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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森林遊樂事業發展之願景
文■楊秋霖■林務局森林育樂組組長

一、從森林資源的價值談森林遊樂

園」
、「生態旅遊區」等近自然或強調體驗森

森林遊樂區（forest recreation area）一

林之語詞來取代，不管未來能否成真？此時

詞來自於美語之直譯，其中recreation一字則

此刻重新審視森林存在的價值或許更能區分

含休養、休憩、休閒之意，深具使身心愉快

並銓釋「森林的遊樂區」與一般遊樂區的差

舒暢（refresh of body and mind）之涵意，

別？如果林業工作者能充分掌控森林的價值

反而與國人所熟悉的遊樂並不相同，因此

體系，也具有廣泛之解釋能力，質言之是具

「森林遊樂區」一詞似乎不是最好的翻譯用

有環境（自然）教育能力，而且在規劃設施

語。使用此一語辭，亦不容易與風景區區

與推廣活動時，均能以森林之價值為念，那

分。甚至照字面的解釋，風景區似乎在景觀

麼「森林遊樂區」乙詞不再是負面的意涵。

保護的成份還重於森林遊樂區，因為遊樂區

森林（自然）存在的價值有：1.生物多

一詞一般民眾自然以為是當做遊樂玩耍的地

樣性的價值，2.野生動物最佳棲息地，3.水源

方。所以標榜森林之休養，德國以自然公園

水質保育，4.優良的空氣品質，5.主副產物與

（nature park）稱之，日本則以自然休養林稱

醫藥、園藝等的價值，6.科學研究與教育的

之，其英譯則為national recreation forest，

價值，7.文化資源的價值，8.提供寧靜、神

並無人特別強調遊樂，反而城市或近郊的電

秘、孤獨感，9.陶冶性靈的價值，10.象徵的

動遊樂園（如凌霄飛車之類）則是遊樂區。

價值，11.稀有及與日俱增的價值，12.其他

這樣子的區分對林業人員而言不是困難的
事，可是對一般民眾，甚至不理解森林資源
之特性而負決策之責的官員，何能充分了解
其中之差異？而在台灣一切強調經濟發展第
一，政府既沒錢建設，為促進旅遊事業之發
展，認為在森林遊樂區應發展五星級大飯店
或其他近似城鎮高級之設施，也不管森林之
特色及對環境之衝擊，也就見怪不怪了！
有人建議森林遊樂區可由「森林自然公

▲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圖片∕高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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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如固碳功能、生態穩定）等。
簡單的說，森林提供野生動物最佳棲息
地，所以在不減損野生動物之價值下提供觀
賞野生動物就是森林遊樂活動之型態之一；
因為森林內空氣清新、水質優良，所以提供
森林浴及礦泉水之利用就是可發展之遊憩型
態；因為森林裡不僅生物多樣性豐富，各種
地形、地質的成因均是科學研究與教育之最
佳材料，所以環境教育自然就是森林遊樂之
重要活動內涵；又森林裡環境寧靜、清幽，
是陶冶性靈的最佳場所，所以在森林裡引入

▲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

（圖片∕高遠文化）

旅遊，以及4.有健康意識或其他特定目的
（與當地資源有關）的旅遊。

太多城鎮的設施並製造噪音就是無法諧調、

基本上生態旅遊是小而美、重質不重量

不倫不類。換句話說，從前述12種價值衍生

之小眾旅遊更明確的說是精緻的旅遊，深層

出來而不破壞自然、減損森林價值之遊憩活

的旅遊，有別於一般強調吸引大量觀光遊客

動就是典型的森林遊憩活動之內容；而任何

之大眾旅遊。由於台灣開發甚早，海拔1000

從城鎮帶來的活動除非能融入自然，與自然

公尺以下景觀資源或多或少已遭到破壞，但

諧調，否則均不是理想的活動型態。

因地形與交通之限制，海拔1000公尺以上之
森林地帶自然環境大體得以保持相當完整，

二、森林遊樂事業發展之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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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中之景觀資源特色包括1.地形、地質、

