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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山莊

網 址

行 業 別

資 本 額

員工人數

地 址

設立時間

負 責 人

聯 絡 人

電 話

傳 真

環安信箱

產 品

tps.forest.gov.tw
旅館業

67,216千元

47人
宜蘭縣大同鄉太平村太平巷58-1號
民國97年4月7日
林澔貞 處長

陳冠瑋

03-9545114
03-9553787
chenkw@forest.gov.tw
提供生態旅遊、環境教育解說、山

居餐宿等服務；並維護高山自然遊

憩資源之永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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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太平山為昔日臺灣三

大林場之一，於西元1983

年轉型為森林遊樂區，以

分區經營方式推展生態旅

遊、提升森林遊樂產值、

保護自然生態多樣性、進

行森林資源永續利用。太

平山莊為遊樂區育樂設施

區範圍內之最大據點，屬

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所

直營之公營旅館。於西元2009年榮獲內政部營建署生態旅

遊地遴選第一名，也是第一處獲得ISO 14001、ISO 9001

雙認証之國家森林遊樂區及第一家公部門經營取得金級環

保旅館標章的旅館。未來也將持續提升滿足遊客需求，維

護森林生態、保育自然資源。

Taipingshan national forest recreation area wa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logging sites in 

Taiwan. It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forest recreation 

area in 1983. Taipingshan promote ecotourism to 

enhance the value of forest recreation and protect 

natural ecological diversity for sustainability of forest 

resource by forestland classification. Taipingshan villa 

is the biggest stronghold in the forest recreation area 

and directly operated by Luodong forest district office of 

Forestry Bureau. Taipingshan was awarded as the best 

destination for ecotourism in 2009 by National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xecutive Yuan, the first 

national forest recreation area which obtained ISO9001、

ISO14001 certification and the first public-owned hotel 

won the gold-level green mark hotel. Tapingshan national 

forest recreation area will not only continue to improve 

to meet the needs of tourists, but also protect the forest 

ecosystem and conserve natural resources.

事業簡介

林澔貞 處長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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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政策及理念

