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枯立倒木 ‧ 環境保育 ‧ 森林遊樂
儘管當時舒偉烈在軍校聯招方面也考了空軍機校，但

定，負責調查的技術員及監工約三人左右，但至少要聘十

衡酌興趣，以及未來的待遇後，他還是選擇了自己鍾情的
森林科。因為父親於民國四十八年腦溢血去世，所以舒偉
烈就讀時，是屬於遺族子女，政府有發生活補助金，且學
雜費全免，而他又在圖書館內刻鋼板打工，學校生活勉強
可以應付。畢業後回臺南，服完預官役後，在慈幼中學找
到生物老師的工作，期間他還去師大生物系讀了一學期，
修滿二十個遺傳學及普通動物、植物學的學分，使自己具
備正式教師任用資格。

位原住民同行，請他們負責背糧食器具、開路與炊煮伙食。
而在測量伐區時，必須爬到山頂，尋找三角點，當時又沒
有 GPS，一趟測量下來，到資料上報將近要兩個月時間，
可說相當不容易。

執教數年後，舒偉烈因嚮往山林生活，正思考換工作，
此時，一位住在臺南、陸軍上校退役的老鄰居，在森林開
發處擔任輔導員，引介他至森林開發處與副處長姚鶴年見
面，相談甚歡，於是他寄履歷向輔導會申請，通過後在
六十二年四月來到森林開發處。第一天他到大甲溪工作區
報到，主任見他沒有實務經驗，便讓他先至環山監工站去
適應環境。當時他是技術助理員，但卻連紅檜和扁柏都分
不清楚，被監工站一位技術員奚落，且不願教他相關常識。
這段經過舒偉烈刻骨銘心，「後來我從不以這種態度對待
新進人員，凡事一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傾其所有對後
進傳授知識，以免他們再遭受我這種痛苦。」
回到大甲溪工作區後，舒偉烈承辦伐木二次作業，範
圍涵蓋大禹嶺、佳陽及環山部落，接著還承作林木伐採附
屬作業（設置集材架線機具及工寮設計等）。而執行「每
木調查」工作更是艱辛難忘。因為擇定小面積的伐區配置，
與稜線溪谷的位置都得依據現場實測及參考航測圖來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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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每木調查外，舒烈還辦過育苗造林，一直到六十四
年四月，彭令豐處長電召他下山，要他接任處長辦公室行
政官，他在辦公室處理行政業務一年多，靜極思動，剛巧
高速公路植樹小組的組長出缺，在處長同意之下，他接任
這項職務。並代表森林開發處與高公局議價，當時的權限
是一次發包，且有百分之三十的工程預付金，因此，他順
利承包基隆到鳳山高速公路全線（除臺北到中壢段外）的
中央分隔島景觀植栽工程。
「當初高速公路中央分隔島的景觀樹種規劃是極具理
想性的，希望用路人看到某樣樹種，就知道自己已經來到
什麼地方，但實際執行上還是有些困難需克服。」舒偉烈
說，中央分隔島的樹種還是有高不能超過一米五，樹冠兩
邊延展不得超過三米，枝葉須可抵擋對向來車的眩光，以
及避免產生花粉過敏的樹種等限制，因此開發處可說是邊
做邊實驗，還須隨時淘汰一些當初感覺不錯，但最後卻無
法適應的樹種，這也使得樹種不斷翻新，待全線通車後，
再執行邊坡作業。當時植樹小組甚至向彰化農場租借一塊
地，在臺中大雅地區成立一個專供高速公路景觀樹種使用
的苗圃，以接近高速公路分隔島的立地環境，大幅提高樹
種的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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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階段性工作完成後，高速公路植樹小組便劃歸到林

境。舒偉烈於七十一

業工作隊，舒偉烈也隨小組一起調了過去。當時林業工作
隊向外承包林務局的造林工作。由於包到臺東綠島的造林
工程，因為環境不佳，沒人有意願前往，彭令豐處長又找
舒偉烈談，他一口答應這項工作。民國六十九年，他和一
位監工，以及當地約二十人左右，大半是榮民的林業工作
隊分隊，展開了綠島全島的造林工作。當時的樹種泰半為
木麻黃及臺東龍眼，其中木麻黃又屬於先驅樹種，主要用
於防風，他們的足跡踏遍了綠島總共十六平方公里的土地，
造林績效也獲得林務局長及省議員的讚賞。

