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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四十年來，台灣自農業生產轉型到工商
服務業，社會不斷的變遷，偏重經濟發展
的結果，導致我們的生態環境產生重大的變
化。台灣地狹人稠，由於人口增加及工商業
發展需求，土地面臨極大的開發壓力，不論
是都市或鄉村，土地被零亂的切割，各類的
開發建設已經使得台灣的地貌產生重大改
變。然而對野生物而言，面臨的是棲息地消
失，沒有容身之所，即使暫時還有棲息地，
但土地被道路、住屋、工廠、醫院、科學園
區、工業區等等建設切割，造成生物族群間
的隔離，族群變小加上近親繁殖，族群間的
基因交流受到阻礙，長期以往將使得生物族
群適應環境的能力變差，甚至讓物種走向滅
亡。另外，台灣的環境污染問題相當嚴重，
從河川到大地幾乎無一倖免，農藥與化學肥
料的使用，讓以前農田隨處可見的青蛙、蜻
蜓、田螺、魚蝦等生物愈來愈難得一見。
現今全球氣候變遷問題嚴重，天候發生
異常時有所聞，在這種大環境非常不利的情
況下，當生物又面臨棲地喪失、破碎化、環
境污染等問題時，如果再加上過度的捕撈、
狩獵與伐採，無疑是雪上加霜，野生物在我
們這塊土地更難生存了。近年來，全球各地

都面臨外來入侵種的威脅，台灣也無法倖
免，例如福壽螺、布袋蓮、銀合歡、小花蔓
澤蘭入侵，盤據本土生物的棲地，已經對我
們的生態環境與經濟都造成損失。台灣原是
一個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島嶼，幾十年來全面
追求經濟開發，對生態造成嚴重的衝擊。與
生物間的互動是許多人共同的回憶，曾幾何
時田裡抓泥鰍、釣青蛙、池塘釣魚的景象已
不復見。對應五、六零年代的台灣，我們似
乎獲得了富裕的物質的生活，但失去的是用
金錢換也喚不回的健康環境與土地的情感。
當生物無法在野外環境生存，物種逐漸消失
時，代表我們的環境已經出了問題，位在
整個食物鏈上層的人類也早晚會嚐到苦果，
但在人類尚未感到生命的延續出現危機時，
其實環境品質的惡化早已讓人感到不適與不
安。我們的吃的、穿的、住的、休閒娛樂、
醫藥，都要靠生物多樣性來維持。直到今日
各界都 在鼓吹永續發展的概念，也認知生物
多樣性是永續發展最重要的基礎。四十年來
的開發，我們已經走到了關鍵的時刻，到底
要走向永續的未來，或仍舊迷網的向著不歸
路前進，等著大自然反撲？
現今台灣保育主管單位的施政主軸，

圖1.稻田裡常見的虎皮蛙

圖2.池塘邊常見的侏儒蜻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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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政策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於1994年起正式提出，其機制設計主
要是在於透過社區居民的討論、組織與行
動，先由外部政策的帶領刺激，引發居民
對於自我權利與地方事務的關心，再漸進
式地由民眾來主導社區營造的進行，使一

個地方和社區重新恢復生機和活力。社區營
造是台灣近年來最具突破性的政策，目前不
僅由文建會積極推動，也影響到其他政府部
門的施政，各部會紛紛推出具社區營造精神
的補助計畫，以鼓勵社區參與社區公共事
務，期望在已經被工商業發展離析的社區意
識中，嘗試重建成熟社區應有的參與活力、
自主自治、生命共同體及守望相助的精神，
進而找回人與人、人與土地之間的親密關
係。
社區營造逐漸成為政府施政的做法，在
台灣社會也激起廣大的迴響。行政院於2002
年5月提出的「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
畫」，特別將「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提列
為十項重點計畫之一，首度將社區營造工作
列入與交通發展、經濟建設等傳統大型公共
事務同樣的重要地位，並把過往分散於內政
部、經濟部、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等部會所屬之社區營造相關業務，
統合至單一平台進行整體思考與評估。
回顧台灣社會十年來所推動的社區營造
工作，大多以人文、歷史、產業、健康、
環保、空間及建築營造等生活及生產面向為
主，較缺乏自然資源調查、保育及利用之生
態面向。直到行政院於94年4月14日以院臺
文字第0940014390號函核定的「台灣健康社
區六星計畫」的出現，總算將社區營造與生
態保育結合並納入政策具體推動。六星計畫
以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文教
育、環境景觀、環保生態等六大面向作為社

