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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大事紀
◎六月一日
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自九十三年六月一
日起休園，由蝴蝶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進行
相關設施之興建，另為兼顧生態保育工作，
將規劃植栽蝴蝶蜜源植物及撫育螢火蟲生育
工作，預計於本（九十三）年十月底重新開
園，讓遊客有耳目一新的遊憩體驗。（林務
局 盧英秀）
羅東處為該活動廣邀台灣最優秀之木雕
藝術創作家，針對林業文化印象、設計、雕
刻、製作符合「羅東林業文化生態園區」之
精神的大型木雕公共藝術景觀作品，特別於
六月七日上午10：30舉辦動土儀式，由羅東
林區管理處林鴻忠處長及木雕協會楊永在理
事長親自主持，祈求活動順利圓滿。
本次活動特色在於參展團隊在現場創
作，讓民眾親身參與藝術創作之過程，而創
▲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

作營完成之大型木雕公共藝術景觀作品置立
於文化園區之內，使藝術與大自然生態結

◎六月七日
羅東林區管理處於七月四日至七月二十

合，展現出木雕藝術之美與台灣林業文化新
契機。（羅東處 翁儷真）

四日共21天於該處「林業文化生態園區」舉
辦「林業心、木雕情」木雕創作營，配置由
大型檜木經由國內頂尖之木雕藝術家聯合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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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九日

作之戶外公共藝術景觀作品，提昇埋沒材之

配合慶祝九十三年鐵道節，重新整修完

再利用價值，充實園區之內容並予永恆存展。

成之阿里山森林鐵路31號蒸汽火車，於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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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再度登場與國人見面。繼民國八十八年

理處規劃一系列十週年慶活動讓民眾參與，

第26號蒸汽火車復駛，引起各界熱烈迴響

為活動宣傳，於6月15日下午假台北觀光局旅

後，嘉義林區管理處有鑒歷史文物應以動態

遊服務中心（國父紀念館正對面）舉行奧萬

呈現出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並提升阿里山森林

大國家森林遊樂區開放十週年慶記者會。

遊樂區之觀光價值，處長葉賢良遂於九十二

週年慶記者會現場準備泰雅石板烤肉與

年毅然決定將蟄伏多年之第31號蒸汽火車進

香糯米竹筒飯、奧萬大香粽等仁愛鄉在地美

行大規模之整修，並責成蔡廣盛課長所領導

食，讓記者媒體品嚐，並贈送紀念品；另外

的鐵路團隊執行。六月九日早上九時，31號

台灣藍鵲與楓葉森林王子出場跳舞慶祝十週

蒸汽火車由北門站出發，中間在竹崎加油加

年慶，並聘請東森新聞知名主播黃文華為奧

水，下午一時許抵達奮起湖站。預定六月十

萬大公主，暢談森林浴健康之道，以提供記

一日，與26號蒸汽火車在奮起湖相會，共同

者媒體報導生態、文化、美食結合的奧萬大

歡慶鐵路節。（嘉義處 康素菁）

全新遊程之旅。（南投處 陳啟榮）

◎六月十二日
林務局於六月十二日假屏東縣立體育場
及仁愛國小舉辦球類比賽，當天由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戴振耀及局長顏仁德開
球後展開。比賽項目有網球比賽及桌球比
賽，參加人員有來自林務局及所屬八個林區
管理處與農林航空測量所等單位，總計有二
百四十餘位選手，賽程規模盛況空前，參加
比賽人員可說是高手如雲，將林務人員平常
於國有森林內與山野競爭之精神，充分發揮
於球場上。（屏東處 朱惠絨）

◎六月十五日

▲林 務 局 顏 仁 德 局 長 （ 右 ） 與 知 名 主 播 黃 文 華 共 同 大
力行銷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十週年慶活動。

◎六月十七日

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於民國83年7月1

林務局於六月十七日假該局二樓國際會

日正式對外開放，至今93年7月1日屆滿十週

議廳召開「桶后林道車輛管制措施實施」記

年，為慶祝奧萬大十歲的生日，南投林區管

者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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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桶后溪係台北市重要水源南勢溪的