年六月至七十三年，
在 當 地 待 了 二 年，
七十七年七月二度前
往，一直到八十四年
計畫結束為止，整個
「泰王山地計畫」前
後共計執行十三年，
而舒偉烈在泰國工作
民國八十年四月十八日舒偉烈指導泰國學生造
超過九年，他將臺灣
林
的樹種及竹類，推廣
到當地二十幾個工作站，辛勤的付出，可謂居功厥偉。

民國七十年十二月時，輔導會規劃推動「泰王山地計
畫」，協助泰國拓展農業耕地及改善山民生活，於是派蔡
鐘鎰主任、郭寶章教授及舒偉烈前往泰國先行考察，規劃
設置安康農
場， 種 植 果
樹 及 菜 蔬，
建造蓄水池
，解決水源
不 足 問 題，
且推展造林
計 畫， 克 服
當地泰緬邊
界以燒墾所
造成森林不
足，無法涵 民國七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第四任主任委員鄭為元（左二），隨同
養水源的困 泰王蒲美隆陛下（右二）訪問泰北安康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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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自己父親是榮民，舒偉烈在森保處許多現場的合
作伙伴也都是榮民，對於榮民，他有一份難以言喻的情感
。這麼多年的近身觀

民國八十年十二月二十日泰國王后視察泰王山
地計畫之成果展示，左二為舒偉烈。

察，他認為輔導會榮
民的工作態度，除了
勤快、賣力、認真外
，就是腳踏實地，他
舉一個實際的例子說
，當初榮民上山造林
，不論是從林道下溪
谷，或是一路往上到
稜線，所有的角落，
樹苗均須栽植，不得
有遺漏。榮民將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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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株地種下，是否每個點都有種到，當時其實看不出來
，這必須要許多年後，等樹木長高長大後才能知道。「棲
蘭山現在有好多塊柳杉造林地，整個看過去，密密麻麻如
此整齊，這就是經過時間驗證後，當初榮民弟兄們腳踏實
地的最直接證據。」
一直到九十三年退休為止，舒偉烈在森保處服務超過
三十一年，幾乎各式各樣的工作他都曾經接手過，無論是
伐木、育苗、造林、監工、樹種調查、林區現場測繪、行
政業務、工程外包、援外計畫、生產、企劃等，「做什麼
像什麼」，是他對自己基本的要求，對於這點，他自覺無
愧於森保處，同時也認為森林保育處這半個多世紀來，對
於森林開發保育工作的成效有目共睹，身為其中一員，他
也與有榮焉，期許未來不論組織改造的走向如何，森保處
同仁都能將前輩們這份認真努力的精神持續傳承下去。

民國八十年代招待原住民代表參觀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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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五年左右棲蘭山工作區主任舒偉烈（中上方說明者）
為來賓簡報

民國八十五年左右棲蘭山工作區主任舒偉烈為來賓介紹保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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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王山地計畫
計畫對於泰我雙方皆有著深遠的影響，這可由四十年
來泰國皇室成員始終不斷來臺與輔導會進行農業技術的訪
問與交流就可以看出。這其中郭寶章教授、簡連春及舒偉
烈同仁就曾代表本處提供技術支援，甚至長時間離鄉背井
為他們做現地的協助與指導。
事實上，一九七０年代泰國北部山區原未開發，除土
著外，有雲南、貴州、廣西的移民，更有從大陸撤退的國
軍袍澤，生計相當艱辛。透過此計畫的推動，協助泰方，
也幫了自家人。同樣重要的是，以高經濟價值之農作物取
代罌粟為全人類除害造福，更是普獲國際社會的重視與肯
定。民國七十七年「泰王山地計畫」榮獲「麥克賽賽國際
合作獎」，勢足以證明其成效之恢宏與廣闊。

民國八十三年參訪泰國森林苗圃

全案從民國六十二年正式執行，從清邁省安康、大浦
示範區，遍及泰北五省偏遠山區，裁植含括水果、蔬菜、
茶葉、花卉、林木等，更有為數眾多的研究場及推廣站；
四十多年的深耕勤耘，泰北山區可謂煥然一新。

