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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當臺灣大眾豐衣足食生活之餘，早已關心生

態環境。如今，更進一步，期望有更多更美的森

林景觀供其享用，以滿足其內心追求豐美的綠境

之慾望。基於此，營造臺灣 大的美麗綠境—森

林，便成為當今 重要的課題之一。由於森林

的營造若能納入「美學」的成份，就可以在有

限的經費創造無限的自然生態景觀美(林文鎮，

2002)。是故，若能以美學理念來經營臺灣路域

大、 美的景觀資源--森林，除可發揮森林的

大功能外，更可增進民眾感性素質，而使人生

更美化、更豐富。

基於以上之原因，筆者特別將惠蓀林場的特

有自然資源，運用「森林美學」來規劃設計，創

出其獨特生態景觀美之新風貌，並增加其休閒旅

遊之精彩度及豐富度。

二、運用森林美學的效益

運用「森林美學」對森林、林業、林業從業

人員(森林家)、一般民眾及大自然環境，均有極

大之效益，詳如下述(林文鎮2002)：
1. 森 林：

(1) 展現優美舒適的森林景觀。

(2) 提高總體的社會功能。

(3) 激發人們喜愛、重視、保育森林。

2. 林 業：

(1) 有新的面貌、新內涵及新的發展方向。

(2) 生態旅遊解說導覽的好題材。

(3) 林業與民眾多互動，貢獻人類生態。

3. 森林家：

(1)多元領域學習，提高專業能見度。

(2)獲得自我的成就感，士氣大振。

(3)重建新形象，林業普遍受人重視。

4. 民 眾：

(1)深度體驗森林及美感，樂趣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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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森林情境＋終身學習＝提昇EQ。

(3)美學素養融入日常生活中，終身享用。

5. 環  境：

(1)綠與美，提昇生活品質。

(2)提高環境總體價值。

三、運用森林美學創造自然生態之美的目標與操作

(一) 目標

1. 亮麗森林專業

2. 豐富人生

3. 結合森林美育

4. 展現美學的景觀造林及創造新世紀的

森林文化

(二) 操作：

1. 審美教育：推動森林生態旅遊時，如

何透過環境建置、教育及解說導覽，

讓國人充分享受森林與人生，並且能

潛移默化啟發高E Q之思維培育愉悅

情緒，視森林為其文化資產與自然共

存共榮。

2 .親身體驗：一個人親身體驗是必須

的，一個人在學習記憶的程度，來自

聽到的只佔10％，來自讀到的30％，

來自目睹實物的佔50％，若來自親手

做過的則會有90％留下記憶，進入森

林親身體驗，易獲共鳴與感動，使人

終身難忘（林朝欽1993）。

四、營造惠蓀林場自然生態之美-
     「森林美學」的實踐

高水準的自然景觀使人們心靈產生美感、愉

悅，進而滋潤其人生，是森林旅遊者追求的 高

境界。為此，特以「森林美學」之理論為基礎，

利用惠蓀森林遊樂區內13處獨特的景觀據點，規

劃為全國第一條「森林美學之道」。期能創出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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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感動之自然生態之美，讓進入惠蓀森林遊樂區

