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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林務局羅東林區管理處前處長林鴻忠教授(目前為本校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兼任教

授)在 102 年 5 月 16 日，應邀於宜蘭大學 87 周年校慶森林週，發表「森林與人的故事」

專題，對世界及台灣林業經營演變的歷程，平鋪直敘，娓娓道來。演講方式雖以說故事

的方式呈現，但一個半小時的演講中，充分涵蓋林業發展歷程，極具參考價值。本刊徵

得林前處長同意，由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碩士班許碩展整理演講內容，以近似逐字稿的

方式與大家分享。 

作者 E-mail: h.c.361030@gmail.com 

緣  起 

回顧民國 15 年，正是日本統治台灣的一個年代，我們學校誕生了，校名全銜就是

台北州立宜蘭農林學校，它培養無數農林漁牧的幹部，是農業時代很重要的一個培育人

才的搖籃，時到現在，已經蛻變成卓越的綜合大學。尤其是生資學院是農林學校延伸過

來的一個學院，經過學校與老師們的努力，已經跟早期的情況不一樣了，我們融入了很

多科技方法、現代工法及工藝，重新出發。亞立老師在半個月前碰到我說：「林處長，

是不是校慶的時候可以用很輕鬆、講故事的方式，為森林系的同學專題談一談我們森林

與人類的互動關係？」 

所以今天我們就來探討森林和人類之間到底發生了甚麼樣的互動？ 

森林是人類的故鄉 

我要講很早很早約在 3 億年前，地球上除了水域、岩石、沙漠、寒原以外，已經是

森林滿布了，人類的出現，也只不過 100 萬年的歷史，人類出現的時候跟其他動物一樣，

專題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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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臨了生存的壓力，因為他必須要跟裡面的動物去抗衡，優勝劣敗。大家都知道為了要

保護自己所以住所會"構木為巢”或者是找一個比較隱蔽的穴洞去居住，衣服大概是用樹

葉、樹皮或是狩獵下來的獸皮去遮蔽自己的身體。那吃的呢？就是靠森林裡的果實、狩

獵打勝的獸肉，作為營養和蛋白質的來源，我想要跟人家爭鬥就要有武器，他們會用樹

枝、岩片製作的刀劍或是石塊去跟野獸打仗，後來學會鑽木取火，大家有沒有聽過？就

是以鑽木頭的方式升火取暖或者是野菜、肉煮熟來吃，這是慢慢的演進，而且，要聯絡

這個聚落的人，他會用木頭做簡單的車輛，也會做成獨木舟為交通工具。 

人類有文字記載以來，大概有 6 千年的歷史，人類對森林的利用隨著時代的進步慢

慢的演變，平原的地方他會墾地、引火開拓一些農作的耕地，種植一些要吃的蔬菜；也

會畜牧，慢慢的會製造弓箭去狩獵，用特製的網去捕魚，逐漸進步到會用森林裡的木材

去做木屋，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高腳屋，你們看看人的智慧，這樣比較通風不會被野獸侵

