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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仁德先生五+九年畢業民森林系﹒現職為行政院農委會

林務局局長﹒從事公職37年堅守工作崗位，積極創新，負責

成立台灣省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æ92年縈盡全國模範公

務人員:為保讀森林，成立森林童自然保育警察隊，落實社

區參與建立夥伴關係，開創林業新紀元﹒提昇機關為民服務

晶簣，出版政府優良出版晶﹒推動民眾綠美化家團及發展政

府、機關團體森護台灣的共罔顧景﹒

領獎致詞輛

簫校長、柯會長、各位老師、各位貴賓、各位學

長、各位同學:

大家好。

首先，要感謝母校森林系師長的准薦﹒以及

各位評選委員的抬愛與支持，讓小弟個人能夠當

選為母校第12屆傑出校友，至感榮幸，在此要

表示說摯的謝意。

個人係59年森林系畢業的系友，一恍，離

開學校已38個年頭，自學校畢業，高考分盤，

先後在林務局最基層的工作站服務， 65年讀至

中興新村農林廳服務， 82年5月華派籌設特有生

物研究保育申心· 92年3月受命接掌林藹局，一

路走來，從最基層的技術助理員、技士、股長、

鼓正、秘書室副主任、農民輔導科科長、技術室

主任、特生申i心主任、林務局局長，感謝農林廳

歷任廳長(余颺長、孫廳長、邱廳長) ，農委會

歷任主任委員(彭主委、李主委、陳主委)等各

級長官照顧與支持，讓我有學習與成長機會，蠹

贊農業及林業各項建設。同時要特別感謝特有生

物申心及林務局全體同仁支持與配合，沒有他們

大家的努力﹒也就沒有今天的我。

30多年來，歷任各項公職﹒廠將個人I~路

歷程，報告一、二與師長、學弟妹共同勉勵:

一、「笨鳥先飛，早入林J :個人出身南部

鄉下· i由農之子，家世平凡，深知要出人頭地，
必須別倍努力才有成果，個人謹記這一句格言，

身體力行，受用無窮。

二、「用心學習，碧藍益多 J :個人公職生

涯，曾憲調至總書奎、農民輔導科服務，均已偏

離林業本行，但讀縛虛心學習，不恥下問，積極

開創，修得正果。諸如: (一)規劃飽政計畫管

警工作，多次榮獲省府第1名鼓勵﹒(二)改進

農會選舉制度及規劃提前試辦農保等，讓全國農

民提前享受醫療保險照顧。

三、「面對問題，不退縮J :蛇年5月接掌

特生中心主任一職，籌建進度嚴重落後，讓任後

即成立專集小組，現自督軍，劍及履及，抽絲創

繭，還一克服，終在87年賞。期完成，奠定我國

自然保育研究基礎。(同時，在任內，不畏困

難﹒歷經9年努力，解決了一件40多年土地交換

糾甜囂，深讓當地鎮民感謝與肯定)。

四、「積攝任事，必有成J :位年林務局

面臨「阿里山的的車禍事件衝擊J ﹒僧人臨危

受命，同時，面對林路局轉型，從傳統林業(造

林、保林)邁入生態保育林業，帶領全體同仁，

全力投入， 5年來，獻了解決。301事件二百艙位

災民善後處理，大置濃少森林火災發生外，面對

「原單農民多次抗爭J r阿里山BOT當地居民及

保育團體抗爭J 等…"﹒積極任事，不畏艱難，

終能化解錯爭。

其次，我要利用這個機會視質及感謝二位接

燙的練出校友:

一、陳武雄學長:在廳長與主受任內，二度共

事，是我的老長宮，由於陳主餐信任與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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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在「特有生物申心 J 、「林務局 J 服

務期間，諸項業務均能順利推動，在此，

要特別祝賀陳主愛榮獲傑出校友外，也要

特別表示感謝之意。

二、吳明敏學長:在立委任內，適逢原單農民陳

情抗爭，吳學長均能體諒，適時協助指

導，化解爭議，一拼在此表示感謝。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內人及家人，一路走

來，讓我無後顧之蠢，全力以赴，今天頓以此獎

獻給畫是最摯愛的太太及家人，謝謝您們。

固首來時帽森活

深耕永續滿甲子

話說的年

。2年的議月，足以黨黨章變成自鏈，畫畫畫的長曹﹒

一甲子的結月，足以讀幼苗學感翁曹蒼勁的森林﹒

長者見遺世代薪縛的聽都﹒

森林印護林業永續發展的使命。

62年的歲月哩，對發天巨木而言，

不過是在棋盤年輪國撞的一小環筒，

但對仁德而言，卻是可在歷史的軌蹄裡﹒

留下課甜的聲痕印記﹒

躬省過鐘，副新兢業

一甲子的競月候忽而逝，過往的日子，未曾

褪色，永遠珍藏在記憶裡﹒仁德出生於農黨有名

的畫南縣下營鄉，為一典型的農業家庭，於

59年母校森林系畢業後﹒當年4參加國家考試，

即通過全國高等考試、經建特考及專業技師考

試。因悔過往· 62年的主義月裡﹒公務生;還迄今

已過37年。自60年9月 1 日服務公職以來，始終

以競競業業的精神，如履薄冰的態度面對每一工

作項目與任務挑戰· 37年如一日，未曾稍懈。

今生在職場上的第一份工作，便是59年考試分

發林務局竹東林區管理處擔任保林工作，初任公

職的戳，雄心壯志，發揮所長學以致用，努力於

自己工作崗位上，為當時林業工作盡綿薄之力。

65年8月至82年5月轉謂台灣省政府農林廳，協

助林務局推動及協調各項業務、督辦本省各級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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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及自然保育相關業務，並負責籌設「畫灣省特