太平山莊為位於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育樂設

施區範圍內之最大據點，屬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

所直營之公營旅館。為從事生態旅遊、休閒、育樂

活動、環境教育及自然體驗等為主，並提供非以營

利為目的之育樂活動、食宿及服務而設置之設施。

以「溫馨服務百分百 友善環境低污染」為願景，導

入ISO 14001:2004環境管理系統及ISO 9001：2008
品管制度，確保營運策略方向有效推行；以策略

聯盟為導向，聯絡周邊社區部落，積極配合推展生

態旅遊；以預防污染、資源節用為方法進行環境之

運作與持續改善，維護環境品質，減少對環境的衝

擊，帶動地方發展，提升遊憩品質、達到森林永續

發展之目標宗旨。不僅取得金級環保旅館殊榮，未

來更期望能持續符合政府環保單位規定並滿足遊客

需求。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太平山莊地處高山森林區內，為顧及生態保

育，對於節能減碳、資源節用等環境保護工作不遺

餘力，山莊經營以自然生態、環保節能為導向，進

行低污染、低耗能、低環境衝擊的服務。環境保護

工作之推行，除建立辦公室環保、生態旅遊概念推

展外，對於硬體設備等具體措施也積極改善，實際

達節能減碳之成效。另定期編列預算辦理員工教育

訓練，積極參與相關訓練、會議及各項活動，進行

環保理念灌輸；並加強各項環保、生態旅遊資訊揭

露，主動提供環境解說、在地有機食材、資源分類

回收環境、DIY課程等遊憩資源，對遊客進行教育宣

導。期集結全體員工共識、積極愛護環境，養成身

體力行的減碳習慣，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推及遊客大

眾，一同隨手做環保、愛護自然環境、養成綠消費

意識。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1. 貫徹自然景觀保護、森林生態保育之精神─提供

非營利目的之育樂活動、食宿及服務，以預防污

染、資源節用為方法進行山莊環境之運作與持續

改善，維護環境品質，減少對環境的衝擊，帶動

地方發展，提升遊憩品質，以保護地球環境並達

到森林永續發展之目標。

2. 積極推展生態旅遊、營造優質遊憩環境─配合林

務局政策近年來積極推展生態旅遊，並以策略聯

盟為導向，聯絡周邊社區部落，分散遊憩壓力。

3. 完善的營運管理系統─為健全策略且有效的執

行，自西元2003年始導入ISO 9001：2008品管

制度，於西元2012年取得ISO 14001:2004環境

團隊領袖／林澔貞處長

團隊成員／

綠色創新：林蒼蔡、黃信偉、吳思儀、郭奕初、

陳冠瑋

綠色採購：黃信東、簡琇瑩、吳麗素、胡石昕、

黃春國

綠色餐飲：陳義祥、章國隆、游貴宏、林志忠

綠色旅遊：唐建興、林良賢、潘錫建、潘銘偉、

李明政、林耀堂

綠色住宿：潘清芳、楊日通、林政宏、陳偉賢、

李書丞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績優環保旅店，積極推動綠行動

傳唱計畫，響應住宿節能減碳

金級環保旅館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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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統認證，進行整體服務管理、檢視環境衝

擊，進行持續改善。 
4. 綠色管理團隊持續運作─山莊由處長、管理代表

開始，依各部門權責設置相關管理人員。進行環

境教育及專業知識、資訊的專門教育，提升人員

環保素養觀念，來確保人員具有能力勝任。對於

特殊事業，延請專業廠商專責配合進行操作及維

護，以求符合經濟可行及環保規範。

5. 透明的環境資訊揭露、積極參與推動各項環保活

動─進行文件化及資訊公開作為，除讓所有員工

知悉，並將環境政策、理念推行、宣導各項環保

措施等資訊披露。積極參與環保活動，取得績優

環保旅店、金級環保旅館殊榮，擔任地區領頭羊

角色配合林務局政策積極推展社區林業及生態旅

遊策略聯盟，與同異業結盟，將遊客分流，促進

地區發展，達減少環境衝擊、帶動地方發展、提

升遊憩品質。

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1. 良善之環境管理系統─導入ISO 14001:2004環
境管理系統，針對可能產生污染的地區進行管控

