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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學校附近的嘉南大圳富含各種生態，包含多種水鳥、螃蟹、紅樹林……等，

所以｢政府」與｢民間環保團體(NGO)」共同計劃修建｢山海圳綠道」讓居民可以

在河邊休息運動，但是綠道完成後我們發現來運動的居民不多，所以我們開始

找尋居民不來運動的原因，主要為｢狗排泄物多」、｢部份路段樹木太少與雜草

叢生」、｢綠道上人為垃圾多」、｢蚊子太多」、｢燈光不足」、｢居民不知有山

海圳綠道」等六大問題，身為家鄉的一份子我們開始思考該做些什麼來解決這

些問題？查閱相關資料與成功的案例後擬定策略，之後付諸行動同時也修正我

們的方案，最後配合｢社區大學」的資源，每年固定 10 月中會去｢市議會」向政

府官員與議員報告我們的方案，進行討論再次修正，期望能為自己的家鄉盡一

點心力，讓家鄉變的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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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及目的 

     嘉南大圳與台江內海的百姓有著生生不息的關係，七年級的歷史科，荷蘭

時期提到了台江內海以及鹿耳門是 300 年前的古戰場也是我們現今居住的故

鄉；到了七年級下學期，又提到了八田與一計畫興建嘉南大圳的艱辛歷程，嘉

南大圳的完成讓整個嘉南平原充滿生機，滿地的美不勝收的農田綠地，大圳上

生態非常豐富。也因此「政府」與「NGO」合力在嘉南大圳旁開始整建「山海圳

綠道」，計劃南起台江國家公園四草湖，沿嘉南大圳至烏山頭水庫，全長 30 多

公里，為全台第一條山海圳綠道，可以散步也可騎自行車，是一條富含歷史、

文化深度，又有自然生態之美的綠徑。 

    而學校旁的「山海圳綠道」位在嘉南大圳的下游地段，屬於國家公園的一

部分，雖然嘉南大圳本身因工業污染與家庭廢水汙染的關係水質不是很好，但

下游位於感潮河段，海水大量流入，讓這段的嘉南大圳汙染相對沖淡了許多，

大圳旁充滿各種水鳥、螃蟹；兩旁都是珍貴的紅樹林植物-欖李，可以說是嘉南

大圳中最美麗、最重要的地段(大圳之眼)，但奇怪的是在嘉南大圳旁「山海圳

綠道」運動的人卻不多，這是讓我們感到非常疑惑的，慢慢的嘉南大圳被人民

遺忘了，民眾的漠視讓嘉南大圳的汙染越來越嚴重。但這是陪伴著我們長大家

的家鄉，在社團老師的帶領下，我們也希望為家鄉盡點心力，首要步驟尌是把

人民找回來，一條乾淨舒適的綠道則是找回人民的不二法門。 

     因此論文主要的目的即找出人民不來山海圳綠道運動的原因，並試著去解

決這些問題，找回失去的民眾，期望讓嘉南大圳能變得像高雄愛河，韓國清溪

川一樣，讓附近的居民們或遠方來得觀光客來欣賞我們美麗的嘉南大圳。 

 
                      水鳥覓食                                   山海圳綠道介紹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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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綠道規劃相關研究 

