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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的話：

綠化城市（Green City） 是世

界園藝的新觀念。去年欣逢建國

百年，配合了綠化城市的觀念，

國人在台北瘋花搏，中興的園藝

人也在年底舉辦了巨年的園藝

週，將自己的所學展現在大眾面

前，而同學們花牆設計比賽的作

品現在仍掛在教室的外牆，這應

該是台灣第一座綠化教室，令同

學們自豪的應該是「自己完成的

綠化教室」 。

園藝學是一門應用科學，除

了知識外經驗也非常重要，經齡

是經由自己親身體驗才能獲得

的 。 在園藝系四年除了實習課

外，園藝系學會的各種園藝相關

活動就成3同學們學以致用、獲

得園藝經營經驗的最佳機會 。

有極少數的同學或許從不參

加學會的活動，甚至會抱怨實習

課老師把同學當做廉價勞工，不

願意在實習課用心體驗 ， 這些同

學即使畢業了，因為缺乏實務上

的經驗，剛上園藝職攝是很辛苦

的 。 而從課本、講義、網站所能

得到的僅是園藝的 r資訊」’永遠

得不到園藝上的知識。今年又要

為圓種寫些戚言，僅將最近看到

的一些事將成觸寫出來 。

城布緣份

運用栽種擅物的手段改善城市生態環境的活動。織

市綠化包括城市綠地 （見織市園林綠地系統） 的建

設以及對原有植被的維護工作 ，不包括以生產為目

的的果園、牧揚、用材林等的經營 。

城市生態系統中的部分物質和能量是從城市

以外輸入或向城市以外輸出的。但是許多重要的居

民生活條件如清潔的空氣、安靜的環境 、 宜人的氣

候、優美的景觀、戶外休息活動揚所等，不能完全

靠翰入種出來改善 。要使城市生態系統保持良性循

環，城市中必須具有足夠的自然成分 ， 其中還主要

的就是綠色植物。因此城市綠化建城市建設不可缺

少的組成部分。

城市綠化的作用是 ：

。 市綠化可以調節空氣的溫度、﹔濃度和流動狀態。

綠地能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氣，並能阻隔、

吸收煙塵利某些有害氣縫， 降低雞訊。 許多植

物能淨化河川、湖泊、池沼中的水體利地面徑

流 。綠化還能保護嫂地，防止水土流失 。合理

的道路綠化能增進交通安全 。城市綠化還能滅

經火災、地震造成的損失 。

＠級市綠地可供居民休怠利活動。

＠利用各種有觀賞價值的植物按照藝銜規則綠化

城市．可以改善城市景觀，給人以美的鼠受，起

陶冶性情的作用 。

城市環境給植物造成特殊的生存條件 ： 城市地

區有自己的小氣候狀況， 土壤φ運有建築殘渣和煤

渣等，改變了土潑原有的物理和化學性質 ﹔ 地麵舖

裝和地下橋築物影響土續中空氣、水分章。積物被系

的活動 。空氣和水體的污染等都對糧物的種類分佈 、

選擇、種福利饗讀提出特殊的技術要求。因此，在

草草市綠化中必須謀取相應的技術捲艙。

資料來源： 互動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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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加哥捨佇建f是

贏得緣份城E官司單名

【大紀元 1 1 月 21 日訊 】

芝加哥有許多別名，比如風之械、殺豬屠夫之部、

還有詩人卡爾．桑德伯格描寫這個藍氣工業都市時

使用的字眼“寬肩膀．． 。不過，芝加哥市長正在實

行的環境保護政策，讓這座絨市贏得了一個新的稱

載。

＊致力環保工作的市長＊

作為芝加哥的環境導員 ，薩德胡．約翰斯頓的責任

是把市長的環保目標變成瑰寶。不過 ，他說，芝加

哥的城市綠化工作早在他三年半以前開始為市長

工作的時候說已經開始很久了 。約翰斯頓說 ： “難

利市長切實致力於把芝個哥變成美團最線、患重視

環保的城市 。 ”

他說，戴利市長在大約 1 7 年前一上任競投入了綠

化芝加哥的工作 。他當時會瞎了林務局官員，詢問

他們種植樹木的數量 。當這些官員回答說，砍伐的

樹木超過了種植的樹木，這個答案成為扭轉局面的

關錦 。 戴利市長當機立斷地說 ： “我們必須種更多

樹。”