台灣國土面積森林佔有58.5%，由於島

氣象、植生等景觀整體組合極為優越，2.層

內高山險峻，涵蓋包括從熱帶以迄亞寒帶之

狀山峰形勢險峻，壯麗絕倫，3.河川發育期

植生帶，生物相極為豐富。極具有發展以森

短，造就眾多小家碧玉型之瀑布，4.雲海瑰

林環境資源為主之生態旅遊活動的潛力。雖

麗，配合日出、晚霞、美景天成，5.生物多

然國內對生態旅遊之內涵仍有各種不同的定

樣性豐富，細部景觀小而美，6.動物景觀以

義，但多數專家學者相信生態旅遊是根基於

野鳥、蝶蛾為主，發展潛力無窮，7.檜木巨

自然或人文資源之遊憩活動；尊重自然、保

木群壯碩迷人，8.秋冬變色葉植物多零星分

育資源、促進資源的永續利用；同時尊重社

佈，其中群生者具景觀獨特性。整體而言台

區文化，並照顧地方社區之福祉。在筆者之

灣高山地帶壯麗的山景、雲海與小而美的生

定義中特別強調生態旅遊是1.知性的、感性

物景觀均提供生態旅遊最佳之機會，可惜因

的、靈性之旅遊，2.具環境倫理、負責任之

可及性低，無法提供大量遊客觀賞；但也由

旅遊，3.尊重、體驗當地自然與文化資源之

於資源獨特，並具脆弱敏感性，因而強調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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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櫻、塔山櫻以及黃花著生杜鵑亦未受
到應有的重視，其實這些聚落植物才是阿里
山應規劃開創之植物景觀資源，它們不僅觀
賞價值高，具有獨特性，也具有生態教育無
可取代之價值。
其次，在住宿、餐飲、環教以及安全設
施之規劃營造方面，大紅之屋頂、粗糙不勘
之仿木欄杆、解說牌、桌椅、涼亭、方正格
▲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

（圖片∕高遠文化）

局之建築物，材質均是水泥，外觀又貼上城

眾旅遊反而能維持遊憩最佳品質。試問一個

市慣用之磁磚，整體與森林環境並不協調；

海拔2000公尺左右之森林遊樂區，每年號稱

而且城鎮之卡拉OK也引入森林環境，入夜時

引入百萬遊客，平均每天有3000個遊客在園

笙歌鼎沸，致使自然環境之寧靜、祥和韻味

區內踐踏土壤、樹根，亂丟垃圾，製造噪

盡失。

音，驅離野生動物，人看人，與在城市等人
為環境遊憩有何差異？

除此之外，我們也看到了為了滿足更多
的遊客可以便利的到達高山賞景，拓寬道路

曾經，森林遊樂區發展之模式是以需求

到景觀最脆弱的地方，在腹地狹隘的地點引

為唯一的考量，遊客喜歡什麼？所以規劃單

入更多的遊客，遭致環境破壞；我們亦無力

位就發展什麼？較不考量資源的供給面與環

制止遊客帶狗入森林，干擾野生動物；而遊

境之限制條件。因此，城鎮亮麗的草花植物

憩地點攤販林立、野雞車橫行、惡性兜售山

被引入森林遊樂區，某些地區闢建成廣泛之

產、假日旅館搶客風氣未曾止歇，均使森林

草坪或花園，甚或大量引進拓展能力驚人之

遊樂區之品質每下愈況。現今，台灣資源型

外來植物大波斯菊、馬櫻丹等，強佔本土原

之遊憩地區，無論國家公園、森林遊樂區、

生植物生存的空間，致使當地植物景觀資源

國家風景區面臨的共同六大問題是：1.無法

之特色喪失殆盡；實質上，某些原生植物如

充分掌控景觀資源的特性，2.開創不相干之

冇骨消、台灣長穗木可以誘蝶，原生之單子

活動，3.營造不諧調之環境，4.人人都是專

葉植物可以吸引螢火蟲；又引進眾多的園藝

家，所以隨興的發展，5.缺乏環境的監測，6.

觀花木本植物，雖然耀眼迷人，卻任由鄉土

導至社區文化的丕變甚或沉淪。至於縣政府

的風味流失。如日本櫻花已成為阿里山最大

或鄉鎮公所轄下之風景區前揭問題則更為嚴

的賣點，使阿里山檜木林原鄉值得永久記憶

重，以上六個現象均不利於生態旅遊之健全

之特色喪失，而代表阿里山主要特色植物之

發展。

森氏杜鵑、台灣一葉蘭、阿里山十大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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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陶冶性靈與環境教育

