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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臺南市社區環境調查與改造計畫及環保小學堂社區名單

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單一型

環保小學堂

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聯合型

南區國宅社區發展協會

中西區銀同社區發展協會

中西區五妃社區發展協會

北區華德社區發展協會

永康區西灣社區發展協會

玉井區望明社區發展協會

西港區港東社區發展協會

南區白雪社區發展協會

佳里區安西社區發展協會

東區東聖社區發展協會



環保小學堂執行成果
南區國宅社區發展協會



南區國宅社區發展協會

國宅社區早期為一片廢棄多年之鹽田，於民國 6 1 年配合安

平工業區之開發及本市第三期東勢重建，規劃為國民住宅區，

6 8年度實施社區發展，規劃為國宅社區。

國宅社區係屬人口密集之都市型社區，居民來自各階層，大

部分居民從事市場、夜市生意。早期規劃國宅，格局小、且

巷弄狹窄，發展空間有限，近幾年經濟不景氣，導致弱勢族

群在社區佔相當高之比例。

國宅社區火柴盒式的國宅建築格局毫不起眼， 8 9年開始致力

於社區人文的耕耘，從社區文學、社區讀書會到近兩年的藝

術創作文學，營造出國宅社區特有的文學藝術與書香文化，

讓那隱藏在灰盒子底下的社區特色，重新醞釀社區生活的自

信與存在價值。



南區國宅社區發展協會

導覽解說員培訓

導覽走讀進階培力

推廣環境教育

推展循環經濟

資源回收再利用

青秀老師生動的導覽解說 活動中心入口的植物解說 社區環境的植物詳解與導覽

高齡的耆藝薪傳老師郭麗景 返鄉創業協助母親投入社區 依回收物設計文創



南區國宅社區發展協會

營造種子之家

持續維護環境

打造國宅都市欉林

志工協助種子館資訊建立 工作坊志工輪班維護種子館 國宅種子銀行角落美景

去除水泥地面的工程作業 自然生態小綠園的基礎營造 國宅入口意象的完成大合照



南區國宅社區發展協會

網頁資訊行銷

網頁製作
及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南區國宅社區發展協會

以環境教育為生活日常的課程設計，並透過實際走讀過程，提昇社區居民對環境美學的認知與學習中秋一場健

行走讀社區過程，參與居民不斷提問，我們體悟到了環境教育的幼苗已經在里民心中逐日成長茁壯了，他們不

是不學習，我們有責任提供居民的學習機會。

原來與成功大學U S R 合作小綠園青銀共學規畫因為疫情而改變，期間有勞委會的紓困短期五位臨工進駐，全都

是大學生，在社區工作上他們用了他們的資訊專長彌補社區人力的不足，過程甚至協助長輩疫苗預約，種子館

資訊建立因此得以解決，只是短短 2 4 0 小時過去了，疫情淡了，我們正迎接著一群嘉南藥理大學的學生社區工

作的參與呢。

在成果發表會來了 1 2位遠自高雄屏東的客人，原來是透過網路媒體的宣傳，他們居於對種子的熱愛，也對種子

學堂的好奇所以他們以交朋友的方式來到社區，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環境教育推廣，不分地域，不分國

