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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日本傳統歷史而言，自古以來社區居

民與森林關係密切，舉凡薪炭材、堆肥、香

菇段木、手工藝品等均仰賴於社區周遭的林

木，並經由人為的適當干擾與更新，社區周

遭的森林才得以生生不息，但自從都市化

後，人口外流嚴重、人力明顯老化，對社區

周遭森林的需求日漸減少，此外，生活型態

的改變、人造化肥的普及及物美價廉國外材

的進口，社區森林的使用率與依賴度也逐漸

降低，社區居民不再重視森林的經營管理與

撫育更新，造成雜木林及人工林的衰退與老

化，其結果不只降低國土保安及水源涵養的

建全功能，更影響到二氧化碳吸存及生物多

樣性的積極效益（NLAPO, 2004）。有鑑於

此，日本政府單位與社會組織逐漸關注山村

振興與森林經營的問題，而當地民間團體如

社區協議會、森林組合及農林公社等，也努

力協助山村轉型，除了朝向觀光休閒發展

外，也尋求提高當地產業的附加價值。

為了因應21世紀林業經營之挑戰，日本

最近修改的「森林及林業基本法」第二條

一、前言

日本國土面積為3,779萬公頃，其中

2,512萬公頃為林地，佔國土面積66％，私有

林1,449萬公頃（38％），林野廳所管國有林

764萬公頃（20％），都道府縣公有林280萬

公頃（7％），其他單位管轄的國有林20萬公

頃（1％）。在林相部分，天然林1,476萬公頃

（59％），人工林1,036萬公頃（41％）。1960

年代起，日本的經濟快速發展，都市化日趨

明顯，大量人口湧入都會區，造成山村人口

減少、年齡老化。根據日本山村振興法之定

義，以舊有的市町村為單位，凡是林野覆蓋

率達75％以上，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低於

116人，並且產業不發達之區域，則稱之為振

興山村。在2000年時，此類振興山村人口共

計453萬人，約佔全日本4％，但其所佔面積

為全國47％，涵蓋全國森林面積60％。振興

山村不只人口稀少，其人口老化的問題更是

嚴重，在1975年時，超過65歲以上居民只佔

12.3％，但到2000年時，則提升至21.3％

（林野廳，20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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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多功能的發揮」中明文規定，林業經營