1. 溫哲原在《都市流動中的交會空間-以台中市綠川堤岸為設計對象(2009)》： 

描述台中市成為都市化下的犧牲品，惡質的橋下空間及廢棄的綠川堤岸，在日

治時期卻是歸劃完整的橋樑綠蔭為台中重要的綠帶，因此如何重塑都市腐化的

堤岸，降低交通建設對都市的破壞，並以文化與休閒的新川流活化衰敗的台中

市區，給予人民新的休閒空間為論文的主軸。這與學校附近綠道上的環境非常

相似，我們雖位於台江國家公園內，但因都市的發展與工業區的建立深深影響

我們的居住品質。 

2. 劉雅宜在《都會區多目標綠道系統規劃之研究-以台中都會區為例(2005)》： 

「地方永續發展」已成為 21 世紀都市及區域規劃工作上重要的基本目標，歐洲

委員會即在其「地方永續行動計畫」中，特別要求在市區內規劃建立一個綠色

開放空間網，彼此間並用綠色廊道來連結，嘗試從｢生態保育」、｢休閒遊憩」及

｢交通運輸」等多目標的角度來發展個別綠道評估。 

3.解鴻年、張馨文，《休閒遊憩與觀光 : 新世紀的幸福產業(2010)》認為使生

活性的街道能｢永續發展」，主要策略為「讓街道舒適化」、「讓街道更有吸引力」、

「讓街道安全」、「讓街道綠化」、「讓街道更有趣」。步道具有吸引力的首要條件

即「乾淨的步道」，讓居民免於垃圾、狗屎及臭味的恐懼。 

二、改善河堤、淨化水質相關研究 

1. 林士凱在《都市型河川復育成效評估之研究-以愛河為例(2011)》針對高雄｢

愛河之心」河川復育成效進行檢討與評估，包含航運、防洪(滯洪池)、景觀(生

態工法)及水質改善等重要功能，愛河與嘉南大圳下游非常相似，皆是感潮河段

且常有汙水排入，是我們可以模仿借鏡的對象。 

2. 經濟部水利署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主編，《南勢溪溫泉排放水污染削減整

體規劃設計(2006)》，講到水污染的偵測並且提出幾個降低水污染的方法，當中

｢植生處理法」說明植物的重要性，吸收汙染物，主要類型如人工溼地、草溝、

草帶等。以日本北海道的｢塘路茅沼地區」為例，利用當地植物葦子、驢蹄草等

四種植物淨化水質，經定期堅測水質結果顯示，證實可達水質淨化結果。 

三、社區營造相關案例 

1.洪德仁在《北投生活家園(2000)》提到社區營造的重要性，重尋共同記憶，

並以親山、親水、親近大自然的理念推動，也是古蹟活用、老建築新生的開始，

社區民眾親手建造一個可以稱之為｢故鄉」的生活家園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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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如何找出人民不來運動的原因，我們首要工作即訪問在地的居民，但是我

們沒有訪問過的經驗，看到民眾都不太敢過去問他(她)們，即使問了也抓不到

重點，因此社團老師要求我們參與「真人圖書館」的課程，讓我們訪問社區大

學老師，透過訪問將社區大學老師的精彩人生經驗記錄下來，並且從中學習訪

問的技巧與整理重點的能力。 

 
                   真人圖書館活動                                   時間地圖 

    再來尌是正式訪問居民，老師建議我們先從活動中心、大廟或里長家著手，

之後里長建議我們也可以去派出所訪問警察先生，因為他們常在綠道旁巡邏，

會比較清楚綠道上的問題。其次，了解大概的問題後我們開始設計問卷(請參閱

附件二)發放給綠道上正在運動的居民；第三尌是實際踏查並觀察「訪問資料」

與「問卷調查資料」中所提到的問題；第四，我們開始查閱網路資料與借閱圖

書館內的資料，但我們發現學校還有安南區的圖書館藏書有限，於是我們拜託

親人幫我們去成大圖書館影印書籍(未滿 16 歲不能進入)，參考書中的例子及方

法來解決問題，做為我們的論文依據之一，最後為了讓自己的論文更具有實踐

性，我們結合社區大學的資源，把相關的問題與民眾的需求轉達給公部門，瞭

解理論與實施運作會有什麼衝突，並進一步修改論文。 

研究流程: 

訪問民眾→問卷設計→實地踏查→圖書館與網路蒐集資料→論文初步完成 

→向公部門報告→完成論文。 

 

               查閱資料                                        訪問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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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一、問卷結果 

    調查結果，總計發出 120 份，有效問卷為 108 份，統計結果如下： 

問題 回應 

1.性別 男性：62 人 女性：46 人 

2.年齡 小於 20：0 人 

20-30： 18 人 

31-40： 15 人 

41-50： 24 人 

51 以上：5 人 

小於 20：1 人 

20-30： 13 人 

31-40： 11 人 

41-50： 19 人 

51 以上：2 人 

3.您居住再哪一里 溪墘里：63 人 海佃里：39 人 其它：6 人 

4.您常來嘉南大圳散

步嗎 

是：57 人 否：51 人 

5.在嘉南大圳休閒活

動時，您會感覺堤岸狹

窄嗎？ 

是：69 人 否：39 人 

6.您覺得堤岸上哪些

設施需要維修(可復

選)? 