界，因為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愛地球你我有責。

效益與感言



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聯合型
中西區銀同社區發展協會
中西區五妃社區發展協會



中西區銀同、五妃社區發展協會

銀同社區發展協會自 9 7 年成立以來，以環保回收創意來帶

動社區的營造，並以此凝聚社區的向心力，從固定式的回收

到移動式的回收車趴趴走，服務大眾進而深入到獨居老人、

行動不便者，從回收到關懷回收者進而把回收的觀念透過關

心融入生活裏。

五妃社區發展協會轄區內的居住的居民公教人員比例偏高，

加上區里合併後，從幼稚園、南大附小、省南女、台南大學，

在台南市所有的里及社區裏最完整且最具特色的社區。兩個

社區涵蓋了所有的年齡層，老中少共創社區新能量，推動環

保相關議題，把環保融入生活，開啟綠色新生活。



中西區銀同、五妃社區發展協會

減塑健走

節能減碳

綠色時尚植物

養生湯茶包及料理

資源永續利用

老中青一起來健走 健走減塑愛地球 搭配導覽解說

孩童DIY 製作湯茶包 志工協助分配藥材 親子共同製作料包



中西區銀同、五妃社區發展協會

廢電池回收兌換

環保商品

環境維護與管理

青銀共好

創造綠色時尚

社區成果展

環保DIY 體驗 資源利用再循環 耆老為活動開場

環保商品兌換項目 宣導資源回收再利用 使用環保素材製作招牌



中西區銀同、五妃社區發展協會

綠色生活關鍵在於生活實踐，從個人到社區，

從觀念建立到融入生活，由內而外的知行合一才能實現真正的綠色生活。

銀同與五妃社區從對土地的認同著手，帶領大家走入社區，傾聽這寸土地

的歲月故事，進而延伸至傾聽地球的聲音，自備餐具共餐，使用臺南在地

小農食材減少碳足跡，改造舊物賦予其新生命，成為妝點生命的亮點。

更透過多場公益宣導活動，邀請居民把環保概念落實生活之中。

我們相信綠色生活不是口號，而是社區居民日日落實的信念。

效益與感言



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單一型
北區華德社區發展協會



北區華德社區發展協會

華德社區擁有 6 座公園綠地是北區中最多公園的里，志工隊

每周 2 次進行環境清潔社區。將各個公園一系列的創新都有

貓頭鷹吉祥物的足跡，作為特色公園。

曾榮獲 1 0 8 年臺南市北區『厝邊公園改造』第一名； 1 0 8 、

1 0 9 年大臺南地區公園維護管理考評第一名及第二名的殊榮。

1 0 9 年臺南市政府明日之星選拔榮獲 - 環保獎。 1 0 9 年臺南

市政府社區治安評鑑榮獲績優獎。更於 1 0 9 年 1 1 0 年臺南市

社區營造計畫；榮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文化部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臺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藉

由各單位的補助計畫，提升本社區環境改造能力、增進里民

對社區參與的向心力、發掘社區人力資源。



北區華德社區發展協會

訪談耆老對

社區演變及資源探討

環境調查

認識社區環境製作

Q R c o d e植物解說



北區華德社區發展協會

鄭子寮公園

(北安橋旁 )

