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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是位於北太平洋上的島國，國土由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國及數千個

小島所組成。所見之處公園景色優美，環境清潔，注重自然生態保育，每一處公

園、街道皆有其獨立特色，可作為本市發展觀光做參考。 

考察過程中不僅參觀與聽聞當地公共建設、社會教育福利政策、環保政策及

設施，並吸收該國各項施政經驗及長處，擷取別人之長處做為我們建設之參考。

尤其日本在文化資產維護及人文環保教育的提升上，透過科技改善及政策管理環

境，足堪為我們做借鏡。 

七天參訪行程中，讓我們深深的體驗日本無論是市區內之綠美化、垃圾清

運、資源回收處理自動化…等工作，除政府貫徹法規執行外，仍需靠民眾守法之

精神，才能享有潔淨的生活環境，讓日本成為亞洲觀光勝地，足為我們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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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市環保局清潔隊為了讓勞苦功高、平日默默付出之清潔隊同仁，對於環境

維護、生態保護更加了解，於本(九十六)年五月二十日至五月二十六日安排績優

清潔人員赴日本東京考察，期借由輕鬆、休閒之方式參訪其市容維護及生態保護

之成果。 

日本國人為了保持居住環境擁有新鮮的空氣，都自覺地對居住環境的維護、

綠美化已融入日常生活中，對於環境意識較能熱心投入，配合政府策施為，所以

在環保議題上己經累積了相當的實務經驗，值得學習。 

本次日本考察之主題包括： 

（一）參觀日本長野市環境部清掃中心，了解垃圾處理及資源回收服務之流程。 

(二) 參觀日本城鄉環境清潔、生態古蹟保護，積極汲取其經驗，並做為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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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一)第一天( 5 月 20 日)： 

台中市環保局－桃園國際機場－東京成田國際空港 

帶著輕鬆愉快的心情，大伙於本局各集合地點上車，向桃園國際機場出發，

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東京成田國際機場，展開了七天的參訪之旅。 

成田機場，位於日本關東地區千葉縣成田市，是日本最大的國際航空港，雖

與東京市中心相距遙遠，卻是主要運作國際航線之樞紐。 

 (二)第二天(5 月 21 日)： 

參觀啤酒廠－遊覽箱根國立公園－搭乘蘆之湖海盜船－有大地獄之稱~大涌

谷地熱－祈求世界和平的~平和公園─石和溫泉 

早餐後前往神奈川縣的<朝日啤酒廠>參觀，朝日啤酒廠除製造美味的啤酒

外，亦是對於環保非常積極参與之企業，尤其於啤酒之製程中積極推動節能、節

水及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期防止地球溫暖化，並利用副產物製作衣物及其他有

機肥料，推廣資源永續利用之觀念同時提昇公司形象。 

接著，我們來到富士<箱根國立公園>，一片片蔥鬱翠綠的樹木，景色壯觀的

延綿群山，還有熱氣騰騰的湧流溫泉，以及大自然清新、溫馨的空氣，一年四季

吸引了無數為之陶醉的遊人，風氣優美、湖光山色的<蘆之湖>。約略四千多年前，

因火山活動而形成的火山湖，背倚著富士山，湖山相映不同的季節有不同的景緻

和情趣，乘坐海盜船遊湖於山光水色的湖泊裡，四周群山環抱，山上林木蓊翠，

湖畔綠草如茵，湖水碧澄清澈，不因遊客眾多產生許多環境髒亂問題，讓我們印

象深刻。  

接著抵達箱根山脈的最高峰”神山”的爆裂口的遺址<大涌谷>，大涌谷是個古

老的火山口，因峽谷及地面裂縫有濃厚而熱的硫磺蒸氣冒出，呈現出荒涼光景，

而將此稱做"大地獄"。 

之後來到<平和公園>，它向訪客表達了煦煦愛意及佛的慈悲，也表達對殘酷

戰爭的控訴，期許世界和平早日到來。 

(三)第三天(5 月 22 日)：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6%C2%97%C2%A5%C3%A6%C2%9C%C2%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5%C2%85%C2%B3%C3%A4%C2%B8%C2%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5%C2%8D%C2%83%C3%A5%C2%8F%C2%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6%C2%88%C2%90%C3%A7%C2%94%C2%B0


 6 
 

 
 

