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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構景的美學原則
文■林文鎮■國立中興大學森林系前兼任教授
黃博淵■林務局台東林區管理處前處長（通訊作者）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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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生活中實踐，冀能更發掘其奧秘，以豐

本文係為響應「台灣林業」期刊增闢

富人生，並能普及大眾，使社會更祥和健

「森林文化與文化林業」專欄而作。文鎮從

康。屆此建國百年植樹節撰文祝賀外，亦可

事林業工作由大學畢業迄今，浸習研究森林

供平地景觀造林園構建參考。

美學歷經二十餘載。時今有感森林專業人員

森林構景的美學原則源自園林之美學

對森林美學之學問漠視，未能深入了解及普

（林文鎮，1993）構景原則是綜合園林構景

及大眾，深以為憾！是而以活到老學到老，

學者大家所公認為「美的」共同條件而形

豐富人生為宗旨，成立森林美學會、研習及

成。雖各學者稱謂有異，但指的是同樣的東

傳遞森林美學。其成員有黃博淵（前林務局

西；有稱「美感法則」（陸韜，1989）、

森林育樂組組長、台東林區管理處處長）、

「園林藝術造型原則」（余樹勛，1989）、

林文珍（前羅東林區管理處處長）、李遠欽

「美學的基本原則」（林進益，1991）、

（前農業委員會林業處副處長）、賴建興

「形式美規律」（周鴻等，1993）。為學習

（前農業委員會林業處處長、屏東、花蓮林

者易懂，簡明統稱為「園林構景的美學原

區管理處處長）、郭武盛（前林務局林政管

則」，並將原則歸納為十項：統一、單純、

理組組長、花蓮、新竹林區管理處處長）、

反覆、漸層、韻律、對稱、均衡、對比、調

鍾文毅（前林務局技正、新竹林區管理處副

和、比例等。而森林較園林更接近大自然環

處長）、鄭麗華（登山健行會會員）、黃淑

境，生態更豐富且具多複雜變化，更應注重

華（台北農產運銷公司資訊部經理）、黃韻

與大自然間互動調合，以及講求森林多元功

庭（前台大醫院院長特助）、陳忠男（前台

能，其永續經營亦需多師法自然界規律。而

北農產運銷公司主任秘書）等，對森林美學

參擇園林構景的美學原則中的單純、變化、

有興趣者共同學習及實地體驗，以期學員能

漸層、韻律、對比、調和等六項，加上森林

更深層的認識，並能以森林美學之原理溶入

環境特有性之構景美學原則項目：開闊、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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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樹態、成熟、季節感、動態等十二項，定

樣變化引人入勝。針葉樹林之被壓木應予清

調為森林構景的美學原則。

除，以免視覺污染，並保林內適度空間，讓
留存木健康成長，維持樹態景觀。混合林亦

二、森林構景的美學原則

可構建景觀林，依其林木收獲（經濟收入）

（一）單純

多少、建造散木區、疏林區、密林區，依其

又稱簡明或簡潔。單純林由單一樹種建
造，其林相整齊、單調、無華，其景觀屬施業

利用土地形態構建不同景觀。

（三）漸層

之美。藉施業技術：間伐、疏伐、打技、施

園林構景之一，亦應用在景緻林之空隙

肥、病蟲害防治、視覺障礙木清除等作為；最

地景觀營造。將同形、同色、同類物體加以

好以單株個別施工，單株健康、青翠蒼綠，才

一層一層的漸次變化，形狀由大而漸小或由

有群體整體整齊林相之美感。照片1中為柳杉

小而漸大，彩色由濃而漸淡而濃。照片3中漸

造林木，雖同一時間栽植，但直徑差異大，無

層色由灰白而深綠而紅紫，植栽的素材有草

形中給人的美感就減少許。要建造成景緻林景

本及木本共有6種，為快速道環境美栽植設

觀，需以施業技術營造。森林林木要疏開時應

計，其設計配合快速道開車車速，而有清晰

儘量排除視覺的障礙，以減低視覺污染。

（二）變化
又稱多樣性。照片2為混合林，原於天然
闊葉樹林中經以人工栽植柳杉針葉樹林，為人
工、天然混合林，兼有施業及自然混合之美。
其樹態、樹冠、色彩、結構都呈現變化亦為多
樣植被之美感，針、闊葉族塊在變化中有統
一，統一族塊中有變化，是亂中有序的美。在
景觀構景上以營造異年齡林及複層林，導致多