環境維護與管理

社區觀摩活動

改造前 改造中 改造後

組織培力

頂庄社區觀摩大合照 解說當地植物特色 分享社區營造經驗



北區華德社區發展協會

華德社區這次更推出由社區的小朋友阿公阿嬤一起來畫出環境保護的議題，

更以綠生活一書作為社區的環教繪本。

知道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從日常生活中慢慢養成隨手關燈、節約用水用電、

減少一次性的塑膠袋，避免浪費食物等，選用節能標章及環保標章的好處。

實際走讀踏查、認識社區環境位置而完成社區巡禮活動，節能減碳愛環保，

讓居民走出戶外越走越健康。每一場課程教學都讓居民留下深刻印象，促

進學習的動力，激發居民的興趣。而實際參與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的社區

環境教育增能培訓受益良多，更是往後執行環境教育的參考依據。

效益與感言



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單一型
西港區港東社區發展協會



西港區港東社區發展協會

港東社區位於西港鄉東方，東南臨曾文溪與安定鄉相望，日

治時期屬於西港庄大字八份，光復後沿用八份的舊名設八份

村，另外以烏竹林、雙張廍、下面厝三個部落為一村，成為

「三落村」，諧音「三樂村」，有三庄和樂的意思。

民國 6 8年，當時八份村因人口數太少，於是與三樂村合併為

一行政村，這時村內有一港東國小，因此更名為港東村。民

國 1 0 0 年台南市升格為直轄市時改稱為港東里，港東村有八

份、雙張廍、下面厝、烏竹林 4 個聚落。這個小小的村庄今

天希望藉 1 1 0 年度的環境改造計畫將港東社區改造為令人引

以為傲的移居好地方。



西港區港東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環境點的

討論與整理

環境調查

社區生態導覽

地理植物篇

組織培力

老師解說在地的龍眼樹 保天宮老榕樹有著許多回憶 老師認真地傳授解說技巧

活動中心前準備戶外盤查 起鼓牆的歷史脈絡 廟內奉祀的主神故事



西港區港東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環境地圖

資源永續利用

網框抄紙 海綿吸水 完成手抄紙製作

廢棄玉米梗

升級再利用



西港區港東社區發展協會

時代在進步社會在進步，如何與時俱進是當今重要課題，但想在有限資源

的地球，開創一番新局面是當今重要思維。青山常在綠水長流環境教育推

廣、環境維護與管理、節能減碳、資源永續利用、文創開發，確實可為後

代留下一個安逸又健康的美好生活環境。

推展社區環保文創 - 胡麻梗升級再利用，西港是胡麻的故鄉，每年生產的

胡麻產量高居全國之冠，但是胡麻梗具有不易腐壞的特性，每年農民都就

地燃燒造成空氣汙染，這些龐大的胡麻梗變成在地農民的生產胡麻時的必

要之惡，今天邀請專業講師協助規畫如何將胡麻梗再利用環保創意行銷教

育，藉以推動社區環保文創產業之深耕。

效益與感言



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單一型
玉井區望明社區發展協會



玉井區望明社區發展協會

望明社區，一個總人口約莫一千餘人的純樸社區，社區主要

由望明、公館、劉陳、倒松、貓兒干、密婆穴以及松腳等七

個部落組成，總面積約為 6 1 4 . 9 3公頃。

希望透過重新掀開被歲月塵封的地景面貌，重現集體情感經

驗的記憶，例如百年茄苳老樹、劉家古厝、曾家碾米廠以及

廍下公園等，都在時間的長度中點滴凝聚起社區內大家共同

成長的回憶。

因此望明社區希望透過喚起共同生命經驗的記憶，重新激發

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熱情，並透過深化對自身居住地的

認識與連結，提升生活品質，展現社區人文歷史魅力，再現

地景人文新印象。



玉井區望明社區發展協會

望明振安宮

環境調查

社區環狀導覽

無菸花園 三隻小豬公園 九重葛巨龍

望明振安宮廟宇 廟內奉祀的主神 賞兵犒謝五營兵將



玉井區望明社區發展協會

閒置空間

環境綠美化

環境維護與管理

改造前 改造中 改造後

舉頭望明月

垂手插綠苗

環境教育推廣

低碳飲食 登革熱宣導座談會 環境清潔日



玉井區望明社區發展協會

在新冠肺炎疫情底下，被濃縮的時間期程，課程學習和現場施做，不斷交

錯“善用時間”成了這次計劃的另一項重點學習。社區營造「人」的分工

和合作是最大要項，歷經此次計劃，工作團隊融洽和諧的工作、學習氛圍，

將會持續帶領望明社區營造友善、安全、衛生低碳環境。

此次改造點經整治綠美化後，居民眼睛為之一亮，將其做為居民意見交流

休憩談心的好所在，藉此影響改變週遭尚未參與的居民，激發其自發性參

與公共事務的熱情，將位於台南市玉井區西南邊土地總面積約 6 1 4 . 9 3公

頃，總人口數約莫一千餘人的純樸村落，一起共同打造成深具人文歷史魅

力，再現地景人文新印象，活力四射，舒適宜居宜家的「桃花源」。

效益與感言



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單一型
東區東聖社區發展協會



東區東聖社區發展協會

東聖社區因而社區改造及活化維護狹小巷弄的安全防護，進

而達成安全健康社區之願景為其努力之重點。

東聖里為舊關聖里所分區出來，里內居民少有外來人口，均

為世居在里內社區的里民，但也由於屬老舊社區故巷弄規劃

不佳，至易有環保衛生死角及於重大疫情傳播時於防疫易產

生困難之虞，但受限其社區規劃，至今無法實施大規模，眾

對家居週邊尚能維護，故里內並無重大的疫情情事發生。

而為其守護其努力活化及改造的社區成果，及落實低碳節能

及資源循環利用落實蓄能，節能，資源再生循環利用的社區。



東區東聖社區發展協會

環境調查
(人 )

