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等

蔡玉心
做環保是一時，子孫的未來才是永續經營

服務單位ｌ屏東縣林邊鄉永樂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服務年資ｌ 16 年
電

話ｌ（08）8751302

Email ｌ yeong.leh@msa.hinet.net
地

址ｌ屏東縣林邊鄉永樂村新興路 70 號

「我書讀的不高，但我相信只要肯學
肯做，不瞭解要敢問、有行動力，沒有什
麼是困難的，因為現在做的不是為了自
己，而是為了下一代子孫永續的未來」，
操著台語口音的蔡玉心理事長，在每次的
分享場合裡，總不忘分享這句他累積多年
推動環境保護所經歷的心得。年輕時的蔡
理事長是一位種植空心菜的務農人，同輩
的都叫他「硬菜心仔」。
多年前永樂村因天候及地勢之影響，
常發生淹水情形，讓地方居民一遇水就頭
痛無奈，當時還是村民的蔡玉心，將民情
反應給村長卻沒被重視，於是興起選村長
來爭取改善淹水問題的念頭。87
年在村民對他認識不深，但他憑
著一顆憨膽的心，順利選上永樂
村第 15 屆村長，也開啟了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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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一腳踏入「永續理念」的路程。當時村
民賦予期望將選票投給這位新人，「決心」
驅使著蔡玉心要做得更好，這個念頭促使
他開始積極做村內環境改變，在當時環保
尚不盛行的年代，要找到有志一同並能同
甘共苦的夥伴不容易，但小志向終有人認
同，陸續加入的夥伴到達 16 人，這群人願
意從自身開始，讓這個小夢想在他們行動
中開始發芽，一路相挺至今。
「頭洗了怎能洗一半」那股衝勁完全
釋出，當年「廢爐渣」侵略到林邊來，讓
從小在這土地跑跳成長的蔡玉心，心痛怎
麼會有人想在這塊淨土倒上這一堆的永久
污染物；他隻身對抗龐大的企業，強硬阻
擋的態度曾讓他一度身陷危險，然在他積
極奔走並通知環保單位，也讓村民瞭解爐
渣危害，使「廢爐渣」撤出林邊鄉，連後
來的大鵬灣爐渣問題到溼地附近發現有毒
集塵灰問題，他全程參與阻擋，他不禁感
嘆人為何短視近利，現在破壞環境所享受
的一切，卻要債留子孫。他深知教育是立
即性，對抗公害的經歷成了他日後在分享
社區改造過程中，必定宣導的重要項目，
他常說「我們做環保只是一時，子孫的未
來才該是我們要永續經營的」。

個 人 組
八八風災重創林邊鄉，凡事親力親為
的蔡理事長馬上加入救災陣容，為了確保
村民得到協助，奔波到焦頭爛額，身體也
因此出了狀況入院開刀，但仍心繫村民安
危及後續重建情形，住院第 2 天馬上出院，
繼續投入救災工作；有人問他為何不好好
休養，已憔悴消瘦 8 公斤的他，推說不要
緊，因為村民需要他的協助，他只是負起
村民對他的期望，讓大家能儘快重建。總

將村民擺上第一位的蔡村長，是永樂村
「骨力」的最具代表性人物。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帶領社區義工們一起在社區內推廣及
實施環境清潔及綠美化，並於 91 年榮獲環
保署全國十大模範社區的肯定後，開始有
許多社區前來參訪交流，101 年更以個人
「社區參與」的經歷，通過環境教育人員
認證之資格，並擔任屏東縣環保局環境教
育志工講師，以及防災與社區營造等相關
分享的講師經驗。

● 災害防救
擔任村長後常穿梭在村內各路線，經
常親自居中協調並解決居民所遇到的困難
文化保存及社區參與 ( 農村文化 )

社區參與 ( 農村體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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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 實地教育 )

文化保存及社區參與 ( 農村體驗 )

災害防治－救災指揮

圖；永樂村防災組員目前有 30 位，分別負
責重要任務。

● 自然保育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 簡報記錄 )

或問題，以及請教專業人士瞭解鄉內的疏
運系統，於颱風與雨季期間，持續觀測雨
水流向及積水的地區。更時常陪著救災人
員在村裡到處跑，聯繫相關的防災事項計
畫等，經驗的累積促使瞭解村裡究竟缺乏
什麼，以及詳細疏散路線。有鑒於此，為
了災害期間通訊中斷所造成的不便，於村
內設置無線電系統，每當有災害警報時，
便親自帶著無線電和組員們互相
支援通報，發揮防災功能，並在
重要路線上設立避難指示及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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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年，在梅秀屏老師的推薦下，結合
社區內的福記古厝進行生態復育工作，初
期僅先以臺灣原生種的植栽水草及蓋斑鬥
魚為復育重點，偶然機會中發現有蝶類在
此定居繁衍，遂踏入蝴蝶復育之路。為了
日後教育教材及傳承過去農村的許多生活
智慧，在園區內，種植無患子、黃槿樹、
台灣欒樹、樟樹及台灣肉桂等原生植物種
類，以做為推動保育教育的教材。
在 社 區 導 覽 中， 除 了 古 厝 古 蹟 歷 史
外，再來就是豐富的生態了，在這裡不止
有蝴蝶，也能見到曾瀕臨絕種的蓋斑鬥
魚，甚至是令人驚豔的黃裳鳳蝶與大鳳蝶
等。目前計算出的植物與樹種約有 100 種，
蝴蝶種類有 22 種，造就福記古厝變成許

個 人 組

公害防治 ( 爐石檢測 )