圖3.稻田裡常見的澤蛙

圖4.社頂部落居民學習野生動物的辨識

已主張生物多樣性保育，由過去以保育
少數物種轉而更關心自然界必須維持多樣
化的生態系、物種與基因，以保障自身的
生存的根本。二○○一年八月行政院第
二七四七次會議中通過「生物多樣性推動
方案」，並自二○○一年七月起交由各部
會分工執行，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各部會年
度施政計畫之決議，由此可見生物多樣性
牽涉政府各部門的業務，可以說是與全民
生活習習相關。
生物多樣性關係著台灣的永續發展，
如何在全民拼經濟的狂瀾中找到出口，
正考驗著當代台灣人的智慧。滿腦子經濟
發展凌駕一切的思維已將我們從土地中抽
離，逐漸失去對土地情感與歸屬感，在這
樣的情況下，如何將生物多樣性的理念傳
播至台灣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並激發在地
住民的參與而成為全民運動？我們找到了
一個具體實踐的方法—社區林業。社區林
業結合社區營造的精神，將生物多樣性融
入社區發展過程，並嘗試讓當地住民因資
源保育而受惠，這是台灣社區林業劃時代
的意義，也是台灣社會賦予社區林業最重
要使命所在。

二、社區營造的生態面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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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評量指標，其中加強自然生態保育是「台
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的「環保生態」面向
的策略之一，希望藉由推動社區生態教育工
作，宣導生物多樣性理念，並鼓勵發展社區
林業及生態社區，建立社區與生態之夥伴關
係。在台灣的國家建設計畫中，終於看到生
物多樣性的社區參與，生物多樣性不再只是
主政單位、學者、保育團體、少數民眾關心
的議題，從六星計畫中看到了將生態保育推
向全民運動的契機。
社區營造是一種思想、一種做事的方法
和理念，不僅是文化活動、地方產業、環保
生態、社會福利或空間景觀的改善，生物多
樣性保育也可以用社區營造方式操作。「由
下而上」、「社區自主」、「居民參與」及
「永續發展」是社區營造過程中最重要的內
涵，有關社區的重要公共事務，都應該由社
區居民來共同參與和關心，如果一切事情都
由政府部門主導，而居民只是被動地在接受
援助和建設，居民是不會關心這些設施、進
而有感情去珍惜它。生物多樣性也是如此，
有賴社區居民的關心、付 出保育行動，台灣
的生態保育才有好轉的希望。關心社區家園
的生態環境，讓保育與經濟和諧共生，社區
才會成為我們安身立命的好所在，台灣也才
會有永續的未來。
社區林業是林務局推動社區參與生物多
樣性保育的施政計畫，執行社區林業計畫應
掌握居民參與的精神，鼓勵居民共同調查、
紀錄、監測鄉土生物資源，並透過教育傳承
在地的生態智慧，進而發展出社區的綠色產
業。社區林業鼓勵的是兼顧文化、生計與保

育的社區發展方式，要引導社區居民從硬體
建設的開發思維中走出來，擔負起在地守護
生態環境的責任，並讓居民看到生物多樣性
保育帶來社區永續發展的曙光。

圖5.社頂部落居民組成的巡守隊

圖6.社頂部落居民夜間巡守的情形

三、社區營造的操作模式
「社區主義」的時代已經來臨，其核心
價值包含三項主要價值觀：1.以社區作為政
府最基礎之施政單位，強調社區的主體性及
自主性。2.培養社區自我詮釋之意識及解決
問題之能力。3.培育社區營造人才，強調培
力過程（empowerment）的重要性。
社區林業是以社區營造的原則來操作，
執行計 畫時要由社區自發性、自主性的做
起，政府機關的角色是提供各種誘因和示
範，著重於理念推廣、經驗交流、技術提供
及部分經費的支援。社區營造的操作模式大
致可歸納為下列步驟：
(一)培養社區自主性：激發居民積極參與社
區公共事務，發現社區自身的問題，決定社
區未來發展方向，讓社區居民有自我實現的
成就感。
(二)建立組織系統：組織系統是一個雙向溝
通的管道，地方可透過組織將意見傳達到中
央，而中央的想法也能藉由組織與地方溝
通。此一組織的建立可由強化現有的社區團
體及社區發展協會功能，或是鼓勵社區居民
自發性成立基金會、相關協會等社區組織。
(三)結合學者專家等人力資源來處理事情：
社區營造工作無法單打獨鬥，需要結合社區
組織、地方人士及專業工作者共同集思廣
益，貢獻所長，一起為社區展開規劃。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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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由帶領居民認識故鄉，找尋故鄉特色，
並整合社區資源做起。
1.展開社區資源調查，尋求切入點
2.建立社區文化資源資料庫
3.尋求旅居他鄉之本地居民，或移居至本社
區的外地居民，一起投入社區的營造工作
。
(四)以社區文化特色切入社區營造工作：由
社區居民共同參與、規劃、整合社區資源，
辦理具有社區特色，並能凝聚共識的社區文
化活動。
(五)整合各相關單位資源：推動社區營造層
級很多，資源散布在各部會，社區組織要能
加強對各相關單位的行政協調，爭取資源，
讓相關經費能共同挹注，以順利推動社區營
造工作。

