，藉由審查各單位計畫，能加速計畫執
行的腳步，同時能發揮計畫所設立的目
標。

遠程目標
配合國家環境教育綱領之長期目標，
未來將持續與各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農
業、林業與學校單位合作，將近年環境教
育努力的成果，彙整出更多圖書、論文發
表或推廣刊物的出版，加速環境教育普及
化，培育環境倫理，增進環境保護之知識、
技能、態度及價值觀，促使民眾重視環境，

公務機關環境教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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