泰王山地計畫部
分成員，右一舒
偉烈，右二簡連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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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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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常開的樂觀個性，讓她看起來至少比實際年齡還要年輕

郭中端
設計師
民國一０三年八月二十一
日郭中端老師於辦公室受
訪 時， 展 示 於 八 十 七 年
十一月因本案獲頒內政部
營建署「第一屆全國優良
園景獎—公園及廣場類優

十歲以上。當年在臺灣唸的是建築規劃，二十一歲大學畢
業後，她就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碩士，繼續浸淫在自
己喜愛的建築設計這塊領域之中，在讀博士時更將涉獵範
圍擴及都市建設工學、水環境研究、臺灣近代建築史研究
等等，這也使得她的博士學位拖了十年才拿到。不過，她
始終記得日本老師在課堂上所說過的話，「建築必須與環
境及景觀搭配；建築蓋好就算完成，但一片景觀要被人接
受需十年，而建築與景觀要融合成為風景的一部分，則需
百年。」

等獎」獎牌。

從淡水紅樹林三十一層景觀大樓外望，朝西北可遠眺
淡海，往南則能俯瞰淡水河由大屯及觀音兩山夾峙中穿越
而過，視野絕佳，觀之令人心胸開闊，無比舒暢。午後的
日光透過陽臺沿廊上散種的疏竹斜斜灑入室內，中冶環境
造形顧問有限公司的負責人郭中端老師，在婆娑搖曳竹影
中，翻著八十年初於明池森林遊樂區進行園區施工時的照
片，訴說著二十多年前，自己計畫為明池這方秀麗山水打
造絕俗美景的雄心壯志。事實上，明池森林遊樂區中園林
與山光水色的完美融合，早已成為遊客及文人雅士口中嘖
嘖稱賞的美麗傳奇。
明池森林遊樂區規劃的幕後推手郭中端，是在政府遷
臺的三十八年出生，但說起話來慢條斯理、不慍不火，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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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中端學成返國後，便與一些同學及學長共同在建築
設計的領域嶄露頭角。民國八十年左右，她正與日本工作
團隊負責宜蘭冬山河景觀整治的規劃案，因此認識了觀光
局的江惠珍技正，由於當時森林開發處對於棲蘭及明池森
林遊樂區施工設計規劃不滿意，江技正覺得剛好她人在宜
蘭，便希望她能上山看看。與江技正上山訪視明池的經過，
郭中端記得很清楚，因為當時的柏油路面只通到臺七線百
韜橋，再右轉向上往明池的二十多公里，全部都還是碎石
子路，顛簸不平的搖晃路面，讓她印象深刻。
其實在訪視之前，郭中端曾經去過明池一次，當時現
在水池的所在地還是一片濕地，整個景觀讓郭中端相當震
撼，就如同她在日本時，所看到的尾瀨高山濕地一般，美
麗天成的景緻令人難以忘懷。但在郭中端接手明池遊樂區
規劃設計前，已經有一個景觀團隊在施工，當時在山上挖
了一個方形池子，池中也有一個不規則形狀的小島，外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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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步道。由於前人已有規劃，通住遊樂區的道路其實並

當時森林開發處請來負責棲蘭遊樂區規劃的兩位技師，對

不好走，碰到下雨，還可能發生土石流及坍方，加上她的
日本團隊也沒有意願，因此郭中端其實並不想接下這個案
子。她告訴江技正，還是請原來的設計者繼續做就好，不
料，江技正義正辭嚴的告訴她，杮子不能只挑軟的吃，該
付出的就應該付出。衝著江技正這句話，郭中端毅然接下
了這個案子。

郭中端開玩笑說，接下明池的工程後，應該可以換一輛新
的裕隆車，而最後因為常跑山路的關係，連那輛舊裕隆車
也報廢了。

由於在執行冬山河規劃案時，當時的宜蘭縣長陳定南
曾經撥給郭中端團隊一部沒有牌的福特手排車，後來團隊
人多了，他們又買了一部二手的裕隆車，郭中端便開著這
部裕隆車山上山下跑，她只記得車子的後保險槓，受不了
山路的顛簸而脫落，她只好用繩子綁起保險槓，繼續上路。