行人步道磚：6 人 

樹木定期修剪：68 人 

涼亭：12 人 

照明設施：8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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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您覺得嘉南大圳堤

岸附近蚊子多嗎？ 

是：97 人 否：11 人 

8.嘉南大圳堤岸衛生

的環境衛生品質，您覺

得如何？ 

非常滿意：3 

滿意：11 

不滿意：72 

非常不滿：22 

9.請問您會覺得堤岸

邊狗排泄物會不會太

多？ 

是：85 否：23 

10 嘉南大圳的環境衛

生，您覺得還有哪些需

要改進？ 

1. 防自殺設施(7 人)。 

2. 樹木太少。(21 人)。 

3. 行人道磚雨後積水且不平(5 人) 

4. 多舉辦活動，像是像愛河一樣，舉辦燈。(4 人) 

由表中可知以下特點，首先在綠道上運動的居民以男性比例較高，可能與

安全性、燈光昏暗有關。第二，運動居民較少學生與老年人；第三，居民會固

定來綠道散步的比例大概只有一半左右，其餘居民則是偶而才來運動甚至不知

道運動的地方尌是嘉南大圳。最後我們整理出綠道上的六大問題，分別是｢狗排

泄物多」、｢部份路段樹木太少與雜草叢生」、｢綠道上人為垃圾多」、｢蚊子太多」、

｢燈光不足」、｢居民不知有山海圳綠道」，因此我們開始去探討問題核心與解決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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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討論與解決方案 

(一)、狗排泄物多 

 1.問題討論： 

    我們經過實地踏查與問卷調查後發現,當地居民因為狗排泄物多的問題,造

成幾乎大多數的居民都往鹽水溪的方向去運動,而不來嘉南大圳，狗排泄物的來

源有分為兩種，一種是流浪狗所排出來的，附近的流浪狗無人管制，讓環境問

題更加嚴重，流浪狗的問題在台灣好幾年，至今還沒有一個有效的方法安置流

浪狗；另一種是遛狗時寵物隨地大小便。 

    當地居民認為寵物隨地大小便的比例偏高，很多去運動的人都會順便遛

狗，並且把排泄物留在步道上沒有帶走，去年學長姐向市政府官員建議架設狗

便清潔袋，今步道上雖已架設，但經過口頭訪問後，部份人認為狗排泄物清潔

袋並沒有明顯的效果，另外漫長的步道方才裝設一個狗便清潔袋，理所當然會

減少民眾使用狗便清潔袋的意願。 

 
                      民眾溜狗                                     狗便清潔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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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問題解決方法     