應促進山村的振興，第十五條「山村地域定

住的促進」也指出，應協助山村地域特產物

的生產及販賣，振興當地產業，增加就業機

會，並整備山村的生活環境，此外，第十七

條「都市與山村的交流」中也強調，要深化

國民對森林及林業的理解與關心，促進都市

與山村間的交流，加強公眾保健與教育以增

進森林的利用，並宣傳相關施業政策。依據

「森林及林業基本法」之規定，日本林野廳再

進一步制訂「森林及林業基本計畫」，其中有

關「山村地域定住的促進」部分，重點有

二：（1）就業機會的增大。振興木材產業，

尤其針對特用的林產物，強化經營體質，利

用山村自然景觀、山水及空氣以發展其他產

業，總合利用森林資源，並推進林道的開闢

與鋪設；（2）生活環境的整備。居住地區周

圍森林的整備，加強用水與排水設施，改善

山村生活環境，增進居民定住。此外，有關

「都市與山村的交流」部分，重點有三：（1）

森林環境教育的推進。加強森林體驗活動，

鼓勵參加森林整備工作，提倡藝術文化，強

調森林與人共生共存，確保社區醫療福祉，

人材訓練養成，山村生活體驗；（2）淺山森

林保全、整備及利用的推進。都市近郊森林

的持續利用及維護管理，私有林農與都市居

民的協力合作，共同推動森林保全、整備及

利用；（3）森林相關公眾關係的推進。提供

大眾森林多目標功能資訊，擴大公眾關係，

增進國民對森林的理解與關心（林野廳，

2004b）。

雖然日本政府為了改善偏遠山村的生活

條件與經濟狀況，已在法規的修訂與經費的

補助上積極協助，但由於當地居民年齡老

化、組織鬆散，復因資金有限、技術不足，

因此在林業經營工作上常有力不從心之憾。

有鑑於此，許多民間團體陸續成立，尤其是

非營利組織（NPO）更如雨後春筍般急遽增

加，踴躍投入林業經營工作。根據日本林野

廳資料（2004b）顯示，近年來與森林有關

的民間組織快速增加，在1997年時共有277

個，但到2003年時則增加至1,165個，短短

的6年中增加了4倍多，其中以非營利組織成

長最快，約佔11％。非營利組織扮演政府與

山村間的溝通橋樑，協助政策落實，反映基

層需求，並提供都市與山村的交流平台，整

合資金、技術、勞力與土地，以整體流域、

共存共榮概念，推動上下游社區間的資源互

補，如水源回饋金制度及農特產品認證等，

以活絡山村經濟，創造就業機會。此篇文章

是我們於2004年9月赴日拜會東京都、新潟

縣及愛知縣等許多非營利組織之心得，期望

能作為未來國內NPO組織參與林業經營時之

參考。

二、日本NPO組織案例介紹

（一）東京都法人森林營造公共論壇

該組織成立於1993年9月，並於2000年

1月4日改為NPO法人團體，其設立目的在於

結合森林所有者、行政部門及企業組織等進

行森林經營，並積極鼓勵市民參與森林活

動，主要工作內容由基礎至高階可分為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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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依序為：（1）普及啟發領域，包括擴

大市民的參與、森林體驗活動、林業展示及

資訊收集與散佈等；（2）團體支援及人才育

成領域，包括森林相關團體的整合與協助、

林業人才培育、活動整備及保險營運等；（3）

調查研究及政策建言領域，包括森林調查相

關研究、森林團體連線及研擬政策建議等

（森林營造公共論壇，2004）。

在普及啟發領域部分，近年來該組織積

極推行「多摩森林大自然教室」之運作。多

摩森林位於東京都西北方，包括奧多摩町等

六個市村町在內，面積共計5,200公頃，約佔

東京都30％，區內森林覆蓋率為90％，將近

一半面積劃定為秩父多摩甲斐國立公園，多

摩川流經此區，是東京都重要水源涵養林，

也是1,200萬居民最貼近的森林地區。森林營

造公共論壇與12名多摩森林私有林林農簽約

合作，面積最小為0.4公頃，最大為13.2公

頃，作為環境教育及林業經營體驗場所，包

括造林、除蔓、修枝及疏伐等作業，並接受

東京都林務課、建設局及環境局等委託計

畫，與當地鳩巢社區及南鄉社區合作，共同

舉辦活動，鼓勵東京都居民參與林業活動。

在團體支援及人才育成領域部分，該組

織 目 前 正 積 極 推 動 「 技 術 習 得 制 度 」

（Foresting License），根據日本林野廳森林

保全課的統計，在2003年時全國森林相關民

間組織共計有1,165個，常舉辦活動讓民眾體

驗林業經營，不過令人擔憂的是活動指導員

本身的林業知識與技術是否足堪勝任，而管

理制度上是否又能確保參與者的安全，有鑑

於此，NPO法人森林營造公共論壇刻正推動

認證制度，希冀透過有系統的培訓課程及檢

定考試，提高各組織團體活動指導員的素質

與能力。最後在調查研究及政策建言領域部

分，在1997年時，該組織與社團法人國土綠

化機構及東京神奈川森林管理局共同合作，

在神奈川縣仙洞寺山國有林19.28公頃林地內

進行森林生物多樣性調查，之後再施行不同

的造林撫育工作，並持續監測，比較施業前

後生物多樣性之差異，據此提出森林總合利

用之建議，此外該組織與60餘個森林相關民

間團體串聯，經由公共論壇討論方式，彙整

各方意見提出森林政策建言，目前已提出第

三次報告，尤其著重於民眾參與森林活動的

法規與策略。

社區林業在日本目前只剛開始起步，尚

未獲得實質進展，不過林野廳已逐漸修改法

規，開放部分國有林提供民眾參與林業經營

的機會，例如NPO法人森林營造公共論壇向

林野廳承租相模森林部分林地，舉辦環境教

育活動，不需繳納租金，但不能採取林產

物，類似情況在日本各地已非常普遍，但主

要都是由NPO法人來主導，當地社區參與的

並不多。訪談時板井局長也指出，從北海道

到沖繩森林變異甚大，以同一作業標準來經

營森林是不合時宜，當地社區應建立森林管

理委員會，各流域再組成流域管理委員會，

因地制宜經營森林才是正途之道，此外，在

處理森林之前必須先處理人與社區的問題，

推動民眾參與森林活動。　　

銅二馰東京都社團法人全國林業改良普及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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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協會成立於1953年，其設立目的是協