四、社區林業：生物多樣性與社區營造
的協力共生
各部會由不同社區發展面向推動社區營
造計畫，但生活、生態、生產三生一體之社
區整體環境改善，是大家一致努力之目標。
行政院提出的「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有
關「環保生態」面向的策略之一即是加強生
態保育，並以林務局推出的「社區林業計
畫」做為該項政策的施政計畫。至此，社區
林業計畫可定位為社區營造計畫的生態篇，
是全國各地方社區推動生態保育可資應用的
政府補助計畫。
社區林業（community forestry）是國內
外林業經營新趨勢，其經營理念在強調社區
民眾參與地方森林資源經營，與林業機關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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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社頂部落進行環境的維護

同分擔經營發展和維護管理責任並分享執行
成果。依據美國農業部林務署之定義：「社
區林業係指林地所有人或經營人為求整體社
區的利益，結合各種森林經營目標，所從事
的林業活動。」。社區林業的定義不只上述
二種，許多地方也給予不同的定義，然而這
些定義都大同小異，主要的內容總是脫不了
『人』與『森林』兩者之間的關係。
在台灣，生物多樣性已成為林務局施政
的重要目標之一，社區林業計畫是以生物
多樣性保育為目標，並讓生物多樣性保育與
社區發展相結合，其具體做法則以「社區營
造」的操作方式和社區建立夥伴關係，以
政府資源結合民間在地的力量，協力推動
以「社區營造」為基礎的生物多樣性保育工
作，讓社區的發展建立在資源保育及永續利
用原則下。社區林業三階段計畫說明如下：
（一）第一階段理念宣導及人才培育計畫
本階段每案補助以起步型10萬元、進階
型20萬元為上限，社區一年可以提二案，透
過提供小額經費補助，在社區參與計畫的過
程中，適時導 入自然保育、永續發展的理念
和做法，以培養居民社區意識及永續經營其
社區的能力。
（二）第二階段林業示範社區營造計畫
第一階段計畫執行成效良好之社區，可
申請晉級第二階段示範社區，本階段含第
一年(為期一年)示範社區之先期整體規劃，
補助經費以新台幣100萬元為上限，以及第
二年至第四年(為期三年) 示範社區之行動計
畫，每年以新台幣150萬元為上限。本階段
用意在養成社區永續經營人才及引導居民參

