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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把工程人員推下水了？

林務局國有林治理
「溪流生態環境教育推展工作坊」紀實
文圖 ｜李芝瑩
（斯創教育工作群執行長／通訊作者）
林佳青
（斯創教育工作群執行秘書）
盧居煒
（斯創教育工作群經理）
2019年11月18日《林務局－森活情報

如何在全面建立生態友善工作機制後，讓

【林務局把工程人員推下水？！】為題的

上的每一個環節中，都融入生態友善考

站》粉絲專頁（@twforest）上，一則以

貼文，吸引了為數不少的瀏覽。這篇紀錄
了林務局透過制定「國有林治理工程生態
友善機制手冊」、避免工程對敏感脆弱的
生態產生過大的衝擊之後，特別為國有林
治理工程人員量身打造了「溪流生態環境

教育推展工作坊」，藉由創意課程、實地
考察與調查學習，打破多數工程人和生態
人的專業背景平行線，除了增進工程人員
的生態知能，也讓工程人員透過第一手經

驗（First Hand Experience）重新認知生
態友善工作的意義、價值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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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至2020年間，林務局集水區治理

組與斯創教育工作群展開合作，一起思考

工程人員在體制、技術、價值觀等三面向
量。然而，因為國有林治理工程生態友善
機制推行時間尚不長，工程人員相對缺乏
生態相關學、經歷的養成，很難在工程前
期的設計規劃上考量生態衝擊，因此雖擁
有良好的立意、機制與規範，在執行工程
設計及施工過程仍有機會對環境生態與景
觀造成影響。加上社群媒體時代的來臨，
許多針對片面資訊的批評聲浪，或者因為
不同立場間的缺乏對話、互不了解而發出
的不平之鳴，都讓工程人員在致力於生態
友善的路上備受打擊。

這次，要將生態知能導入治理工程人員

的專業群體中，必須思惟當前相關社群所

誰把工程人員推下水了？

關切的種種治理議題，而且必須要能讓參與

向。

者「願意」投入工作坊，才能讓參與者「能

4. 透過互動式教學法，引導參與者在情境

將環境教育策略導入工程人員的生態知能

計畫執行團隊在經過一連串的現場訪查與

夠」接受新領域。

建構及公眾溝通的工作坊中，團隊掌握以下
四大原則進行課程設計：

1. 非單向式的知識或技能傳授，透過滾動
式學習讓參與者逐步累積、延伸經驗。

2. 透過野外調查課程活動，讓工程人員親

身體驗溪流之生命力，進而發展保護溪

3. 融入議題討論概念，設計專屬評估工
具，以不同角色的觀點詮釋溪流治理，

可以參與工作坊的最佳時間、地點，決定於
雙流國家森林遊樂區舉辦兩個場次、每場次

為期兩天的「溪流生態環境教育推展工作

坊」，以林務局集水區治理組、各林區管理
處治山課、林務局工程業務相關人士及合作
夥伴為主要受邀參與對象。同時除了讓工程
人員深化森林與溪流生態知能，更期待工程

人員未來能更有自信面對權益關係人的溝
通，因此將工作坊的目標設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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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參與者思考溪流治理應顧及之面

資料收集之後，依據工程人員在行政體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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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生態之價值觀。

中發想，並連結自己的體驗經驗。

6

16

◆ 增進工程人員生態知能
促使生態與工程對等溝通

找出現階段生態友
善機制執行之困難

彙整集水區治理
工程困難與挑戰

建構溪流生態
概念知能

溪流縱向及橫向
活動之生物調查
瞭解溪流聚落生
態多樣性

◆ 增進工程人員溝通技巧
強化與公眾之間之溝通

瞭解工程相關權益關係人
之思考及溝通技巧建立

藉由不同角色對
生態工程議題進
行換位思考

重新檢視思考生態友善工
程的設計與執行之重要性
及因應策略

集水區治理工程
困難與挑戰的重
新檢視與思考問
題解決策略

溪流生態環境教育推展工作坊四階段流程圖

1. 提升工程相關人員之生態知能，使其於

未來工程設計與規劃時具備生態友善思
維。

2. 深化生態友善機制的內涵與精神，以利
工程相關人員落實生態友善機制。

3. 增進工程相關人員的溝通技能，促進工

程相關人員與生態友善工程權益關係人
之對話。

為達到上述目的，工作坊以「創造及喚起

思考」、「第一手實地操作」、「換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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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對機制的了解與認同，經由四階段流程之
安排與操作，讓工程人員能從生態與地理的
角度來瞭解溪流環境，結合水文學、溪流生
態學、溪流穿越線調查、感官評估等多面向
知能，從經濟、生態與情感角度來思考及評
估生態友善溪流治理的價值，促進未來在各