助林業普及指導事業，將林業相關知識及技

術以淺顯易懂方式推廣於日本全國，以維持

建全的森林、培育適任的人才，目前該會會

員約10萬人，並在47個都道府縣成立當地分

會，組織建全規模龐大。該會業務主要以出

版為主，包括林業新知識月刊、現代林業月

刊及相關林業書籍等，此外，該會亦有從事

森林展示及林業調查等工作，協助展覽館設

計規劃、文宣活動及影片製作等（全國林業

改良普及協會，2004）。

日本林業以私有林為主，為了傳遞林業

新知識至私有林農處，日本的森林林業基本

法明文規定在都道府縣設立林業專門技術

員，在各地方事務所則設立林業改良指導

員，以從事溝通協調、技術提供、情報收集

及宣導推廣等工作，由於日本的森林林業基

本法於近年來修改後，該運作體系已日漸萎

縮，補助經費也日益短缺，對林業普及工作

影響甚鉅，因此，全國林業改良普及協會的

功能益加重要。

（三）新潟縣上越市NPO法人木遊研究所

（Playing with Tree）

新潟縣上越市森林面積11,371公頃，約

佔全市面積45.6％，以私有林為主，國公有

林只佔全部林地面積10％。由於下雪積壓，

林木多為彎曲，加工處理不易，無法與外國

木材競爭。傳統上人工林每公頃造林約2,000

∼2,500株之間，經過間伐撫育作業，60年後

約剩600株材優形佳巨木，但由於木材價格低

迷，許多林地荒廢不再進行間伐處理，導致

林分鬱閉，病蟲害滋生，地被植物沒有充足

▲上越市市民公園管理處。 （攝影∕廖學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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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線，地表裸露、水土流失。上越市居民有

感於市區周遭森林功能逐漸衰退，部分志工

乃於1998年組成木遊研究所，強調人與森林

的密切互動關係，推行木材的利用及森林的

再生，以維護建全的森林功能。

2003年林野廳推動「地球溫暖化防止綠

化事業補助金」，其中一項為「淺山地區柳杉

林環境保全森林活動促進事業」，木遊研究所

提出申請並獲得通過，所有經費經由新潟縣

補助一半，木遊研究所自行負擔一半，主要

工作項目有二大項（木遊研究所，2004）：

（1）私有林農柳杉人工林森林整備；（2）私

有林農意識調查。

第一大項中，透過野外實地教導（9場）

及室內講習（3場），傳授林農有關森林整備

知識與技術、產地認證及安全講習等，共計

337名林農參與。第二大項是針對上越市及鄰

近三和村1,033名林農進行問卷調查，有效問

卷377份，資料顯示當地私有林林相以過去作

為薪炭材的雜木林最多（61.4％），柳杉人工

林其次（32.0％），林農年齡老化嚴重，70歲

以上者高達41％，95％以上林農所擁有面積

不到一公頃。就柳杉人工林而言，森林經營

良好者只佔13％，而52％林農不清楚自己所

擁有的林地確實界限，15.6％林農不知道林

齡多少，22％林農已有10年以上從未去過自

己的林地，40％林農從未進行撫育工作，主

要原因是不符合經濟效益，即使政府從中央

至地方對間伐作業均有補助，林農只須負擔

兩成費用，但意願還是不高。就雜木林而

言，60％為低材質的闊葉樹，48％林農已有

10年以上從未去過自己的林地，70％林農從

未進行撫育工作，30％林農有利用雜木林，

主要是提供森林體驗、森林副產物採集及作

為薪炭材等。這份問卷調查具體而微地呈現

出目前日本私有林森林經營的困境。

為了建全森林功能，木遊研究所與部分

私有林農簽約，10年為一期，幫林農進行森

林撫育工作，林農不需額外付錢給予木遊研

究所，但木遊研究所有權使用該私有林地，

以進行環境教育及自然體驗等活動。此外，木

遊研究所也協助當地間伐木認證工作，推動

地產地銷策略，以提高間伐木的經濟價值。

（四）新潟縣上越市森林NPO植林針葉樹產

地認證協議會

NPO法人團體日益蓬勃與日本的林業經

營日漸衰落有關，由於日本有太多的森林荒

廢，而政府又束手無策，導致許多熱心民眾

積極關心森林整備工作，鼓勵市民參與林業

活動，此外，日本經濟停滯不振已久，企業

終身雇用制日漸取消，使得人們尋求歸屬感

日益增加，而參與NPO組織則是適切途徑之

▲雪壓彎曲木。 （攝影∕廖學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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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民參與NPO情況又可概分為三種層