及監測維護工作，於空、水、廢、毒、噪及環保

衛生作為上皆嚴加管控。

a. 設置污水處理廠，廢水不直接進入山林野溪，

集中管控於系統中處理，定期清理污泥，與專

責廠商訂約指派專業人員維護，確保設施正常

操作及排放水質能符合相關標準與規定。

b. 針對遊客進行動態總量管制，當太平山遊樂

區入園遊客達到2,800人，由售(驗)票站啟動

管制，藉由公路局可變資訊系統(電子看板)公
告，並請警廣電台播放即將客滿訊息。當到達

遊樂區動態容納量上限3,000人，家源橋及牛

鬥橋設置客滿資訊告示牌，售(驗)票站也提供

一份遊樂區附近遊憩據點示意圖，建請遊客先

至鄰近其他據點，並隨時收聽警廣電台，俟有

遊客出園後再行入園，減少汽車廢氣產生環境

衝擊。

c. 對局部定點排放量較大之餐廳油煙，建立廢氣

管制處理程序，加裝過濾設備、進行收集及除

臭，與室內空氣品質，定期進行檢測，以符合

環保法規。

d. 建立噪音管制程序進行噪音監測，維護山莊及

周界環境安寧。於各據點定點設置分類垃圾

桶，訂定廢棄物管理程序，委由專責廠商定期

進行清運回收工作，依約提供相關統計資料定

期追蹤。

e. 清潔用品部分皆配合環保推動，使用生物可分

解、不含毒性、不產生有害煙霧之環保清潔產

品。對於短期因維護工程少量上山及使用之瓦

斯等物，建立化學(危害性)物品作業標準書、

編列物品清單、張貼物質安全資料表，進行員

工教育訓練、防止不當操作造成危害，於緊急

狀況產生時建立緊急應變管制程序、太平山莊

消防防護計畫書、緊急救護暨傷病患後送計

畫，並配合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進行緊急通

報，定期舉辦演練，保護人員安全。

f. 對於飲用水、冰塊定期實施檢測，確保食用安

全；環境清潔維護上，包含廁所、廚房、房務

填列清潔維護檢查表，不定時由各負責人稽核

確保環境清潔；於環境衛生用藥上，屬於國家

森林遊樂區範圍於戶外不使用環境用藥，於室

內採用標準工序預防交叉感染並盡可能採用生

物可分解清潔劑維護環境；綠美化則因位處森

林區域，以維護自然生態及保存原始環境為

主，不任意導入外來植物保護原生物種，讓遊

客能充分體驗自然資源。

2. 節省資源及減碳措施─針對各處用水、用電，建

立節能管制程序，針對辦公室環境，推動辦公室

環保實際具體作為，依減量、再利用、回收再

生、再修復、拒絕使用，之5R的環保概念，宣

導個人在辦公室中隨時做環保，針對員工平日習

慣及觀念定期進行教育訓練，於標準作業流程明

文規定工作程序，減少浪費，不提供一次性拋棄

備品、使用可消毒之多次使用布巾。對於遊客則

在訂房網站上加強宣導並於遊程中進行機會教

育、於適當處張貼宣導標語，推廣環境保護觀

原始森林公園木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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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達廢棄物減量效果。

3. 資源回收再利用─於回收資源上，推動各項遊憩

DIY活動，包含手工皂施作、環保酵素DIY等，

除提供遊客另一活動選擇外，也藉機宣導環保理

念、推動環保工作，成品更實際用於山莊場所。

後端之資源回收，訂定廢棄物管理程序，委由專

責廠商定期進行清運回收工作，以確實做到減少

廢棄物、資源再回收之綠色環保要求。

4. 綠色採購─依循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配合資源永續

利用的環保國際潮流，鼓勵國內之綠色生產及綠

色消費，辦公用品、各類耗材或備品、清潔劑優

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機關採購達預算總金額

100%，另於販賣部導入銷售符合環保規定之商

品，減少後端包裝，致力推動環保工作。

5. 綠色服務行銷─於西元2013年取得金級環保旅

館殊榮、積極配合推動各項環保行動，提供優質

旅宿服務。訂房作業，由網路及語音進行線上雙

軌訂房；環境解說

方面，則提供網路窗

口由遊客直接進行預

約，採行無紙化作

業。餐廳優先使用在

地有機食材，選擇低

環境衝擊原料，並推

廣DIY活動進行回收、再利用。

三、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內容

1. 企業內部意識：導入ISO 14001:2004環境管理

系統，建立辦公室作業標準書，針對辦公室環

境，推動辦公室做環保，依減量、再利用、回收

再生、再修復、拒絕使用，之5R的環保概念，

宣導個人在辦公室中隨時做環保。另編列預算辦

理教育訓練且實施檢查及獎勵，提供員工環保相

關資訊，建立員工環保共識。持續辦理定期追蹤

與評估，檢視辦公室的環保工作，對於表現不理

想之部門予以輔導，並給予表現良好的部門適時

的鼓勵。

2.環境教育及生態旅行推行─

a. 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全力推展以自然為取向

的生態旅遊，訂立「森林生態旅遊策略聯盟審

查辦法」，以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為主體，

結合非營利組織(社區)、旅行社、住宿業、旅

遊地等相關社團組織與觀光產業，進行同業異

業結盟，連結鄰近社區、業者，分散遊憩壓力

共同推展生態旅遊，促進森林自然人文資源永

續利用，提升國家森林遊樂區生態旅遊品質，

提供國人優質之休閒遊憩環境，響應各項相關

措施、發揮環境教育功能、創造相關產業永續

經濟價值，期望用社區林業營造生態村落、以

策略聯盟發展生態旅遊。積極參與環保署綠行

動傳唱計畫，成效優良並取得金級環保旅館認

證殊榮。

b. 依「國家森林志工志願服務計畫」建立志工團

體、進行服務解說，由志工培訓課程培養志工

環境理念，並於志工解說內容直接對遊客進行

教育宣導。

c. 揭露生態旅遊資訊

於網站及相關摺

頁、文宣中，進行

綠思想的灌輸。配

合林務局政策推動

社區林業、推展生

態旅遊策略聯盟，結合同業異業結盟推廣生態

旅遊及環境理念，給予相當互惠，促進周遭社

區、產業發展，並將聯盟業者揭露於太平山

網、羅東林區管理網站、臺灣山林悠遊網等

處；配合環保署推動綠傳唱行動計畫，推動綠

消費意識，獲頒績優環保旅店。

回收廢食用油製作手工皂

太平山莊餐廳優先使用在地有機

食材

國家森林太平山隊志工隨隊解說活動

無痕山林運動推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