項溪流治理工程中融入良善的生態保育設
計。

正式進入工作坊的四個學習階段前，計畫

及議題討論」、「反思與回饋」四階段流程

團隊設計「英雄所見大不同」遊戲作為暖

操作概念，透過活動、調查、實際感受、比

參與者運用網站平臺Kahoot進行快問快

來進行，在每個階段中，融入生態友善機制

TFJ

確保工作坊之趣味性與多元性，加深工程人

較與評估、說書分享、交流與回饋等設計，

身，由主持人依序呈現10張不同的照片，
答，在有限時間內表達參與者看到畫面的第

誰把工程人員推下水了？

一感受。參與者們在緊湊的遊戲過程中，可
體會對同一個畫面，在未經溝通與說明的狀
況下，每個人會有不同的解讀，藉此了解人
與人之間對相同事物看的角度不一定相同，

這也為了接下來要進行的換位思考埋下伏
筆。

任所產生的擔心及不安，正面情緒則是認
同、樂觀面對、願意承擔任務與責任。

表達情緒的同時，也引導參與者在便利貼

上，寫下個人於執行生態檢核工作實際面對
的最大難題，而這個難題是出現在治理工程
流程的哪一個階段。參與者反映出最大難題

【第一階段】
創造及喚起思考

出現在公眾參與與對外溝通的難處及陳情民
眾的不理性，還有整體制度上對政策內涵與

本階段讓參與者透過經驗分享、紓解情

目標的不夠清楚。

【第二階段】
第一手實地操作

緒，從切身的角度，彙整現階段在集水區治
理上執行生態友善機制的困難和挑戰。計畫
團隊透過創造情境，引導參與者回想對於執
行工程時所遇到的情形、困難等，並引導參
與者將所回想的情境分為情緒跟事件。

工作坊中運用情緒量表（Mood Meter），

呈現並統計工程人員在執行集水區治理生態
檢核業務過程中的情緒，兩梯次結果可發現
正面情緒跟負面情緒大概都是各半，負面情
緒主要來自於對於生態檢核工作的挑戰與責

該階段活動橫跨了第一天下午至第二天早

上的課程，讓參與者實地至溪流中體驗天然
溪流的群落生境多樣性，透過三個有趣的闖
關活動以及一個成果驗收型單元，讓參與者

以科學調查方法，利用不同的溪流調查工
具，有系統地在溪流環境裡（包含縱向及橫

向生物群落），認識天然野溪的溪流生態多
樣性，建構工程人員對溪流生物群動態的瞭

█ 第一梯次
█ 第二梯次

21%

33%

26%

11%

17%

42%

33%

█ 不愉快低能量情緒
█ 愉快高能量情緒
█ 愉快低能量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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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情緒量表調查結果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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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愉快高能量情緒

6

18

解，從生態系保護的觀點去思考生態友善機

種類的差異，同時利用調查結果，說明要維

生態評估的十項指標，讓參與者透過實地操

或營造河床底質的多樣性。

制，同時在各單元融入生態友善機制內進行
作，了解各項指標在生態上的意義，加深參
與者對機制的理解。

單元一：溪魚解密行動

本單元活動以了解溪流環境指標中的「水

深流速組合」、「湍瀨出現頻率」、「河道
水流狀態」為目的。第一梯次由彰化野鳥學
會理事李璟泓帶領，觀察溪流內不同水深、
流速、湍瀨情形的微棲地內會有哪些魚種，

盤中挑出小小的水生昆蟲也是十分有趣的經
驗！

單元三：溪流生態面面觀

本活動以了解溪流環境指標中的「堤岸植

性」為目的。活動設計是讓參與者透過繪製

而運用科技，利用水下攝影機，拍攝水下畫
面影片，讓參與者感受不同視野角度的溪流
生態，並且讓參與者體驗手拋網，瞭解生態
的調查方式。

單元二：底棲昆蟲大搜查

本單元活動是以了解溪流環境指標中的

「溪床基質多樣性」、「湍瀨出現頻率」、
「河床底質包埋度」中水生生物的分佈為目
的，運用底棲生物採集網調查溪流底層基質
上附著的底棲生物，並且比較天然礫石底質
與水泥漿砌的人工底質中，存在的底棲昆蟲