圖8.社頂部落居民營造水域空間以增加蛙
類、蜻蜓、螢火蟲的棲息地

林務局台東林區管理處轄管的延平事業
區各林班內野生動物常遭盜獵，珍稀植物
台東蘇鐵也是非法者覬覦的對象，至於高價
值的牛樟及其共生的牛樟菇，更是盜採首選
目標。為捍衛祖靈聖地，紅葉社區在台東林
管處的協助下，於2004年成立「紅葉村山林
巡守隊」，協助延平林道及林班地巡護為例
說明。紅葉村山林巡守隊認養延平事業區第
17、18、19、20及23林班，並分別在2004年
5月13日、6月29日及8月27日，會同警方與
林管處巡山員，破獲兩起牛樟菇案及一起水
鹿盜獵案，嫌犯都被依違反森林法及野生動
物保育法罪嫌移送法辦。紅葉村山林巡守隊
的表現，已帶動越來越多的原鄉部落加入在
地守護山林的行列，也證明在地居民是生物
多樣性最佳守護者。
南投縣埔里鎮桃米里居民於九二一震災
後發起桃米生態村營造工作，在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及財團法人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的專業協助下，由生態教
育、生態工法、生態綠化、河川及濕地保
護、生態資源調查及監測、生態旅遊及民宿
經營者之輔導培訓、社區觀光農業等各項綜
合性措施做起，進行自然資源保育，營造生
物多樣性棲地，社區經營管理人才培育，發
展以社區居民為主體並具農村文化特色的生
態旅遊產業，全面而整體的營造優質的桃米
生態村。桃米社區許多居民投入民宿及風味
餐廳經營，民宿及餐廳環境利用當地原生植
物綠美化，且每一家民宿及餐廳都納入為文
宣品推廣據點。自91年2月開始，每逢週休
二日假日，民宿幾乎早被預訂。桃米社區具
專業水準之解說員是發展生態旅遊的 利器，
許多居民接受解說員訓練，為讓社區居民成
為優質解說員，設有專業機構評鑑及實施遊
客意見調查，藉以提昇解說人員之解說能力
及遊客滿意度。社區居民的自覺自發、自立
自強，讓桃米社區很快的走出九二一震災傷
痛。為擴大社區保育範圍，桃米社區在南投
林區管理處的鼓勵下，也加入社區林業計畫
育樂篇，二年來持續地進行桃米坑溪溪流巡
護及生物監測，成功的保護溪流生態環境，
也讓桃米生態之旅的遊程安排更加多元豐
富。
社頂部落，舊名「龜仔角」原本為排灣
族原住民部落，但已有相當程度的漢化。其
位置座落於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與墾丁森
林遊樂區、社頂自然公園、林業試驗所相比
鄰。墾丁國家公園成立於1984年，為我國第
一座國家公園，因此吸引了許多國內的遊客
湧入，攤販、小吃、民宿等也如雨後春筍般

圖9.社頂部落解說員為遊客解說的情形

圖10.社頂部落解說員為遊客解說的情形

與之精神外，並在規劃過程中，讓具有資源
管理或林業專長的人才參與，以協助示範社
區實際參與森林資源的經營管理，並進一步
做好社區土地整體發展規劃。
（三）第三階段森林共同經營計畫
第二階段執行成果良好之社區，可於執
行第二階段行動計畫之第三年，研提社區
林業第三階段計畫構想書。構想書通過審核
後，與林務局簽訂一年一期之共同經營或託
管契約，執行第三階段計畫。

五、在地守護與永續利用生物多樣性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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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出，隨著國內旅遊景點陸續出現，國人旅
遊習慣改變，社頂公園前與墾丁森林遊樂區
旁之商店街，擺攤的商家不再林立，社頂部
落再度沒落。墾管處於94年依據行政院版生
態旅遊白皮書之生態旅遊發展原則與精神，
選擇社頂做為生態旅遊地，同時委託學術單
位進行三年之社頂部落生態旅遊發展研究計
畫，藉由專業進駐的方式協助社頂部落推動
生態旅遊。社頂部落發展初期就參與了社區
林業計畫，從觀念的宣導、共識凝聚、解說
員訓練，保育巡守、遊客服務的社區培力開
始，社區林業計畫促成林務局、墾管處、學
者共同參與社頂部落生態旅遊推展，社頂居
民已經可以自主經營生態旅遊，帶領遊客欣
賞夜間生態、鷹季賞鷹、尋找梅花鹿等解說
體驗活動，短短2年間由剛開始對生態旅遊
一無所知的狀態，搖身一變成為生態旅遊推
動績效優良的社區。

六、台灣社區社區林業計畫的工作項目
台灣社區林業計畫自2002年推出至2007
年底，全國各地已有525個社區超過1000個
社區林業計畫，藉由社區林業的推廣，生物
多樣性、生態保育的議題傳播至最基層的社
區，並透過專業下鄉，各地民眾有機會開始
認識生物多樣性，重新省思如何改善經濟與
保育之間的對立，甚至許多社區藉由社區林
業計畫開始發展社區生態旅遊，帶動地方綠
色經濟的發展。有的社區因社區林業計畫而
展開保育行動，改善環境景觀，讓社區環境
價值大為提昇。我們已將全台各地的社區林
業計畫進行分析整理，希望找出台灣的社區