依然堅守岡位的針車行老闆 現已不多見的手工西裝社 依然重要的家庭代工

東聖社區緊鄰著臺南傳統工業重要工廠—臺南紡織及其他重要的大型紡織公司。也因此東聖社

區居民多為南紡員工。在產業的高峰時期，更多家庭代工工廠也蓬勃發展。全盛時期，東聖里

緊鄰的富農街曾經有 2 7間手工西裝社，只是隨著台灣勞工意識的發展，以及W T O的國家政策

下，工廠外移、又加上現代化的”快時尚”市場發展。與針車行的相關產業，已不多見。

環境調查
(景 )

社區地震自主防災大樓 長設型戶外資源回收站 私人住宅宮廟佛堂



東區東聖社區發展協會

閒置空間

環境綠美化

環境維護與管理

組織培力

影像拍攝技巧 環保戲劇正式演出 青少年志工培訓課程

活動中心前空地清除打掃後 公共區域維護 社區髒亂點打掃

一人一故事

表演工作坊



東區東聖社區發展協會

本次參加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秉持永續經營的學習態度以及年度歷

經一年的時間，中間雖然遭遇新冠肺炎的疫情加劇等現實環境狀況，但也

在社區環保志工的群策群力之下，社區環境改善績效可見，備受里民的肯

定與稱讚。

而本次的環境教育的發展課程中，規劃更多面向的課程，家庭廢油渣變身

手工洗手皂的課程，更是增加了平時未參與社區活動的一般民眾一起共同

參與活動。以及廢棄紙杯寶特瓶的變身手工藝課程，可見到更多里民攜老

伴幼的一同參與活動。讓社區環境營造的課程有更廣大的參與年齡層。

因此今年度參加社區環境調查及環境改造計畫，除了空間的友善環境營造

之外，更是加深了環保意識在社區民眾中的接觸。

效益與感言



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單一型
永康區西灣社區發展協會



永康區西灣社區發展協會

西灣社區是一個傳統式鄉村都會型社區，分舊部落 ; 新社區

以永康區永大路二段分開 , 舊部落開發己超過 3 3 0 多年，居

民以傳統大家族為居因時境演變老屋隨處可見 ,形成之髒亂點

日趨嚴重，但親情及情感之融合非常值得延續保留。

新社區屬本地區農地重劃而形成 , 生活條件品質良好 , 更因

重劃關係保有約 2 0 幾公頃農田 , 是開發為環境教育自然農場

的最好地區。

百年街坊、古厝、歷史建築、閩南式三合院、農村傳統碾米

廠等以上等的環境維護與管理及 1 0 8年 1 2月完工之重劃區有

一中小型滯洪池更是開發為生態教育池的最佳基地。



永康區西灣社區發展協會

走讀社區

調查自然環境

環境調查

使用工具執行實地環境調查 西灣社區人文歷史與生態調查

從公民科學工具主題切入 理事長與老師對植物搜尋 老師幫學員分析植物樣貌

繪製社區

自然環境草稿案



永康區西灣社區發展協會

大灣五街 6 9巷

尾巷口大榕樹

環境維護與管理

實物創意規劃及

實務製作

改造前 改造中 改造後

環境教育推廣

製作想像力創意無限發揮 腦力與經驗技巧的共融 大家完成創作一起合照



永康區西灣社區發展協會

今年度運用暑工深入社區以走讀學習深入方式了解本地人、文、地、產、

景的演變及草擬繪製後，再予以融合整編，以達到調查的意義及留下資料

目的。與協會各類型志工隊共同組織環境教育宣導隊，提倡『優質社區、

公民責任、環保西灣、百年永續』的理念，並鼓勵新生代參與社區服務，

留在地方 , 為社區未來藍圖編織『溫馨家園』。

柔性造鄉、再創社區新活力—運用創意創意日常用品（提袋）提倡為風氣

與特色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形成社區的新生活，高品味生活社區。因計晝

的執行己轉變為社區景點，全體居民更盼望能繼續辦理，協會更借專案能

逐步使社區成為最健康環保的社區。

效益與感言



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單一型
佳里區安西社區發展協會



佳里區安西社區發展協會

安西社區座落於佳里區，佳里區為臺南西北端大北門地區的