次：（1）基層森林志工，因喜好自然而加

入；（2）透過NPO訓練課程及戶外活動達

到自我充實之目標；（3）為了實現理想、完

成目標而投入。

由於大量化生產方式成本低廉，致使上

越地區許多木工職人維生不易，雖然傳統工

藝產業振興法有保護專業職人之規定，但只

局限於著名工藝師，對日常生活小市民工匠

而言，此法實質效益不大，因此，許多職人

遂集合成立木工協同組合，共約50餘人，期

能以整體力量再創新局。要提高商品競爭力

除了價格、品質及設計外，產品的思想性也

越來越受到重視，間伐木產品的認證即是典

範之一。鼓勵市民購買經過認證的當地間伐

木傢俱，雖然價格較為昂貴，但卻有助於加

強當地森林整備、減緩地球暖化及增進地產

地銷之目標。

木遊研究所為新潟縣第一個進行間伐木

製品認證的NPO組織，其運作方式是木工協

同組合先告知木遊研究所需要多少間伐木素

材，木遊研究所再至當地森林組合林地選取

間伐木，並標記作號，認證費用每立方公尺

為1,000元日幣，由森林組合付予木遊研究

所，森林組合再進行間伐作業，並製材乾

燥，這些裁好尺寸的間伐素材再送交木工協

同組合製作傢俱，素材售價每立方公尺為

18,000元日幣，由木工協同組合付予森林組

合，傢俱完成後木遊研究所再於每一傢俱貼

上間伐木認證標籤，消費者購買每一傢俱必

須多付500元日幣，而這500元則繳交至木遊

研究所，進行森林志工訓練、環境教育宣導

及森林整備等工作。

由於此一制度深受當地居民肯定，新潟

縣佐渡島及鄰近長野縣也相繼加入，於是另

外成立全國性森林NPO植林針葉樹產地認證

協議會，統籌上述地區的森林認證工作，而

每一傢俱多付的500元當中，則提撥100元至

該協議會，辦理教育訓練工作、研擬政策提

出建言等。此外，協議會與東京藝術大學老

師合作，並登錄徵求傢俱設計師，以指導木匠

藝術創作，其合作製品售價的2％提撥給協議

會作為基金，另外2％則回饋給傢俱設計師。

該協議會刻正積極推動地域循環型產業

概念，促進地域材的流通，若將整個產業循

環視為水文循環一般，則其源流為造林木材

質提升（森林組合），上游為素材生產（森林

▲生長擁擠的日本柳杉林。 （攝影∕廖學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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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以符合製作傢俱所需，中游為產品製