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J ·對所經辦之各項工作淘

盡心投入、鉅細扉遣，順利完成交辦業務並促使

特生中心於81年7月 1 日正式成立。

承蒙邱前廳長茂英先生栽培提攜於82年5月

閱讀任薑灣省特有生物研究保育申心主任，草創

時期全心全力線劃興建，並積極進行本省特有生

物之詞查研究，建立完善的研究積纜，創設保育

教育館提供學校教師自然保育研習、學校戶外教

學重要場蟻，成為國人吸收台灣本土自然資法知

識與保育觀念的重鎮。於該中心締造具體事蹟如

下:
一、為提昇該中心為民服諾品質，全面導入IS。

9001 國際品質保護制度、建立義務解說員

制度，提供網路線上預約導費服務、設置野

生動物去急救站，開闊單一聯絡窗口提供全年

無休服務等，撥撥90年行政院服務品質獎

之「善用社會實頭擺J 。

二、為推動自然賀海保育及教育推廣工作，精心

學劃內容生動且深入淺出之相關出版品，如

「自然保育季刊J 曾遭行政院新聞局優良聽

話金鼎獎、「新竹縣螢火蟲導覽手冊J 及

「厲東縣的野生動物」榮麓行政院院長核頒

90年度僅良政府出版品漿等。

三、為落實電子化政府，率先推動該中心電子公

文作業，績效優異，獲行政院研究考核安員

會考評為別年績鐘機關。



四、積極溝通協調，克服困難，歷時9年，終獲

解決該中心機關用地歷經40餘年之公私土

地權利，因共有且已實質交換使用衍生之產

權糾葛問題，有效疏解民怨，維護政府公信

力，並增加政府土地資產價值達新台幣

670餘萬元。

另於特生中心服務期間，規劃開創本省生態

保育業務，榮獲行政院農委會88年度全團優秀

農業人員，獲頒獎金貳拾萬元獎勵。並民88年

9月 21 日發生921 地震震災後，積極參與救災及

災後重建相關工作，經行政院核頒三等楷模獎

章。本人服務該中心近 10年期間，戮力從公，

克盡職責，對主管業務積極負責，業務之績效逛

獲L級肯定，榮獲92年全國護範公務人員。

棄持著一日中興森林系、終身林業人之理

念，終究還是回到熟悉的林業老本行，仁德於

92年3月承農委會李前主委金龍先生賞識，調升

為林務局局長後，除建立將環境生態維護觀念副

入傳統林業經營之機關顧景外，並積極辦理自然

保育及生態眩遊業務，推動社區林業經營，期望

在林業、自然保育及休闇遊憩等各面向與民眾構

築良好之互動機制，讓林業與自然保育工作，深

入民間，廣植基層，並提供民眾健康休聞之新選

擇。任職迄今5年餘，幸蒙林務局所屬同仁齊心

努力，開創新局，業務蒸蒸白上，具體事蹟簡述

如下:

一、弓|進民間專業團隊，提昇森林遊樂區餐宿晶

質:

推動轄屬森林遊樂區設施民營化不遺餘力，

92及93年分別完成阿里山賓館及富頭森林遊樂

區促參案，總效益達42.5億元。因積極創新，雙

獲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3屆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金譬獎一政府機關團隊獎優等殊榮。另辦理

「民間參與投資經營阿里山森林鐵路及阿里山森

林遊樂區 J BOT案，於95年 6月 19日與宏都阿

里山團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簽訂興建暨營運契

約，克服各項困難順利於97年6月 19日移轉宏

都阿里山公司經營管理，契約期間除權利金及租

金收入揖注團庫，並增加地方稅收外，另可節省

utstand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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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營運支出約 106億元。

二、積極主動溝通協調，收回投資股權:

臨危受命處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投資海外林

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股權案，充分展現專業之敏

感度，積極作為及勇於擔當態度，歷經2年，多

次與投資公司董事談判，不畏艱鉅，克服各項困

難，挽回幾近虧損殆盡之投資，順利於94年2月

底收回股權計5，450萬元，政府權益得以確保。

三、強化為民服務，提昇機關形象:

推動林務局暨所屬機關強化為民服務工作，

截至目前已完成本局 17個森林遊樂區的0

9001 晶質認證，督導本局所屬林管處辦理為民

服務業務，榮獲第6 、 7 、 8 、 9屆行政院服務品

質獎，提升政府服務品質形象。

四、建置全團步道系統，完備自然眩遊網絡:

