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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本會會友的厚愛和第 14 屆理事會的付託，炯松再度膺命擔任

OISCA 中華民國總會的理事長，感受責任的壓力，較之 4 年前，有增

無減。過去這 4 年，由於會友們的熱心參與，盡心投入，以及理監事

會成員的同心協力，再加政府主管機關的善加輔導，社會各界的大力

贊助，會務運作幸能循序以進，多所開展。在此，我最想表達的心意，

就是深深的感謝！再感謝！

4年前，我在本刊改版後首次增闢的「本刊專欄」，曾以「OISCA

是廣結善緣的平台」為題，略抒己見。檢視 4 年來我們的一切作為，

不僅廣結了人與人之間的善緣；也努力促進各種產業與地球上一切自

然生態之間的善緣。這個屬於 OISCA 成員的共同成就，理當由我們大

家一起來肯定和分享。

秉持〝敬天愛地〞的理念，在 OISCA 這個國際民間公益組織內，

我們所投入的每一分心力，必能多方匯聚，成就事功。本此信念，我

們依然要〝從大處著眼，從小處著手〞，持之以恆，再接再礪，以追

求更多更大的貢獻！

文／陳烱松

再接再礪         追求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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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12月11日，台北的天空雖然露出了絲絲的陽光，感覺上還是有些寒意。來自全

國各地的近百位OISCA成員，一走進本會第14屆第1次會員大會的會場，見到迎面一字排開，

笑容可掬的接待人員，已寒意盡消。會場內，陸續抵達的會友，相互招呼問候之聲，此起彼落，

大家都顯得非常興奮。因為這一次的會員大會，除了例行的議程，還要向4年來用心經營，

多所貢獻的第13屆理監事會，表達謝意；也要選出第14屆理監事會的成員，寄以厚望。

會議開始前，有一項溫馨感人的插曲，是由40年來一直在本會理事會中扮演重要角色

的李月美理事，所自編、自導、自演的「退選」兼「助選」活動，她手持名牌，四處請託大家，

在理事選舉時，把長期以來支持她的選票，轉而支持她極力推薦的人選。這個突如其來的

招數，效果如何，雖有待選後分曉，已先把會場氣氛炒熱不少。

陳理事長炯松所主持的會議，向來節奏明快。這一次的會員大會也不例外。既定議程

的報告事項和討論議案的進行，都頗為順暢。重頭戲的理監事選舉，則是按部就班、有板

有眼，過程較為冗長。好在出席投票的會員，都很有耐心的在座位上等待選舉結果。最後由

大會主席宣布本會第14屆理監事選舉的當選人名單為：陳炯松、許文富、陳希煌、郭光雄、

林錦松、林濟民、劉清榕、蘇金豐、郭玉麒、洪筆鋒、吳建和、陳國盛、洪帛梧、黃智信、李政

哲、張炳章、黃淑華、郭孚耀、黃燕良、王英明、呂秀英等21位理事；林淑敏、李宗乾、曾文增、

李宗興、陳美如、謝宗憲、呂宏哲等7位監事。會前，李月美理事的助選活動，果然見效，而

她自己也得到候補理事的最高票，一時傳為美談。

緊接著召開的本會第14屆第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新當選的理監事公推陳理事長炯

松為主席，進行理事長及常務監事的選舉。結果，由陳炯松先生當選連任本會第第14屆理

事長，林淑敏女士當選常務監事。陳理事長隨即依本會章程規定，提議敦請許文富先生為

本會名譽理事長，敦聘黃正勝先生、陳柏廷先生、蔡竹雄先生、林榮彬先生為本會顧問，聘

請張麗華女士續任本會秘書長，都在會中獲得一致同意。兩項會議圓滿結束，全體與會人員

於共進午餐時，想必也在默默祝願著本會會務能永續發展！會議紀錄則在完成內部作業後，

於102 年12月24日，以（102）總松字第022 號函，報奉內政部103 年1月10日台內團字第

1020383447號函復：同意備查。並隨函核發理事長陳炯松先生當選證明書1紙，各在案。

文／編輯室

中華民國總會第 14 屆第 1 次

會員大會紀實
OI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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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情形 熱情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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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理事長致開會詞

