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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環境保護署評鑑為優等之殊榮，在廢
棄物管理的專業服務上，建立良好的品牌
形象。近年來，更結合母公司對於環境保
護的理念與政策，積極從事環境教育推廣
及環境保護作為。

Email｜ fengchog@gmail.com
地

址｜嘉義市西區湖內里湖子內路741號

網

址｜http://www.cycrip.com.tw/

為協助政府解決國內廢棄物問題，並
響應政府推動垃圾焚化廠民營化計畫，台
灣水泥公司與擁有160年悠久歷史的法國
Veolia 集團合作，於81年合資設立達和環
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達和公
司」）。
達和公司結合2家母公司的優勢，除
了擁有台灣水泥公司的人力資源與專業技
術，更承襲Veolia 集團數十載之廢棄物管
理經驗，為臺灣這片土地上的居民與企
業，提供全方位的廢棄物專業管理服務。
達和公司自成立以來，積極參與國內
環保服務工作，秉持「品質保證、永續經
營、服務社會」的經營理念，多
年來的謹慎堅持，不僅垃圾焚化
廠的操作營運獲得業主的一致好
評，更連續多年獲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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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和公司承接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委託嘉義市垃圾焚化廠（以下簡稱「嘉義
廠」）操作，自87年11月18日正式接廠營
運，迄今已邁入第17年，屬於中高齡焚化
廠，為全省規模最小的焚化廠，已通過
ISO 9001、ISO 14001、OSHAS 18001、
TOSHMS、ISO 14064溫室氣體盤查、能
源產業環境會計帳制度建立等多項管理系
統驗證，品質及管理均通過嚴格的考驗，
且歷年來皆維持高運轉率及高處理效率，
成為功能最齊全且小而美之多功能廢棄物
處理廠，包括焚化廠主體、飛灰固化廠、
垃圾車停車場、垃圾車洗車場、維修廠、
廚餘回收場、綠屋頂及環保寶來屋。
嘉義廠座落於嘉義市西區溪底部落，
與住戶僅一路之隔，在焚化廠的興建過程
中，有豐富的人文故事，且緊鄰八掌溪，
有早期垃圾掩埋的歷史背景及豐富的鳥類
生態，可提供多元化的教學，廠內擁有完
整之廢棄物處理流程、環境教育學習動線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嘉義廠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目前編制3位環境教育人員，結合嘉義市
政府環境保護局人力及環保志工等夥伴資
源，致力推動環境教育，顯示嘉義廠除有
效處理嘉義市垃圾外，亦為1處環境教育
學習中心。

垃圾分類體驗競賽

與體驗課程，以及嘉義市第1座綠屋頂示
範專區，提供優質的環境教育學習。100
年環境教育法公布實施後，嘉義廠隨即依
照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申辦
設施認證，在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的共
同努力下，於102年12月20日通過設施場
所認證，為嘉義市首座通過認證之場域。
配合場所特色，提供不同年齡層課程方
案，以講解、參訪、遊戲及操作等方式，
讓參與的民眾深切體認垃圾減量與資源回
收等環保概念的重要性，並落實於日常生
活中，為嘉義市環境教育注入新能量。此
外，亦主動對外進行「學校及社區環境教
育宣導服務」，以使環境教育的觸角延伸
得更為寬廣，同時向下扎根。

校園宣導

現行3套環境教育課程，分別為幼兒
園與1至4年級的「垃圾的旅行」、5至9年
級 的 「 垃 圾 再 回 收 」， 以 及 對 象 為 高 中
（職）以上及社會人士團體的「垃圾變黃
金」。「垃圾的旅行」讓小朋友在遊戲中
認識垃圾產生與處理過程，並加強宣導垃
圾分類；「垃圾再回收」實驗演示垃圾焚
化產生的熱能發電效益及底渣再利用情
形，解決環境問題的根本之道在於垃圾減
量；「垃圾變黃金」以實作內容為主；另
外運用綠屋頂營造方式，搭配環保酵素及
堆肥製作課程，示範可於家戶操作的資源
循環再利用系統。
103年特別設計2隻可愛的環保潔比兔
「潔潔與比比」做為焚化廠之導覽員，使
場所顯得更活潑與生動。嘉義廠推動環境
教育事蹟如下：