石和溫泉─參觀甲府葡萄酒廠－遊覽日本第一溪谷之美~昇仙峽－體驗親自

DIY蕎麥麵製作─遊覽百年歷史日本國寶~松本城公園 

帶著輕鬆的心情，來到日本最大品牌之一的<甲府葡萄酒廠>，現場除了参觀

葡萄酒製作過程外，也品嚐了各式香醇的葡萄酒，由於公司非常注重景觀及綠美

化，讓人以為置身於花園中。 

隨後前往<昇仙峽谷>位於甲府市北部，是在釜無川支流的荒川上的一個峽

谷，全長約 4公里，屬於秩父多摩國立公園，從順流而建的徒步遊覽路上可看到

昇仙峽的第一景─180 米高聳立的覺丹峰、奇岩怪石和在急流中打轉的旋渦等等

奇景。接著特別安排<體驗 DIY蕎麥麵>體驗非常道地的蕎麥麵製作過程，並且從

中學習日本之精緻文化。 

接著前往日本國寶之一的<松本城公園>，修建於 1615 年的松本城天守閣是

日本現存最為古老的天守閣，白漆大牆和黑色裙板構成鮮明對比。松本城是武田

信玄當初用來防衛及居住的據點，選用了最好的防彈建材，還建了護城河。它是

日本所有的城堡裡，唯一未被破壞、未經重修的，我們現在見到的模樣便是四百

年前的模樣，它也是日本的國寶，城池周圍除原護城河外，公園內設有供民眾遊

憩休息之場所，是信州中部文化、經濟的中心。  

 (四)第四天(5 月 23 日)： 

信州皇家溫泉─國家重要文化遺產~善光寺、御涅槃像、和平之鐘－考察長

野市環境部清掃中心，正式與日方交流、簡報、參觀－有著優雅古典的風情的小

布施町江戶時代老街散步─山丿内溫泉老街散步 

晨喚，亨用早餐後前往<善光寺>學習日本參拜習俗，善光寺創於 1300 年前，

因沒有宗教區別，任何人都可前來參拜。長野市以善光寺門前町而聞名，從長野

車站到善光寺大門前的表參道上，總是擠滿了前來參拜的群眾，一年中前來善光

寺參拜的信眾多達六百萬人次，其大門─仁五門，寺裡供奉的阿彌陀如來神像為

至今約一千四百多年前從百濟傳來，是日本全國最古老的佛像，另外<御涅槃像>

木雕的涅槃像在日本全國是非常珍貴的，被指定為阈家文化財產。<和平之鐘>昭

和 25 年 4 月為了祈禱和平，鐘的重量有 350 貫(約 937.5 公斤)，在除夕之夜任何

人都可免費敲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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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參訪長野市環境部清掃中心是本次考察之主軸。長野縣長野市人口有約