造（木工協同組合），下游則為商品設計開發

（木工協同組合），最後則流入大海（市民消

費者），而NPO組織則設法提高消費者對森

林環境的興趣，增進市民對環境問題意識的

產生，進而願意購買經由NPO組織認證且價

位較高的木材製品，其功能如同讓大海（消

費者）水份蒸發，形成雲霧，回至高山形成

雨滴，再重新降落於源流（森林組合），如此

循環生生不息（木工協同組合，2002）。

（五）新潟縣上越市NPO法人越後山迷俱樂部

約15年前，日本經濟仍高度繁榮時，許

多財團購買上越市郊私有林，競相開設彈珠

店及高爾夫球場等，其中之一高爾夫球場預

定地位於桑取川上游，由於桑取川是上越市

民飲用水源之一，高爾夫球場的開闢引起多

數市民的反對，經過多次抗爭抵制，且日本

經濟逐漸衰退中，該開發案終告停止，上越

市公所乃出資購買預定地，且陸續徵收相鄰

私有地，並向林野廳承租附近國有林40公

頃，共計272公頃設立為市民森林，委由

NPO法人越後山迷俱樂部經營管理，初期營

運費用由市公所資助，但每年減少10％，最

終目標將是自籌財源、自給自足。

該俱樂部主要協助上越市西部山區聚落

居民進行民俗活動、傳統藝術保存、地產地

銷及環境保育等事項，結合當地自然景觀、

文化特色及地域產業等，進行再深化工作，

並創造新的地域文化，由於這些願景均有賴

於當地居民的通力合作，所以該俱樂部希望

將此區域打造為「協力的故鄉」，並豎立典

範。透過勞動省緊急雇用計畫補助，招募9位

成員協助社區營造，其中3位至市民森林服

務，3位至地球環境學校工作，另外3位則至

當地木工協同組合幫忙。

市民森林管理處附近為舊有水田，但已

荒廢，設有觀賞步道及燒炭窯等。俱樂部在

市民森林裏舉辦的活動主要與環境教育及自

▲間伐木集中場。 （攝影∕廖學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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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體驗有關，例如2004年8月舉辦「水、奇

跡之旅」及「森林探險」，9月則舉辦「家族

親子自然體驗」、「秋天植物觀賞會」及「炭

燒體驗會」等。此外，市民森林內設有分區

林，提供市民或團體承租，體驗森林作業，

每一小區為1,000平方公尺，租期10年，年租

金為2萬元日幣，林業專家將現場指導造林、

除草、修枝及間伐等，承租人可採取租地內

的山菜及果實等森林副產物，但木材產物則

禁止伐取（越後山迷俱樂部，2004）。

（六）愛知縣豐橋市NPO法人穗之國林業協會

穗之國林業協會成立於1997年4月，並

於2000年時改制為NPO法人。二次大戰前日

本森林主要提供薪炭材之需，但在戰後重建

過程中需要大量的建材，因此，許多天然闊

葉林被砍伐出售後則立即改種柳杉人工林。

在1960年代，國產材仍供不應求，日本政府

乃向加拿大、俄羅斯、美國及東南亞等國家

進口大量價廉物美的建材，導致國產材價格

滑落、喪失競爭力。由於不符合經濟效益，

許多林農荒廢林地，造成水源涵養能力降

低、河川水量減少、地表沖蝕加劇、土砂災

害增多及生物多樣性低落等問題。有鑑於

此，穗之國林業協會成立目的即是要改善這

些問題，期能透過民間力量，結合公私部

門，解決當前森林經營困境。目前穗之國林

業協會計有600名個人會員，200個團體會

員，主要工作項目有下列三大項（HFA，

2004）：（1）森林經營，包括提供林農森

林經營知識與技術，鼓勵民眾認養森林，與

私有林農簽約，面積共約10公頃，協助其林

地管理，與愛知森林管理事務所簽約，在設

樂町國有檜木人工林面積136公頃內作為森林

體驗場所，其中2.4公頃則進行復育原生闊葉

林之研究等；（2）環境教育，包括舉辦森林

講習會、戶外體驗活動及觀摩研習等，另外

也常至中小學進行環境保育宣導。穗之國林

業協會在愛知縣東北方設樂町附近林地，積

極推行森林經營與環境教育活動，針對一般

市民及農業從事者，教導植生調查、步道設

施、苗木管理、造林撫育及森林生態知識

等，從2001年到2003年為止，協會在此舉辦

活動日數分別為77、88及78日，而參與人數

則分別為1,360、1,095及1,120人；（3）政

策研擬，目前刻正積極推動政策有二，第一

是水源回饋金制度，豐橋市附近最主要河流

為豐川，上游有12萬公頃林地，可涵養水源

以提供流域內17個市町村73萬人民生用水，

未來每一噸水將加收一元日幣，作為森林保

育基金，以建全豐川上游森林功能；第二是

當地東三河環境認證材制度，由NPO法人穗

之國林業協會作為認證機構，鼓勵地域材再

活化，抑止地球暖化，短期目標以木材製品▲中小徑木加工廠。 （攝影∕廖學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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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傢俱認證為主，中期目標則是促進地產地

