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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近年來各式商品從包裝到素材，各種物質以各種層面展現於

消費者面前，而消費導致各種垃圾或資源回收物暴增，其性質複

雜多樣，更增加末端處理的困難度，而這些作業的問題，全都仰

賴鄉內之清潔隊，為解決上述種種問題，於 96 年度編列相關預

算，前往先進國家考察觀摩，希望借鏡鄰近先進國家，對於此一

環境保護議題上的施政及作為改善，並改進日後的施政作法。 

日本國內除了擁有自然的觀光資源，對自然生態的保護及週

遭的環境、垃圾、廢棄物處理，及資源回收再利用的工作，長期

以來均被國際人士讚譽其高標準性，且已累積了相當紮實的實務

經驗，可供本鄉參考、借鏡，以吸收先進國家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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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縣龍井鄉九十五年出國考察觀摩人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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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王淑美 社會課長 龍井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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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王若文 課員 龍井鄉公所 

16 鄭雅蓮 課員 龍井鄉公所 

17 林瑤隆 技士 龍井鄉公所 

18 林子巖 村幹事 龍井鄉公所 

19 郭榮駿 課員 龍井鄉公所 

20 陳俊瀛 技士 龍井鄉公所 

21 何立凡 約僱人員 龍井鄉公所 

22 賴素貞 約僱人員 龍井鄉公所 

23 陳添旺 清潔隊員 龍井鄉公所 

24 王基全 清潔隊員 龍井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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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有鑑於目前環保意識的抬頭，民眾素質漸漸的提昇，所排出交付的物質也複雜

多樣，數量上也是倍增，需如何使清潔隊有效率的運作、正確、迅速的即時處置各

種狀況，相較於鄰近國家的日本經驗是值得台灣學習借鏡的。 

日本國土面積約台灣的 10 倍，總面積約為 337.708 平方公里，處太平洋地震

帶上，地理形態與台灣相似也是河流短促，其火山帶地形變化豐富，特殊的地理環

境，使日本有著得獨厚的觀光條件與台灣相同是極具自然美的國度之一，且日本國

人對自然地理環境似乎特別著重保護，避免過度開發，所造成自然災害。 

  日本國人似乎對環境意識較能熱心投入，配合政府策施為，所以日本國在環保

議題上己經累積了相當的實務經驗，值得學習，茲將此次考察所見心得，提出報告，

供日後推動本鄉清潔、環保業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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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96年 4月 19日 

第一天  桃園機場 名古屋新中部空港  岐阜城  岐阜 

今日集合於桃園中正機場，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客機前往日本，降落於日本中部

國際機場，由專車接往岐阜城參觀，岐阜城是日本戰國時代將軍織田信長的宮城，

７００年來聳立在金華山頂歷經物換星移，宮城仍在從天守閣眺望巿內，伊勢灣盡

收眼底。俯瞰市區河道相當的乾淨，清澈，可見只要注重自然生態育工作，保護了

水質，也保護了此一城巿的動脈，活絡了整體的人文精神。 

 