37萬人，焚化場主要處理該縣及鄰近村莊之垃圾，焚化爐一天可處理 300公噸的

垃圾量；另可貯存 3800公噸之垃圾(約貯存 12天)。焚化爐運作所產生之熱能則

轉為蒸氣發電，建蓋溫水游泳池，回饋鄰近鄉里。 

垃圾收運方式全委託民間公司管理，垃圾處理費則採隨袋徵收之方式，但家

戶於每年會配發到一冊垃圾袋購入券(內含黃色券 20 張，紅色券張)，除特殊情

形外不再追加，購入券分紅色和黃色二種，每種均可購入 10 枚垃圾袋，如垃圾

袋使用量不足，則需另外向許可販售商店購買垃圾袋。 

長野市垃圾收運約一星期收二次，並要求民眾於收集日上午 8時前將垃圾置

放於指定收集地點，經幾日觀察日本民眾均非常守法的將垃圾分成可燃、不可燃

之類別堆置於收集地點。資源回收部份則依種類訂定不同之收取頻率及收集容

器，方便民眾使用及辨識，全市約有 7000 個收集點，並教育民眾將垃圾分為 15

類，而廚餘部份則要求民眾將之濾乾後混在紙裡面燒掉，且正計畫要做堆肥。 

據該廠資料顯示及廠方人員說明，該廠去年一年的處理量總計有 137,443t/

年，其中可燃物有 110,284t/年，（302t/日）；不可燃物有 7329t/年，（20t/

日）；資源回收物有 16,095t/年（44t/日），塑膠類有：3735t/年（10t/日），

更應積極推展使用者付費原則，故對於搬家或庭院樹木剪枝等產生的大量垃圾均

需額外付費處理；另依據家電再利用法案針對電視、冰箱、洗衣機…等收取，民

眾亦需支付「再利用費」等措施，推廣民眾建立愛惜使用物品減少垃圾、資源永

續利用之觀念，進而有效減少垃圾量產生量。 

該廠為垃圾焚化及資源回收複合廠，除一般處理垃圾焚化外，尚包含資源回

收之寶特瓶、塑膠袋、鋁罐、玻璃瓶、電器用品、金屬類等之回收物分類、處理，

最終由壓縮捆包機將回收物壓成體積：一立方公尺，重量 300 公斤/包，以方便

貨車載運，所有動線規劃順暢、自動化處理不僅增加處理速度，且有利於場內環

境維持潔淨能更有效應用，一貫之作業流程值得我們學習。 

回收場內另設有回收再利用成品展示館，館內擺設許多回收後經修復之成

品，如衣櫃、腳踏車、茶几..等供民眾選購，讓資源能更有效再利用。 

之後前往長野縣最小的城市─<小布施町江戶村>，小布施町亦有小京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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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是日本歷史上知名的商業、文化重鎮。街道，不見高樓大廈，只見古民宅、

倉庫、酒窖等別緻的傳統建築，銀行、超商、餐廳等也都特意營造古意，在當地

官民的努力下，至今仍保留著十六世紀江戶時代的風情，呈現出歷史與現代並存

的社區營造哲學，每年皆有 120 萬的人，被這個城市的優雅氣息吸引，前來觀光，

為居民帶來許多商機。 

(五)第五天(5 月 24 日)： 

山丿内溫泉─志貨高原~四十八濕地－地獄谷溫泉猴子泡湯─白根山火山口－不

能錯過的世界第三大奇景~鬼押出園─輕井澤溫泉 

早餐後前往四十八濕地，階梯式的高層濕地，有 70 多個自然形成的池塘，

最適合孕育毛氈苔、酸果蔓等濕性植物的環境，接著前往世界唯一的猿猴溫泉區

<地獄谷溫泉公苑>，地獄谷溫泉屬於長野湯田中溫泉鄉的一部份，地獄谷溫泉最

聞名的是這些泡湯的野猴子。冬天的地獄谷溫泉便儼如花果山，完全是野猴的世

界，猴子有時更會走進溫泉旅館的露天溫泉，跟客人一起泡湯，這裡的野猴大約

有 250 多隻，可以就近看到牠們在溫泉旁沐浴、洗蘋果、游泳等可愛的模樣，因

此地獄谷溫泉又被命名為<地獄谷野猿公苑>。  

之後前往參觀<白根山火山口>此處是形成草津溫泉的源頭，也是日本為數不

多的活火山，在一面寛闊荒涼的風景中步行 15 分鐘左右，眼前呈現的是翡翠般的

湯釜，瞬間不管是誰，都會倒吸一口氣，湯釜是一個直徑 300 米，水溫約 18 攝氏

度的破火山口湖，以酸性最強的湖而馳名世界，火山噴煙從外壁向上升騰。由於

山上氣候寒冷，山上仍有積雪未溶，大伙仍興致勃勃的觀賞雪景，感嘆大自然之

奧妙。 

之後前往<鬼押出園>參觀，鬼押出園位於距離長野縣的輕井澤往北約 21 公

里的上信越高原國立公園內，此為天明 3 年(1783 年)淺間山火山爆發時噴火而流

下的岩漿所形成長 12 公里、寬 3 公里奇岩怪石，其中最大石塊長達 20 公尺，為

世界 3 大奇勝之一，據當地人傳說是火山爆發時鬼怪在火山口暴動，把岩石推下

山來而形成的，在這裡可欣賞火山爆發時所留下的景像及感受大自然的奇妙。園

區內設有一淺草山觀音堂，供養著在天明大爆發中犧牲的御靈，裡面厄除觀音為

眾所知。寺裡面供奉的主神是從東叡山寛永寺傳來的聖觀世音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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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津的輕井澤,是東京人們於夏天避暑的聖地唷,，位於長野縣東南部，四周