▲照片1

溪頭營林區。（攝影／黃博淵）

▲照片2

日本唇口溫泉龍閣後山。（攝影／黃博淵）

▲照片3

新北市新店區環南快速道。（攝影／黃博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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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間影像，引目注視，產生開車賞景的美感。
其設計頗能顧及開車安全，沿線白線警告幅度
很寬。漸層給人的感覺除景美外有輕快生動之
感。漸層在森林構景上盡量利用開闊之空地，
以不同綠色之其他色彩皆可營造，可清除單調
之全面綠色。

（四）韻律
又稱節奏或律動。營造植栽高、矮、顏
色光度、彩色鮮豔之重複出現、搭配，使景緻
在感覺有節奏、起伏，且有規律舒適快感。照
片4景像連續不斷交替出現，猶如播放輕音
樂，輕鬆而愉快。經常開車經過此段「花園城
市」時，很自然減速慢行，欣賞韻律之美感。
在森林構景中以小溪流流聲潺潺起伏，形成悅
耳的韻律，使人迷醉。

（五）對比
又稱對照，照片5中大小不同柳杉造林木
對比，左前有大直徑生立木，胸高直徑大概有
五、六十公分，該木右邊有小徑生立木，胸高
直徑十幾公分，形成大小胸徑之對比。其高度
亦有顯著差異，亦成對比。一般視覺上對比較
被應用在顏色色相之對比。如紅、藍對比、紅

▲照片5

溪頭自然教育園區。（攝影／黃博淵）

紫與黃綠對比，讓人的感覺是鮮明、突出而
有活力。在對比的森林景觀構景，在綠林中
植物之葉、花、果有鮮明色彩，如紅（紅
葉）、黃（無患子）、白（油桐花）等樹種
增加綠景中顯著色彩的美感。

（六）調和
照片5中的小木屋在色相同系列的柳杉林
中有相互調和之感，沒有視覺感覺不過，看
起來很順暢溫和。小木屋屋後淺綠及展前
綠，而木屋亦非紅、紅紫、橙色，在色彩上
覺得很調和。照片5右下角紫色的葉片與木色
無對比的現像；整體而言雖有些差異們仍有
融合之美感，有調和的景像。森林構景中要
營造調和景像應與林內環境相互配合，有如
小溪流邊闢建小徑步道迂迴地伴隨，使人感
覺水、徑，非常調和，此種景像日本之林地
營造很多。在林中闢建小徑儘量利用現場之
素材，人工材料避免使用，否則會破壞調和
景像。總之，與環境不協調物體引進會產生
不調和之景像，應調適山林意境，保持自然
調和景像。

▲照片4

68

新北市新店區環南快速道。（攝影／黃博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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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開闊

美感獨幟一格與眾不同，為森林副產物自然

森林中因傳統林業經營以木材利用為目

景觀的景像。為讚美美麗的菅芒花白色變紅

的，以致造林上未考慮景緻林營造，因之有太

的花美，台語有一流行歌曲名叫「菅芒」歌

多封閉型景觀，營造開闊地景為森林構景上必

頌她。花色之變化成焦點景觀。菅芒花通常

須重視原則。在森林構景作為上必須整理林

可做藝術插花的素材，其幹莖可作工寮頂

相，儘量展現開闊的森林大景觀，引導遊客擴

蓋，用途很廣。

展視野及胸懷。在施業中避免造成視覺障礙，

（九）樹態

導致影響景觀的美感。步道沿線眺望據點周圍

日本神宮開建時由日本各地蒐集幾百種

林相至少二、三方向，必須刻意整理成開闊型

的闊葉數在此栽植，闊葉樹成為園林構景的

景觀，使遊客欣賞稀朗疏開之美。照片6園林

特色。照片8主樹冠雄偉、寬闊，使人見而肅

開闊景像配合相當使人感覺開懷的心倩，見景

然起敬，它具有人工、天然、人文之美，非

有忘憂之感。開闊景觀全景三分之二，開闊度

常吸引遊客注意觀賞，為特徵型景觀。另經

充足，湖邊景緻一覽無礙，美景不勝收。

人工雕塑成各種不同樹態亦屬之。在森林景

（八）焦點
森林內有一些主題景物如溪流、瀑布
⋯⋯，森林外如日出、日落、晚霞等等皆為焦
點景觀。瀑布之誘目是水流由高處傾洩而下，
雄偉氣勢懾人心魄，成為主景焦點景像。洩下
的流水潺潺而流其流聲有節奏感，有韻律感。
照片7上主題景物是「菅芒」花，在森林邊緣
沿溪岸，長滿白茫茫的菅芒，到中秋前後白色
菅芒的花簇漸漸變紅，形成一片無際花紅，其