來控制每日進入桶后溪的人次，以降低環境

支流之一，為翡翠水庫集水區上游，且屬自

承載量，期能有效保護自然資源得以永續使

來水法公告之重要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

用。（林務局 許華欣）

由於自然環境景觀資源豐富，近幾年受國內
各大媒體大肆報導與網路強力宣傳下，吸引
大批遊客於假日蜂擁而到，在水源地進行烤

◎六月十八日

肉、游泳、露營及將機動車輛駛入河床等遊

台東林區管理處於六月十八日晚上假台

憩活動，已使當地原有水源涵養與溪流生態

東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辦「台灣的螢火蟲」講

保育承受嚴峻考驗。因此林務局九十二年度

座。特地情商國內知名螢火蟲研究專家陳燦

暑假期間召集學者、民間組織及相關單位進

榮老師，為愛好自然資源的台東鄉親介紹台

行現場勘查發現，交通嚴重擁塞，遊客露營

灣的螢火蟲及其棲息環境，演講中亦介紹說

棚架、烤肉、便溺等充塞河床四處可見，已

明台灣其他常見的發光生物。（台東處 吳美慧）

使桶后溪原有之水源涵養功能難以維護，長
久如此，足使水源與生態環境承受嚴重衝
擊，經現場勘查一致認為必須儘速提出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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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一日

方案，尤其本溪流位於大台北地區民生用水

為提倡「全民健康好森活」之概念，鼓

水源上游，一旦水源地遭受污染，將危及大

勵國人多親近大自然體驗生態，感受森林帶

台北地區民眾飲用水衛生及品質之虞，而桶

給人體健康的益處，林務局及轄屬17個國家

后林道係出入桶后地區唯一道路，又區內可

森林遊樂區共同推出「森林走走 健康久久」

供停車空間極為有限，為維持林道暢通及確

系列活動，特別結合本土運動健康醫學專業

保行車安全等因素考量下，林務局新竹林區

團隊針對國人需要之研究成果，並邀請國民

管理處將自九十三年八月一日起於假日及暑

健康局、荒野保護協會、中國信託商業銀

假期間實施「車輛總量管制」措施，民眾在

行、New Balance、永嘉旅行社等機關、企

前往桶后前10天，必須向新竹林區管理處提

業策略聯盟廠商及職棒球星張泰山等，共同

出申請核准，在路經烏來鄉烏玉檢查哨出示

號召民眾走入森林走出健康。

許可證查驗始得進入，車輛管制範圍自烏來

為推廣該項活動，林務局特於六月廿一

鄉烏玉檢查哨開始實施，凡週休假日（含國

日舉辦記者會，與會的貴賓還有銀髮族的代

定例假日）當週星期五中午12：00至星期日

表、上流社會的代表、藝文界的代表以及勞

中午12：00及暑假期間（自七月一日起至九

工界的代表，由林務局顏仁德局長及張泰山

月三十日止）
，每日限制進入汽車100輛及機

共同致贈森林遊樂區之門票予不同族群之代

車100輛，透過本次車輛出入總量管制新措施

表，邀請其同遊國家森林遊樂區，期望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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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忙的公務或社交圈外能夠至森林紓解壓力