陳理事長報告會務

張秘書長麗華報告會務

許名譽理事長致詞

李月美理事發言

潘起揚組長工作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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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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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事選舉投票

計票 ( 一 )

主席宣布選舉結果

開票

計票 ( 二 )

助選成功李月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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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主席致詞

會中決議敦請許文富先生為本會名譽理事

監事會議

常務監事選舉

林淑敏女士當選常務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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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保護與國土保育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オイスカ發行的 JANUARY 2014 OISCA 月刊，以「特集」詳細報

導了中野良子總裁和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太田猛彥，以「國土づくリ」為主題的「對談」。

內容從地球草創以來，生物的進化、生態環境的變遷，落實到森林保護、水土保持和

國土保育等話題，觀點精闢，見解獨到。在我國一年一度的植樹節又將到來之際，特

引述一段相關「對談」大意，用資參考借鏡：

「日本森林的變遷對國土環境的影響至鉅，16 世紀至 19 世紀的日本，由於森林

的劣化、破壞和荒廢，造成土石流失，河床淤積、海岸沙濱不斷擴大。嚴重的程度，

從江戶時代的「浮世繪」所顯示光禿禿的山上，只剩寥寥數棵松樹的景象，多少說明

了當年的情況。20 世紀初期開始重視山地保全，森林的保護和治水的事業兼籌並顧，

情況始見改善。

50 年來，日本森林面積逐年成長，已從 1966 年全日本森林總面積 1,877 百萬平

方公尺，增至 2007 年的 4,431 百萬平方公尺。其中人工林為 2,651 百萬平方公尺，

自然林為 1,780 百萬平方公尺。從過去每 100 件山崩，就有 99 件是淺層崩壞，已減

至每百件只有 10 件左右，顯見森林對國土保育確有極大的正面功能。」

文 / 編輯室

- 9 -

專文專訪



2014 年上班的第一天，在 OISCA 中華民國總會

擔任志工的陳佳雯小姐，接到了一通令人既欣慰又感

奮的電話。打電話來的人，是深受我們欽佩和惦念的

本會前常務監事陳國尊先生，自從前年 7 月間，由

於受到不明病毒的感染，致使他的手指和腳趾嚴重創

傷，必須忍受一連串手術治療之痛的這位農業尖兵，靠著他一貫堅強無比的意志力，

和病魔長期搏鬥之後，傷口幸已痊癒，後續的肢體復健，雖有待假以時日，他依然心

繫本會會務，很希望能藉由本刊表達這一段時間以來他的一些想法和看法，同時也要

為介紹 OISCA 的新會員，索取相關表格，所以選在一年復始，萬象更新之際，主動來

電和我們聯繫。本刊編輯部所有同仁聞訊，莫不深深感動。當即委請快遞寄去兩件印

有 OISCA 標誌的 T恤，表達關切；林顧問榮彬隨後也在元月 4日，利用周末假日，專

程前往探視，並轉達了陳理事長和大家對他的關心和問候！

交談中，他首先對本會許名譽理事長文富先生在本刊 2013 年冬季刊以「讀書人

也要重視社會教育」為題發表的文章表示深有同感，認為是極其必要的「公民教育」，

很想在他的雙手可以恢復提筆時，親自撰述感言，作為回應。談到他長期以來一手打

造的〝陳親家果園〞，目前仍由家人在外勞協助下做適度的管理和維護，希望有朝一

日能配合 OISCA 中華民國總會，規劃為推動〝子供の森〞的長期基地，不定期安排青

少年學子前往體驗〝親手植樹〞之樂，還豪氣十

足地表示，希望自己能「為台灣農業留下一顆種

子」，誠屬令人感佩！

為了讓眾多關心他健康情形的朋友，得以稍

微寬懷，林顧問徵得他的同意，拍下了他滿懷信心

的笑容和展示雙手復健的照片，在本刊隨文披露，

也希望大家一起來為他加油、打氣和祝福。

一顆種子
留下

為台灣農業

文 / 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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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 OISCA 中華民國總會召開會員大會或舉辦慶典活動，會場上