＊種樹 40 萬到 50 萬棵＊

戴利市長說到做到 。過去 1 5 年的時筒里，在他的

領導下，芝加哥種植了 40萬到 50 萬棵樹，這些樹

木不僅覆在遊客常常光額的那些市區 ， 而且包括這

個城市的一些愚貧窮的居民區。 W£利市長的新預算

計劉在 2007 年再種植 6000 棵樹。

約翰斯頓說， 這些樹木對芝加哥的環境和經濟部產

生了影響 。他說 ﹔ “樹木可以過濾空氣，結街道和

房屋邀踢，讓房屋保持涼爽，節省了空調費用 。而

且人們都希望住在綠樹成護的地段，希望在樹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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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買房子，到樹多的地方購物。不遠的將來你就

可以看到人們在這些地段整修店面、開餐館，人們

在這種投資房地產、然後再投資。”

＊綠化不僅是種樹＊

種植樹木只是市長的城市綠化工作的關鋪。沿著芝

加哥的多學道大街走下去，你會看到中間隔離帶上

芳草茵茵﹒上面還設置了一些花壇 。就連空中有高

梁列車隆隆駛過的、這座城市霞粗陋的那些街道上，

也有花籃和攀附在路燈上的錢蔓。

2004 年，芝加哥在沿著密西很大街一塊 10 公頃受

到污染、醜值不煌的地方開拓了一個新的公園。

約翰斯頓說： “從前，那襄是個盟軍寞的錯路停車揚

和一片凳地。環i竟很差，沒人想去那兒。”

＊千年公園＊

現在﹒人們成位結隊到千年公園去步行或者跑步，

在弗蘭克．絕種設計的音樂廳欣賞音樂，在一個新

劇揚欣賞舞蹈，在優雅的公園餐廳吃飯，欣賞正在

展出的公共藝銜。

不過，薩德說．約翰斯頓說，千年公園不只是一個

休閑去處，它就像一個綠色屋頂，覆蓋著下面的一

個地下停車傷。他說： “這個綠色屋頂有助於這個

織市保持涼爽，吸收暴雨積水，上面有太陽能采光

級，這樣就可以產生能量。它還有一個自行車停車

惕，來支持替代交通方式。”

＊綠色屋頂＊

約翰斯頓說，當園林在屋頂上面取代了黑色焦j函，

夏天屋頂的溫度可以從獨氏70度降到27度。他說，

2000 年市政廳建起了芝加哥第一個綠色屋頂。約翰

斯頓說：“它的面積超過了兩千平方米，上面有 150

多種植物。有一些蜂袍，蜜蜂在 8公里的籠圍內採

蜜。成千上萬的工人和居民每天從周圍的寓樓大廈

上俯做這種的景觀。所以，看到不同季筒的變化，

風吹事緣，諸如此類，確實也在改變人們的心境。”

市政廳幫助芝加哥 250 多個綠色屋頂項目投入了建

設，總覆蓋面積超過 23 萬平方米。約紛斯頓說，

所有接受市裡提供資金的建築物上面都要求有綠

色屋頂，並旦有一些獎勵措施，鼓勵其他建築筒探

用綠色屋頂。

他說： “我們向房主和小企業主提供還多有 5000

美元，讓他們加裝綠色屋頂。我們提供最多到 10

萬美元，議在這種鬧市區的大型開發項目加裝綠色

屋頂。我們還有一項密度獎勵。如果你加蓋綠色屋

頂﹒你就可以在同潑的面積上蓋更多房屋，增B日密

度。我們還有一個申領許可證的綠色通道，如果你

在建一個綠色建築﹒說能為你加快辦理害他手

績。”