圖11.社頂部落進行居家環境景觀改善

30

林業計畫大致都做那些工作內容，以建立屬
於台灣本土的社區林業經驗。
台灣的社區林業可分為八個工作項目，
茲逐一介紹如下，讓想申請社區林業計畫的
社區可以很快抓住這個計畫重點。
(一)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是社區林業第一階段計畫最著
重的工作項目，藉由社區開設相關課程傳達
保育與永續的理念。教育訓練可分為理念宣
導和技藝訓練二類課程，理念宣導主要是社
區林業、生態保育、水土保育、防火宣導、
森林保育、生物多樣性等有關資源保育的課
程或座談會。大多數的社區剛開始會著重於
保育理念的 宣導，聘請專家學者或林務人員
至社區講解生態保育的理念和社區林業願
景。當居民有了基本觀念之後，開始會去思
索社區的資源特色為何，那些是社區應保存
的歷史、文化與技藝，社區發展需要那些專
業技術和資訊等問題，並開始著重技術層面
的獲取。聘請的講師大致可分為兩類，其一
為社區外之人員，如國家森林解說志工、荒
野保護協會、野鳥協會、鄰近學術單位、特
有生物中心、休閒農業發展協會、觀光促進
協進會等單位之講師；另一則為內聘社區民
眾及林務局人員進行課程宣導教育，如部落
耆老、長老講古，介紹本地傳說故事與傳統
文化。
(二)資源調查
社區執行資源調查是為瞭解與累積社區
資源，以備未來發展生態旅遊、觀光產業
或休閒農業之需。社區要走向永續經營，首
要的條件是須徹底瞭解自身社區環境所擁有

圖12.社頂部落解說員帶領遊客DIY製作銀合
歡種子項鍊

的資源。透過資源調查可瞭解社區內外擁有
哪些資源，以及資源所面臨危機與資源保育
問題。資源調查可分為：社區環境景觀資源
調查、社區生物物種資源調查、社區古蹟調
查、社區人文調查、社區產業經濟調查、社
區傳統技藝調查等。調查方式可透過田野訪
談、探勘舊部落、攝影照相或以文獻分析等
方式紀錄，將社區趣事、社區歷史、傳統文
化、習俗、遷移史、神話、禁忌等故事，以
及耆老口述之歷史予以錄音、錄影。調查的
對象，包括社區耆老、資深人員、社區內具
傳統技能人士等。大部分社區初期進行調查
時會聘請專家協助，帶領社區居民一起進行
調查，透過專家在旁協助與現場指導來增進
社區居民對社區資源與環境的認識。調查工
作執行至後期多半會交由社區開始進行資源
監測，監測種類繁多，如環境監測、物種監
測、步道監測等；監測時間依照不同社區、
不同監測對象、不同需求而有所不同。社區
資源具有教育功能，因此社區調查所記載的
資料，多會建檔製成社區資源資料庫，供未
來 教育訓練課程教材，或製作相關導覽手
冊、部落誌、社區報、社區(部落)地圖、社
區資源地圖等，一些社區亦將其置入社區網
站裡，供社區內外人士查閱，藉此作為社區
對外窗口推廣相關資訊。
(三)設施建置與維護
主要是進行社區環境整理或營造具社區
特色之設施，如台東縣拉拔生態文化保育協
會，將水泥之牆面佈置充滿東排灣族原民風
味之砌石圍牆；台南縣大內鄉曲溪社區發展
協會利用倒塌的老樹幹製作導覽路標和植物
名稱牌誌；台東縣東河鄉泰源社區發展協會
整修並綠美化社區之環山步道與環河步道。
(四)刊物製作
刊物有助於推廣上的應用，使社區居民
和外地人士更瞭解社區所擁有的資源、景
點、特色產業、人文歷史等，藉此宣導保育
觀念或推銷社區景點，吸引更多居民共同關
心社區發展。有些則將社區資源和社區相關
活動放置社區網站上，做為分享與溝通的平
台。或將歷史調查結果整理成冊做為教育傳
承，如台東縣成功鎮信義社區發展協會將前