有淺間山、鼻曲山等山峰圍繞包圍，歐式建築及林蔭街道是輕井澤的一大特色，

環境優美，同時也是日本人最喜歡來的避暑勝地。 

(六)第六天(5 月 25 日)： 

輕井澤溫泉－白絲瀑布─輕井澤舊銀座街道散步─參觀東京著名摩天大樓~

東京都廳鳥瞰東京美景－遊覽東京臨海副都心~台場水之城 

早餐後前往<白絲瀑布>，寛度廣達 70 公尺，高 3 公尺，黑色的岩石上宛如

數百條白色絲絹的溪水一瀉而下，又稱輕井澤的秘境，感受瀑布如絲絹般細緻之

美。之後前往<輕井澤舊銀座>，輕井澤別名小瑞士，是日本人一生夢寐以求的別

墅區，四周為淺間山、鼻曲山、碓冰嶺等山峰所包圍，歐式建築及林蔭街道是輕

井澤的一大特色，可於歐風小舖舖集中的舊輕井澤銀座逛街或者品嚐香濃味美的

咖啡。隨後前往由名建築師丹下健三所設計的<東京都廳>，白天開放東京新都廳

是兩棟相連的 45 層摩天大樓，高 202 公尺，頂樓開放給民眾免費參觀可搭乘電梯

於 55 秒內抵達 45 層高樓，可鳥瞰東京都，代代木公園，東京巨蛋．．．儘收眼

底，天氣好的話還可遠眺富士山，西口還有許多摩天樓，最高的是住友大樓，大

樓前多有廣場可供休憩。 

,台場是在臨海副都心,可謂為一未來之都，台場海濱公園可看到彩虹大橋、東

京灣景色.、還可看到世界第三座「自由女神像」，大伙散步在台場街道可以感受

海風的氣息。 

(七)第七天(5 月 26 日)： 

參觀每年有 1300萬人前來訪問參拜~成田山新勝寺－東京成田國際機場－桃園中

正國際機場－台中市環保局 

早餐後來到每年有 1300 萬人前來訪問參拜的<成田山新勝寺>，是成田寺作為

寺院門前街區的另一個側面。該寺是公元 940 年由寬朝大僧正所創立，是真言宗

智山派的大本山，建築物具有 18 世紀江戶中期的特徵，供奉的本尊是弘法大師開

光之不動明王，香火鼎盛，以大晦日(除夕)至年初稱為「初詣」為最，此外「節

分」(立春的前日)也是人山人海，日本的風俗在節分時邊撒黃豆邊喊「鬼往外、

福往內」有除厄求福之意，惟有此寺只喊福往內，據說是境內沒有鬼，同時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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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慈悲為懷，縱是有的話也不會拒之於門外。在每年初夏舉辦成田節時，可以

看到神體的神轎、精心製作的山車以及各重小吃攤，節日期間人山人海，熱鬧非

凡。 

    環保、生態、文化知性参訪之旅已到尾聲，大家均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及回

憶，結束多采多姿的日本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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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七天的日本觀摩，讓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日本執行隨袋徵收垃圾處理費政策

及施行家電資源回收法，針對電視、冰箱、洗衣機…等收取，民眾亦需支付「再

利用費」等措施，積極推廣資源循環之觀念，綜觀日本能成為領先全球的環保

先進國，主要因素為落實各項政策： 

(一)各項政策推動均含環保觀念： 

参訪過程中，深刻感受到日本多數企業對於製程中積極利用副產

物，再製成有利用之商品 (如製成衣服、有機肥料 )，除有效降低垃圾

量外，亦增加企業營收，將環保對策定位為商機的來源之一。落實了

推動環保政策並非僅是環保單位的責任，為達資源永續利用的目標，

日本將「循環」明訂為長期目標之ㄧ，藉由實現資源回收進而減輕對

環境的負荷，且規定了 3R（減量 -Reduce, 再使用 -Reuse, 再生利用

-Recycle）的廢棄物處理原則。  

為了明確推行「循環型社會形成推動基本法」，政府積極於食 (促進

食品循環資源回收法 )、用 (家電資源回收法 )、住 (建築資源回收法 )、

行 (汽車資源回收法 )等生活面訂定項關法規，讓資源循環再利用觀念

成為日常生活之ㄧ環。  

 (二)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 

垃圾處理採隨袋徵收之方式，另搬家或庭院樹木剪枝等產生的大量垃圾均需

額外付費處理，且依據家電再利用法案針對電視、冰箱、洗衣機…等收取，民眾

亦需支付「再利用費」等措施，推廣民眾建立愛惜使用物品減少垃圾。 

  四、建議  

在參訪期間，無論市區或鄉村、觀光景點等之環境，均非常乾淨，且日本人非常

重視環境綠、美化，家家戶戶旁邊只要有空地，一定種植花花草草，把環境整理

的乾乾淨淨，賞心悅目。每個店家也一樣，利用門口僅有的空間，擺設一些盆栽，

整個大環境看起來就非常的舒適，這是非常值得我們推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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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隊長頒贈紀念品予長野市垃圾焚化場廠長 

 

 
於長野市垃圾焚化廠團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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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同仁於長野市垃圾場聽取簡報 

 

 
經過壓縮捆包機將回收物壓成一立方公尺，以方便載運 



 3 

 
聽取廠長解說垃圾袋等規格 

 

 
參觀長野市資源回收廠:捆包機操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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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再利用成品展示館 

 
回收再利用成品展示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