＊開發能源＊

薩德的．約事會斯頓說 ，難利市長的環保工作日程所

觸及的問題超出了建設和美化景觀的範鷗 。舉例來

說，芝加哥市軍近獲得了國會錢款，來安裝美自第

一個氫氣燃料站，這個燃料錯將由城市公交車使用。

在一個試齡項目φ ，芝JJO哥市眾多摩天大慶中的一

座高樓頂上安裝了 4部風力發電機，來利用這座凰

城遺有名的資源。

約翰斯頓說，人們從世界各地來向戴利市長學習如

何利用綠化技術造福城市。他認為，芝加哥的綠化

可能是理查德．為利最重要的豈是績之一。

美國之音記者托篤斯

2006 年 11 月 20 日

芝加哥報導

資料來源：

www. epochtimes.com/b5月／11 /21/nl528543. 
htm 

「竹，你愛不愛我阿？ J

竹是我男朋友，我們從國二就開始交往，到現

在已經快五年3· 很幸運的罪。他都考上中興大學，

只不過他是因警系，而我卻是森林系。

他不太笑，也不太常說甜言蜜語，總是默默的

衷達自己的意見，沒有牛』毒氣也沒有特別好親近 ，

朋友都問 ： 「那你到底喜歡他哪一點？ J 我只能聳

聳肩的回答﹒ 「大底是他的懿吧！ J 其實我自己也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會在一起？竹沒有特別的對我

告白，也沒有對我展侷熱烈的追求，順其自然，自

然而然的就和他在一起了，這大街是我

們可以交往五年還麼久的緣故吧！看

到許多國中生，整矢續在一起膩來膩去，

交往不到兩個月，三天一小妙五天一大

吵，然後就分手了，這鐵算是愛情嗎？

同緩的我也有點疑惑？我利竹已

經交往了五年，除了牽手之外遠要進一
步的事情都沒有，這樣算是愛情嗎？

他被我一再的追問感到有點厭煩，

追問他不是我的錯，因為他每YR不是默

默不話，就是回答 「無．．．無聊，這

還用筒嗎？」然後加速向前走。

其實上了大學以後，有幾次我有~

覺到他想更進一步，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的運氣非常差。每例來說，上決我章。

他還完夜市在學校的大門口要分手時，

我開玩笑的說：「怎麼不給我一個 k i 

ss goodby e 呢？ J他突然收

起了笑容並旦注視著我，而且慢慢的靠

近，害我心跳不斷加速。我有點富差也

有點緊張，但我還是閉上了我的眼睛，

並且期待善可以送出我的初吻時，後面

突然一群騎著摩托車的人大喊﹒「李竹！」害我們

都嚇3一跳，原來是他的同學，而他只默默的跟我

說．「趕快走吧 l J 從此以後，幾乎每次中午約會

都會「不小心鐘冕」他的同學，不論是去女宿要吃

日本料理、去夜市要吃大。于過癮、去校門口要能餃

餃者．．．．．．只要是我們一起吃飯的處合，都會遇見他

同學，讓我不得不佩服他的煩運氣。

後來發生了一件事，教我看到了從交往以來，

竹的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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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系有參加呱啦隊比賽，只是女生的人數不

夠，學姊拜託我也參加，起初我不答應的，但是不

忍心學姐的爸爸哀求，於是點頭答應了，而這也是

竹不高興的導火線。

「不是要穿得很暴露還要讓男生抱來抱去嗎令那

為什麼你還答應？ J

r因為我不忍心再麻煩學姊找人阿。 J

r~B為什麼你決定之前沒罪。我這個男朋友商最？

你把我當成什麼了？還是因為你覺得你是處於『雖

然死會卻可活標a 的情侶閥係？」

「我沒有，我沒有！沒有！ J 

「算了！ J 他軍事身而去「就這樣。巴！這

是你的決定。」

我沒有追上去，也沒有喊他的名字﹒只

是默默的錯在寒風刺骨的圖書館遷，默

默的哭泣。

那天晚上，我傳了一封簡訊給他 ：

「竹，你愛不愛我？」而他沒有回應。

我們冷戰了十幾天，所以我一直努力的

綴習啦啦隊，我要讓竹看到我的決定不

是錯的，所以我將努力全都投入3 。

啪啦隊比賽那天，我沒在觀東席的

位置看到竹，我有點失望，但是依然將

我努力的成果完全表現出來，雖然最後

沒有得名，但是我做出了我自認為最完

美的演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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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喜總是伴隨著努力過後

「欣. . . . .. J竹像笨蛋一樣的將在接瀉的

門口，一臉歉意的遺著我。

「怎麼？你總算憑道歉了？ 」

「對不起．．．． ．．」他

說「還有，你的表

演j良好看！」

我們走在冬陽~煦的中興湖畔，

我忽然心血來潮的問他： r竹，

你到底愛不愛我啊？」竹只是默

默的牽起我的手，甚麼也沒說，

然後笑了。

我也笑3，因為我知道他是

愛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