的民眾，能夠把自然生態美帶回家，使內心充滿

愉悅，往後的日子過得更健康，未來也愈來愈美

好。

第一站   教育解說館 
(一) 理論層面：

森林資源若能運用美學的知識與理論，必能

創出美的景緻與陶冶人的情感。是故，美育是創

出自然生態美的第一步，因為它可培養人們對於

自然美、社會美、藝術美的感受、理解、與鑑賞

的能力，使人們在美的感染與美感愉悅中，增進

知識與審美觀，使遊客對於自然生態之美易於感

受、理解與鑑賞而獲得 大愉悅感。

(二) 實際操作：

1. 設置目標：以現場解說或媒體概述各個

自然生態景點之美學理論依據、實際操

作及效益。

2. 操作方法： 
(1)定時媒體播放。

(2)現場解說志工互動式解說。

(三) 效益：使遊客獲得森林美學新知及各個自

然生態景點之美學操作，藉以規劃其遊憩

行程，以利其能獲 多的體驗與 美的回

億。

第二站   原生樹種園

(一) 理論層面：

現在我們所見的美麗大地是長久以來植物、

動物與環境經數百年的焠鍊才演化形成的，並呈

現一特殊的生態景觀美。然近百年來，台灣與世

界各地交流頻繁，

外來植物已影響原

來生存這片大地的

物種生存。為此，

讓我們認識原先這

美麗大地所孕育的

生命，重視它、珍

愛它、保有它。

(二) 實際操作：

1. 設置目標：選出極具觀賞及解說價值之

目標樹種，規劃解說路線。 
2.操作方法： 

(1) 觀察與判別臺灣肖楠、木荷、臺灣

櫸、……等目標樹種並安排解說路

線。

(2) 解說本園之設置原由及民俗文化樹種

以增加遊客對自然的感情。

(三) 效益：

1. 保有多樣性獨特的臺灣原生樹種園。

2. 養成愛林、護林及愛臺灣這片大地的觀

念。

第三站   土石流治理區

(一) 理論層面：

昆蟲是大自然裡族群數目 多的常客，使森

林帶來永生不息的生趣，也使自然生態景觀有了

更豐富的內容與綺

麗動態感。

(二) 實際操作：

1 .  設置目標：建置

一觀蟲、賞蝶的花

海園區。

2 .  操作方法：有計

畫以誘蝶及誘蟲植物來造林，以誘引及

繁衍蝴蝶群，建立一座蝴蝶花廊。

(三) 效益：

1. 使山林更饒富生趣的動態感，具更高的

美學價值。

2. 一改土石流區滿目瘡痍令人害怕的情

境，化為一片花海及滿山滿谷曼妙飛舞

蝴蝶綺麗動態自然生態景觀。

第四站   咖啡園展示中心 
(一) 理論層面：

森林具有遼闊的空間、翠綠的大景、清新的

空氣，是 令人心曠神怡、放鬆心情的沒壓力地

方，若能再訴之於五感，更能感受。本區有開闊

的自然景觀，清脆鳥叫、唧唧蟲鳴聲及潺潺的流

水聲，匯成大自然天籟之聲，緊扣人心，引起共

鳴。更在充滿著芬多精的香氣及咖啡的美味、香

味的情境下，更是令人難以忘懷。

(二) 實際操作：

1. 設置目標：給予遊客聽覺、嗅覺及味覺

的舒適體驗。

2. 操作方法：訴之於五感並輔以提供養生

系列活動

(1) 規劃聽覺、嗅覺及味覺的舒適體驗活

楓紅─槭樹

花與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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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2) 養生餐：和中醫合作規劃一特殊之養