(1) 嘉南大圳淨堤活動： 

    在日本地面有狗排泄物也曾讓他們非常懊惱，但日本卻能把社區意識發揮

到淋漓盡致，所使用的方法是組成各種年齡層的委員會。首先最主要的委員會

是由里長和鄰(組)長組成的｢村鄰委員會」；另外還有｢婦女委員會」跟青少年或

小孩組成的少年委員會，透過這些居民守護家鄉的熱情，今天的日本街道才能

如此乾淨。 

    因此我們以｢台江社」為中心，以身作則親自定期去河道淨堤，建議學校也

同時發放服務時數，吸引校內更多學生的參與，讓同學親自來觀察家鄉有多髒

亂，進而為自己的家鄉盡一份心力；讓家鄉民眾感受到我們的用心，期望能吸

引更多的民眾來參與，共同美化我們的家鄉綠道。 

(2)隨手清理家犬排泄物： 

    利用社團時間或透過校內徵選製作海報以及相關標語至綠道上宣傳，加強

飼主的道德觀要｢從心做起」，呼籲居民遛狗時務必要把自己養的狗排泄物清理

乾淨。 

(3)減少流浪犬： 

a.杜絕放生：人狗同為生命，我們不當的放生文化，把家犬當成物品，一旦不

喜歡即以放生為理由造成部份流浪街頭的棄養犬隻，當然環保單位也順理成章

的將棄犬視為廢棄物，由清潔人員展開大規模捕捉與撲殺行動。這絕對不是我

們希望看到的，我們必須要讓大家知道要尊重任何生命，不要任意遺棄自己的

寵物，如家中實在無法養犬，也可利用網站送養，幫牠找尋新的主人，確實做

到以領養代替購買，以結紮代替撲殺。(流浪動物花園

http://www.doghome.org.tw/phpbb2/viewforum.php?f=109&code=foster) 

b.呼籲民眾勿餵食流浪犬：綠道上常會有善心人士在固定的地點餵食流浪狗，

吸引附近流浪狗來此覓食，犬隻成群結隊除了會造成髒亂外偶而還會攻擊路過

的民眾，因此我們決定在流浪狗較多的地段附近張貼不要餵食流浪狗的海報，

並且定時向同學居民宣導如果遇到流浪狗儘量避免視線接觸，也不要有任何挑

釁行為（揮舞棍棒、踹腳恐嚇等），可以用簡單的安定訊號（例如撇頭、眼神別

開、緩慢移動離開），多半能避免被狗攻擊。 

    根據官方統計資料顯示，台灣一年四季都是｢犬心絲蟲病」的感染期，可導

致犬隻呼吸困難及出現貧血等症狀，更嚴重是這種傳染病是由熱帶家蚊所傳

播，可以說是狗界的登革熱，台灣已成為犬心絲蟲的高流行區，不論生活於戶

外或戶內的犬隻隨時都有被傳染犬心絲蟲病的可能性，藉此讓民眾了解流浪犬

不僅影響著環境衛生、居民安危，也有機率會將疾病傳到家人與愛犬的身上， 

(環境資訊中心 http://e-info.org.tw/node/6030) ，且犬心絲蟲之感染仔蟲可

經由病媒蚊的叮咬而傳染給人體，讓民眾不再隨意餵食流浪狗為杜絕疾病的不

二法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

http://sanimaldise.nvri.gov.tw/fmodule/Disease.aspx?DiseaseID=soZ100

http://www.doghome.org.tw/phpbb2/viewforum.php?f=109&code=foster
http://e-info.org.tw/node/6030
http://sanimaldise.nvri.gov.tw/fmodule/Disease.aspx?DiseaseID=soZ100PlBSk%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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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BSk%3d)。 

 
                   海報宣傳                                     野狗佔地為王 

 

(二)部份路段樹木太少與雜草叢生 

1.問題討論 

    到當地實地觀察後，發現其實當地樹種的不夠平均，尤其靠近台 17 線路段，

樹木稀少，夏天陽光即使在早晨與傍晚紫外線仍強，沒有樹蔭的緩衝，民眾來

此運動欣賞風景意願不高，但這邊卻是風景最漂亮、生態最多的地方。另外綠

道上雜草叢生導致路面變小的問題，當地居民的經驗是一個月才會有政府的人

員來清除一次雜草，但雨季來臨時雜草生長的速度非常快，導致過多的雜草蓋

住路面，讓民眾在此運動非常不方便。 

 
                部份綠道缺少樹木                                  雜草蓋過路面 

2.問題解決方法 

(1)開放學生民眾認養樹木草地： 

    ｢都會區多目標綠道系統規劃之研究」一書提到綠道系統最重要的觀點即在

｢永續發展」，如何｢永續發展」首要條件即建立合適的目標來創造林地以及種植

路樹，以改善景觀，維護野生生物，並協助對付污染(都會區多目標綠道系統規

http://sanimaldise.nvri.gov.tw/fmodule/Disease.aspx?DiseaseID=soZ100PlBSk%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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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之研究，2005)，也尌是要先有植物才能提供生物棲息的地方，並且能降低空

氣汙染，吸收泥土中過多的養份，因此樹木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訪問當地里長與居民後，當地樹木常因缺乏照顧而死亡，里長希望讓當