最早出現的身影，在本刊編輯室同仁的的印象中，絕對少不了遠從新

北市石碇區烏塗里的偏遠山區，換乘多次大眾運輸工具隻身趕來參加

的蔡萬吉會友，我們也都會沒有例外地趨前向這位民國 13 年出生的

OISCA 老兵致意，以誇讚他的身體硬朗，更感佩他的熱心參與。

2013 年 12 月 11 日，OISCA 中華民國總會召開第 14 屆的 1 次會

員大會，他依然一大早就來到了會場。難得的是，本會最年長的會友，

前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會長周清標先生（民國 11 年生），和本會

謝前組長毅叡（民國17年生），也幾乎同一時間較一般會友早到會場，

讓我們有機會請三位在一起拍了珍貴的合照。常言：「家有一老，猶

有一寶」，OISCA 中華民國總會這個大家庭「三大老」的老當益壯，

率先參與，確確實實是我們最佳的典範和最好的榜樣。

文 / 編輯室

最佳的典範‧最好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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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與期待
文 / 本會顧問 林榮彬

我和 OISCA 的結緣，是在 4 年前的一次晤談中，受到當時即將

卸下 OISCA 中華民國總會理事長一職的許文富教授基於大公無私、永

續傳承，力促現任理事長陳炯松先生承擔責任的用心所感動，乃毅然

加入本會志工的行列，以效犬馬之勞。

    這一段時日，對本會長達 40 餘年的運作情形，瞭解越深，

對團體成員的不離不棄和領導團隊的奉獻心力，就越加感佩！對照於

有些民間社團，成立不久，就難以為繼，終至消聲匿跡的情況，益加

珍惜我們得來不易的成就。如何繼續繼往開來，也就更為大家所關

切。

    很慶幸的是，從最近一次會員大會選出的第 14 屆理監事名

單，我們所見到的是，更多深具學術素養，或嫻熟涉外事務等專業人

士，出現其中，有現任或曾經擔任政府重要職務、大學教授、農工商

各業領導人和 OISCA OB 研習員等，兼具頗為寬廣的代表性，老幹新

枝的結合，陣容十分堅強。對進一步強化生態保育、拓展國際視野，

必能多所獻替。不僅讓我們充分信賴，更寄以高度的期待，謹藉此文，

獻上滿滿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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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顆富士蘋果闖關罰三千？！