擾。古早大家都有一個觀念，女人在溪邊洗衣服或是飼養一些家畜及織布，那男人幹甚

麼？男人就是到山上去砍薪材，因為以前沒有電也沒有瓦斯啊，所以這是生活的必需，

甚至柴火都能拿去販賣。木材的利用漸漸增多，很多國家都把森林的功能定位在木頭的

使用，也就是說以生產木材為單一目標，沒有其他的考慮，修屋、修船、家具、工具都

需要木材，木材列為主要的森林經營目標。後來因為有些區域大面積砍伐以後，發生災

難，颱風豪雨洪水、土石流下來，他們的聚落一夕間就化為烏有，開始有了警惕，不能

隨便到處去砍木頭，還是要有一個規範。 

其實在中國很早就有林務官員的存在，在商周的時代就有林務官員稱為「司木」、「林

衡」、「山虞」，如果隨意進入森林沒有申請而砍伐木頭會受到嚴格處罰，在孟子所講的

「斧斤以時入山林，林木不可勝用也。」意謂山裡的林木要在適當的時節去砍伐。取其

不會再長的樹木用斧砍下，供人類使用，如此便保存了將來還可以再生長的樹木。要讓

林木生生不息，使其取之不盡用之不竭，不要一直在同一個區域把樹都砍光光，所以已

經有永續的思想。 

國際林業發展趨勢 

歐洲在 18 世紀中葉，對於我們講的法正林的經營或者稱保續作業的觀念已經開始

萌芽，他們認為森林是可以利用，但是要有計畫的利用，讓森林每一年都有木頭可以砍，

每一年造林下去，然後回歸到 100 年後，造林下去的地方又可回歸再生產，這樣的一個

觀念出現。尤其是德國，德國人到目前為止對森林人的敬重，到現在可以說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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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很多民眾調查，大部分的人第一志願都是想要做森林人，因為他們羨慕在森林裡頭有

好的環境，而且他們已經養成在森林裡散步的習慣，要尋求靈感、創意的時候就是走入

森林，不管是藝術、音樂甚至休憩、養生，大概都是到森林裡面去體悟、體驗，以德國

來講他是一個森林民族。慢慢的，歐洲這個區域對於林木的經營，應該要保續經營，讓

森林為人類帶來福祉的做法，影響到全世界。 

到了 1960 年代，美國有一個保續生產法案出現，裡面的內容提到森林不單單是提

供木材，他應該還有很多的功能，所以他提出 5 個經營的項目包括：木材、牧草、水源

的涵養、野生動物的棲息、森林遊樂，森林應該往這 5 個方向多目標的去經營，在美國

西雅圖的世界林業會議裡面，獲得每一個國家的認同，認為森林應該朝這方向走，為人

類做一些多方面的貢獻。但是到 1980 年代末期，發生了一個很大的衝突事件，地點就

是在美國西北部的花旗松老齡林的砍伐，花旗松老齡林砍伐出來利用是天經地義的事

情，樹木跟人一樣有生老病死，老化就可以拿出來利用，再造新的林分，讓它生生不息，

但是那時候保育團體起來非常激憤的抗議：「不能再砍花旗松老齡林了！不能再砍那麼

多了，有一種很珍貴的物種快要消失掉了！」是甚麼物種呢？是北美斑點梟，也就是北

美貓頭鷹，他是必須要棲息在花旗松老齡林的樹上，尤其是老齡林的枯枝上面。林木生

產的工人和保育團體因此產生衝突，非常激烈且影響到全美國，保育團體所訴求的理由

是「今天的鳥類就是明天的人類！」，你們再不重視的話接下來就是人類滅亡。那林木

生產的工人講到：樹木老化就要拿出來利用，再培育新的樹苗，這是老祖宗留下來的一

個法則，如果為了貓頭鷹需要保護，那我們人呢？難道不重要嗎？今天的人類已經沒有

飯吃了，我還考慮到鳥嗎？他們認為林木生產涉及到很多人，上游的伐木集材、中游的

木材工廠、下游的加工廠、還有一些家具廠，這些人都靠林木的生產吃飯。當時的美國

政府非常的著急，總統就請美國林務署的署長來會談，指示：面臨保育跟生產兩個極端

的主張的時候，美國林務署應該要提出新的政策，讓多數民眾覺得可行，所以林務署長

回去的時候就寫給每一位員工一封信，你們要試著檢討過去的林業的經營到底哪一個地

方出現了爭議與問題，為何會有這樣的對立出現，我們的林務人員也不要再墨守成規，

需要在這方面做新的突破，大家要腦力激盪，提出你們的智慧，解決這個問題！ 

經過討論、研究，還有參考華盛頓大學富蘭克林教授的新林業理論，包括生物多樣

性、生物遺產、大地景為經營單元等概念，認為要用生態的法則去經營森林，還有必須

考慮民眾的需求以及每一個環境的價值，所以這樣一個生態學研究的成果和民眾不同的

主張綜合討論以後，在 1992 年，美國林務署正式宣布要執行「森林生態系經營」，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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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的法則，融合民眾的需求、環境的價值，讓森林擁有健康的、多樣的、生產的、永

