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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埔里研究會紀錄 

時間：2013年 10月 15日(二) 晚間 19:00-22:00 

地點：阿朴咖啡社會服務中心(埔里鎮北平街 187號) 

主題：政府部門與民間團體如何共同推動地方環境清潔 

主持人：江大樹教授(暨南大學教務長兼任人社中心主任) 

分享人：(依分享順序) 

順騎自然/水田衣  陳巨凱先生 

大埔里觀光發展協會  朱柏勳總幹事 

        埔里鎮公所清潔隊  黃木良隊長 

        埔里鎮公所  潘順能主任秘書 

        雲林縣政府計畫處  陳東松處長 

紀錄：黃毓珊 (暨大經濟系大三) 

                                                                                  

一、 分享摘要 

江大樹主任 

 此次的會議將聚焦在分享與討論：政府部門和民間團體要如何推動環境清潔？

過去的環境清潔工作已有階段性的成效，但是我們更需要長久的成效。透過此次

的討論會，集合了關心埔里的熱心人士，其中也包括「922世界無車日」的發起

人──陳巨凱先生(阿凱) ──亦為埔里年輕一代返鄉創業的年輕人。希望透過他

的經驗分享，以及他對埔里環境清潔的想法，能夠提供更有效的方法。埔里研究

會也邀請到雲林縣政府的陳東松處長，陳處長在過去社區營造的經驗相當豐富，

希望透過陳處長的經驗分享以及對埔里環境的看法，在本議題及後續工作的推動

上能協助埔里朝向更美麗的城鎮努力。 

 上週六(10/05)18度 C文化基金會舉辦「我愛埔里 世界清潔日」活動，除當

日的街道清掃外，亦有不少企業認養埔里街道，在企業發揮其企業責任之下，成

效相當的顯著。江主任表示：環境問題就是生活問題，希望可以將環境清潔的概

念放進生活中，放進埔里鎮的生活習慣、文化、教育及人民素養中。希望埔里鎮

公所能夠積極結合埔里各界力量，以解決環境清潔的問題，利用公權力的優勢來

宣導，並且使環境清潔不僅是口頭上的呼籲，而成為一種生活型態，有行動並且

持續性地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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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巨凱(阿凱)先生 

 陳巨凱先生返鄉回到埔里創業時，發現埔里具有豐富的觀光資源卻受交通問

題阻礙，如常常見到外國觀光客拖著龐大的行李箱，在埔里街道上漫遊卻不見遊

客資訊站的蹤影，亦發現埔里街道的交通汽、機車線道混亂，人行道與汽機車界

線不明，以及騎樓違法營業。除此之外，阿凱透過經營民宿，帶著客人騎單車遊

埔里時發現，埔里的街道對單車騎士並不友善，處處充滿危險。身為自行車出租

店「順騎自然」的負責人，阿凱的期待是： 

(1) 舉辦埔里版世界無車日 

(2) 建立「數字地圖」以及「數字指標」的系統(QR Code) 