關係出發，重新檢視森林遊樂發展之趨勢，

有怎樣的景觀資源發展怎樣的遊憩活

顯然在環境教育功能之提昇上仍有許多發揮

動，而非任意創造與自然不相干之設施與活

之空間，茲將未來可努力之方向以具體建議

動，原是森林遊樂設計與規劃之基本理念，

如下：

即森林遊憩空間規劃之理念亟待與資源特性
互相結合。而營造合宜之植生規劃均在這個

（一）強化遊客服務中心或生態教育館之功
能，促進與遊客之互動

範疇，必須融入森林美學與森林生態學之理

遊客服務中心不應只有展示攝影圖片或

念，欲營造人工美林或人為植生，不僅需考

多媒體，而應有更活化之做法。遊客在服務

量是否與環境相調和，同時亦應考量能否適

中心停留不到十分鐘就離開，這個遊客服務

當滿足野生動物之需求，增益動態之美。

中心之環教功能是失敗的。為促進與遊客之

森林環境中之美不是只有景觀上的、生

互動，增加遊客之參與感，除了解說系統之

態上的，也有意識情境上的，所以其組合形

活潑化外（如實體優於標本或圖片）
，可以另

成之氛圍完全不同於城鎮環境，不同的遊客

闢森林DIY教室。而任何遊憩活動之規劃設

會有不同的感受。遠離塵囂、脫離工作壓力

計，均可由遊客服務中心推動，如室內之生

是低層次之感覺；接近森林，體驗大自然之

態演講，室外之解說服務活動等，甚至可設

氣氛籠罩，達致神經鬆馳、身心平衡是更進

計與自然生態活動相關之繪畫、攝影、森林

一步之體驗；由於森林環境中之不同形貌令

資源DIY（枯枝、落葉、落果之組合設計）之

人有不同之感觸，如登高山，眺望遠山，令
人心胸暢快，充滿開朗、鼓舞、進取的情
懷。處於封閉之山谷溪畔則令人充滿幽靜、
雅致、閒適感。因此進入森林中可以交換不
同的生活體驗，這個體驗可能是安靜、祥
和，也可能是新奇、冒險、刺激，這是更高
層次之追尋；而如您喜歡獨處，將更能充分
掌控大自然之價值。浸淫其中，可以陶冶性
靈、追尋更高層次之創意靈感，這是人與自
然共存共榮之感通。一個熱愛大自然的人，
通常知道孤獨感之真諦，在大自然中將會充
分利用視覺、聽覺、觸覺、味覺、意識覺
等，充分感受萬物與我合一之充實感。
因此，從森林的價值，森林與人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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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

（圖片∕高遠文化）

Taiwan Forestry Journal

競賽，鼓勵民眾參與，掌控森林資源之特

設計與自然相關之各種生態遊戲，寓教於

性，並從大自然中去尋找、發揮、組合創

樂，誘發遊客充分發揮其視覺、聽覺、味

意，塑鑄自己心目中的影像、圖案或模型，如

覺、觸覺、意識覺去感知自然，學習對大自

此在森林中他們將留下終身難以磨滅回憶。

然之美的鑑賞力與對靈巧萬物之觀察力，進

贅二贇推動森林知性之旅活動
森林環境可提供教育的內涵相當豐富多
彩，諸如森林的功能與價值、林相之變化、

而激發其精神或心靈層面之提昇。亦即利用
大自然之資源來陶冶性靈，內化成個人之人
文素養。

生態的演替、營養與能量的循環、食物鏈與
食物網、四季的變化、稀有動植物的價值、

四、贗景

蕨類植物的特徵、植物變色之成因、蝶與蛾

我國森林遊樂事業肇始於民國54年開始

之世界、森林野鳥世界、夜晚之青蛙世界、

整建合歡山森林遊樂起，已歷經40年。迄今

星相傳奇、瀑布、湖泊、火炎山、峽谷、河

全台森林遊樂區每年遊客已高達百萬人以

階台地之形成、盛行雲霧帶之特徵等等均有

上，森林遊樂區是否應發展五星級大飯店，

許多說不完的故事。因此從森林環境中學習

是否應啟動客納量概念限制遊客人數，各界

往往可以得到最大的學習效果。森林環境中

仍有不同之看法。但回頭重新檢視森林資源

之題材可以彌補學校教育之不足，可使成為

之特性，在發揮森林之功能之時，也能保持

知行合一的鮮活知識，而不是僅存於考卷上

森林資源之永續，在滿足遊客之森林體驗之

之答案。同時可使青年學生在和大自然接觸

時不減損其價值，毋寧更有意義。基於以上

中啟發科學潛能，表現愛護自然的行為。為

之信念，茲重新定位森林遊樂事業之核心價

達到這個目的，多建構物種解說單元，多收

值，並提出以下之願景：

集相關領域之解說材料，引証比喻環境、物
種與人生活的關係，如此可以啟動民眾對鄉
土與環境之關懷與熱愛。

贅三贇在環境教育之應用技術上蠂直接的、
實際的、有目標的參與所獲得的經驗
勝過任何標誌、圖表、錄音帶、電
影、多媒體、展覽、示範表演等
因此走入大自然由經驗豐富之解說人員
帶領，與自然產生互動，恒為最佳之環境教
育方式。而這個活動之方式可開發之空間十
分的廣大。吾人可經由對森林環境之了解，

（一）歸真返璞，導入清靜、祥和、親切、樸
實之氛圍。
（二）發揮森林資源之價值，維護景觀與生態
之美質。
（三）營造森林美學與聚落植物之特色，充實
與自然互相諧調之公共服務設施。
（四）推動知性、感性兼具之環境教育活動，
倡導尊重、節制與鑑賞，啟發民眾感知
自然之潛能。
（五）結合山村文化，開啟多元參與，促進地
方社區永續發展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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