廠內同仁環境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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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實績及微型生態系統等效益，進行環境
教育課程。於廠區一隅設置蘭花養生復育
區，利用廢水廠閒置空間進行臺灣原生種
植物「萍蓬草」種植，帶領民眾落實動、
植物及自然環境的保育工作。
環保相關標章宣導

●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為了鼓勵學生及社會大眾珍惜資源與
愛護環境，藉由環境教育體驗課程及環保
影片來提升正確態度及價值觀，嘉義廠設
置環境學習中心全面推廣環境教育。此
外，每月第2個週六邀約社區民眾進廠辦
理環境教育課程，每年邀請里民進廠進行
焚化廠監督會議，同時更進行環境教育宣
導，以教育民眾重視環保，並提升及培育
國民更瞭解環境倫理關係。103年起積極
投入學校及社區環境教育宣導，並邀請環
境教育夥伴嘉義市政府環保局代為行文至
市內各機關與學校，鼓勵至嘉義廠進行環
境教育學習，統計93至103年共有20,169人
進廠參訪或進行環境教育課程。無論是學
員至廠學習或主動至學校及社區宣導，均
加強宣導垃圾分類、垃圾減量及資源回
收，統計自93至103年嘉義市垃圾量已大
幅度降低，尚有餘裕量可協助處理外縣市
廢棄物，且資源回收率與廚餘回收率皆逐
年 提 升 ， 嘉 義 市 103年 累 計 回 收 率 已 達
57.96％（全國平均為52.21％），顯示推動
環境教育成效卓著。
●

●

環境及資源管理宣導

成立節電及節水管理方案，加強宣導
節約用電措施，近5年節電約633,304度；
而嘉義廠所產生的廢水量經處理後完全回
收再利用，達到零廢棄目標；節水之成
效，與97年度自來水用水量相較，98至
103年共計節省35,057噸自來水用量，更於

地磅區秤重體驗

自然保育的推動

廠區種植多元植物提供給不同生物棲
息，另於管理大樓屋頂設置綠屋頂示範專
區，除可降低室內溫度，更可增
加都市綠覆率與生物棲地，並結
合廠內綠屋頂生態工法、節能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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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渣再利用介紹

103年榮獲經濟部水利署節水績優單位獎
項及環保署節能減碳行動標章。結合廠內
節水、節電及Ｅ化作為融入課程中，號召
民眾落實珍惜資源相關作為，為地球永續
發展共同努力。
●

文化保存教育

58至86年間嘉義市垃圾掩埋於八掌溪
畔垃圾山，82年焚化廠開始施工建造，建
廠初期民眾抗爭，87年垃圾由掩埋方式改
採焚化處理，垃圾處理從此邁向安定化、
減量化及資源化，整個過程及相關人文活
動，經由廠內資深員工及耆老口述內容，

社區居民環境保護宣導

融入課程中，讓民眾暸解從建廠迄今已20
多年的焚化廠歷史，在垃圾處理的進程中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

垃圾處理附加效益—發電介紹

焚化處理流程介紹

內外部環境保護宣導

嘉義廠雖由民間企業管理，未受到每
年環境教育4小時的規範，但已自主性排
定年度愛護地球暨環境教育計畫，廠內同
仁及協力廠商每年至少進行4小時環保相
關訓練；另配合環保署推廣「環境教育終
身學習護照」，廠內同仁已全數申請該護
照，並持續進行相關環境教育課程，藉由
內部訓練提升個人環保素養，同時也把習
得之環保知識與作為帶回每個家庭，教育
更多人。此外，配合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辦理相關環保座談、研習及宣導等活
動，舉辦資源回收、節能減碳行動標章及
綠色消費等課程，自97至103年，共辦理
255場次，已有12,750人次參與環境教育學
習。

公務機關環保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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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環境教育夥伴淨灘及增能活動

我們具備專業人力、課程方案、安全
維護及經營管理，為了持續帶給大家豐富
的課程，喚起大家的環境倫理與素養，持
續增能是不二法門。日常多閱讀相關書
籍，並藉由環保署及相關環保單位網頁蒐
集相關資訊，外聘講師進行教案設計、環
境倫理及安全維護等相關課程，陸續藉由