(3) 開創「埔里慢旅行」 

為提倡埔里鎮的環境友善，阿凱發起「922世界無車日」，活動宗旨是為打造

一個“雙 B城鎮”，即為「Butterfly & Bike」(蝴蝶與單車)。雖因颱風而延至

928舉行，當天依舊有四百多位民眾響應，可見埔里居民對於此議題的關心與參

與度。除了世界無車日，阿凱同時將赴日旅行所獲得的想法融進埔里鎮的街道，

目前正著手於「數字地圖」以及「數字指標」的規劃與建構，期待未來能解決觀

光客在埔里遊玩卻受交通所困的問題。 

「數字地圖」的概念是將『街口數字化』，遊客看到數字自然會參照地圖移動

到目的地，就像連連看一樣。此外，亦可將埔里的地方歷史增設至街口的 QR code，

往後只需使用智慧型手機掃描，便可透過網路的即時性瞭解埔里的過去。這些系

統，使得觀光客能夠在安全且舒適的環境中漫遊埔里。阿凱表示：只要在鎮上照

顧好老人以及小孩的生活環境及安全問題，那麼觀光產業的友善程度就會大大提

升。 

在阿凱的眼中，埔里是已開發城鎮，我們只要把路權、指標及遊客資訊站發

展好，再結合埔里與生俱來豐富的天然觀光資源，埔里絕對能成為一個大家喜愛

旅遊的城鎮。 

朱柏勳總幹事 

 經過 10/05(六)社團認養街道的世界清潔日，已有許多民間團體投入埔里清

潔的行列，當日號召了約五百人前來共襄盛舉。經過此一認領活動，已有許多單

位開始重視埔里環境清潔的議題。主辦單位思考到永續性的問題，便開始籌畫「環

境生活推動小組」，此一推動小組將由埔里鎮公所清潔隊、18度 C文化基金會、

南投導覽解說協會及埔里的熱心人士共同規劃，目前仍在商討當中。透過推動小

組的動員，加上大埔里生活網的推廣，希望此一推動小組能夠使埔里鎮邁向清潔

的城鎮。 

「環境生活推動小組」有下列五項重點： 

1. 擴大埔里鎮公共街道認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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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社區、各里舉辦環境競賽 

3. 「一日街長」的試辦與制度建立 

4. 埔里鎮友善環境理念提倡 

5. 舉辦生活環境美學講座 

透過推動小組，希望環境清潔的工作是公部門與民間團體資訊的互通有無、

彼此照應，也透過推動小組，使得埔里研究會不只是作研究，而是一個能夠有所

作為的行動研究會。 

黃木良隊長 

目前鎮公所清潔隊所執行的主要項目： 

 固定的垃圾車路線(十條路線) 

 資源回收分類場 

 街道清潔的機動組別 

 「在地扎根」的輔導服務(以學校為重點) 

鎮公所清潔隊在埔里鎮的清潔功勞可以說是功不可沒，但目前為止清潔人力

還是不敷使用。公所非常重視鎮上的清潔問題，清潔隊運用變賣所收集的回收物

取得活動資金，再利用這筆基金回饋到環境競賽的評比獎金。經過公所的努力，

回收概念的宣導，使得埔里鎮上的回收率從 42﹪提升到 43﹪，做好資源回收不只

友善環境，也為清潔隊降低不少的清潔成本。 

 王隊長表示：埔里鎮公所很感謝 18度 C文化基金會以及大埔里觀光發展協會

的付出，公所也將全力支持「環境生活推動小組」。 

潘順能主任秘書 

潘主秘針對上述幾位提出的問題做出以下幾則回應： 

 旅遊資訊站：基於成本以及人力的考量，公所建立的旅遊資訊多放置於客運

站內。 

 騎樓違法使用：埔里的街道系統屬於老街道，要重新整治有其困難度在。目

前高達七到八成的騎樓是違法使用，若要重新整治需要一段時間，公所也必

須考慮到商家的家計問題，若是強制取締或是驅離，事後的外部成本都需要

考量進去。 

 野狗滿街：由於法規的關係，公所無法任意取締，使得政策執行有困難，此

問題難以徹底解決。 

 定點垃圾桶的設置：公所的擔心民眾的心態造成更大的外部成本，無法達到

最初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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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主秘點出了公所在執行政策上的困難，由於公所要考量是多面向的，政策