重要政經中心。安西社區更是佳里區中居住人口數量占比最

多的區域，檢視整體社區涵蓋範圍，其中含跨佳里都市計畫

區以及重要的農耕、漁塭及工業區域空間。

在這人口稠密且擁有都市綠塊與居住聚落空間分佈配置比例

良好的所在，社區居民對於環境意識以及景觀美質、住宅緊

鄰的農業空間的農耕方式，都相當關注。

然而，居民雖有具有較高的環境意識，但如何集結社區共同

的力量，對於自身的生活環境以及住宅空間、鄰近的產業型

態，以公民社群的力量去關注陪伴、改造優化，則是目前安

西社區核心組織群，想要透過本計畫推動的初心。



佳里區安西社區發展協會

耆老訪談的

盤點紀錄

環境調查

講師為學員介紹何謂環境 完成導覽解說的基礎課程

理事長為學員講述課程重點 學員與講師模擬訪談技巧 講師分享耆老訪談之經驗

社區導覽解說論述

環境與社區的關係

組織培力

介紹社區與環境的密切連結



佳里區安西社區發展協會

閒置空地綠美化

環境維護與管理

介紹利用廚餘

製作有機肥料

改造前 改造中 改造後

環境教育推廣

介紹在地食材的種類 有機肥製作體驗的課程合照 學員處理廚餘製作堆肥



佳里區安西社區發展協會

對於社區的環境越是親近越是陌生，透過計畫重新梳理地方的資源，找回

在地最真實、最有價值的本質。並且在現階段面臨到勞動力往都市轉移，

鄉村競爭力缺乏的情形，重新耙梳社區的優勢以及潛力，扎根發展成為朝

向地方創生願景發展的場域，實現永續發展的目標。

計畫由社區個體居民啟動，由小而大，從日常生活的細節、設施、空間關

注，大到都市生態跳島、農作產業空間友善大地的耕植技術轉型，讓每一

滴能量，不斷累積改善原本環境品質，優化民眾的環境保護意識，深植永

續社區的概念，進而成為一位負責任的地球公民。

效益與感言



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單一型
南區白雪社區發展協會



南區白雪社區發展協會

白雪社區在清領日據時期位於府城南來北往銜通要道，塩埕路

及北極殿前廣場，為當時商業及農產品交易所在，也是塩的故鄉。

塩埕路 1 2 5 號塩出張所就是當年塩品的公賣局，北極殿右側更

是當年塩工聚集之地，塩出張所四周皆為塩山，白雪活動中心後

方為塩池晒塩之地，臺灣在工商業發展的浪潮下，政府因應工業

的需求，把塩池以西至安平內海規劃成工業區，原有的航道及產

塩之地全部消失。

長期以來居民們也相當重視這塊土地的永續發展，冀望透過本計

劃將社區在地特色、文化、自然環境、地方知識與地方資料保存

下來，結合附近學校、地方耆老，把舊部落重塑造，配合古蹟塩

出張所成立塩史館，讓下一代體驗及瞭解塩的故事。



南區白雪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資源與

在地特色營造

環境調查

講師準備分享調查資料庫 完成初步資源調查的大合照

學員提問與講師進行互動 分組討論及經驗分享與交流 走訪社區的歷史建築物

環境調查與

資料蒐集

調查廟宇的歷史資源及脈絡



南區白雪社區發展協會

髒亂點清理

環境維護與管理

二手市集活動

改造前 改造中 改造後

資源永續利用

舊衣物的交換與再利用 社區產品的推廣行銷 低碳的環境教育推廣



南區白雪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還有許多不足之處，其中包括 1 .社區動員力、 2 .長者故事的彙集整理、

3 .社區舊屋空地有待整治、 4 .如何定調社區特色成為社區產業、 5 .社區特

有景觀的連結及行銷皆是未來要規劃的方向。

未來會朝向打造環境永續宜居社區，讓臺灣第一鹽地風華再現、舊部落瓦

屋能保存與重新蛻變為目標。透過社區的改造、找老人、少年仔、小孩、

附近學校、附近廟宇、民間企業共同來努力，保存文化打造一個宜居社區，

讓子子孫孫知影錽阮是透過環境教育來改變，找出社區環境教育核心價值。

效益與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