續的生態系，自從生態系經營推出以後，很多國家跟進，認為這是對的。傳統的林業由

上而下制定政策、計畫然後就執行，沒有充分考慮到人的層面，人的層面沒有融進來，

沒有讓公眾參與林業政策的討論，森林經營就會有所偏頗，森林生態系經營主張：林業

政策的形成要廣納民眾的意見，尤其是在地住民(森林周邊的住民)因為跟他們息息相

關，需要徵詢他們的意見好好討論。這個就是國際林業發展的趨勢。 

台灣早期的林業發展 

回溯一下台灣森林開發過程！為何會稱台灣為寶島呢？就在 16 世紀中葉的時候，

葡萄牙的航海船，遠眺一座蓊蓊鬱鬱森林茂密的島嶼，驚呼 Formosa！意指美麗之島。

那時候整個台灣島森林密布，1624 年的時候真正統治台灣的是荷蘭人，從台南鹿耳門進

入在南部地區經營管理，他們用東印度公司去經營與其他國家的貿易，那時候主要的森

林產品是甚麼？野鹿是他們主要的森林產品，鹿皮是銷售到日本，日本人要做服飾或武

士的衣服他們喜歡用鹿皮，鹿茸、鹿鞭就銷到大陸去這是很好的中醫藥材，每一年荷蘭

人出口的鹿皮張數達 10 萬張，統治台灣 38 年，最少獵鹿 380 萬隻，可見荷蘭以森林獵

鹿為他的資金來源。 

三十八年後荷蘭人被明朝的鄭成功趕走了，他一樣是從台南安平那一帶進入，並設

立一些政府的組織，鼓勵跟過來的移民與在地人一起墾殖，他那時候主要利用森林資源

修補戰船，然後沿襲獵鹿的習慣。明鄭末期，清朝把台灣收回，正式歸入清朝的版圖，

那時候來台灣的人發現台灣的樟樹密密麻麻的，佔的比例很多，樟樹正是很好造船、修

船的材料，所以就在低海拔的地區去伐採樟樹造船，另外，樟樹可以提煉樟腦油，符合

國際的需求，所以樟腦事業蓬勃發展，一個樟樹可以製造兩個產業，一個是造船業，一

個是樟腦業。 

一八九五年甲午戰爭發生，滿清戰敗定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給日本，日本進駐台

灣以後，提出兩個政策，第一對漢人要嚴厲、第二對原住民要懷柔，因為他看重周邊的

森林資源，必須要與原住民有好的關係，才能順利的經營森林產業。但是早期剛要進入

調查的時候，原住民是非常強悍的不願讓他們進入，只好強硬使用軍事手段，但是與他

原本的政策相違背，之後發現還是得和原住民好好相處，幫助原住民、跟他們做生意讓

他們有工作的機會，後來原住民與日本人就比較沒有敵意了。日本人前後利用 10 年的

時間調查台灣整個森林資源，總計 27 次的調查，最後就將台灣森林劃分為 40 個事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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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森林政策與經營計畫，每一個事業區都有一個施業案(計畫案)，開始進行森林的開

