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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城市土地不敷使用，地狹人稠、人口擁擠，大都會

區外圍被大規模開發利用，土地利用的變遷日趨多元化

，而城市森林首當其衝會遭到違規濫墾、濫建及林木被

濫伐等違規破壞，導致其喪失保護環境的能力，氣候失

調、水資源供需困竭、居民生活品質日益惡化等…

如何有效管理與維護城市森林，以充分發揮其保安

國土、涵養水源、保育自然生態、發展生態觀光、綠美

化環境、調節氣候…等公益效用，來配合城市發展趨勢

，實為一種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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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森林之定義與範圍
1965年加拿大多倫多大學卓根森（Erik 

Jorgenson）教授最早提出城市森林的概念，他認為
城市森林並非僅指對城市林木的管理，而是管理整
個受城市居民影響、利用的所有樹木，這些地區不
僅包括行政上劃分為城市範圍的地區，也涵蓋了城
市居民維生所需的水域和供遊憩的郊區。

美國林學會把城市森林定義為「培育和管理林
木，對都會居民的生理健康、社會福利和經濟繁榮
發揮作用的一種高尚事業」。

三、城市森林之種類與範圍

城市森林的範圍定義在城市行政區劃範圍內

的市郊森林、市區公園、綠地、行道樹等。

更簡單地說，在城市範圍內與市民生活相關的所

有樹木及相關植物的所在地，都是城市森林的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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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郊森林
系指位於市區外圍之林野，即山坡地及保安林範

圍內之森林區域，且功效更具公益性與多元化。如陽
明山國家公園及各風景區、保護區內之森林等。

大屯火山群為主體
(台灣僅有之火山地形地質)

「台灣水韭」且僅生存於本區的七星山
東坡。

全台已編有457,837公頃之保安林，約占全台森林面
積之22％。各種保安林分別依其特性合理經營、撫
育、更新，並以擇伐為主。

花蓮飛砂防止保安林

翡翠水庫水源涵養保安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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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縣九份風景保安林

台東土砂捍止保安林

宜蘭南澳漁業保安林

金門防風保安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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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區公園

可分為兩種,一種是由人工興建而成的,如台
北大安森林公園、台中公園…等；另一種於林地
裡開拓而成的公園,如宜蘭羅東運動公園

以水、綠、健康為園區三大主題，將地形景觀、植物景觀、水
流景觀及運動設施結合

在擁擠、嚴重污染及「熱島效
應」帶來高溫的台北市，26公頃
純休閒性「都市森林」型態的大
安森林公園，無異是清新的「都
市之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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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綠地

道路綠地是一種土地利用型態，而非道路工程之附

屬品，應於道路新建或拓寬工程草擬之初一併予以規劃

。如學校機關及住宅社區等綠地，其中應注意植穴之預

留空間、規格、型式，以配合適當規格、種類之樹木。

(四)行道樹

於道路兩旁中間安全島或兩旁行人道上，通常種
植行道樹與若干植株、花草，例如中山北路…等。可
分為公路行道樹、市街行道樹、園景道路行道樹。

公路行道樹 — 指高速公路及省、縣、鄉、村、里
道路兩旁之樹木

台9線(北宜公路)--非洲鳳仙花
台14線(埔霧公路)—山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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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外環公路印度紫檀

金門烈嶼濱海大道（木麻黃）

北市中山北路楓紅層層

北市羅斯福路木棉道

市街行道樹 — 指都市內街道兩旁之行道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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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柳川(柳樹)

梅川(掌葉蘋婆樹)

綠川(蘭花樹)

台東茄冬绿色隧道

花蓮瓊崖海棠百年行道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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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景道路行道樹 — 指公園、校園、墓園、寺廟、庭
園及社區內之行道樹

高雄都會公園步道
台大耶林大道

四、城市森林之功效
城市森林的價值可分為:有形價值主要是指可透過市

場機制而決定的實質價值，如立木的市場價值；無形價

值則是無法透過市場機制而衡量的價值，如城市森林所

提供的環境、生態、遊憩、保育及文化歷史價值。這些

有形及無形價值會隨時間的累積逐年增加。

1.環境效益:調節氣候、淨化空氣、減輕噪音、美化環境

2.社會效益:防火避難、保護水質水系、維護都市機能

3.經濟效益:提升房地產價值、都會旅遊業、節省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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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年美國農部森林署(USDA Forest Service)
提出城市林所具有的實質功能，而其無法計
算的無形貢獻價值，可區分為四種：
1.精神與美學的價值
2.凝聚社區居民情感的社會價值
3.歷史與文化價值
4.環境與生態的價值

五、城市森林之管理與維護

城市森林之管理維護除有賴有關單位，依所栽
植植物種類及生長情形，調整養護適期及頻度，大
致上有澆水、修剪、施肥、病蟲害防治、除草、中
耕、補植、換支架等各項養護工作及技術，以及更
需大眾之協力維護。防患人為的損害，如砍伐、過
度修剪、環狀剝皮...等，才易彰顯其績效。欲營造
完善的管理維護，環境限制、規劃設計、施工栽植
、行政作為、公眾教育等，均需妥善應對與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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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市(基隆市、新

竹市、台中市、
嘉義市、台南市)

縣(台北縣、新

竹縣、台中縣、
南投縣......)