96年 4月 20日 

第二天 白鳥高原高山陣屋高山古街祭典之森板藏拉麵高山溫泉 

  行經白鳥高原休息站，在此一覽白鳥高原的自然風光，見到水土保育整治的相

當完善，營造出適合當地氛圍的景緻，吸引了多數的目光，在此合照忘返其中。再

來到了高山陣屋這昔時德川幕府時代直接設立的官府，由於僻處山中以得免於戰火

破壞，是保存相當整的舊式官府，參訪陣屋可以瞭解以往番主生活的情景。陣屋內

隨處可見數百年以上老樹，古松可見得日本國民對古跡這種歷史建物及共同記憶的

保護維修不遺餘力，日後也達到吸引大批觀光客來此參訪的效益。 

  參訪高山陣屋後步行數分鐘即可抵達同時保存下來的高山古街是昔時商家聚

集的城下町中心之三町均保存其傳統古宅，富有傳說氣息的日式街道，有小京都之

美稱，已被日本國列為國有文化指定財產，一長排細方格屋簷下，小水溝流水潺潺，

造酒屋前掛著杉葉球的酒林，百年老店比比皆是，遊此足發思古之幽情感受古典風

雅情懷，想像江戶時代人們的生活景況，街上的所有屋舍皆是江戶時代及明治時代

所遺留下來的古老建築物，漫步於街道，在小物屋及白壁土藏街江戶時期原色古味

的建築，可以感受到日本特有的生活藝術及建築風格。 

第三天 96年 4月 21日 

高山御母衣湖白川鄉合掌村金澤兼六園金澤 

  建造於昭和三十五年御母衣湖是擷取庄川河流遷移四個村莊，是日本最早利用

岩石及粘土等特殊工法建造的人工湖。工程浩大為當時亞洲第一大水霸，現在綠意

盎然，周圍設有露營場地供巿民休憩之用，到此適值湖水位下降，河床裸露，直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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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河床底部未見雜物，垃圾或優養化等問題足見御母湖定受附近民眾共同愛護，照

顧所以未見污染，可見日本人民著重水文，水質的保護並相信有好的環境才能在其

上永續的生存發展。 

  白川鄉合掌村在白川鄉的中心荻町，可以看到許多造型獨特的主桷房屋，確實

能適應多雪，嚴峻的自然環境，於 1995年 12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界世文

化遺產，是日本重要的傳統建築物。合掌式造作建築，在在表現古色古香合掌聚落

的風景與凡俗可以說是完全隔離的獨特部落，每年之所以能吸引許多觀光客前來，

因為它是一個活生生的日本原始生活風景的寫照，最獨特之處是仍然保留日本傳統

鄉村的建築「合掌造」全村百多幢以芧草建成的房屋，全以人手興建不用一根釘子，

三角型的屋頂成為遊客夢味以求一賭其貌，小小的村莊只有數百人居往，但每年世

界各地數以萬計的旅客前來此地，露天綠油水田縱橫交錯路旁，田野排水溝渠到處

可見游魚迴遊其中，感覺好像回到 50 年代石化產業並未開始破壞自然環境，到處

可見生機盎然到現代猶能保存如此環境也是著重於生態環境保護之故。 

  金澤兼六園：原來只是金澤城的庭園，經歷代藩主的整修加蓋成為一座美麗的

日式造景庭園。從 17世紀開始擴建到 1871年才正式對外開放，園內共有五千多株

花木和小橋、飛瀑、石燈籠、亭台、水榭細心觀賞，散步其中風情各皆不同，4 月

下旬的梅花、紅梅、白梅競相開放，讓園中的風情帶來春色，4 月上旬和中旬是櫻

花的季節，其中幾株櫻樹的樹齡長達 300年這種不遺餘力的保留古文化資產，深深

地保留了人對歷史記憶的情感，若逢假日賞櫻人潮可達數萬人，在櫻花對下期待用

餐盒迎，迎接櫻花瓣的飄落，期盼好運降臨更增進了全家人情感的交流，也是凝聚

社會的向心力的表現，雖然只是一座大型的自然景觀公園，但是其中數百年以上的

古松老樹隨處可見，尤其是在這種北陸國家，冬天降厚重的積雪，往往會壓斷樹枝，

為照顧這些樹群，須於枝幹上、下方與補強支撐或拉吊、枝枒，避免枝幹斷落，破

壞景觀，這些維護工作所付出的人力、物力的挹注是相當的可觀的而國內這種模式

的公園尚屬罕見，足令台灣人來借鏡學習。 

 

第四天 96年 4月 22日 

金澤立山黑部穗高溫泉 

  早餐後乘車來到富山縣的立山，立山素有日本屋頂之稱日本人更譽為阿爾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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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度 3000公尺級的立山山脈，綿延近 90公里的行程中以六種不同的交通工具，