銷，最終目標則是完成地域森林整備。

2005年3月25日愛知萬國博覽會在愛知

縣開幕，會期185天，這是日本自1970年大

阪萬國博覽會以來第二次在日本舉辦，目前

已有122個國家及7個國際組織確定參展。由

於這次的主題是「自然的睿智」，強調人與自

然共存，與穗之國林業協會理念相契合，因

此，早在2002年時該協會即已開始籌劃2005

年「穗之國森林祭」活動，與愛知萬國博覽

會相結合（穗之國森林祭實行委員會，

2004）。森林祭包括一系列的活動，內容有

森林舞台音樂會、飲食文化饗宴、傳統藝術

展覽、森林自然體驗、當地八大名山探訪、

國際森林環境會議及全國森林NPO團體大集

會等活動。

三、結論

森林營造公共論壇是典型的都會區內

NPO組織，也是都市居民與山村居民溝通交

流的橋樑，透過NPO組織的運作，讓都市居

民有機會再度體驗大自然，而山村居民如私

有林農等也經由熱心人士的投入而學習成

長。此外，不論是公私部門，森林經營的知

識與技術有賴於持續的普及教育，透過全國

林業改良普及協會的協助，將經營理念與方

法以通俗易懂文詞介紹，全面性提升林業經

營水準。

新潟縣木材具有節多、彎曲、顏色差異

大等特性，對大量生產、取材均一的工業化

製材流程而言，其生產成本提高、作業不

易，但就對當地木工匠師而言，正因為木材

的不均質性，反而有助於他們在各自工坊裏

去創作藝術傢俱，呈現當地木材原有特性，

並透過協同組合共同行銷。此外，具有公信

力的認證亦是重要一環，由於各地自然及人

文條件不同，歐美通用的認證標準不見得適

合日本當地，因此，適地適法的認證過程才

較具可行性，也經由認證程序提高傢俱的附

加價值。地域循環型產業概念將當地相關產

業整合一起，共同提升商品力，不論是森林

組合或木工協同組合的成員，彼此間是既競

爭又合作，透過這種機制運作，讓產業精益

求精、更上層樓。

與東京都NPO法人森林營造公共論壇相

似，NPO法人穗之國林業協會在愛知縣亦扮

演相同的功能，結合公私部門及產官學界，

共同為日本的森林經營貢獻心力，其工作內

容、操作方式大同小異，除了顯示日本NPO

團體運作日趨成熟外，也說明了NPO團體在

環境保育上有其一定的存在價值，尤其是作

為政府與社區居民間的溝通橋樑。此外，穗

之國林業協會在處理林業經營問題時是以流

▲鹽津工房傢俱。 （攝影∕廖學誠）



域概念為之，以豐川為核心，強調上下流域

的連帶感，尤其是都市化現象日益熾熱之

際，許多出生於下游都會區的年輕世代，已

漸漸地與上游的山川草木疏離，因此，加強

上下游流域的相互交往，維繫集水區概念的

整體認知，則是刻不容緩。

經由上述六個NPO組織參與林業經營工

作的經驗，我們獲得以下幾點結論：

（一）民眾參與是時勢潮流所趨

囿於政府有限的人力與物力，在合法的

規範與經費的補助下，讓民眾參與林業經營

是勢在必行。東京都森林營造公共論壇、新

潟縣越後山迷俱樂部與愛知縣穗之國林業協

會等NPO組織，均與政府簽約合法使用國有

林，以進行環境教育及森林體驗活動，其面

積分別為19、40及136公頃，國有林不只是

國家的森林，更是國民的森林。此外，私有

林農在資金及技術日漸匱乏之際，讓社會大

眾協助私有林的經營更加重要，透過NPO團

體積極介入，私有林農經營型態可能逐漸轉

為社會經營模式。

（二）上下一體是流域經營關鍵

都市化現象讓人口逐漸往下游城市集

中，進而造成上下游流域間的隔閡與疏離，

然下游都會區生活必備的水源與空氣均仰賴

於上游的健全森林，而上游山村林業經營的

資金與技術則依靠著下游的積極投入，因

此，加強上下游流域的相互交往，強調流域

一體的宏觀概念，才是集水區經營的正確途

徑。從桑取川、多摩川到豐川，均是以流域

概念看待林業經營問題，強調上下游流域的

連帶感，重塑人水林之關係。

（三）民間團體應扮演橋樑專業輔導

針對台灣而言，全國性或區域型的民間

團體，在林業經營工作推動上，可扮演政府

與社區間的橋樑，協助政府宣導相關林業政

策意涵與操作流程，幫助社區撰寫計畫、專

業諮詢與舉辦活動。此外，民間團體亦可作

為都市與山村或上下游社區間的溝通平台，

整合資金、技術、勞力與土地，以整體流域

概念，串聯各個社區、互補所需，落實林業

經營理念，共創生態、生產及生活三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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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山村聚落。（攝影∕廖學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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