多學校與幼稚園進行生態教學常蒞臨的地
方。

● 公害防治
對於黑心企業隨意傾倒廢爐渣污染農
地，蔡理事長隻身前往蒐證及拍照通報環
保局，強力要求爐渣退出林邊，還曾遇黑
道強權關切，歷經數次的強烈抗爭，終讓
爐渣不再進入林邊；八八風災後，更於林
邊地區推動太陽能種電計畫，集結農民成
立太陽能合作社，並督促相關計畫進度。

● 環境及資源管理
102 年透過「節能措施保證改善計畫」
及「生態綠化計畫」改善仁和國小校內的
燈具照明設備，使教室變得明亮有朝氣，
讓孩子在一個充滿綠意自然的環境及能源
充足的空間學習玩樂；因為一個好的環境，
亦能促進學子學習效果。

● 文化保存及社區參與
蔡理事長在成立社區發展協會後，92
年徵得福記古厝屋主同意，帶領志工整頓
環境，並邀請老師傅進行修繕，將多處年
久失修損毀嚴重的地方進行修繕，並進行
文化保存工作，如今該處已成為在地小學
踏查參訪的好地方。

文化保存及社區參與 ( 社區彩繪 )

推動好菜計
畫，善用土地特
性，回歸農村，
讓村民及學子親
自體驗種菜，從
中學習保護土地
是多麼重要之
事；在分享好菜
之餘，結合學校
的校外教學，讓
災害防治－雨量觀測設置
學子體驗收割過
程，明瞭自然資源的可貴與危機。

推動心得
我是在鄉下長大的孩子，沒讀過多少
書，還未當選村長前，我不瞭解環境破壞
對我們生活的影響性，直到看見當時對土
地有害的廢爐渣進入林邊傾倒，將會留下
對後代子孫的傷害，還有亟需解決的淹水
問題，又加上當時村長的作為，這激起我
想改變村民認知的行動；於是，我做了這
一生第一個最大膽的決定「選村長」，表
面看來和一般想從政之人無什麼異議，但
我知道雖然個人力薄，但藉由村長職務，
可影響和我有同樣改變想法的人。初期在
無人認識我的村裡要選上，可說是難上加
難，或許是天註定，我選上我第一次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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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 生態分享 )

災害防治 - 南瑪都颱風雨量觀測

長，當年衝勁的一股蠻幹，著實也讓我挫
折不少，因為環境要改變不容易，在居民
的身上我找不到契合的夥伴來共同為理想
家園打拼，然而人是愈挫愈勇，終於召集
有志一同的志工，開啟了永樂環保第一
章。
說起對抗大鯨魚的過程，有時還是很
氣憤，或許我書讀的不高，但我總認為孩
子能自由自在踏在這塊土地是安全健康
的，那樣的畫面才是我們留給孩子最珍貴
最好的寶物，不該任由無止盡的取用，而
讓環境債留子孫。過程中有很多不認同的
反對聲音，但我仍堅持做對的事，至少要
讓生長在這裏的村民及孩子知道，我們不
會只是一時的居民，而是代代子孫都會在
此留根永續。
數十年過去，我很榮幸地能持續擔任
永樂村村長，當初一起打拼的夥伴如今變
成一個社區組織，還接下了歷史建築維護
的苦工，踏入我不熟悉的生態保育，遇到
足以改變人一生的八八水災，並成為莫拉
克災後重建委員會的委員，也成為推動養
地種電居中人物，甚至以社區參與的經歷
獲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一切的
一切，是過去的我始料未及的。

生態保育

公害防治 ( 舉發廢爐渣 )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 社造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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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人 組

自然保育 ( 生態觀察 )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 社造分享 )

我是個不太會說好聽話的人，有的只
是想好好保護我生長的這塊土地的那股傻
勁，凡事只要我能做，有能力做，就親力
去做。當初改變環境是我的初衷，現在的
我依舊維持初衷，看到社區的居民露出對
家鄉滿意的笑容，就算過程中再多的打擊
挫折，那還是支持著我持續朝環境教育的
最佳動力。我很愛我的家鄉，也希望日後
用更多的心力，凝聚更多人一起踏入環境
教育的新里程。

蔡理事長非常慶幸當時與志工們堅持下來
了，才能在今天保存這麼完整的歷史回
憶，甚至發展更多元的環境學習前景。蔡
理事長期望未來的每一步實踐都可以藉由
這小小的地方，融入更多的蝴蝶生態、太
陽能種電及巨大廢棄物資源再生等學習，
讓福記古厝可以提供在地中小學一個多面
向戶外學習的場域，也朝著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認證的方向努力，希望能更充實內
在，以回饋鄉親，提供最好的交流資源。
目前永樂社區是環保署通過的低碳示
範社區，100 年進行初期的宣導工作，將
環保低碳深入社區及學校；101 年在福記
古厝搭建 2 座 LED 路燈；103 年實施生態
綠化計畫；後續預計推動植物澆灌系統、
生態與低碳資訊電子書計畫及教案規劃實
施等，期能在「武」的最佳狀態，逐步導
入「文」的教育學習系統，提供屏東縣內
或其他縣市進行環境教育場所的選擇。
不論未來是否持續擔任理事長或村長
職務，但蔡理事長保證在任期內，期望用
個人的力量，帶動更多人加入低碳環保的
行列。光環只是一時，後面的成果延續才
是一輩子的考驗，16 年來，蔡理事長都逐
一通過考驗，未來的環保之路，相信會有
更多人一起共同打拼解決問題。

未來展望
蔡理事長從一個不懂得環境保護該怎
麼做，到因經驗累積讓他也成為分享者。
或許做的事不是那麼「文」，但至少都是
親力親為去做，像福記古厝，在當初如果
他退縮了，可能今天的景色就不一樣了。

災害防救 ( 推動太陽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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