常出國的朋友一定有這樣的經驗，不管是入境美、加、紐西蘭、澳洲，或進入台

灣，總會碰到身著防檢局官員制服的動植物檢疫官，拉著溫馴的米格魯檢疫犬，穿梭

在旅客和行李之間，這些犬隻會爬上爬下，聞東聞西，原來這些經過嚴格訓練的檢疫

犬是在找行李中是不是有旅客違規藏匿的新鮮水果或動植物產品。一旦旅客的行李中

有疑似的物品，檢疫官會要求旅客親自打開行李開驗，如檢出有違規，便會要求扣下

水果等物品，並開具罰單。由於受過訓練的檢疫犬「聞」功一流，有時候甚至水果已

吃完，裝水果留下氣味的塑膠袋，檢疫犬也能嗅出，所以旅客絕對不能心存僥倖！

在台灣，如攜帶新鮮水果或動植物產品未申報檢疫檢驗而挾帶入境，罰金輕者台

幣 3000 元，重者罰 15000 元，如帶個不過一、兩百元的日本富士蘋果，一旦被查獲，

罰金比在台灣市場上買的還貴！可是為什麼政府會推出這樣的檢疫措施？以前不是曾

經規定可帶 2 公斤、5 公斤，甚至 10 公斤的國外水果？只能說此一時彼一時也。因為

全世界各國當初為了便民，也沒注意放任攜帶新鮮水果等這些物品，竟引發不少疫病

蟲害在世界各地流竄，像在台灣會蛀蝕許多水果果實，讓果農最頭痛的東方果實蠅，

就是從國外進入台灣立足的檢疫害蟲；如今各國檢疫單位最擔心的是另一種地中海果

實蠅的擴散，所以如果到歐洲遊覽，帶入含地中海果實蠅的水果進入台灣，可能會重

創台灣的水果產業。所以，旅客帶新鮮水果入境，除了個人會面臨實質的罰金懲處，

即使僥倖逃過，也可能把風險帶進台灣。

台灣已經是一個相當國際化的國家，從 2007 ～ 2012 年每年出國旅遊人數已達

896 ～ 1024 萬人；而 2006 ～ 2012 年來台旅客由 352 萬人增至 731 萬人，如果機場等

海關關口不嚴格管控新鮮水果及動植物生鮮入境，一旦國際上重要疫病蟲害入侵台灣，

對農業或生態上所造成的重大損失，最後還是必須由大多數納稅人來埋單！何況已國

際化的台灣，在市場上我們已幾乎能輕而易舉地在各大賣場買到這些新鮮水果，出國

回國何必增加自己行李的負擔？

所以，出國玩開開心心，好好在當地享受異國水果、農產品，回國只要帶回快樂

的回憶，進口水果就讓檢疫官對合法進口商人來做最嚴格的把關吧！

文 / 國立台灣大學生農學院

昆蟲學系  楊平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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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編輯室

賞　　盛會側記

2014 年農曆春節來臨的前一個星期，強烈寒流籠罩全台，由 OISCA 中華民國總

會團體會員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和財團法人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共同規劃

安排於 1 月 23 日這一天，要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實施的「台灣櫻

花與複瓣桃花產業現況與技術發展」觀摩研習活動。100 多位受邀參加人員，一早出

門，禦寒衣物無不穿帶齊全，所幸迎來的是艷陽高照，非常適合戶外活動的好天氣！

這項非比尋常的「賞櫻盛會」，不是要觀賞想像中盛開艷麗的櫻花；或是隨著春

風舞動的桃花。而是要來鑑賞為了國內花卉產業和技術的發展，由各方通力合作所打

造出來的美好願景！以因應花卉市場的需求，回應社會大眾的期待為著眼，從事改良

品種，調節花期，所獲致的具體成果。活動全程，無論是簡報內容、花卉品種展示，

乃至田間觀摩、現場解說，主其事者的專業和用心，都讓大家印象深刻，感佩之餘，

更滿懷憧憬和喜悅！相信未來推廣應用，必能在休旅觀賞和環境景觀上，提升視覺效

果，而令人驚嘆！也一定可以慰藉人們的心靈，增加幸福的感受！

身兼計畫執行單位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董事長的 OISCA 中華民國總會陳

理事長炯松特地親自到場，和大家一起向農業改良場的專家和技術人員，表達高度的

肯定和敬意。多位在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及其相關基金會任職的OISCA成員和幹部，

也全程參與了這項盛會。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有「櫻花達人」之稱的本會吳建和理事，

由農改場情商借重，更提供多盆切枝櫻花在場展示和解說，讓我們深感與有榮焉，陳

理事長炯松、許名譽理事長文富和張秘書長麗華等人也紛紛和他合影，留下了美好的

記憶！

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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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所編印「台灣的櫻

花與複瓣桃花產業現況與技術」一書附錄所載「台灣著名的賞

櫻景點」頗具可讀性，經徵得同意在本刊轉載，以與讀者分享。

( 一 ) 臺灣著名賞櫻景點：
臺灣賞櫻景點甚多，櫻花的種類或

品種受限於氣候條件，尤其是冬季低溫
累積量不足的限制，除山櫻花及重瓣山
櫻等深紅花色的品種在淺山或都市近郊
地區較普遍栽種，餘粉紅至白色花品種
則多見於海拔 500 公尺以上的山區。本
文就臺灣地理位置由北至南、由西至東
介紹幾個賞櫻景點及栽種的櫻花品種：