接手明池森林遊樂區設計規劃案後，郭中端還是按照
自己的想法，將原本的設計做了許多變更，首先是在方形
池的中間，再加兩個小島，以透過視野變更的方式，打破
原本方形的格局；此外，水池後方原本栽植的柳杉林，因
為颱風來襲時倒了不少，她便利用樹倒下的方向，使其成
為自然的步道，這樣就不必再砍樹；而她當時最想做的是
一條在樹上方、可看樹林頂端的空中步道，另一條則是自
下方穿行的步道，但後來因種種顧慮，開發處沒有同意，
但她仍然設計成依著地形斜坡盤旋往
復向上的步道。
對於方形水池並不滿意的郭中
端，除了想辦法要改變水池的形狀，
也希望藉著因為明池山莊的興建，而
導致水池水源不夠的現況，她將水池
後 方 的 淺 灘 地， 讓 其 自 然 形 成 為 濕
地，另一端則興建為戶外劇場；當時，
施工團隊在這片濕地上種滿了水仙，
那年元旦，郭中端首次上山監工時，
剛好因為天氣寒冷而下雪，濕地上的
水仙全部盛開，六瓣粉白花葉中裹嫰
黃花冠，那完全充塞於視野內的空靈

明池設計理念及特色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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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朵，在整片銀白色世界襯托下展現的美麗景緻，讓自己
猶如置身於人間仙境中的絕美畫面，郭中端永生難忘。

後來在進行水池施工時，從池中挖出不少枯倒木，郭
中端便起心動念利用山上的石頭及水池中枯木，置放成有
如中國山水畫中筆架山的模式，當枯木及山石立起來後，
因為周邊的集水井在景觀上很不搭調，所以又在集水井上
再建些觀景平臺及亭子，以美化現場環境。此外，原本池
子的規劃設計是要讓遊客能夠划船泛舟，若欲如此，池子
必須要挖到三米深，郭中端認為這樣是破壞現地生態環境，
因此，最後仍然是回到原本的池子及濕地形態。

全區配置圖

現在明池遊樂區內幾項最主要的觀光設施，包括靜
石園、慈園、蕨園、水琴窟與遊客服務區等，其中最具特
色的便是靜
石園與水琴
窟。 郭 中 端
說， 當 初 在
進行園區整

要執行景觀設計案，必須實施第一線的現地測繪，郭
中端找了在日本的一位學長以及公司裏的幾位男性部屬，
帶著木製平板儀，即進入山區進行三角測繪。「那個時候
還沒有 GPS，隨身電腦設備也缺乏，所以我們還是用最基
本的測繪方式執行本案。」她記得當時在離明池下方約一
公里處，有一處救國團的房舍，她和同事便住在那兒，一
住就是幾個星期，買了開山刀、長雨靴等配備，大家就上
山開始測繪地形。「因為救國團房舍無法生火煮飯，我們
當時就搭明池苗圃的伙，阿巴桑煮好了飯，就敲三角鋼筋，

體規劃設計
時， 一 位 學
長 說， 此 地
與日本京都
某 處 庭 園，
在氣候與地
靜石園一景
形上極為相
似，但她認為，京都主要是仿中國唐朝時的宮庭庭園風格，
所以希望明池能夠與日式庭園有所差異。而她小時候去過
阿里山，也想讓明池與阿里山擁有不同面貌。而當時臺灣

噹噹噹聲音一響，我們再過去吃飯。」

只有園藝系，沒有所謂的景觀系，課堂上討論的也僅有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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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枯立倒木 ‧ 環境保育 ‧ 森林遊樂
州式庭園，她期許自己能打造出更早期、更自然的中國古

橫及北橫時，原始工法如今都已不復見，臺七線在山區的

代庭園風格，而非明清時代的人工園景。

少數路段，應該要保留當初的施工工法與其原始樣貌，不
應再進行拓寬，同時也希望這個區域的自然生態環境能夠
由此被保留下來。

於是郭中端想到從古代典籍中尋找靈感，她在翻看中
國歷代古畫時，看到了元朝黃公望所繪，被譽為山水畫神
品的「富春山居圖」，立即被畫中的山水景觀所吸引，認
為可以做打
造明池庭園
的 參 考。 因
此， 後 來 不
論是山上的
兩座慈孝亭
與 陶 然 亭，
瀑布下方的
枯 山 水， 以
及靜石園與
水 琴 窟， 都
揉合了中國
古代山水及日式景觀設計的幽雅精緻、閒適怡情風格。為
求景觀統一，原本設計團隊想協調，夾在園區上下景觀中
間的明池派出所搬遷，但始終無法如願，最後也只好自費
替派出所施工，更換傾斜式屋頂，以維持園區整體景觀風
格。
明池時雨亭