發與林野的維護，還強調要造林與保安，及延續清朝時期的樟腦產業，這是日據時代大

致上經營的重點。 

森林開發我們會想到阿里山、八仙山、太平山，台灣由總督府直接經營管理的 3 大

林場。起初阿里山並不是要去砍伐檜木，而是要尋找鋪設台灣縱貫線鐵路的枕木材料，

但進入深山後才發現一整片的原始檜木林很壯觀，於是在民國前五年就修築工程艱鉅的

高山鐵路，將鐵路開上高山。這個鐵路與縱貫線鐵路有點差異，鐵軌重量與軌距是縱貫

線鐵路的一半左右，蒸汽火車頭 15 噸也幾乎是縱貫線鐵路用的一半，所以很多人稱森

林鐵路是 5 分仔車，用之字形的方式開上 2,400 公尺的高山上，再把木頭載下山，阿里

山真正生產木材到嘉義是民國(昭和)2 年的時候。民國 3 年的時候八仙山也出產木材了，

八仙山的地形又不太一樣了，初期山地以人力作業，再到大甲溪岸放流，後來架設台灣

第一座伏地索道。伏地索道是甚麼呢？它是依照山的坡度去架設軌道，台車在上面讓木

頭慢慢溜下，遇山谷設架空索道，再連接台車到豐原。民國 4 年的時候我們宜蘭縣太平

山就生產木材了，初期山區用滑道集材，滑道有兩種，一種是木滑道、一種是土滑道，

比較平緩的地方用木馬道運材，像是雪橇的木架上面放木頭，一個人拉一個人控制速

度，這兩個人一定要有默契否則容易發生危險。長距離的地方就用台車道，一個台車一

個司機，坡度 2%，慢慢的往下移動，空台車用牛拖至原點的地方繼續再載木頭。木頭

集到土場，土場是山地木材置放的轉運站，需要位在溪流的旁邊，我們蘭陽溪以前叫濁

水溪(台灣以濁水溪命名的不下十餘條，前人看到溪水濁濁的就喚做濁水溪)。那時候木

頭就從土場放到蘭陽溪，流到宜蘭的員山貯木池，就完成木材的運輸工作，稱之「管流

運材」。而伐木的工作必須要兩個默契好的朋友或是親人、夫妻，因為伐採一棵樹木需

要 2-3 天的時間，重複拉扯的動作極其無聊，所以必須苦中作樂可以好好的聊天。 

民國 10 年的時候要在「清水」地方蓋一座水力發電廠，水就必須引至水力電廠，

管流運材的方式無法繼續，那時候就考慮採用森林鐵路比照阿里山的方式，但鐵路是沿

著溪流旁邊地勢比較是平緩的，阿里山是山坡的，所以和阿里山、八仙山的運材方式都

不一樣。那時候有兩條鐵路線在計畫，看哪一條線的民眾支持就決定哪一條線，總督府

就請宜蘭與羅東的街長(地方首長)去詢問，民眾有沒有意願木頭從你們的街(鄉鎮)出

口。宜蘭的街長比較客氣，要花這麼多錢，鄉親不一定會支持，因為要造鐵路，還有出

張所(辦公、貯木等場所)要擴張並且更新製材設備、修理工廠這些東西，土地、車站也

要配合，所以他沒有那個把握；那羅東街的街長就說：「好，你從羅東出口，我全力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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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那時候總督府嚇一跳，哪裡有人講的這麼乾脆的，這個有沒有問題啊？怎麼一口