生餐。

(3) 咖啡特殊體驗：讓遊客親自體驗咖啡

生長、製造及喝咖啡文化。

(三) 效益：

1. 感性的享受提升個人的EQ。

2. 全身可獲得舒爽，感覺特別快樂，對人

生充滿信心。

3. 可享受到咖啡體驗那難得的高享受。

第五站   健康涉水步道

(一)  理論層面：

在清脆鳥叫、唧唧蟲鳴聲、潺潺的流水聲匯

成的大自然天籟聲和空氣中彌漫著芬多精的香氣

與陰離子使身心感到無比舒適的環境裡，讓一陣

一陣山風拂面；讓清涼冷泉流過手腳，那種舒暢

的感覺，猶如處於

仙境，讓人爽到不

行。此若能投入森

林保健活動，使強

身、健腦、提升E Q
的全方位健康輕而

易舉，這種由裡到

外的感受健康，對於現代人是何等重要。

(二)  實際操作： 
1. 設置目標：發揮森林健康學。

2. 操作方法：

(1)  腳底按摩。

(2)  吸收陰離子芬多精：面向開闊景觀，

焦點應以左重右輕，及左6右4之比率

（黃金比的理念）為基調並配合4－4
－8呼吸法。

(3)  練功夫：以簡單的外單功、眼睛調養

功及伸展健腦功等若干式。

(三)  效益：

可消除壓力讓心情愉悅；喚醒健康DNA（減

肥、增加免疫力）；提升EQ，使生活健康、充

實、愉快，並增加旅遊的精彩度、豐富度與成就

感。

第六站   香杉林區

(一)  理論層面：

森林植物的葉、幹、花等會散發芬多精，是

一種揮發性的芳香物質，具有殺菌、抗霉殺蟲、

除臭等作用，為森林生態系中植物之神奇成份，

還含有裨益人體的成分，使人頓覺清新、充滿活

力，身心深處感到無

比的舒適。

人冥想時會產生

α波，那是一種鬆懈

的腦波，使人易於產

生創造力、豐富的想

像力及提高記憶及感

性能力。

(二)  實際操作：

1. 設置目標：創造一冥思優質的寧靜森林

中，讓遊客親近大自然並能放心倘佯其

中冥思，鬆弛紓解其身心壓力。

2. 操作方法：以多分享，少教導；多傾

聽，多體會；掌握機會；先體會，後說

明；滿懷樂觀的心情學習，讓遊客真正

的親近大自然。並利用林內吊床、草原

作為其冥思體驗優質場所。

(三)  效益：消除壓力，身心感到無比的舒暢，

讓他們健康有活力。

第七站   情人步道  
(一)  理論層面：

1. 森林內到處瀰漫著具有特殊香味之樹木

如土肉桂、樟樹、檸檬桉、山楜椒等，

能夠深深一聞，將是何等舒暢窩心的體

驗。

2. 「腦內革命」一書的著者春山茂雄強調

五感不運用會漸漸退化，所以不應只用

視覺。因為香味會直接刺激腦部，因此

儘可能製造一芳香怡人的環境是非常重

要的。

3. 大島清(1999)指出：一個人嗅覺好，其

他感官也會好。

4. 香味會讓人放鬆，讓腦部活化的功用。

(二)  實際操作：

1. 設置目標：森林香之廊道。

2. 操作方法：在森林邊緣，沿著步道的兩

側，列植二、三排芬多精樹木，例如樟

樹、肉桂、松樹、白千層、玉蘭花等，

讓人邊走邊聞樹木香氣，接觸及吸收活

健康涉水步道

大景觀─眺望南港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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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的芬多精。

(三)  效益：

1. 使遊客獲得森林香的新體驗並可能塑造

一道道美感高潮。

2. 活化感官功能。

3. 獲得「森林浴使你健康活力」的效益。

第八站   仔店

(一)  理論層面：

1. 幽靜的林中，到處充滿著芬多精的香

氣，再加上陰離子，頓時心靈清明，此

時，那隱藏腦內CQ驟然浮現，在此情

境下，人的想像力、創造力可達於

大。

2. 不論是大成就或小成就，人生 快樂的

事莫大於獲得成就感。 
(二)  實際操作：

1. 設置目標：融入大自然中，以森林之產

物為創作材料供遊客發揮其創作能力。

2. 操作方法：以彩繪及竹蟬、竹蜻蜓、葉

脈書籤、風箏等DIY供遊客發揮其創作

能力。

(三)  效益：感受在森林優質環境中那種易於發

揮創造力之作品的那種成就快感。

第九站   會議中心平台 
(一)  理論層面：

森林美的施業(人工林的疏伐、修枝、林床

整理)可以亮麗森林。

(二)  實際操作：

1. 設置目標：規劃三處森林施業後不同的

意象與感覺之觀察體驗區。

2. 操作方法：

(1)觀察、體驗森林美的施業(人工林的疏

伐、修枝、林床整理等)，對森林景

觀，創出單調性V.S多樣性；封閉性

V.S開闊性密生性V.S透視性等美質比

較。

(2)  以「美育」教導遊客懂得欣賞。

(三)  效益：

1. 點出森林景觀經營的必要性。

2. 介紹創造森林景觀美的技法。

3. 遊客從此懂得欣賞大自然美景及感動。 
第十站   國民旅社餐廳前

(一)  理論層面：

構景四元素中，彩色是 強勢的元素，不僅

對整體景觀具有強烈影響，甚至於人的藝術涵

養、生活美學之影響，至深且廣。而線條調和亦

深深影響美質呈現。

(二)  實際操作：

1. 設置目標：教導

美的基本認知，增

進遊客感受體驗能

力。

2. 操作方法：以眺

望及觀察綠境中的

建物構景如餐廳天際線、色塊構景、色

彩配色及建築型態等切入「構成景觀的

四元素（element）」 (1)形貌（form）

(2)線型（line）(3)色彩（color）(4)結構

（texture）之理論。

(三)  效益：

1. 獲知創造森林景觀美的技法。

2. 以「美育」教導遊客懂得欣賞。

第十一站    山嵐小徑

(一)  理論層面：

1. 一片森林，即使在學理上、收益上均為

第一流，如果缺乏美學意象或景觀經

營，則難稱得上現代化理想之森林。

若能將美學理念納入森林保育之中，

就可美化國土，且對於健全國民身心

以及提升國家文化

也有實質貢獻。雄

偉大樹林立（巨木

群）是森林美質的

主體，而森林健全

就是美。往昔多為

同樹種、同齡的單

純林（生產林）；近年來以改進為樹種

混合、樹形雄偉的複層林（奧齡林），

對森林生態系及林地保育，均有莫大效

益。

2. 人工林與天然林、單層林與複層林因經

營目的，亦有其不同施業方式，若為水

土保持之功能，不開發天然林，人工林

亦採複層林施業方式；若為經濟效益之

以天際線容入自然的餐廳建築

清涼有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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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在 短期間獲得 大收穫，則採