推動心得
公司自87年11月18日正式代操作營運
嘉義廠後，即積極落實環境維護與環境教
育；早期以焚化廠導覽解說為主，後期因
應環境教育法的施行，提出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的認證。在認證過程中，感謝環保署
長官及多位評鑑委員提供許多寶貴意見與
肯定，讓我們的場域發展能更多元與更豐
富，讓我們持續地肩起嘉義市垃圾處理及
資源再生的重責大任。
近年來，我們更結合焚化廠吉祥物
「潔潔與比比」進行課程宣導與體驗，藉
由這2隻可愛的兔寶寶及3套豐富課程，滿
足不同年齡層學員的課程需求。環境教育
推動過程中，我們不斷從學員回饋的意見
中修正教材及教法，除了強化DIY實作課
程外，更融入許多生活化及故事性的題
材，更能喚起學員的共鳴；在此過程中，
也藉由互動式交流得到許多成長與感動。
猶記得有次課程中談到節約資源議題，從
早期的竹片、黃麻骨、黃槿葉到今日的衛
生紙，許多社區長者很有共鳴，大家憶起
沒有衛生紙的歲月，清苦卻低污染，反觀
今日科技進步，但大家卻過度耗用資源，
不愛惜環境，製造許多污染。課程結束
後，所有長者都有感而發，回去
一定要跟家人分享，一起做環
保，珍惜地球有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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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屋頂環境教育

不同設施場所的觀摩，學習不同場域、不
同人員的教學風格，我們也參加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舉辦的相關座談及說明會，整個
過程中帶給我們很大的收穫，無形中善盡
社會責任，也為我們的環境教育往前推進
一大步。
我們平常落實敦親睦鄰與環境教育，
主動積極至學校進行環境教育宣導及邀約
社區團體進廠體驗課程，對廠商、廠內同
仁及眷屬進行環境教育宣導，希望所有國
民都能透過身體力行的方式，建立起對環
境的情感，進而啟發正向的環境倫理與素
養，凝聚成愛護環境的行動力。以過去幾
年垃圾減量、資源及廚餘回收成效，反映
我們的環境教育是成功的，未來仍須往下
扎根，持續推動環境保護工作，在真實環
境中教育正確的環境知識、態度與技能。
愛護環境不能只是口號，而是大家都要做
也都能做到的事，我們以領頭羊之姿，落

●

嘉義市興安國小環境教育

尋求與國小教師建立環境教育夥伴關
係，共同設計能融入正規教育的活動，製
成套裝課程及進行課程研發（從現行3套
增加至5套），並配合申請公部門的獎勵交
通費資源，共同推動環境教育。結合興安
國小及八掌溪生態進行環境教育課程，期
能成為雲嘉南地區戶外教學好去處。
●

實環境教育，也期許大家跟我們一樣一起
攜手實踐環境永續發展。

未來展望
達和公司自87年接廠迄今，操作營運
管理表現卓著，榮獲各界好評、屢屢獲
獎。此外，全力配合環保署各項環保政
策，更致力於環境教育推動。101年起陸
續設置環保寶來屋及綠屋頂示範專區，
102年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103年
運轉率創新高且維持零非計畫性停機，榮
獲許多外部單位肯定，包含節水績優單
位、節能減碳行動標章、垃圾焚化廠年度
評鑑優等獎等，嘉義廠善用既有設施，發
展更多的可能性，已由鄰避設施躍進為鄰
樂設施。
達和公司制定環境教育短、中、長期
目標及環境教育績效指標，未來將結合環
境教育夥伴共同推動環境教育，進行年度
執行檢討與目標修正。
●

中期（106至108年）目標

長期（108年以後）目標

持續強化課程多元豐富性，結合廠區
附近環保用地，以延伸環境教育課程，並
聘請專家學者協助輔導，以期成為全國性
教學示範場域，締造為全國性教學示範中
心。
未來將持續推動各項環境教育課程，
強化愛護環境、守護地球的理念與作法，
化口號為行動，讓全民一起捍衛我們的家
園，為世世代代子孫留下一片淨土。

垃寶小學堂活動

短期（104至105年）目標

走入社區與校園，積極推廣學校入廠
學習，迎接嘉義市28所國中小學進廠學
習。105年將進行設施場所評鑑，延續設
施場所證照有效性，以貫徹環境教育推
廣。

嘉義市興安國小老師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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