氣就答應了，羅東街長說：「如果我的說明，鄉親不想支持，我願意用我的家產來配合

這個政策。」總督府長官這時聽了心都放下來了，應該就是羅東出口了。羅東街就提供

了現在羅東林管處那一塊土地，還有貯木池、辦公室、員工宿舍、製材廠、修理工廠、

竹林火車站，還修築了竹林車站到歪仔歪橋(第 2 個車站)，這一段鐵道的興建由羅東街

負責；歪仔歪到三星天送埤則承租台南製糖會社的輕便鐵道去改建的(三星地區當時是

台南製糖會社的甘蔗園)；天送埤到土場這一段是由電氣會社(電力公司)出錢，整段鐵路

36.4 公里，在民國 13 年開通了，不只是沿途民眾交通方便、農產品運輸方便，民眾生

病的時候的治療也取得較快的時間到羅東就診，另外羅東、五結、冬山這一帶就帶動百

業的發展，演變到今天羅東就變成了宜蘭的工商中心，而宜蘭市則變成文教中心。那這

個街長這麼偉大是誰呢？陳純精！我們羅東有一條環鎮道路就命名為純精路，就是在紀

念他的高瞻遠矚，他是陳文茜的阿公，所以羅東林業文化園區落成的時候想請陳文茜

來，結果沒有連絡上。再辦一場林場回娘家的活動，趙少康竟然來參加回娘家的活動，

他說他在林場幼稚園念 4 年的時間，因為他媽媽當時在這裡當幼稚園的主任，他就跟媽

媽一起來念幼稚園。 

所以一個森林的產業跟其他的百業都有相互的關係，現在有錢人大概都是在羅東比

較多，雖然木材的行業從自己做生意到進口木材來加工，他們還是懷念這樣的一個產

業，日據時期 3 大林場外還有 10 個山林管理所，管理所是管一般林野地，包括小的林

產處分及造林工作，林場和山林管理所由兩個不同單位分開管理。 

台灣林業經營歷程 

到了民國 34 年台灣光復，成立台灣行政長官公署，在農林處底下設立林務局就將

林場與山林管理所合併為林業經營管理機構，作業還是沿襲日本時代的模式，民國 36

年，又將林場與林務分開，民國 47 年的時候第一次公告台灣林業政策，台灣林業經營

方針，首見「發展林地多種用途，建設森林遊樂區，增進國民康樂」之揭示；民國 49

年再將林產與林務合併稱為「林務局」，那時候有 13 個林區管理處，72 個工作站，推行

林業工作；民國 64 年再公告「林業經營改革方案」，宣告森林不再以林木生產為主，還

要兼顧國土保安，所以提出幾個原則，這是第 2 個林業政策出現。林業生產萎縮，以前

的林務局經費必須要自給自足，收入要支應所有開支，剩下的錢交給國庫，但是林場沒

有收入就無法維持下去，民國 70 年左右一個局長姓許，他用自己的名義去銀行借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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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員工薪水，所以到 78 年的大改革，事業預算改為公務預算，所有林務局員工支出收