▲照片7

翡翠水庫。（攝影／黃博淵）

▲照片6

▲照片8

日本明治神宮。（攝影／李遠欽）

日本金澤兼六園。（攝影／黃博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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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上在寬敞的空間中可營造展現天然美直立

度，在森林中活動的生物很多，森林構景應

高聳蒼勁壯觀的優勢型樹木成為特徵型景觀

利用此特性營造森林動態美的景觀。如東眼

據點；如大雪山森林遊樂區之雪山神木為遊

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栽植很多楊梅樹，其果實

客必前往瞻仰的據點。

吸引很多鳥類來覓食，使鳥類在林間活動頻

（十）成熟

繁，美妙的鳥語是動態美的展現。照片10上

林木有生命週期由成長期經成熟期到衰

之鸚鵡園鸚鵡，平常都不在園內活動生活，

退期，各期都有其期限，各樹種皆不同。一般

而在午間定時前來覓食才有造訪景觀，其景

林業施業所推定的輪伐期（經濟樹齡）即達成

在爭食溫飽後，優閒枝頭，談情說愛，詩意

熟期，即可伐採利用。營林作業除保護工作

美感的景便消失無蹤，明天屆時再見。

外，其他施業便停止。但有例外，景緻林營林
作業至衰亡為止；越老越能突顯特殊風格，越

三、結論

能發揮成熟美及個性美，亦越有價值。成為焦

（一）森林構景的美學原則，文鎮綜合

點型或特徵型景觀。如前阿里山神木人人皆

森林環境與特性而形成，為普及大眾，以簡

知。當樹木老到讓人們起敬當神明膜拜時還
可成為鄉土文化資產。在森林構景上可提高
樹林或人工林更新期，增加成熟度，增加景
觀價值。

（十一）季節感
四季時序轉換有一定的規律，自然形
成。有的地方四季分明，有的地方不明顯。
我國處於亞熱帶，山區以綠為基調，單調缺
乏顏色的變化，景緻之建構須借林木之葉、

▲照片9

溪頭自然教育園區。（攝影／黃博淵）

花、果等顏色鮮艷及變化，引遊客注意，如
紅、黃、白等醒目樹種做為季節性的美感搭
配凸顯四季美特性，使常年四季皆有美景觀
賞。照片9為溪頭自然教育園區之銀杏造林
地，其四季變化分明，春綠、夏深綠、秋
黃、冬落葉為該區季節感代表性樹種。森林
構景四季感必須慎選栽植樹種。

（十二）動態
台灣是森林生態非常豐富、繁雜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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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0

澳洲鸚鵡園。（攝影／黃博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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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化，冀期應用能靈活建構吸引大眾耳目欣賞

「時間性」（據辭海解為：事物在某一時間

構景為目標，俾能溶入生活豐富人生的效果。

內最有價值，遇時則無足珍貴，這種特性稱

（二）美學是透過五官美感形成，視

為時間性）影響頗大。如螢火蟲星星閃爍美

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及意識覺各有特

景（中興大學惠蓀林場）只有在某季節之夜

殊美感產生，其比例為視覺87％、聽覺7％、

晚才有此景觀，才有美感之享受。又其他如

嗅覺3.5％、觸覺1.5％、味覺1％（L.L.

晚霞、日出、日落、潮起、潮落等等都有時

Fish,1972）。森林構景在主觀構景上易以視

間性，在美學原則項所提動感圖中其景像亦

覺為主角，實際亦是影響最大但容易疏忽配角

定時呈現，過時美景消失無蹤。因此四季感

（聽、嗅、味、觸）搭配。美麗景緻亦需有鳥

中宜加「時間性」為妥，亦為美學會學習過

語、花香、氣鮮、味美等相互扶持參與才較為

程中之成效之一。

完美。森林美好環境給人觀感有單式或複式，

（四）森林文化涵蓋了森林與人生，森

當然以複式官感構景較能獲最大、舒適、享受

林在社會上、文化上所扮演的角色涵森林景

與滿足。

觀、森林美學、民眾的森林觀等等。

（三）森林構景的美學原則，四季感中

（五）台灣的「文化林業」具有絕佳潛

美學提建議，似應須有「時間性」，四季時序

力，並充滿希望。我林業人期望開創宏益，

中只描述四季變化而在時間上每天24小時之

奉獻全國民眾，提昇社會、經濟、文化水

間景觀都在變化且變化無窮。景緻之構成亦受

平，並有助發展森林育樂等。

（圖片／高遠文化

攝影／游忠霖）

Vol.37 No.1 ■ 2011.02

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