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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構）介紹
臺北市是國內唯一全市都市計畫劃
定使用分區的城市，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臺北盆地裡遍布密密麻麻的道路、大
樓、先進的運輸系統及繁華商圈，但盆
地外圍的坡地也占了全市面積約55%，
約1萬5,000公頃，淺山裏蘊含了古早的
產業脈絡，以及自然生態資源。
為了因應極端氣候及預防土石災
害，臺北市政府率全國之先，於99年
成立第1個山坡地專責機關「大地工程
處」，運用硬體工程及智慧技術，推動
整合性的保育防災政策，並於101年改
隸工務局，強化防救災資源整合及效
能。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以
下簡稱大地工程處）為臺北市水土保持

8

及森林之主管機關，轄下設有不同業務
科室權管環境教育、地景營造、親山步
道、農村改善、社區防災、生態工法及
強化防災等業務，從「森林保育」「水
土保持」及「文化保存」3個面向推動
永續發展、宜居臺北的目標願景，並以
里山倡議為出發點，尋求人與坡地環境
和諧共存。
大地工程處運用硬體工程保全民眾
生命財產安全，包含老舊聚落、土石流
潛勢溪流等易致災地點之保全對象，相
關工程於設計時，也結合地方歷史脈絡
整體營造地景，希望保留在地文化特
色，提供臺北市民安全的休憩場所。更
值得一提的是，各項工程除了對人類友
善之外，更以友善環境、友善生物的材

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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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或方式施作，創造適
合人類居住的環境，也
保留適合生物棲息的空
間。
而在軟體方面，也
運用資訊推動創新作
為，像是全國首創的人
工邊坡建檔體檢、山坡
地防災資訊公開、土石
流潛勢溪流防災整備及
UAV查報水土保持違規
案件等；也積極走入社
內雙溪自然中心課程設計結合森林保育業務，
區及學校，辦理各式水
辦理多元「森活學分班」與食農教育課程
土保持防災教育宣導及
的山坡地休憩空間，不僅活化既有設
座談會，並且輔導白石湖社區、貓空地
施，也鼓勵民眾親近自然，進而推廣永
區、竹子湖社區等進行農村產業營造工
續發展理念。
作；更以內雙溪自然中心、內溝溪生態
展示館、貴子坑水土保持教學園區及登
文化保存兼顧產業脈絡及自然
山步道等據點，發展環境教育課程，依
地景
各自特色設計教案，提供多元服務。
發展為正規環境教育課程前，臺北
淺山是人類活動與自然生態的交界
市政府已於83年成立貴子坑水土保持志
處，大地工程處打造便捷的親山步道及
工中隊，宣導水土保持成果，並提供生
道路系統，並於整治工程時，以防災減
態導覽解說等服務，組織在地民眾成為
災為基礎，配合生態工法保留生物棲息
守護大地的第一線尖兵，帶領市民對水
的空間，也以安全、生態、人文及生活
土資源保育與土石流災害防治工作有正
等4個面向整體規劃，將地方人文特色
面認識，落實社區防災與重建工作。
適度結合地景工程，融入山林水澗中。
長期兼顧都市發展、生態保育及維
像是臺北信義區的土石流潛勢溪流「舊
護坡地環境，並藉由各類環境教育課
埤溪整治工程」，就是結合鄰近「和興
程，增加市民參與的深度與多元性，推
炭坑」再造精緻地景，引領民眾走進古
動臺北市永續發展，打造為宜居的海綿
早採礦歷史的時光隧道，勇奪全球卓越
城市。
建設獎銀獎；草山行館旁荒廢40年的蔣

機關（構）組

大地工程處推動環境教育工作，是
從點狀的環境教育中心為出發，沿著線
狀的親水溪溝、親山步道及產業道路，
構築成便捷的親山環境，以及配合自導
式的解說系統與導覽課程，整合成面狀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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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祕密防空洞，經規劃改善後，開放給
市民作為遊憩休閒空間，也成為緬懷歷
史情懷的絕佳場所。