1. 新北市三芝區：此區的櫻花從
平地到淺山區的許多鄉道如新興路、大
湖路、青山路、橫山路、芝蘭路、溪底
路、新林路等道路兩側沿路，區公所均
大量種植有臺灣山櫻花 ( 圖 1)。三芝
區亦有許多苗木生產業者栽培各式庭
園景觀苗木批發零售，包括臺灣常見的
日本櫻花品種大、小苗木，也是臺灣知
名的櫻花苗木產地。在此地除賞山櫻花
外，’吉野櫻’亦是本地賞櫻的重要特
色。三芝區許多私人的苗木生產農場園
區均有種植’吉野櫻’，部分農場收取
門票 ( 圖 2)；由公務部門建設的八連
溪休閒步道旁的’吉野櫻’，栽植數量
不少，雖樹齡不大，但花期時仍相當美
觀。

2. 新北市淡水區：此區最著名的
賞櫻景點是位於往三芝與陽明山方向之
北新路上的無極天元宮，離淡水市區約
5 公里。園區櫻花品種為粉紅色的’吉
野櫻’(圖3)，與日本櫻花之’吉野櫻’
花形相似，但花色為淡粉紅色，以嫁接
方式將園區山櫻花改良為’吉野櫻’，

不少為樹齡 30 年以上的櫻樹，三月中
至下旬開花，花期時景觀區一片淡粉
紅，非常壯觀不亞於日本。另淡水亦有
滬尾櫻花大道，由區公所於北 4 線道兩
旁種植數百株山櫻花，綿延 3 公里，花
期 1 月中、下旬至 2 月下旬，是近年來
賞櫻新興景點。

3. 陽明山國家公園：陽明山長久
以來一直是大台北人休閒的大花園，春
天賞櫻已是許多台北人運動休閒時習慣
去做的事，也是臺灣著名的賞櫻景點 (
圖 4)。在冬末春初乍暖還寒之際，櫻花
在百花爭鳴前先嶄露頭角，並宣示春天
腳步不遠矣。陽明山的許多老山櫻樹原
是日治時代時種植，雖許多已漸凋零，
但國家公園管理處仍陸續於特定景觀區
規畫種植重瓣山櫻與’吉野櫻’，以延
長風景區賞櫻花期，往陽明山的幾條道
路，路樹、民宅庭院與私人農場也有不
少紅色山櫻及白色’吉野櫻’(圖 5)。

4. 基隆市紅淡山：紅淡山是基隆
人眼中的”陽明山”，登山步道旁賞臺
灣山櫻花與杜鵑是紅淡山的春天盛事，
因位處交通便利且停車方便。登山步道
規劃平緩，健行賞櫻或賞鳥可較輕鬆自
在。登高望遠可見基隆市區與港口美
景，寺廟人文及環境生態亦堪稱豐富，
有些基隆人自認可媲美陽明山。

5. 臺北市中正紀念堂公園：中正
紀念堂位於交通便捷的市中心。園區的
主要古蹟建築中正紀念堂左、右兩側旁

台灣著名賞櫻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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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區種植有原生山櫻花，花期 1 月下
旬至 3 月上旬；在環堂道路旁則種植有
花期 2 月上旬至 2 月中旬的’修繕寺寒
櫻'，'2月下旬至3月中旬的大漁櫻’(
圖 6) 與’大寒櫻’(3 月上至下旬 ) 等
品種，另外園區緊鄰杭州南路側步道兩
旁’八重櫻’約莫有 30 株，花期 2 月
中至 3月上旬 (圖 7)，各品種櫻花在盛
花期時均頗為壯觀。

6. 臺北市木柵區貓空：貓空向來
以產茶、喝茶賞景聞名，位於台北盆地
邊緣山區，近年賞櫻潮與捷運貓纜、寺
廟 ( 指南宮 ) 文化、休閒登山、茶藝體
驗結合相得益彰。賞櫻以臺灣山櫻花為
主，花期從 1月下旬至 2月中旬。

7. 新北市烏來風景區：從 1月中、
下旬起紅色的山櫻花 ( 圖 8) 花期尚未
結束，2 月中旬粉紅色的’富士櫻’至
3 月下旬白色’吉野櫻’接力登場，賞
櫻、溫泉、瀑布、纜車與美食，也是休
閒旅遊到烏來的亮點。