執行需要考慮到人力及經費等問題。公所仍須仰賴民間的力量，藉以達到更好的

政策成效。 

陳東松處長 

 依據陳處長豐富的經驗，埔里民間的投入是值得珍惜的一股力量，因為民眾

可以擔任督促的角色，也較不會因領導者的更換而中止值得永續經營的政策與發

展，處長先前任職的彰化縣溪湖鎮便是靠民間的推動而成功建立。陳處長表示：

公所是扮演「整合」的角色。在地方環境友善的議題可結合建設課、農業課及經

濟課等，藉由公所整合使政策達到多面向的成效。單位的整合加上社區特色的行

銷包裝，帶動社區的經濟利益。陳處長藉由溪湖鎮的經歷及目前所任職的雲林縣

計劃處，經驗分析埔里環境清潔議題。分為以下幾個面向進行分享： 

 彰化縣溪湖鎮公所施行的政策 

1. 鎮內環境整頓 

(1) 將鎮內分為街區與郊區進行規劃。 

(2) 透過村里與社區幹事，進行空地與髒亂點的調查。與各區域負責人溝通

完妥後立即採取清掃行動。 

(3) 將公共區域規劃成社區菜園，提升鎮民的參與及使用率。 

(4) 藉由彰化縣政府的小額清潔補助，輔導各區域達到標準。 

2. 透過行銷包裝達到社區經濟效果 

利用溪湖鎮葡萄與羊肉的在地特色，創造「羊葡小鎮」的口號，並以此為發

展重點。 

 雲林縣政府(環境清潔→節能減碳→水池淨化) 

1. 環境評比可分階段進行小額獎勵，如初階段的環境清潔及第二階段的重點發顫

社區。透過獎金帶動大家的實際行動。 

2. 盤點縣政府可申請的補助項目，並做分類，以便協助往後作業的推動。如雲林

縣政府整合：環保局「生活環境改造」、林務局「社區植樹綠美化」、水保局「農

村再生計畫」、文化局「新故鄉社區營造 E類」。 

 對埔里鎮公所的建議 

1. 鎮公所清潔隊可整合課室以利環境清潔之推動，例如：民政課、社會課、建

設課等。 

2. 善用暨南大學資源建立專管中心，提供幕僚角色，使其成為行政上的力量。 

3. 旅遊資訊站可透過行銷包裝來帶動觀光。雲林縣政府運用縣內各地觀光特色

與產業，將商店與藝術結合，規劃出公共運輸旅遊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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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調查各社區、各里的活動參與度，依燈號歸類出不同程度上的參與動能，並

對不同的質量分類管理。 

5. 對民間環保志工進行小額的津貼補助，用以鼓勵志工的付出。 

陳處長強調民間的力量一定要永續的經營，以補足公部門的不足。同時思考

環境生活推動小組的性質在「民間」與「官方」要如何取其輕重，可參考國內外

「QCC品管圈」案例。另外，政策與活動的推動一定要系統性、階段性地推動，

已達到更有效率的成效。以環境考核為例，可分成「平時」考核與「重點」社區

考核，並建立一個行銷平台，藉由重點社區競賽協助地方進行發展。環境政策的

推動民間力量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公所一定要了解與珍惜民間的資源，民間

也要堅持永續的經營。 

※註：處長所提及之「QCC品管圈」以往多運用於企業中，透過組織內的員工(民眾)

對問題(議題)的關切，而自發性組成團體，透過相互研究與討論，以改善工作(解決

問題)。 

 

二、  綜合討論 

賴美月 副總幹事 

1. 雖執行上會有困難，但可先在熱潮期及時推動提高成效。 

2. 競賽方面的辦法需再多加思考。 

李清松 先生 

1. 騎樓違規使用的取締是否可以慢慢地在民間商家維持生計與法規準則上取得

平衡，使得混搭車道和人行道的情況可以因此改善。 

2. 18度 C文化基金會早餐的提供若造成各社區的環保志工的不平衡，公所可以

與社區作整合，里長應協助公平分配獎勵。 

3. 評比要分類(例如：郊外區、重點區)，鼓勵每位付出者。 

4. 民間應扮演督促的角色。埔里研究會應充分利用民間的資源，多多邀請各民意

代表或是相關單位(例如：警察局)參與討論會，利於做到多面向的整合。              

(江主任：由於研究性質的討論會，較偏向於理性的探討與大家提出問題的討

論，希望盡量減少政治的色彩。) 