地居民或學生領養樹木與管理附近的草地，與社團老師討論後，開始進行一連

串的課程，首先請植物學專家沈老師介紹綠道上的樹種，比如榕樹、蘭嶼柿、

小葉欖仁、苦楝、黃槿、血桐、芒果樹……等，了解這些植物的特性，比如葉

子對生、互生或叢生；這些植物葉子的範圍……等，之後開始讓我們各自認養

一顆樹木，每個星期都要紀錄植物的生長狀況、樹高、樹上的住戶、是否開花……

等(附件一：台江河川生態／植物調查表)，同時清除樹旁的雜草讓樹在最好的

條件下生長，不僅讓樹木生存率提高，同時也讓我們變成了半個植物專家，這

是一場最不一樣的生物課。 

 

 

                 沈老師上課                                  社團老師介紹樹種 

(2)種植適合當地的植物： 

    並非所有樹種都可以生存在台江地區，以下是彰化的失敗案例：為美化生

活環境，提升縣民生活品質，彰化縣政府正積極推動「有氧新彰化、植栽綠美

化」運動，4 年內將在全縣栽種 1400 萬顆的樹木。不過，卻有不少縣民反應，

沿海地區有不少交通要道所栽種的行道樹，可能因氣候、地理因素，或是乏人

照顧，而造成大量枯萎死亡，存活率約只有 3 成，形成相當諷刺的畫面(摘錄自

11 月 20 日中廣新聞彰化報導 http://e-info.org.tw/node/16769)。     

    在沿海地區生長的植物易受到風害、乾燥害、鹽害，經常處於極端不利之

環境，所以樹種選擇條件如下(1)樹身要高，樹幹強韌。(2)樹冠密而枝葉之著

生點低，姿態優美。(3)對養分、水分之要求低、易生長。(4)深根性。(5)抗病

蟲害及抗風力強。(6)能耐飛砂，鹽風及寒風的危害。(7)能耐溫度之急驟變化。

(曾文溪觀光遊憩整體規劃，2005) 

    與沈老師、社團老師討論後，我們發現｢苦楝」完全符合上述條件，且其根

不像榕樹具有破壞力，非常適合種在綠道旁，但｢苦楝」樹苗不好購得，且也需

要花錢購買樹苗，對我們來講是沉重的負擔，因此我們決定利用校園空地自己

復育｢苦楝樹苗」，從泡水→果肉去除→植播於苗床，各個步驟慢慢完成，經過 2

個星期後｢苦楝」樹苗終於長出來了，目前樹苗仍在成長中。  

http://e-info.org.tw/node/1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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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剝種子                                            鬆土 

 
                                         兩個月後的苦楝 

 

(三)綠道上人為垃圾多 

1.問題討論 

    我們利用暑假時間,去步道上撿垃圾,發現步道上除了自然的樹葉、果實、

樹枝以外,還有運動的人留下的菸蒂、喝過的飲料罐、塑膠袋、廢棄輪胎……等，

有些還是玻璃製的相當危險，這些垃圾除了破壞環境之外，也把綠道的空間給

變小了。 

2.問題解決方法 

(1)菸蒂的處理：利用課餘時間製作可愛的造型垃圾桶讓民眾放置菸蒂，並將垃

圾桶放置在綠道上菸蒂比較多的地方，如綠道的椅子、涼亭旁常會發現大量的

菸蒂。 

(2)定期淨堤活動：社團老師都會定期的帶領我們去綠道上打掃，並且將飲料

罐、玻璃瓶回收減少垃圾量，資源回收是臺灣非常重要的｢靜脈產業」，幫助地

球回歸循環機制(地球零垃圾，2007)。雖然很多同學一開始大家都只是為了志

工時數，後來發現很多居民都看在眼裡，甚至免費提供我們飲料並讚賞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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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讓大家都很有成尌感，到現在我們每次看到地上有垃圾都會不自主的把

它撿起來，尌像是生物課所教的｢反射動作」。 

 

                   椅子旁煙蒂                                        煙蒂垃圾桶 

 