讓冰河時代就形成的高原風光，一一展現於遊客的腳下。立山每年的開放時間是 5

月至 11 月上旬，其他日子為冰雪所封閉，每年初春的雪牆，夏天原生花園再再都

吸引著整日為生活所忙的現代人。再來乘坐登山纜車前往美女平欣賞筆直挺的立山

美女杉，繼續搭乘高原巴士前進至室堂欣賞立山峰群雄偉景觀，一路上隨著海拔的

高度不同觀賞各種的高山植物，如立山杉，山毛櫸扁柏椴松矮松等原始林貌，抵室

堂後更換貫穿立山前峰的隧道巴士前往觀峰，由此一覽立山連峰的全貌，再乘空中

纜車前往黑部，欣賞黑部水霸其高度為一百八十六公尺為一早期設置，現已停用空

置，水壩現已回收利用規劃開發成觀光勝地，每年 4月初春吸引大批批中外遊客，

到此參觀高達 21 公尺的雪壁。最後乘座無煙環保電車動巴士通過水壩的關電隨道

抵達路點站扇澤。 

 

第五天 96年 4月 23日 

南木曾名古屋 

  搭乘從巿區到南木曾垃圾焚化爐，約需 40 分鐘車程，此焚化爐為長野縣木曾

郡廣域連合垃圾資源回收設施，設置於效區以避免影響巿區居民的生活品質。此區

垃圾及資源回收作業皆由公所單位委外經營，精簡人事支出管理等費用，其垃圾及

資源回收物採分離處理，民眾排出後由清潔車輛回收，可焚化部份由南木曾焚化爐

焚化，可回收部份皆分類，分項處理。 

  南木曾焚化爐建於 17 年前其可燃性，無法再回收利用物質均予以焚化處理，

每日處理量為 40 公噸，每日 8 小時焚化完成，其流程為乾燥，燃燒再燃燒平均以

800 度 C 燃燒，冷卻後其剩餘物灰渣使用混凝土固化後集中至固定場所掩理，於焚

化過程中所產生的煙塵，利用專業技術處理後始可排放。垃圾收集方式時間各地區

可自行訂定，次數及時間平均每星期垃圾收集 3次可回收物質 2次，廚餘 1-2次垃

圾車均採靜音收集避免造成噪音擾人。其垃圾與資源回收物均需付費購置專用塑膠

袋，採使用者付費原則，鼓勵民眾減少垃圾量減少焚化爐壓力，既可延長掩埋場與

焚化爐使用年限，並可減少對環境污染的衝擊，惟日本國民習性大都能守法，不會

為規避購置垃圾袋，回收袋的費用，而將垃圾隨意棄置，造成環保單位需另加派人

力清除垃圾增加社會成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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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96年 4月 24日 

  名古屋熱田神宮中部空港台北 

名古屋城為德川家康命加藤清正所建，是名古屋的精神象徵，城頂鑲有九鉾金箔相

傳是古印度傳說中的動物，能噴水滅火是防火的守護神象徵，於建築時耗費八十八

公所黃金裝飾增添無限莊嚴光采的名古屋城，於昭和三十四年（西元 1959 年）修

建完成，城內的天守閣可以參訪見識本丸御障壁畫重要文化財產。現在的宮城都是

在遺址上重新建造，供遊客參訪。 

  熱田神宮位於名古屋巿中心地帶被許多巿民親切地稱為「熱田祥宮」這個神宮

早在 7世紀編纂的日本最古史書“古事記”裏已有記載是歷史久遠的大社，用於奉

祀歷代天皇承傳象徵皇位繼承的三件大寶，三件神器之一的草薙神劍的地方。 

  專車前位中部國際機場在愛知縣常滑巿海面 3公里的伊勢灣上，代表日本國際

機場風貌的建築展現在世人面前，是一塊 580 公頃的海上人工島從 1966 年開始構

思建島海上機場，從動工至 2005 年完工啟用中間經歷四十年的歲月，選擇於海上

興建機場的好處，是可以避免噪音妨礙周圍居民及畫定航道區的限建，妨礙巿區的

發展，同時也大大的降低危害的風險，因為無噪音妨礙的問題，因此可以 24 小時

使用，飛機場跑道長 3500 公尺，是由本田汽車等七百多家企業及日本國地方與自

治政府等共同出資，組織「中部國際空港會社」是日本第一個民間公司所經營的國

際機場，本田汽車的「看板管理」方式以不作多餘的浪費知名，而機場採用本田的

系統管理，所以也號稱「木田的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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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 