5. 數字地圖：公所已經有一份數字地圖，目前需要的是將其翻譯成其他語言。在

實體標示的部分，可以與商家合作，讓商家自行製作，對彼此是有利無害。 

6. 可以運用與論的力量來支持公所解決騎樓違規使用的問題。 

7. 當社區遇到問題時，大家應當是共同解決問題，而非抗議。 

陳玲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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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工系赴菲律賓服務學習為例。我們往往不知道做了會得到甚麼回饋，但是若

沒有去做，就甚麼也得不到。鼓勵大家堅持推動埔里的環境清潔。 

1. 若是騎樓地取締需考慮商家生計的問題，那換個角度，公所可以向商家提出騎

樓美化的計畫，使雙方願意各退一步，騎樓美化的結果或許會帶來更好的機

會。 

2. 建立數字地圖以及指標的街道盤點，可以邀請暨大的學生一同參與，達到與埔

里鎮上的情感連結。 

傅裕宸 先生 

1. 埔里的空地率高，可以善加利用這些空地。透過事先調查，再與地主討論，把

閒置的空間善加利用，友善環境。 

張榮華 老師 

1. 社區營造分成「有感」與「無感」。人的心態很重要，當我們能做就去做。 

2. 公部門的責任不應該踢皮球，公部門應該是要解決問題。(曾經反應綜合球場

燈光開關問題，但卻遭到公部門互相踢皮球。) 

3. 很同意阿凱所說的數字地圖，請大家支持街道的盤點。一起分工，然後合作，

埔里好還要更好。 

4. 思考，我們在自己的領域能夠做些甚麼？ 

周柏佑先生 

1. 騎樓如果通暢的話，對居民、對旅客都會帶來很大的效益。 

唐茹蘋記者 

1. 社區的推動，必須由下往上，讓民間的部門發揮力量，成效更大。 

2. 各個社區的發展協會是否可串聯起來，一起推動環境工作，力量會更大。 

3. 環境清潔工作，以社區帶頭做起，其餘的公共地區就可利用民間社團來補足，

建立一個長期的行動。 

潘順能主秘 

1. 騎樓問題：公所與居民之間必須先找到共識再執行。 

2. 騎樓改造的部分，經費由公所部門出資。 

3. 社區有無提供早餐的部分：里長雖有辦公經費，但因里長服務層面廣大，有時

甚至有超支，里長會自掏腰包來執行政策。 

4. 與暨大合作：目前與暨大合作的領域較侷限於社工系、公行系等相關科系，未

來公所會思考如何與暨大有更廣泛層面的合作。 

5. 交通問題：公所必須考量到成本問題，將來的指標成本必須先作評估在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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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空地的利用：公所內是有機制可以提供申請補助，只要提出計畫即可享公所申

請經費，以利閒置空地的友善利用。 

7. 綜合球場：球場晚上九點就熄燈有兩個原因：1.電力問題。2.附近住戶晚間需

要安靜的環境休息。 

朱柏勳 總幹事 

1. 謝謝大家對推動小組的建議，讓推動小組更有一個執行的方向。 

2. 希望能夠招集更多在地的年輕人一起投入社區營造。 

3. 推動小組將會再陸續邀請新成員。 

陳巨凱先生 

1. 「環境生活推動小組」可以在小學或中學舉辦撿垃圾等性質的環境清潔活動，

能夠藉此活動倡導環境清潔的觀念。 

2. 數字地圖的盤點即將到暨大與暨大學生一起合作來完成。 

3. 工研院將與公所合作數字地圖的建立，工研院可以給予公所推動經費上的支

持。 

陳東松處長 

環境問題包括：食、衣、住、行、育、樂。我們是要營造一個埔里的生活環境，

若是將這些方面都照顧到，對埔里的未來才有幫助。 

三、活動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