入都編列公務預算由政府來支援。 

在同時期一個很大的突破就是森林育樂組的成立，森林育樂就是包括環境教育、生

態保育、休閒遊憩；民國 79 年行政院核定「台灣森林經營管理方案」，引進森林生態系

經營概念；民國 88 年原來委託台灣省政府經營的林務局收歸中央管理，隸屬於行政院

農委會；民國 93 年，把中央主管保育的單位移至林務局裡，所以林務局成立一個自然

保育組，這時後林務局的角色就是森林育樂與保育，其他就是一般的工作，造林林產、

治山防洪、經營計畫、林政保林這些就是以前就有的業務。民國 90 年我在森林育樂組

擔任組長，推行的政策就是森林生態系經營，研擬新林業政策，在那時候的森林育樂組

森林環境的保育還是放在育樂組裡頭(現在的保育組除了森林環境以外，包括陸域、海

域都由林務局主管)，育樂組研擬了五個計畫，第一個是社區林業計畫，第二個是自然

步道計畫，第三個是生態旅遊計畫，第四個是環境解說計畫，第五個是自然保育計畫，

這五項計畫報上層通過以後才有經費編列執行，看起來這五個計畫各有一個名詞，其實

他要運作的時候五個計畫是相連在一起的，舉一個比較實際的例子：90 年代的口號是「林

業走出去，民眾走進來」，森林生態系經營是以民眾的需求為主，那用甚麼方法呢？用

林業專業的知識、技術去幫忙森林周邊的社區，營造一個環境生態、環境景觀很好的一

個社區，然後培訓社區的居民，用小計畫培養他們相關森林知識及技術，希望他們能夠

把社區的文化、產業、生活等融合起來發展自己社區的特色，一方面提升自己能力與生

活品質，一方面也可以跟周邊的自然、森林資源結合成為一個生態社區協管森林及推展

生態旅遊，這就是三生結合在一起(生活、生產、生態)，人走進來就會把錢留在那個社

區，而社區因為人走進來他的榮譽感就會提升，對自己的自然資源與環境會更加的去保

護他，因為這是吸引人進來的要素，社區林業推展至今已經有 10 年的時間，在一次的

社區林業成果展的時候我講過一句話：不管有形無形的成果，起碼我回到故鄉，南澳鄉

與大同鄉的原住民，原來跟林務局的員工是非常敵對的，為什麼會敵對？原住民在山林

裡活動是長久以來生活的領域，林務局員工是根據法令執行，不能在森林裡打獵、砍木

頭，否則遭取締送法辦，此不斷的引起衝突。我跟員工說明，現在要用另一種方式，如

果是他們生活必需、節慶需要的，輔導他們申請報備，如果是有做生意行為、大面積的

破壞就應該要處理，用誠懇的態度去面對原住民，原住民在 91、92 年的時候還半信半

疑，一直持續溝通一直走出去跟他們談，陪他們去申請計畫、訓練、資源的調查，慢慢

才對林管處產生信心。像三月分的植樹活動、一年有兩次社區林業計畫，幫忙他們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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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操作，並在他們周邊規劃自然步道，自然步道顧名思義就是維持自然，不是為開闢步