  日本國民的生活素質良善是經長期教化，且普遍忠於義理所致，國民具有深度

的環保意識，處處善盡國民應盡的義務，保持公共環境的潔淨及舒適度，而且日本

在環境保護方面長期累積了相當豐富的實務的經驗是供國人借鏡參考。來此觀摩見

識體會到日本進步先進的一面，其重視保育，保護水土生態環境著實令人欽佩，茲

將此次觀摩略述如下： 

 

  歧阜城天守閣公園內，可以見識到當地政府著意注重平均分配工作權照顧弱勢

族群，僱用喜憨兒團體成員於公園中執行清潔工作，並由專責人員帶領指導協助其

工作，照顧安全勞安等問題，至於其他如守衛員，停車場收費員，高速公路收費員，

這些較不需要體力，或技術性的工作皆由退休後之老齡人口擔任保障其就業機會，

其社會資源流充利用，展現了政府保護照顧全體國民的美意。 

  高山陣屋高山古街金澤兼六園、白川鄉合掌造這些具有歷史印象意義的古代遺

物徹底加以保護禁止破壞原狀，雖然初期無法見到有何意義，但是到如今所帶來遊

客人潮，所促進的觀光產業經濟往效益，甚難估算足見這些古老的文代財，只要有

心照料保護其完整性，也是另一種無污染性的產業。尤其此次參訪期間適逢當地舉

辦地方民意代表選舉，並未像台灣式的選舉般旗海飄揚，到處張貼侯選人宣傳單，

宣傳車大街小巷穿梭，每天的選舉造勢活動，熱鬧非凡，當地的選舉就像過平常日

子一般，侯選人只用 1支麥克風站在路口向民眾傳達廣播其從政理念，統一設立的

侯選人海報張貼才可見到侯選人海報，未見旗海或鑼鼓喧天的活動，雖然是日本民

眾不熱衷於選舉，但這類有環保意識，節省社會成本的選舉方式，亦足供我們借鏡。 

  立山黑部利用自然形成的資源，予以善加規畫利用，早期是水壩用途，因為日

本河川短狹從山區下來後便排入海中，無法善加利用，甚是可惜建此水壩積蓄水

源，待下游缺水時即可發揮功能。現今則規畫成觀光路線，陸續增加改善交通設施，

配合地型貌，讓遊客以賞玩自冰河時期即已形成的冰原風光，同時注重環境保護的

原則．盡量使用電力傳動力，避免使用油料傳動力，排放二氧化碳污染空氣，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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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美好的觀光資源，此一施為真是一舉數得同時增加多種經濟上的效益，若實令敬

佩。 

  南木曾環保設施，長野縣木曾北部環境衛生組合處理的區域包括橧福島町，楢

川村、木祖村、日義村、三岳村、王滝村、開田村、南木曾焚化爐建於 17 年前其

垃圾焚化處理流程大與台灣相同垃圾先乾燥，一燃燒再燃燒其產出物灰渣、飛灰使

用水泥加以固化後送往掩理場加以最終掩埋，燃燒過程中產生廢氣先由靜電集塵器

截留飛灰後再田乾式硝石灰洗滌塔以中和法去除 HCI廠內的廢污水由廠內的廢污水

2級處理（旋轉生物盤法＋沈澱池），部份經過瀘後由廠內回收再利用，其餘則放流

至下水道系統。另臭味防制上於車輛出入口設置自動風扇，將臭味異味，吸入至燃

燒室燃燒，燃燒室保持負壓狀態，臭味不致外洩利用 750度 C高溫空全分解臭味，

由煙囪排放至大氣中。 

  木曾區的不可燃垃圾如巨大垃圾，木制傢俱樹木樹枝、樹葉及其他經過一定流

程可供回收再利用之有機物料，統一由郡公所委記民間企業公司設立資源回收廠，

設置回收設備將可回收物質由區域內運回回收處理再利用，如此可大幅減少垃圾焚

化量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延長焚化爐及掩埋場的使用年限，減少對自然環境的影

響，其回收處理後的有機物質，更無償供區內民眾索取，作為農物改良土壤的媒介

物，真是一舉數得，物盡其用的環保優良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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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事項： 