對於環境景觀及自然生態始終關懷的郭中端提到，多
年前，相關單位準備將明池通往西村、巴陵與榮華水庫的
路拓寬成兩線道，她持反對意見，因為當初開通中橫、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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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明池優雅的山光水色，森林保育處還曾舉辦過曲
水流觴宴等盛會，深獲文人雅士推崇，而歷來的遊客對此
處也是讚賞有加，別有創新的成功設計及規劃，也使郭中
端在八十七年十一月，獲得內政部營建署所頒發的「第一
屆全國優良園景獎－
公園及廣場類優等
獎」，由內政部長黃主
文親自頒獎。郭中端認
為，能夠獲獎，是對自
己作品的肯定，但她最
在意的是，如此優美的
山林景觀，要由所有人
來共同維持，人類美好
的生活環境也不應被
恣意破壞，這也是她從
事景觀設計的初衷。

由慈孝亭遠眺明池湖
原 湖 景， 攝 於 民 國
八十三年三月四日。

139

承傳
續為森林永續經營生態系深耕勤耘

承傳──續為森林永續經營生態系深耕勤耘
生之家長大，因此，柯富明報考的是丙組（當年大學聯考

柯富明
輔導會第四處
處長

區分為甲、乙、丙、丁四組，甲組為理工科，乙組為文科，
丙組是生醫，丁組則為會統。）「但事實上醫學系我只有
填了前面幾個志願而已」，考試成績公布，他的分數屬於
中上，雖然排名在較前的醫科沒機會，但還是上了農科榜
首的臺大森林系。

民國一０三年九月二十三
日柯富明處長於臺北受訪

身材清癯略瘦的
柯富明，坐在位於仁
愛路靜僻巷弄中住家
的客廳裏，與訪賓閒
話督導森林保育處的
經過。他臉上戴著細
框金屬眼鏡、說話語調輕柔緩慢，渾身散發著一股文人書
卷氣，不過，在提到與森林有關的話題時，鏡片後的眼睛
便散射出炯炯有神的光芒，即使已經由管轄森林保育處的
輔導會退休八年之久，但對於森林的關注與熱愛之情卻不
曾稍減。「退休後，會裏關於森林保育的一些評鑑工作，
仍然會請我參與，我也常有機會再回到山上去。」懷抱著
一股恨鐵不成鋼的心情，柯富明持續投注熱情在這個他曾
經結緣了超過十年以上的單位，希望森林保育處能夠懷抱
理想、永續經營。
在政府播遷來臺前一年出生的柯富明，老家在山城九
份，由於父親在當地算是小有名氣的醫生，所以家境還算
殷實。大學聯考時，因為父親的希望，加上自己從小在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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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之前對於森林沒有太多概念，但讀了森林系
之後，覺得森林真的很不錯。」柯富明在讀書時的臺大森
林系主任是陳昭明教授，他在德國深造，且是首位將森林
遊樂理念帶回國內的學者。柯富明在臺大森林系及森林研
究所都是受教於陳昭明老師，因此，儘管六０年代初期，
國內對於觀光旅遊還不是很重視，但他所學已經開風氣之
先。
臺大森林研究所畢業後，柯富明服完兩年兵役，又擔
任陳昭明教授半年多的助理，協助臺北市內湖地區的研究
規劃案，因而認識了觀光局負責規劃的組長，而陳教授也
在六十四年，推薦柯富明到觀光局任職。柯富明在觀光局
由基層的規劃師做起，一度曾到國內第一個風景特定區－
墾丁，擔任兩年的秘書職務，期間對於觀光規劃的實務面
及執行面頗有心得。返回局本部後，他從副工程師、工程
師、副組長一直到組長，一路努力向上。
民國八十六年，輔導會計畫要將轄下幾個農場由純農
業向觀光事業轉型，當時的主委楊亭雲打算延攬相關人才
擔任此項重任，他向行政院副院長劉兆玄提出需求，而劉
副院長則向觀光局長詢問，當時受到詢問的幾位長官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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