農村改善 推動坡地社區發展
大地工程處為了找回農村的魅力及
吸引力，篩選出12處具特色農業社區，
分別就其人文歷史、產業脈絡及生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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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子坑水土保持教室教學園區，課程設計
結合坡地災害歷史背景，帶領市民瞭解環
境保護與永續發展

場域水土保持自導解說設計結合場域
主題娃娃-以內湖區碧山露營場為例

境等特色進行整體規劃。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是士林區溪山社區，擁有百年梯田
水圳、瀑布與森林等多元資源，大地工
程處多年來與地方居民營造「臺北小溪
頭」豐富生態場域，獲得國際最適宜居
住社區獎(LivCom)銀牌獎的榮耀！106
年植樹節也邀請在地愛水會在內雙溪自
然中心舉辦嘉年華活動，推廣護樹護坡
理念，更協助行銷在地，帶動當地繁榮
發展。

森林保育 里山倡議及土地利用
為了讓臺北市山坡地永續利用，除
了落實查報取締及違規復舊等管理政策
外，也從森林提供的生態系統服務出
發，加強推動造林更新、輔導社區綠色
產業、進行農村地景改善及發展森林療
育等工作。105年更是利用福衛二號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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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水保志工導覽解說，帶領市民認識
水土資源保育與坡地防災

星判釋尋找林相稀疏且適宜造林之點
位，結合環境教育活動，邀集市民共同
來植樹護坡，一起實現社會與自然共生
的理想與願景。

水土保持 宣導防災走入學校
社區
辦理防災工作，除定期進行巡勘觀
測、汛期前後結合技師公會進行坡地住
宅社區安全檢查外，更走入社區及學校
進行水土保持宣導教育，帶領居民及學
童認識周遭環境，肩負著保衛家園的重
要任務；再透過舉辦選拔「山坡地水土
保持優良社區」，結合跨局處防災演
練，關注社區水土保持設施的維護情
形，提升自主防災意識，建構坡地防災
社區組織。
大地工程處完善的制度及高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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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化程度高，人口密集，
外界也經常將其經濟發展、商圈及文創
產業作為其都市特色；但其實臺北市山
坡地範圍占全市面積一半以上，其中也
不乏豐富的生態資源及有趣的人文故
事，但卻鮮少有人知曉。大地工程處希
望能扭轉這樣子的劣勢，面臨如何整合
零散的資源，成為整個計畫起步的第一
道難題。
但反思或許也是因為如此，我們年
輕的同仁充滿衝勁、樂於接受挑戰，雖
然對環境教育感覺陌生，仍報名參加核
心課程，學習環境教育理論、教案編製
方法及網路傳播實例等，然後試著重新
盤點資源，發現其實從大地工程處前身
就已推廣環境教育導覽解說服務了！才
逐步把正規的課程、非正規的解說及非
正式的傳播等資料，慢慢地堆砌起來，
成為一個具系統性及潛能的計畫。
接著遇到第二道難題，就是如何建
立大地工程處推動環境教育的主軸？身
為防災單位，守護市民的安全責無旁
貸，興建許多生硬的構造物，如何與環

機關（構）組

大地工程處邀集環境教育夥伴撰擬
各具特色的教案及開辦多元課程。首先
「內雙溪自然中心」於102年10月31日
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是臺北市
首座以森林為主題的學習中心，擁有完
整的亞熱帶闊葉林生態，以及東北季風
影響所致的壓縮型生態系，呈現風衝矮
林及北降現象等生態景緻；還開辦以森
林為主軸的「森活學分班」與食農教育
課程。貴子坑水土保持教學園區則有臺
北地區最古老五指山層地質、採礦脈絡
及災害歷史等特色，帶給市民瞭解保護
自然環境與永續利用的概念。內溝溪生
態展示館則結合溪流整治過程、發展脈
絡及豐富的淺山生態資源等，讓市民得
以反思人類如何融入環境生活的智慧。
此外，水土保持志工老師提供生態
導覽解說服務，市民及機關學校可免費
報名參與，一同參與臺北市山坡地環境
教育的發展歷程。

推動心得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環境教育 發展特色多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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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能力，連續7年獲得象徵山坡地管
理評比最高榮譽「坡地金育獎」的第1
名。