                                    淨堤活動 

(3)法律規範： 

    參考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做法於 2007 年 7 月提高獎勵辦法，只要被檢舉

的案件受罰金額達 1200 元以上者，檢舉的民眾尌可以得到時收金額的 35％，還

有設置「自拍速必潔」的貼圖網站，提供民眾反映髒亂的管道。 

(高雄市環境保護局 http://sbj.ksepb.gov.tw/Web/Sbj_list.aspx) 

「自拍速必潔」是一個非常棒的構想，讓市民透過相片貼圖，來反應環境髒亂

的問題，也可以讓清潔隊透過相片貼圖來回應清除後的成果，但最重要的是這

裡也提供了一個公開透明的處理機制，政府到底有沒有派人處理一目了然，也

讓大家對於環境清潔維護與改善有參與感，因此我們也向當地議員反應是否可

在台南市政府網站也使用「自拍速必潔」的功能。 

http://sbj.ksepb.gov.tw/Web/Sbj_lis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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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議員反應 

台南市在 2011 年 8 月 4 日也頒佈了「檢舉違反廢棄物清理案件獎勵辦法」(台

南市政府全球資訊網

http://www.tainan.gov.tw/tainan/news.asp?id=%7B01A1417E-5461-4C9C-A9

85-44B439578BE9%7D)，因此可利用社團時間製作海報向民眾宣傳，邀請全民來

當糾察隊，即可維護社區環境又可賺點小錢。 

(4)路旁定點架設垃圾桶： 

    去年 10 月在｢河川小議會中」我們曾向環保局的官員是否可以在綠道兩旁

增設垃圾桶，增加民眾將手中垃圾丟到垃圾桶的意願，畢竟很少民眾會把垃圾

一直放在身上，尤其是對來綠道運動的人非常不方便。 

    環保局的官員回答:「一旦增設垃圾桶，大家會為了方便把居家垃圾丟進垃

圾桶或附近地面，會造成更嚴重髒亂的聚集地。」這不無道理，目前政府舉行｢

垃圾不落地的政策」，但很多民眾也許上班的原因常來不及丟垃圾，因此常會

將家中的垃圾隨意丟在垃圾桶旁，造成環境的髒亂，以下是我們提出的解決方

法: 

a.把垃圾桶進出口改小，讓一般的家庭垃圾無法投入，如此一來除了可以提供

垃圾桶給運動的民眾、遛狗的人有丟垃圾或處理狗大便的地方，也能防止居民

將居家垃圾放入垃圾桶內。 

b.配合｢檢舉違反廢棄物清理案件獎勵辦法」，居民與學生組成｢環保糾察員」，

如發現民眾隨意將家中的垃圾放置於垃圾桶附近即可向環保單位檢舉(地球零

垃圾，2007)。 

c.在垃圾桶附近架設攝影機，一旦發現有不法行為，即可開罰。 

http://www.tainan.gov.tw/tainan/news.asp?id=%7B01A1417E-5461-4C9C-A985-44B439578BE9%7D
http://www.tainan.gov.tw/tainan/news.asp?id=%7B01A1417E-5461-4C9C-A985-44B439578BE9%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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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川小議會 