19

昆蟲以及特別的生存方式，同時在白色大水

察；第二梯次由臺中市野生動物保育學會研
遊樂區枯水期，難以表現不同棲地，因此轉

Dec

網，也是第一次知道石頭上有這麼多奇妙的

生保護」、「河岸植生帶寬度」、「溪床寬

究組組長林文隆帶領，因時為雙流國家森林

20
20

不少參與者表示這是第一次操作舒伯氏水

體認魚種與棲地環境選擇之關聯性，再提供

窺箱，讓參與者實際在不同棲地環境裡觀

TFJ

持良好的溪流生態，必須設法在工程中保留

度變化」、「縱向連結性」、「橫向連結
溪流斷面圖來了解天然河川的聚落生境組
成。講師帶領參與者們利用皮尺、竹竿來進

行測量，繪製該河段的溪流斷面圖，並請
參與者除了繪出溪流中具象的物種及景觀
外，也標示出在該空間中發生的自然現象
（例如：演替、食物鏈、碳循環、光合作用
等）。參與者們表示，雖然常接觸溪流斷面

圖，但鮮少實際親手繪製，透過親自的測
量，體驗到原來河床內微棲地的變化如此之
劇烈。

單元四：獵人競技場

獵人競技場是由參與者應用前階段所習得

的生態知能，嘗試自己選址，架設蝦籠陷阱

誰把工程人員推下水了？

與紅外線照相機，並且透過分組競賽，比賽

主動表達：若能讓權益關係人瞭解工程目

紅外線攝影機是否拍到動物等，以此來增加

的資訊落差，在透明的討論過程中達成雙方

內容包括蝦籠中捕捉到的生物種類數，以及
活動的趣味性，同時了解參與者在溪流調查
過程中的學習成效。等待過程中，夜間觀察
的現場，也發掘了受困於排水溝內雨傘節、
森林裡的飛鼠、會在林道積水處活動的蛙類
等，講師藉機與參與者一起討論常見的林道
或河岸設施，是如何影響生物的活動。一夜

的、參與工程討論，能降低生態與工程雙方
的共同目標。

【第三階段】
換位思考及議題討論
計畫團隊利用「鑽石排序」、「六頂思考

的等待，蝦籠分別獲得屏東馬口魚、臺灣石

帽」、「環境議題探討雙向評估表」三項工

的青睞，紅外線相機也記錄到了臺灣獼猴、

各要素，釐清價值觀，並透過情境設定，以

、粗糙沼蝦、太田樹蛙、多種螺類與水蠆

黃頭鷺、白鼻心等。

講師邀請各組分享器材擺設位置的挑選理

由，搭配講師說明生物特性，以及人工構造
物可能影響的生物行為，整合起參與者對於

生態的整體觀，同時也是讓參與者親近自
然、探索自然，營造與自然接觸的愉快經
驗，期待深化成參與者對於自然的關懷。

以上幾個單元都在兩位長期關懷公共工程

的生態專家－李璟泓與林文隆的引導下完
成。兩位專家的安排除了生態專業的考量，
更讓生態人與工程人在愉悅的環境下展開對
話，了解彼此的處境與考量，互相傳達共同
為生態友善工程努力的決心，也化解兩位專
時間的相處與對話過程中，參與的工程人員

換位思考的方式，共同討論、交流，分析、
評估各權益關係人的不同觀點。這幾項工具

的使用重點不在討論結果，而在討論的過
程。過程中為了達成小組共識，成員必須各
抒己見、交換想法、重新思考、達成共識，
既可操演公眾溝通技巧，也能再次體悟每個
不同個體的不同立場與思維。其設計精神與

內涵可以提供工程參與者們未來工程設計
前，與多方意見進行交流時，可以透過量性
工具之運用，避免單純情緒性的陳述，未來
可以延伸作為公共溝通時之使用。

【第四階段】
反思與回饋
在歷經第二與第三階段之後，工程人員充

實了友善生態工程的相關知能，練習以換位

台灣林林業業

家在社群媒體上令工程人生畏的形象。在長

具，讓工程人員檢視、排序生態檢核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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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來瞭解與工程相關權益關係人及生態