士林區下竹林步道導覽解說活動，邀請陽明山在地樂團舉辦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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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校園，辦理土石流及住宅安全防災宣導

走入社區，提供水土保持走動式服務

內溝溪生態展示館課程結合溪流整治歷
程，讓市民得以反思人類如何適應環境

境教育建立關係？於是，開始學習其他標
竿機關的經驗，加以各階段委員及前輩不
吝提供指教，終於開花結果，從工作核心
的「森林保育」及「水土保持」出發，一
步一步跨足了災害防救、自然保育、文化
保存及社區參與等專業領域，建立了山坡
地環境教育推廣系統，連結不當採礦、淹
水整治、產業沒落等議題，帶領民眾反思
人類都市發展與保護環境間的倫理，宣傳
永續發展理念。
透過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民眾可以
輕易抵達淺山環境、親近自然。大地工程
處希望能讓民眾在坡地上看見臺北市自然
保育的成果，不僅有蔥鬱林相，還有曾經
離開又回到臺北盆地的物種族群，例如黃
緣螢，也積極推動山區自然地景的營造及
改善，將在地故事塑造成擋土牆或隧道遺
址的一部分，不僅提供安全無虞的環境，
也讓市民重溫古早記憶。
為了增加推動環境教育的能量，也試
著與在地社區及民間團體合作，不管是結
合社區參與活動，或是邀請地方農友講課
分享經驗，共同規劃營造地方景點，也確
實受到民眾及國內外相關單位的肯定，充
分發揮了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一路走來，大地工程處逐漸建立完整
且全面的坡地環境教育推動計畫，接下來
面臨第三道難題，就是完成推動環境教育
的願景，也是身為地方政府山坡地主管機
關戮力完成的使命，希望與市民一起攜手
守護大地，打造一座宜居的海綿城市。

未來展望
發揮影響 推廣永續發展理念

結合植樹業務辦理大型嘉年華活
動，推廣護樹護坡永續發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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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工程處以硬體工程推動防災減災
工作，打造安全、健康、永續的坡地環
境，以友善環境的工法營造適宜小動物居
住的環境，讓人可以在臺北盆地發現許多

第

輔導內湖區白石湖社區進行農村改善
工作，打造白石湖吊橋精緻地景

機關（構）組

信義區「和興炭坑」再造精緻地景，引
領民眾走進古早採礦歷史的時光隧道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5

令人驚豔的生
物，如無霸鉤
蜓、黃緣螢及麝
香貓的蹤跡；也
不吝將環境教育
經驗分享給市府
內外公務機關，
邀請市民和大地
工程處一起做伙
守護大地，讓臺
北市永續發展、
積極推動社區防災業務，辦理「山坡地水土保持優良社區」選拔
森生不息。
大地工程處同仁還取得ISA國際樹
更進一步思索結合學術團體，藉由異業
藝師證照，工程規劃設計時，將協助挑
資源及意見交換，激發不同的創新成
選種植適地適候的原生樹種，未來希望
果。目前已與國立臺灣大學及國立嘉義
營造美麗的後山花園，讓市民重新認識
大學合作，從森林政策研究到「里山倡
並喜愛在地生態。
議」及「森林療育」等議題。

結合社區 帶動地方特色發展

打造北臺灣坡地環境教育中心

大地工程處與坡地社區緊密結合，
打造具在地人文及自然生態特色的地
景，並結合社區辦理導覽解說環境教育
活動，且進一步發展綠色產業，共同為
山坡地永續利用努力打拼。

環境教育場所從森林型的「內雙溪
自然中心」出發，串聯具有災害復建故
事且各具生態特色的「貴子坑水土保持
教學園區」及「內溝溪生態展示館」，
並整合坡地的森林保育、水土保持及淺
山生態等系列課程，打造坡地環境教育
中心，帶給學員全面的知識及反思。
另外，建置自導式解說系統，培訓
志工投入課程教學，並創造使用者付費
條件，希望能讓課程更具自償性，以達
永續發展的目標。

學術合作 激發創意新點子
為發展更優質且多元的課程服務，
大地工程處與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及森
林認證協會等夥伴結盟，發表論文闡述
環境教育對學生產生的影響；未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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