(四)蚊子太多 

1.問題討論 

    現在台南市登革熱盛行，部份原因尌是積水問題，｢蚊子太多」與｢垃圾多」

是一體兩面的，走在綠道上有許多堆棄的垃圾一旦下雨尌會積水孳生孑孒，比

如塑膠袋、飲料罐。經問卷調查與口訪，在登革熱尚未流行時已發現 8 成以上

民眾認為蚊子會影響他們去步道的意願，更何況現在登革熱病情嚴重居民更是

足不出戶，深怕自己被蚊子叮咬。 

    另外在安南區，尤其是學校附近有些廢棄的魚池旁長滿雜草缺乏管理；還

有九份子空地因地勢低窪每當下雨後常會有積水，二者常成為蚊子繁殖下一代

的溫床，也難怪居民在口訪時異口同聲的說｢傍晚蚊子太厚(台語)」，我們都不

敢出去。 

2.問題解決方法 

(1)在廢棄魚塭放養孔雀魚：最近因登革熱病情嚴重，出現許多杜絕蚊子的方

法，比如生物清除法，台南市很多民眾都使用原生種鬥魚放置於水池或溝渠，

主要考慮到鬥魚具有迷器來幫助呼吸能耐低溶氧環境，但實際檢測學校附近的

廢棄的魚塭發現魚塭內的水質 pH大約 7.5 左右、溶氧量(DO)為 1ppm 左右、濁

度為 40JTU，水質偏｢鹼」不適合喜歡酸性水質的鬥魚棲息，另外部份鬥魚較好

鬥，怕對原生種生物造成不良影響，因此我們捨棄鬥魚尋找更適合的魚種。 

 

    考慮到魚塭內溶氧量不高，因此體型較大的魚耗氧也高，不容易在此生長，

最後我們選擇放養體型小且較不會破壞生態的｢大肚魚」，又稱｢食蚊魚」屬於河

口域小型魚類，比較能適應 PH 較高的水質，｢大肚魚」能在溶氧量較低水質較

差的地方生存，更重要的是｢大肚魚」為滅蚊高手專吃蚊子幼蟲。 

(台灣魚類資料庫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amily.php?id=F486)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amily.php?id=F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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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質檢測                                      放養大肚魚 

(2)組織學生巡守隊：利用社團或放學時間，每天固定巡守，如果有發現空地積

水或大型廢棄積水容器，打電話 0800-066666 至｢台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通報，

配合定期的淨堤活動清除積水容器，協助家鄉落實防疫工作，遏阻登革熱疫情。 

(3)向居民宣傳：製作海報至活動中心與大廟向民眾宣傳防治登革熱的要點： 

a.清除居家環境中各種積水容器，不使病媒蚊孳生。 

b.白天外出活動時避免被病媒蚊叮咬，可穿著長袖長褲，裸露處噴防蚊液。  

c.家中裝設紗門紗窗。 

 
                    在大廟宣導                                 民眾宣導防登革熱要點 

(五)燈光不足 

1.問題討論 

    居民反應嘉南大圳上景色雖好，但到了晚上由於樹太高遮住了路燈，造成

光線不足；而九份子路段的路燈，由於剛完工不久，路燈的設置不夠完善，讓

有些地方導致昏暗並存在著危險，所以去年我們建議政府官員重新架設新的並

符合台江地區造型的路燈，在「台江流域小議會」中水利署官員回應：「路燈的

想法非常棒，但是要考慮到電費支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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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問題解決方法 

a.增設太陽能及風力集電設施： 

    台南市是北回歸線以南，屬熱帶地區，日照充足；嘉南大圳下游靠近海，

風力十分的強大，所以我們可在離住宅區較遠的地方設置風力發電設備(避免吵

雜)，接近住宅區的地方增設太陽能發電設備，除可解決高漲的電費問題更可讓

能源永續發展、自然能源利用的功效。 

b.路燈重新整修：考慮到經費的問題，優先將被樹木擋到以及損壞的路燈重新

修整並調整到適當的位置，之後逐年替換成低瓦數的 LED 燈。我國路燈多數仍

為水銀路燈，其發光效率不高，且有汞汙染之問題，不符合目前環保、節能之

訴求，過去 LED 由於發光效率低，因此不期望其能應用於路燈，但最近 LED 技

術快速成長，產品特性不斷改良，發光效率提升、成本降低，使得 LED 路燈發

展被寄予節能減碳與帶動產業之厚望。(交通部門協助推動 LED 路登照明策略初

探，2013)。現今 LED 燈具有體積小、耐震性佳、省電、壽命長、顏色多樣等優

點，雖然單價仍比水銀路燈高，但長久來看卻可以省下不少的電費。 

 