道而開闢，是原有舊有的步徑然後去評估環境生態景觀確實可以給民眾走進來，才會規

劃整建，現在你們看宜蘭有 21 條自然步道，其中 11 條是位於社區旁邊、10 條在太平山

國家森林遊樂區裡頭，11 條社區型步道，每一條社區從步道的規劃與整建到完成，社區

的人全部來參與，然後社區必須要承諾來認養管理這條步道，經大學團隊研究調查：一

年裡頭有 95 萬人次走進社區型步道，帶給地方產值達 18 億，在社區來講，我們這麼認

真的去維護環境生態，一方面為了我們社區榮譽，一方面看這樣子有沒有對社區帶來一

點收入，目的就是這個，相輔相成，在社會的組織上可以慢慢的健全。 

大家到過九寮溪步道、林美步道或新寮步道嗎？你們可以看到社區的志工在那裡控

管人數，假日人多的時候，就是不能超過他的乘載量，例如林美，做了 350 個牌子一人

進去一個牌子，350 個牌子領完就不能再進去了，就先到附近的社區走一走、到涼亭那

邊看一看或者到湖邊走走或者看看農特產品，出來幾個再進去幾個，這叫做動態的總量

管制，他們已經學會這樣管理自己資源的方式，而且還會做監測、通報，甚麼地方發生

問題馬上通報當地的工作站。 

98 年自然步道規劃小組榮獲行政院農委會─尋找阿甘協力獎，這樣看起來新林業政

策，林業走出去幫忙社區，10 年來有一個初步的成果，不只是這樣，我們在羅東林業文

化園區(101 年文資法公告為文化景觀)成立羅東自然教育中心，我們有 4 個活動方案，

第 1 個是戶外實習，第 2 個是專業研習，第 3 個是主題活動，第 4 個是特別企劃，這四

種活動都有他的課程方案，每次網路公告報名，馬上額滿，4 年多參與學生及民眾已超

過 4 萬人，這些都是使用者付費，這樣就是在宣導林業到底為民眾做些甚麼事情，民眾

是否有得到一些正確的觀念與知識(101 年，羅東自然教育中心榮獲宜蘭縣第一屆環境教

育獎機關組第一名；102 年，榮獲全國第一屆環境教育獎優等)。我們 3 年級的學生實習，

剛好碰到員山生態教育館辦的野生動物大遊行，要製作面具，大家做的不亦樂乎，有的

做得很像，有的不太像，但是大家能自得其樂就好，知道有這樣的 DIY 的過程，然後了

解員山生態教育館是一個據點，林管處與 NPO 人禾環境倫理基金會合作，他一年四季

都一直在辦活動，把活動延伸至社區附近的基地，到福山植物園、自然保護區、棲蘭或

到太平山。還有淡水紅樹林，就是一個河口的生態系，那邊也有一個生態教育館，還有

下星期要去的冬山生態教育館、南澳生態教育館，這些成立就是希望林業能夠走出去，

民眾能夠走進來。很多事情都要溝通，不管經營者與遊客之間要如何互動，或是資源要

如何讓遊客了解，就是要透過環境解說與有系統的規劃，所以環境解說很重要，不管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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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社區解說、生態教育館、自然教育中心、國家森林遊樂區也好都一樣，而且是雙語

的，將來要提升到國際的層面就一定要雙語的解說，有了環境解說民眾普遍的認知，就

會對環境產生保育的行為，保育不是某一個團體、某一個人要做的工作，是全民的保育

才有效，到此就知道森林育樂組賦予新林業政策一個很大的重責大任，我們製定這五個

計畫以後就到 8 個林管處 34 個工作站分別都用一天的時間去說明這五個計畫要如何實

務操作。 

講到社區林業我這邊有一個故事，育樂組有一個經辦人員，他從文建會轉調過來，

他有操作過社區營造，但是他不是學森林的是學動物的，有一天他來找我說，我跟你商

量一件事情，89 年的時候，台灣在推社區營造，我們森林周邊這麼多的社區部落為什麼

我們不去推動？我就說好阿來推，我們成立一個小組，每一個星期來討論，他研擬了社

區林業-保育共生計畫，這個小組提供很多意見，修整完成以後就推出來，社區林業計

畫起初員工都覺得不可能，哪有可能有這樣的時間去跟人家溝通、拜託，我說：「不可

能也要可能，現在時代不同，你一定要跨出第一步」用很強硬的手段要求大家走出去，

各工作站要組一個社區林業的團隊，要回報今天到哪裡，明天到哪裡，做了甚麼，每個

月的處務會議一定要提出報告，這個月你到社區做了什麼。後來就引起一些國內專家學

者的興趣開始研究社區林業，國外有沒有這種現象，國內推行這些時間的成效如何也做

了一些研究，慢慢了解，原來國外早就在實行了，而且他的名稱跟我們訂的名稱一模一

樣，都叫「Community Forestry」顯然每個國家都會碰到人與森林問題的衝突，所以用

這個政策來解決。那這五個計畫到目前為止，羅東林區的轄內贏得民眾的肯定，其他的

地方推動的程度不太一樣有時候很難去評論，剛才我講的那一個人，可能你們都知道，

剛好屏科大我去說明將來生態旅遊與社區林業、環境解說這三個課程一定要成立，這是

未來新林業的趨勢，在休閒遊樂面佔了很大的比例，他剛好要成立並徵選一位社區林業

的老師，那位同仁就來找我，「請組長替我寫一篇推薦函」，因為你最了解我，結果他自

己種的樹，果實自己收穫，他就在那邊當社區林業的老師，輔導南部幾個有名的社區，

這個老師叫陳美惠，所以你有做過的事一定會留下痕跡，一定會有好的收穫，不要怕事

情，只要你認為是對的好的事，就嘗試去做做看，做了以後你就會有收穫。 

講到這裡不只是育樂方面，其實整個國家森林的經營管理有大的變革，我們到 94

年的時候就完成國家森林的分級分區，分級分區是甚麼？用坡度、土壤與已經公告的法

令去總合研判然後用 GIS 系統把林地分四個分區。一為自然保護區：有特殊生態、物種、

棲地，認為需要長期研究監測，就不要去干擾，劃為自然保護區，國家公園嚴格講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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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是其中的一環，不過他有一點走偏了，可以推生態旅遊不能推大眾觀光；二為國土