更有人員覺得「工程的價值應包含生命

保育人士之思維，促進工程人員之溝通技

的尊重，萬物皆有靈，沒有任何事情應該

視其在第一階段所提出之執行生態友善機

觀。

巧。計畫團隊帶領工程人員再次回顧與檢
制遭遇的困難和挑戰。

該階段的靈魂人物來自集水區治理組

長官們，承接前面三個階段的成效，王昭
堡組長起了非常大的帶動與鼓舞作用，除
了解答各林管處工程人員在執行上的問

凌駕別的生命」這樣的自然中心主義價值

工作坊結束前，計畫執行團隊透過開放

式問券，請參與者針對兩個面向提供回

饋。一是有關「參加本工作坊最大的受益
面向」，總整統計後可彙整為以下三點：

題，也再次闡明：「生態友善工程是世界

1. 體驗各種水生生物調查方法、親手繪

溝通是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資訊公開才

生態檢核文件中看到的生物，也更了

的潮流、進步的象徵，沒有回頭的可能；
能降低工程界與生態界之間的猜疑！」

再一次請參與者們在便條紙上寫下執行

生態友善機制的心情，並貼在情緒量表海

製溪流斷面圖等，能夠認識原本只在
解了溪流生命的豐富與生態的多樣
性，將來在工程上會更關心生態的維
持。

報上，可見到參與者們的情緒都轉向正面

2. 更能認同為野生動物進行友善工程設

滿足、享受於自身的工作，雖然有挑戰但

且有創意的工作，有時解決問題的方

情緒，整理參與者的心情，大多數都表示
樂於接受也更有目標。

計的價值，同時生態工法是一種靈活
法不一定非常困難，一根樹枝也能解
決野生動物的難題。

█ 第一梯次
█ 第二梯次
█ 不愉快高能量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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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第二次情緒量表調查結果

7%

23%

29%

71%

64%

█ 不愉快低能量情緒
█ 愉快高能量情緒
█ 愉快低能量情緒

誰把工程人員推下水了？

3. 從工作坊的逐步推演中發現，NGO團體

並不可怕，也更瞭解生態人的想法，並
且認同溝通的重要性。唯有促進生態人
與工程人的溝通，才能縮小兩者之間的
認知差距。

二是有關「對未來培訓主題的期待面

向」，綜合兩梯次的結果，參與者們表示未
來可朝以下三方面精進：

1. 更進階的生態友善工法研討：想要更進

一步了解生態友善工程的設計，如何根

小結

究竟是「誰把工程人員推下水了」？事實

據不同的需求以及動物的習性來做合適

上是林務局把自己人推下水！自己把自己推

場實際操作的機會。

顯的，是林務局國有林治理工程人員願意突

的設計，瞭解各種案例，也希望能有現

2. 更進一步了解生態：生態友善工程沒有

絕對正確的設計方式，所有的工程設計
都基於對生態、野生動植物的了解，因
此也有許多參與者提出希望能更精進生
態知識、動物行為與人類遊憩的需求，

下水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這番作為所能凸
破現狀、力求改變的決心。要以一場工作坊
或一年期的計畫來解決所有挑戰是不可能的
事情，但一次的創新作為可以成為重要的開
端，或者看見另一種引導改變的契機。

以斯創教育工作群的環境教育背景來回顧

以及瞭解更多調查、觀察的技巧，期待

這個歷程，也回想兩場工作坊後工程人員給

符合人與自然的需求。

態檢核的努力方向產生更大的信心，更期待

在未來的工程設計上能有更多的創意，

3. 生態與工程雙方溝通：良好的生態工程

是否成功，端看對在地環境的了解，因
士、各NGO、民眾、跨機關等溝通技
巧，達到與權利關係人達成共識，讓群

日在雙流的動力與動能，在生態友善工程推
動的路上勇往直前，只要是真正經得起考驗
的環境友善作為，時間最後都能證明曾經的
努力，而工程現場恢復的生機，都將是擇善
固執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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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期期

眾瞭解，成就成功的公共工程。

這群與我們一起下水的工程人員們能永保那

台灣林林業業

此同仁也提出希望能增進工程、生態人

予的回饋與溫度，讓我們對臺灣溪流治理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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