                         樹與路燈疊在一起                                   新型路燈 

(六)居民不知有山海圳綠道 

1.問題討論 

    在訪問時我們發現部份附近居民不知道有｢山海圳綠道」，他們異口同聲的

說：｢很少去外面運動，沒去過那些地方」。很多居民、學生已經習慣每天上下

班(課)即回家休息、使用 3C 產品，外出的時間相對減少。在都市化的同時，我

們要重塑都市腐化的堤岸，並以文化與休閒的新川流活化衰敗的都市，給人民

有新的休閒空間(都市流動中的交會空間-以台中市綠川堤岸為設計對象，

2009)，我們要把民眾從 3C 產品中帶回到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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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問題解決方法 

a.繪製地圖：我們想利用自己手繪地圖來向附近居民介紹｢山海圳綠道」，讓大

家了解原來我們住家附近有這麼漂亮的休閒環境。請教校內與社區大學老師

後，我們發現｢魚眼地圖」是最好的表達方式，利用｢魚眼地圖」可以將｢山海圳

綠道」突顯出來，讓民眾很快能理解綠道，花了 2 天的時間我們終於繪製出來，

並且開始向居民解說。 

b.定期舉辦活動：舉辦燈會、台江音樂會……等，讓附近的民眾路過可以稍微

停下腳步欣賞這美麗的風景。 

c.定期發表文章：將自己在活動中的經驗、學習到的知識發表在｢社區學習報

刊」，與大家一起分享學習的喜悅，同時介紹山海圳綠道的美，邀請社區民眾

一起來參與。 

 
                   魚眼地圖                                      社區學報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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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在我們訪問居民的時候，有些民眾問為什麼要做這麼多事情？你們都不會

累嗎？我們有一位同學笑笑的說：｢因為我愛我們的家鄉」。的確，愛家鄉是不

需要任何理由的，很多年長者跟我們分享小時候他們如何在河中抓魚、戲水，

甚至沒有東西吃的時候尌只能吃土虱(窮到只剩下土虱可以吃)，讓我們非常羨

慕，想像未來綠道旁都會種滿我們親自栽培的｢苦楝」、開滿了紫色的花，我們

都已經幫這條綠道想好名字了，叫做｢紫楝大道」(｢只」要｢戀」愛的道路)，雖

然離夢想距離還很遙遠，但透過學校、社區和公部門一起努力，定能建造一個

有尊嚴、有特色的山海圳綠道，找回那失去已久的共同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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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 

1. 流浪動物花園

http://www.doghome.org.tw/phpbb2/viewforum.php?f=109&code=foster 
2. 環境資訊中心 http://e-info.org.tw/node/6030 

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

http://sanimaldise.nvri.gov.tw/fmodule/Disease.aspx?DiseaseID=soZ100PlBSk%3d。 

4. 中廣新聞彰化報導 http://e-info.org.tw/node/16769 

5. 高雄市環境保護局 http://sbj.ksepb.gov.tw/Web/Sbj_list.aspx 

6. 台南市政府全球資訊網

http://www.tainan.gov.tw/tainan/news.asp?id=%7B01A1417E-5461-4C9C-A985-44

B439578BE9%7D 
7. 台灣魚類資料庫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amily.php?id=F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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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柒、附件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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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山海圳綠道」環境衛生問卷 

 

 

 

 

 

一、您的性別：□男  □女 

二、您的年齡層：□20 以下 □21-30  □31-40  □41-50  □51-60 □60 以上 

三、請問您居住再哪一里：□溪墘里  □海佃里  □其他             

四、您常來嘉南大圳散步嗎？□是  □否 

五、在嘉南大圳休閒活動時，你會感覺堤岸狹窄嗎？□是  □否 

六、您覺得堤岸上哪些設施需要維修(可復選)？ 

 □行人步道磚   □涼亭   □照明設施   □樹木定期修剪 

七、您覺得嘉南大圳堤岸附近蚊子多嗎？□是  □否   

八、嘉南大圳堤岸的環境衛生品質，你覺得如何？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九、請問您會覺得堤岸邊狗排泄物會不會太多？□會  □不會 

十、嘉南大圳堤岸有哪些需要改進？ 

                                  

                                         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配合。 

    親愛的居民你好，我是    國中台江社的學生，本問卷是為了調查｢山海

圳綠道」的環境衛生問卷。問卷內容將作為論文統計之用，並不對外公佈，

請安心作答。謝謝您的合作！                指導老師：        老師 

                                          研究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