保安區：因為我們要涵養水源及清澈的水質及防砂、防風、水土保持的功能，此類保安

林佔大多數，如果有被破壞，要趕緊用生態工法讓它恢復；三為森林育樂區：剛才講的

國家森林遊樂區、自然步道，森林遊樂區大都是以前生產木材的聚落去轉變的，由於維

持原始自然狀態，剛好符合生態旅遊，(98 年太平山國家森林遊樂區獲全國績優生態旅

遊地第一名)因為其不主張豪華的建築、陳飾，就是稍微乾淨整潔的房間、在地的食料

簡味風食，並以策略聯盟帶動周邊部落，我們目的是要達到人類最高層級的需求，享受

自然、自我實現，學習認知尚不瞭解的自然寶藏。在 90 年的時候國家公園與森林遊樂

區老是重疊、對敵，我認為重疊的部分要做解說牌與遊客中心，應該要合起來做，不要

同一個地方有國家公園做的也有林務局做的，應該要協調溝通，在我的任內決定應該要

把國家兩個字放進去，因為森林遊樂區公私有林都有，所以應該要叫做國家森林遊樂

區，而國家森林遊樂區的一般景觀區，應透過育林技術調整為景緻林或林中休憩的遊憩

林，以美學觀念做適當的整理是有必要的；四為林木經營區：為什麼林木要經營，除非

人類不要用木材、不要用紙張、不要用傢俱，所以一定要經營，但是經營的方式，你必

須要在平緩的坡度、土壤較肥沃的地方，用生態的法則去經營我們人類所需要用的木

材，甚麼叫生態的法則，森林裡頭不能大面積的去砍伐，要留一些形質好的生立木，或

留一些枯立木與倒木，區塊整理以後，孔隙的地方再造林，造我們人類需要用的樹種，

這就是生態造林，在單位面積裡頭有用的經濟樹種無形中就被我們調整，假設原本 10-20

顆就被調整成 1 千多顆，這些經濟樹成長以後就能砍出來利用，生生不息，但是我們不

主張全面的砍伐，在林內會保留一些枯立木與倒木提供野生動物棲息，有人做過在整治

的當中有部分的野生動物可能會往比較未干擾的森林去移動，但是過一段時間，造林地

慢慢恢復自然狀況的時候，野生動物又回來了，嚴格講起來影響不大，大面積的皆伐，

目前已經不採用了。所以這四個分區默默的在推展當中。林木生產的工作還是要適當經

營，目前我國木材自給率不到 1%，大多都仰賴其他國家進口，像日本人有一次到太平

山問李久先老師：「林木生產一年多少？」老師回答不到 1%，他們就很驚訝你們怎麼會

這樣，日本還有 20%以上呢，大家有這個常識以後，大家就要成為宣導員，我們採分區

經營，較平坦的、土壤好的(不浪費地力)就可以生產我們要用的樹種，以人力的方式去

干擾一下，讓有用的樹種多出來，現在我們一直跟林世宗老師、邱志明老師、郭幸榮老

師、廖天賜老師一直在推這件事，因為不這樣經營，都砍別國的樹木將來可能有一天台

灣會被國際制裁，我們用這樣方式去經營林木，可以有很多的功能，在森林中控制有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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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樹、年輕樹、壯年樹，他會發揮涵養水源的功能、碳吸存的功能，如果樹木都老化了

這些功能就幾乎沒有了，倒在地上生物量累積越來越多的時候，稍微陡峭的地方一個颱

風豪雨可能加速崩壞，或也可能使森林火災更容易發生，不管森林育樂區、國土保安區、

林木經營區等都應該要適度的干擾、適度的經營管理，這才是我們主要的工作所在。 

 

102 年 5 月 21 日邀稿 
102 年 9 月 30 日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