為鼓勵民眾到步道體驗自然，從事登山健行

活動，共規劃完成14個團家步道系統， 14個區

域步道系統及56個子系統，至今逾550個行政機

關及民間團體簽署步道環境僵化重言活動，預估

每年提供500萬人次戶外遊憩及健身運動機會。

五、加強自然資源與棲地保育，維護生物多樣

性:

全力推動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之棲地及地景

保育工作，積極劃設各類型保護(留)區，總保

護面積達407，915公頃。另為加強國人教育宣

導，提昇保育觀念，辦理社區林業計畫，自

91 年3月推動以來，迄今已補助600餘個社區辦

理第1 、 2階段社區林業計量:藉由推行社區林

業所建構之夥伴關係，已逐漸喚起民眾保育共

識。

六 、 積極推動環境保育教育，籌劃設立自然教育

中心:

本局於96年成立國內第一個森林環境學習

機構-東眼山自然教育中心;並自 97及98年

起，將於全國陸續建置羅東林業文化園區、八仙

山、奧曹大、池南、雙流、知本及觸口等共計

8處自然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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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積極推動森林火災防救，減少森林賣頭損

失:

為防範森林火災，本局自92年起積極探取

各項防範措胞，更新救火裝備，加強人員訓練﹒

引進直昇機協助救火等，使森林火災發生次數近

5年( 92-96年)平均每年鐘生的次﹒較前5年

( 87-91 年)平均每年發生70次大幅降低:被書

面積平均98.32公頃，亦較前 5年被害面積平均

342.75公頃，減少三分之二，有效陣揖森林賣頭

損失。

八、創新林產科技研聾，開創木竹材及生賞能預

利用:

推動圓產木竹材創新利用開壺，迄舍己開盤竹炭

紡鸝品、電子元件、醫療保健等250餘頂「竹

皮」新興產品，創造 20億元以上年產值 B 另積

極開撞本土樹種木材化學特殊成分，研製天然防

腐劑、殺蟲劑與國瘴保健產品及木質生賞能1萬開

書畫利用，以節能、灑腫、固礦、降低三氧化碳排

放，展現我國對國際環攬保護重要讀置之努力成

果。

立基現今，展望未來

林務局在農委會所屬機關裡是員額數最多，

管轄面積最大的，正所謂「家大業大」﹒林務局

設立民民國34年12月8日，民國78年7月 1 日，

由事業機構及事業預算改制為公務機構及公務預

算;民國的年7月 1日改轅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皆以保林、噩林、護林為職志，努力用心經營造

片矗灣瑰寶，感謝歷任局長所奠定的良好基碰。

先輩們見證了世代薪傳的痕跡，而森林印證林業

永倡言E展的使命。民國93年1月 30日，農委會

組組改造，將該會林業盧森林科及保育科業務截

撤，種由林輯局接辦，成立保育組﹒頓時本局變

成全國林業及自然保育最高主管楊開，職責更加

重大。

在林藹局歷經一甲子歲月的混謙後，仁德非

常縈幸能承接這永續林業的重棒，薪火相傳，因

應未來，我們要打造一具高執行力的團暉，單揮

團隊塑造價值和傳遞價值的雙重作用，擺聚共同

價值理念和工作氛圍，為達成「維護森林生憊，

保育自然資額」之目標而努力。

永續思維，風華再現
森林是畫薄的命峙，護衛著畫灣民眾的生

命、財產，不受劃烈氣悵的優聾，在面對全球環

境危機、氣候變遷日益突顯的今天，如何透過森

林來保重生態系的平衡與多樣發展，已是現今世

界各國的共識。仁攝以母校森林系畢業而感到眉

傲不己，從先輩們的經獻傳承，配合時代進步創

新研究及精謹的經曹技術﹒能繼個維持薑體林業

事務正常運作。現今的林業人員，學歷高，科技

量達，資訊流通便撞，電腦化作業，有效提高規

劃執行之效率。然而林務工作還是甜至爸來繁雜

而事樣，不會因機關組儡謂整而有稍識。因此，

不管未來林務局的發展為何，新舊林業從業人員

的差異多深，共同愛護矗潭森林的信念，是恆久

不聾的，我們期許這片臺連森林瑰寶能繼續留

存，共同牽手開創矗灣林業新紀元。

2ω$.月30日頓同是懿1&圈•• 風錫林密局所翱
東軍山圖*梅林盧鑽回盒，全圈.-個自總教育中心

。1(.間成立開.ø ﹒

2008年2月23目蘭同農於花旦縣﹒鶴"
輪回山文化圖區主姆林簣.... 

2∞8年10月刊日軍山-.山山凰夫，雖是活圈

圓周長B全矗北廳主，自角，團中華民國山區救助隘，
何E昆等6.士主持南北中央山1173天大單是之
擅自閱紋儷式

原佳昆.文化本..衛創作成果國~1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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