環境保護要徹府的落實到全國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確實的遵守執行為環境保護

所設立的目標理想除了多管道的宣導，也要人民有普世想為後代子孫或為自己著想

的價值觀，究竟環境保護是為何而設而作，有何效用不太清楚明白此一環保政施為

的人便會漠視，怱略此一跟現代人日常生活中息息相關的課題。進而造成部份環保

目標及理想無法順利推展。 

  

一、以延長垃圾掩埋場，垃圾焚化爐降低垃圾處理費為目標的前提下，必須強化徹

底的垃圾分類大大的降低垃圾量減少空氣的污染及垃圾中所摻雜的可回收，如

金屬類及塑膠類，各式電池及無法利用焚化爐焚化的物質如陶瓷制品，這此的

物品摻夾土垃圾中送往未被分類出，便焚化造成焚化爐多重複雜且不必要的負

擔及耗損，而且浪費資源污染空氣品質及水質。如同生態循環，人類大量的排

出垃圾到自然環境中，經過一定流程後，回來的也是垃圾到自然環境中，經過

一定流程後，回來的也是垃圾、「垃圾進、垃圾出」假設能大大減少上述污染

排出甚至是低到零污染的潔淨程度，試想那是多好的理想境界。 

二、明確的建立各種物質的流程處理去向，並要求相關業者確實遵守，若不遵守祭

出重罰。例如建築廢棄物裝潢物中的水泥塊、磚塊、馬桶、浴缸、洗臉盆、地

磚、天花板這類最常見濫倒於公有土地或郊區土地上的物質，民眾也找不到處

理管道，一般都是亂丟或是由清潔車輛清運，可是這磚瓦、陶瓷品都只會增加

焚化爐的負擔，惟有明確的方向與白跟目標，全民的步調與方能一致改善環境。 

 

三、對於環境保護課程於中要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行為模式化，是否由專家學者編定

統一教材是否統一作法，統一的行為模式，來執行減低行政系統的壓力，提高

人民生活水準及素質，從小養成良好正確的環保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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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對現化文明產物的高複雜性，垃圾資源回收，品項複雜多樣，回收物質與垃

圾須有時不易判別，清潔隊員隊的在職教育訓練，也是要加強落實到工作層面

中，畢竟清潔員的管理也是環保工作中重要的一環，且清潔車輛隨車人員每天

面對民眾所交付排出的垃圾及資源回收物質相當的複雜若無相當專業訓練培

養相當的素質會讓民眾有莫知適從的印象。 

五、綠美化環境後帶來的問題，巿區或人行道或校園或私人栽種的大量苗木在若干

年後茁壯成大樹後所衍生的問題迎之而來在清潔隊協助砍除後，大量的樹枝、

樹葉是否縣級單位設置集中處理避免各鄉鎮公所重複設置，避免不必要的人

力、物力、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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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片集錦 

龍井鄉公所辦理 96年度公所主管及相關業務人

員前往先進國家考察環保業務現況成果照片 

 

南木曾郡資源回收設施觀摩成果照片 

 

南木曾郡資源回收設施觀摩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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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井鄉公所辦理 96年度公所主管及相關業務人

員前往先進國家考察環保業務現況成果照片 

 

市區設置統一公佈欄讓侯選人張貼 

 

岐阜公園內僱用弱勢團體從事清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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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井鄉公所辦理 96年度公所主管及相關業務人

員前往先進國家考察環保業務現況成果照片 

 

白川鄉內河流可見游魚其中足見水質潔淨 

 

南木曾郡資源回收廠有機肥料制程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