兩期所調查結果重新編輯 ，並製作簡單折頁
供部落教室與小學解說學習教材，並且將前
兩次耆老訪談之影像剪輯製作，作為部落傳
承之用；花蓮縣壽豐鄉牛犁社區交流協會彙
整各次執行成果，印製保育共生手冊，透過
手冊辦理重新認識家園活動，讓豐田五村學
子們瞭解到居住環境的改變。
(五)巡守
社區依據其本身之需求及資源之狀況而
進行巡守，巡守目的可能為山林巡護、溪
流巡護或特定資源巡護。巡守隊伍會依每個
社區的人力、地點、時間、巡守對象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配置。台東縣延平鄉紅葉社區發
展協會之森林巡守隊，以6人為1組，協助巡
護延平事業區之林班，每天3班，每班2人騎
乘機車巡護；花蓮縣萬榮鄉紅葉社區於第二
次計畫中，其巡守自紅葉溪北起至南為止3
公里，及其主要支流，每月巡查4次，每次3
人為一組，配合巡查與里民大會加強宣導維
護森林資源；第三次計畫之巡守則安排每星
期三次、每次兩人，巡守瑞穗林道、玉里事
業區14、17、25林班，由社區領導人運用生
態保育知識與觀 念，帶領志工一同巡護；台
東縣延平鄉永康社區發展協會成立3組巡護
隊，每組4人，每週1日派出1小組巡護，並
視狀況不定期巡護。
(六)推廣
推廣可讓居民更瞭解社區的資源，並以
資源的特色切入社區林業的內容。社區藉
由推廣活動展示其執行成果，將資源調查，
教育研習等活動累積所獲資訊、資料歸納整
理以成果展方式表現，以吸引更多居民關心
自己的社區。如桃園縣大溪鎮復興社區發展
協會將之前社區林業計畫所得之生態資料，
編輯成生態導覽手冊分送里民每戶一冊；新
竹縣五峰鄉泰雅族永續發展協會於桃山社區
泰雅部落文化園區辦理雕刻成果展，展示其
教育訓練之成果。國內有些社區會舉辦藝術
活動來吸引居民參與和引發居民創意思考，
如國際珍古德教育及保育協會邀請師大音樂
系辦理社區親子音樂會，並於錦安公園舉辦
台灣油杉親子音樂會、園遊會闖關遊戲等活
動，盼激發出居民興趣；花蓮縣林田山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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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協會藉由詩人葉日松做摩里莎卡及流籠
的告白等詩，並邀請林道生教授譜詩曲及合
唱表演來吸引居民參與；宜蘭市進士社區以
社區藝文展演方式，辦理社區新書聯合發表
會，與社區民眾分享該書之製作與出版經
驗。
(七)觀摩活動
社區通常會去參觀與其發展方向較為相同或
社造成績優良之社區，並在觀摩活動後辦
理座談會，透過討論與心得意見交流學習別
人所累積之成功經驗，以作為社區發展的參
考。社區參訪的地點不單單僅限於某社區或
部落，亦有針對生態園區、工作室、特有生
物中心、植物園、國家森林遊樂區、步道
等。社區參訪的動機目的會隨著社區需求有
所不同，如針對生態旅遊做法、生態保育、
藝文觀摩、護溪、造林育林、生態產業等。
(八)造林綠美化
聘請專業人員指導綠美化相關技能，如
台中縣大雪山發展協會聘請新社種苗改良場
老師為社區辦理原生植物講座，以教導居民
從認識到如何培育等一系列課程；南投縣水
里鄉永興社區發展協會則是因為社區老樟樹
遭受病蟲 害，因而進行病蟲害治療，清除附
纏植物，同時移除樟樹周邊之水泥地面；台
東縣原住民東魯凱文化教育協進會分區實施
綠美化，以及擴大辦理種植傳統花樹活動，
並以地形、道路、建築規劃種植花木，開闢
苗圃培養當地果樹及蔬菜。植栽來源通常是
向政府單位申請，或開闢社區苗圃培育所需
之苗木；南投縣草鞋墩鄉土文教協會先開闢
空地為苗圃，以生產社區綠美化所需苗木供
應居民使用，之後再分兩階段為社區其他空
地進行綠美化；台南縣生態旅遊發展協會進
行種樹、愛樹的認養活動，並請農業局森保
課規劃綠地，並向相關單位申請耐鹽耐旱樹
苗綠化。

七、結語
社區的自然、人文資源是我們可貴的資
產，社區居民應改變以硬體建設來發展地
方的思維及做法，而調整以自然及人文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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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出發點，珍惜自身所有的資源並尋求地方
特色，以社區營造之居民參與精神，關心自
己的家園，凝聚共識為社區找出一條正確發
展的道路，同時，亦應結合政府與專業的力
量，協助社區發展。社區林業計畫提供社區
與相關政府部門、民間組織、社區及學校建
立夥伴關係的管道，共同為營造我們的社區
成為生活、生態、生產三生一體的永續家
園。社區可以參考本文歸納的八項工作，
建議由教育訓練及資源調查開始切入社區營
造，深信社區林業是台灣各地社區啟動社區
營造工作的首選計畫，這個計畫將協助我們
找回與土地的情感，共創永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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