驗森林之美，林務局特於今年6、7、8月份在

享受健康森林浴！顏局長指出「國家森林遊

北、中、南城市森林公園中各舉辦一場大型

樂區是促進健康的好場所，透過森林浴可以

「森活尋寶樂透遊」生態尋寶活動。邀請林務

得到有益健康的森林三寶—（1）瀑布飛濺的

局轄屬各林區管理處讓森林遊樂區走入城

水花也就是陰離子，（2）樹木光合作用產生

市，提供國人一個一次認識17座國家森林遊

的新鮮空氣與（3）芬多精等」
，顏局長更指

樂區之美的好機會。在本次大安森林公園的

出「運動是最經濟實惠的預防醫學，可以紓

活動現場規劃有各國家森林遊樂區趣味化的

解壓力、減輕憂鬱、增加體適能等。林務局

生態教學，如「蝴蝶的一生」
、「葉子知多少」

轄屬國家森林遊樂區，環境清幽、空氣新

等生態遊戲，讓參與的親子透過遊戲的方

鮮，區內並已規劃適合不同體力之步道及設

式，認識森林裡各生態面相。另外各林管處

施供遊客進行有益健康之活動，歡迎民眾多

也提供各式各樣有趣的生態DIY教學，讓參

到國家森林遊樂區走走。」
（林務局 朱學華）

與活動的小朋友除了可和親人一起參與DIY
製作，還可以將自己的成品帶回家，讓森林
之美留在身邊，成為甜蜜的回憶。（林務局
朱學華）

◎六月三十日
嘉義林管處阿里山森林鐵路，六月三十
▲「森林走走 健康久久」贈送森林遊樂區門票儀式。

日上午於嘉義起點43公里100公尺處，水社
寮站附近，進行重大行車事故緊急救難模擬
演練。假設狀況為：因路基鬆軟，造成列車

◎六月二十六日

第四節車廂出軌傾斜（推進運轉最前方車

配合「森林走走 健康久久」系列活動，

廂）
、車廂受損、乘客六人受到輕重傷之模擬

林務局及所轄八個林區管理處，匯集17個國

狀況。演練過程真實逼真，獲得指導長官一

家森林遊樂區的生態精華，於六月二十六日

致肯定。（嘉義處 康素菁）

齊聚於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的兒童遊樂區展
現，配合生態尋寶遊戲以及生態DIY教學，
讓台北市的家庭有一個健康以及歡樂的周六
假日。
為了鼓勵民眾走入森林，拋下繁忙，體

◎七月一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森林暨自然保育警察
於九十三年七月一日正式成軍，成軍授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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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於農委會五樓大禮堂舉行。由農委會李主

高山草原等資源。在海拔三千多公尺高山上

任委員金龍主持，林務局顏局長仁德及內政

等待朝霞、觀賞日出、讚聖稜線美景參加之

部陳主任秘書鴻益分別授旗。

民眾皆覺為一難得經驗！（新竹處 楊明章）

森林暨自然保育警察成員計178名，分
為八個分隊，配置於八個林區管理處，今後
具有司法警察權之警察與具有森林專業之林

◎七月七日

業人員，通力合作，共同擔任國家森林自然

為響應2004年「台灣觀光年」，林務局

資源的守護者，捍衛國家森林資源，將可以

東勢林區管理處積極於轄屬大雪山國家森林

讓不肖的歹徒無所遁形，繩之以法。（林務

遊樂區及周邊社區，規劃推動生態旅遊，於

局 陳怡貞）

七月七、八日假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及周
邊社區景點辦理「森林生態體驗及觀星之旅」
活動，希望能讓參加民眾走出戶外、走入社
區，充分親近自然環境，體驗較具多樣化的
森林生態之美。（東勢處 吳貞純）

◎七月二十七日
近年來由於部分車商以休旅車及四輪驅
▲森林暨自然保育警察成軍，顏局長仁德授旗。

動車等機動車穿山越嶺、涉水溯溪，為其優
良性能為宣傳廣告之訴求，再加上民眾不當

◎七月四日
新竹林區管理處救國團新竹團委會於七

溪流生態的破壞。為維護溪流生態環境，行

月四日至九日共同合辦三梯次「世紀奇峰—

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九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邀

大霸群峰登山活動隊」，以鼓勵青年親近自

請各河川維護相關中央部會、國內車商業者

然、認識台灣高山之美、培養開闊胸襟宏觀

代表及越野吉普車隊、汽車雜誌等媒體記

視野，並藉由淨山活動，學習守護綠地，進

者，在林務局辦理一場「四驅車有效管理與

而養成敬重大自然，並將生態保育落實於生

生態環境永續利用」會議。由林務局局長顏

活中。

仁德主持，會議中各機關團體咸認，對於破

素有世紀奇峰美譽為的大霸尖山，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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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溪流野地駕駛與遊憩行為，造成台灣山林

壞溪流生態行為之取締工作，應依法規嚴格

3,492公尺。在專業的國家森林解說志工引導

執行。會議並確認「野地生態保育駕駛守則」

下，細數扁柏、紅檜、香杉及冷杉等森林及

條文，即日起推動。（林務局 劉瓊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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