各縣市政府為
主管機關

直轄市(台北

市、高雄市)

台北市

市郊公園、綠
地、行道樹

台北市政府工
務局公園路燈
工程管理處

市郊森林

台北市政府
建設局

高雄市

市郊公園、綠
地、行道樹

高雄市政府工
務局養護工程

處

市郊森林

高雄市政府
建設局

(一)城市森林主管機構組織圖

(二)市郊森林之問題
市郊森林管理維護相當複雜，事涉其公益功能、

居民利益、違規違法利用、管理效率、司法與公權力
力之執行，管理機關為避免城市森林被不當或過度利
用，皆須負起管理之責，除依法管制變更使用、超限
利用外，並加強執行巡查非法使用情事，且有效積極
管理經營，增加林野面積、蓄積量及改良劣恣林相。

(三)市郊森林之管理維護

1.提高巡查人員之安全感與工作意願，加強激勵之方
法與措施。
2.巡查管理人員執行公權力之提昇，建立森林警察制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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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強巡查及管理人員之在職教育訓練，如相關法令、

司法制度、司法程序、蒐證與地政觀念等教育訓練。

4.提昇民眾生態保育知識及愛護森林之觀念。

5.特權關說影響管理之執行。

6.對於林地違法變更使用或荒廢者，落實復舊造林。

7.管理政策缺乏系統性、計畫性及延續性。

8.加強濫建之拆除跡地復舊造林。

(四)市區公園及綠地、行道樹之問題

2.缺乏完整之綠帶規劃

城市地區或非城市地區之道路綠化，往往未透過景

觀道路或綠帶之規劃手法，將其他公園等綠地，串連成

線、面發展，致使各種綠地無法結合而形成一完整而自

然的綠帶，亦無法依不同綠地屬性發揮其應有之功能。

1.樹種選用不當

行道樹樹苗規格及種類未配合現場環境或因樹型不
良，或因根系不健全或樹種不適，無法形成良好的遮蔭
或視覺效果；若選錯樹種，恐對改善空氣品質的效果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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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樹木生長環境之限制

生長空間受限是行道樹最宿命與最根本之難
題，若加上植穴土壤不佳、排水和給水困難、空氣
污染、沿海惡劣環境等不良因素，均將對行道樹生
長造成負面影響。

4.植穴設計不當

道路工程若完全以使用及管理上之便利為出發點

，則樹木生長所需之基本空間往往被忽視。若植穴過

小，其周圍再舖以不透水性之材料，或砌成水泥容器

，將使根系無法伸展。最後造成根系及土壤浮突於路

面，影響水分吸收及樹木生長。

5.行道樹之常見病蟲害

樹木褐根病、樟白介殼蟲、癌腫病、菟絲
子、菩提樹黑脂病、莿桐釉小蜂、夜盜蟲（夜蛾
類）、芽腐病、紅胸葉蟲、紅椿象等為最常見行
道樹病蟲害。

6.工程規劃未與環境綠化融合

例如拓寬時將路肩原有之行道樹砍伐或遷移，

而對於遷移之技術及遷移地點是否合適多未講究，

以致遷移後樹木生長不佳，屢有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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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未能創造自然的景觀

行道樹配置的手法，過去常以單一樹種整齊排列的
方式或為便於管理，多採用常綠樹種或縣樹，以致無法
表現四季景觀的變化，往往顯得單調無趣。但目前已有
若干觀念在改變，利用植物的生態特性和觀賞特性以
外，還要藉藝術手法獲得組景上的形式美，把道路景觀
營造得更富有自然美。

(五)市區公園及綠地、行道樹之管理維護

1. 對樹種選擇審慎考慮，選鄉土樹種及對城市環境有
強大抗力的樹種(對空氣汙染、風、鹽、濕旱、熱寒、
火、病蟲害及土壤)。如對臭氧淨化能力較高的樹種，
包括相思樹、阿勃勒、樟樹、台灣櫸、黃連木、羅漢
松、小葉橄仁、苦楝、烏心石等，平均有2-15％的淨
化力或選擇碳吸存效益高的樹種(樟樹或台灣櫸等)。
2. 克服栽植空間不足之難題，應注意植栽與道路硬體
之協調規劃及對植物生長特性之充分瞭解。在狹窄之
街道，可選用樹冠為圓柱形或枝條柔軟之垂枝形植物，
而在土層淺薄之處，宜採用中小型喬木，避免選用直
立深根性之樹種等。



15

4.在綠地空間許可的路段，理想作法應是儘量採用
帶狀式植穴栽植。此種栽植方式之除可增加植物根
系吸水及透氣面積，並有助大雨時都市中之排水機
能，減少地表逕流，是符合生態法則之作法。令亦
可採用透水型植穴蓋，不但可保有帶狀式栽植之優
點、減少地被植物之管理，並可增加行人使用空間
。

3.將地下管線集中埋設，並避開植穴地帶。在未來
都市發展規劃時，能朝電線、電纜地下化之先進
觀念思考，並留下足夠的綠化植栽空間。

30

5.行道樹病蟲害防治以物理、化學、生物及照明設備
等方式防治。

6.公園綠地與行道樹已從基本的綠化功能，融入了景觀
美學、助導交通、蔭蔽、防風等多功能要求。更因行道
樹具有減低噪音、淨化空氣等環保功能，逐漸導入自然
生態之設計施工法則。

7.人類開發、各種破壞行為對公園綠地與行道樹的衝
擊與危害，因此更需要社會大眾強化生態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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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城市森林未來展望

1.儘量保全原有的自然綠境。

2.城市計畫應納入足夠綠地，並落實建設。

3.工業區及住宅區應建造密集立體綠帶。

4.行道樹以林園大道為目標，喬木株間則應混

植灌木草花形成立體綠帶。

5.市區外圍宜建造環狀綠帶，郊區與市區，以

林園大道連結，形成完整綠地廊道。

6.發展「生態園林」，達成經濟發展與環境保

護共存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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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吐新芽 夏日翠綠濃蔭

秋日黃葉蕭颯遍地黃金 冬日枯椏寂靜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