單層人工林。

(二)  實際操作：

1.設置目標：規劃及營造人工林與天然

林、單層林與複層林對照區。

2. 操作方法： 
(1) 人工林與天然林兩種完成不同之林內

體驗與解說。

(2) 單層林與複層林種完成不同之林內體

驗與解說。

(三)  效益

1. 不同林型景觀之體驗與感受。

2. 不同林型之功能認知。

第十二站    巨松台

(一)  理論層面：

1. 潺潺的流水聲，充分芬多精的香氣，陣

陣山風拂面，再加上一望無垠的視野，

鬱悶心情立即為之舒暢，在此身心感到

無比舒適的環境裡，配合森呼吸的練

功，讓疲憊不堪的身心，得到高能量的

補充，獲得全方位健康。

2. 此處為二葉松與五葉松的聚落，乾旱土

壤層貧瘠的環境及葉二針一束或五針一

束的差異，是一處對認識松的好場所。

(二)  實際操作：

1. 設置目標：以現有之五葉松與二葉松群

叢基地，規劃一處松的世界及營造一大

景觀賞景區。

2. 操作方法：

(1)  比較二葉松與五葉松不同及其生態。

(2)  講解大景觀與微景觀區別。

(3) 引導望遠並練森呼吸之功夫增強其感

受度。

(三)  效益：

1. 講解松的生態及生存之道。

2. 認識區分二葉松與五葉松葉子、果實、

樹幹皮、樹形。

3. 感受望遠舒暢感。 
4. 感受大自然的雄偉，此種高境界的森林

美，使人的視覺、聽覺甚至心靈都能同

時享受並健全其身心。

第十三站  賞鳥區

(一)  理論層面： 
寧靜森林中的自然聲音，如鳥叫蟲鳴、瀑布

水瀉、山澗流水、涼風松籟等，與古典樂曲一

樣，容易平靜情緒，使人舒暢。新近物理研究發

現，這些聲音符合「1/f搖晃」的定律波動，可

以誘發人腦中α波(α波也呈1/f振幅)，所以能使

人共鳴，使人美妙動人的自然聲，對人們「身腦

情」健康大有裨益。尤其是，棲息在山林綠野的

鳥類，被稱為大自然的精靈， 能逗人喜愛、歡

樂。欣賞野鳥，使人視覺、聽覺都能同時享受，

是非常高境界的森林美。

(二)  實際操作：

1. 設置目標：賞鳥森林區

2. 操作方法：尋找設立賞鳥平台、調查該

處常見鳥類、廣植食餌樹種如楊梅、山

櫻花、無患子、重陽木、樟樹、土肉

桂、烏心石等。

(三)  效益：

1. 使人感動並覺得祥和、舒適。

2. 聽覺是左耳通右腦，所以用左耳聆聽悅

耳的鳥叫，就可以刺激右腦，達到提升

EQ之目的(10)。

五、結語

從森林旅遊的角度而言，森林景觀是森林旅

遊資源的主體，而高水準的森林旅遊必須追求自

然景觀對人們心靈產生美感、愉悅與興趣以滋潤

人生。因此，森林美學不再只有森林家和專業人

員的事，而是森林愛好者共同關切的議題，只要

喚起愛美的天性才能真正體驗知性感性之森林之

旅，也才能把自然帶回家，使生活環境充滿美感

與生氣，日子會過得更健康活潑，對美好未來也

更加有信心。

本篇以深入淺出先介紹13個景點之「美學」

理論依據、實際操作及效益，如此可給予遊客新

的認知並能容易在各個景點獲得全新的體驗。尤

其，未來若能配合美感解說導覽，必能喚起遊客

失去多時的五感激發其感性及對大自然的愛，使

其充分體驗展現不同之情境並豐富他們的人生，

並能油然而生出愛護自然生態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