8. 新北市新店區的陽光運動公園：
新北市政府於新店區的陽光運動公園自
行車道旁種植 200 餘株’河津櫻’( 圖
9)，由日本民間文化交流團體致贈，於
民國 100 年時移植此處，沿著新店溪河
岸綿延 1 公里，2 月中、下旬盛開，目
前株高約 3 ～ 5 公尺，樹形雖尚小，但
假以時日應相當可觀，將是平地賞櫻的
新景點。

9. 新北市土城區太極嶺：土城區
週邊淺山區規劃有許多串連之登山步
道，太極嶺是土城居民春季賞櫻的「私
房」景點，種植之山櫻花集中於登頂階
梯兩側，株齡約 20 年，數量約 30 株 (
圖 10)。近年來區公所為解決花季時賞

櫻人潮在山區狹小道路造成交通停車問
題，規劃有賞櫻接駁服務專車至捷運土
城永寧站。太極嶺櫻花步道距離下車處
約莫 20 分鐘，是方便到達的風景區，
花期 1月下旬至 2月中旬。

10. 新北市樹林區大同山：樹林區
大同山往青龍嶺登山步道途中，區公所
規劃一區臺灣山櫻花林，數量應達百株
以上，其中不乏樹齡 20 年以上植株，
花期 1 月下旬至 2 月中旬，因櫻花群集
中，開花時百花齊放，頗為賞心悅目，
林間穿梭採蜜的蜜蜂及嬌小的綠繡眼於
其中與春天賞花相得益彰。

11. 桃園縣復興鄉達觀山 ( 拉拉
山 )：桃園縣復興鄉全鄉位於中高海拔
山區，原是臺灣山櫻花適合生長的氣候
環境。沿著省道臺 7 線往拉拉山，沿路
種植許多山櫻花及重瓣山櫻，包括支線
往新竹縣關西鎮之羅馬公路 (118 縣道
) 及往東眼山 (113 乙縣道 ) 原已是頗
負盛名的開車賞櫻路線。其中一家名為
「恩愛農場」之休閒農場，因園區種植
大量的日本櫻花品種’千島櫻’而遠近
馳名，因位於高海拔地區，適合該品種
櫻花生長，樹形高大而花色亮粉，花開
時園區一片粉紅，極為浪漫，花期在 2
月中、下旬 (圖 11)。

12. 臺中市和平區武陵農場：武陵
農場是賞櫻民眾不容錯過的「秘境」，
海拔 1,740 至 2,500 公尺，隸屬於行政
院國軍退除役輔導委員會，近年因大量
種植山櫻花與農場特有的’紅粉佳人’
品種，樹形至今均已高大，加上地形氣
候適合，難掩盛花美景進而聲名大噪。
2 月上旬至 3 月上旬是主要賞櫻的季節
(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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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臺中市東勢林場：東勢林場早
期以林業生產為主，於 73 年轉型為森
林遊樂場，林場林木與生態資源豐富，
轉型後增加許多景觀花卉植物，其中包
括櫻花。林場內有櫻花園區規劃，而整
個場區步道旁更遍植山櫻花與重瓣山櫻
上萬株以上，花況佳時極為美觀，1 月
中旬至 2月下旬為其花期。

14. 臺中市北屯區大坑濁水巷櫻花
林：為地主王先生私人栽種成林，主要
品種為重瓣山櫻，2 月中至下旬為其盛
花期。地主因花季時慷慨免費讓遊客入
園參觀，近 2 年市政府正式列入例行交
通管制，成為平地賞櫻朝聖新地標。

15. 南投縣魚池鄉九族文化村：
九族文化村原以鄰近日月潭的原住民文
化、歐洲花園、頂尖的遊樂設施為旅
遊號召。在冬末初春、配合農曆新年假
期，推廣櫻花祭 ( 季 ) 活動更適合全家
共遊。園區 60 餘公頃，除主題建築特
定區外遍植單一品種櫻花，故花期整齊
一致。園區入口處開始就以整片的紅色
重瓣山櫻熱烈迎賓，花期 2 月上旬至下
旬 (圖 13、14)。

16. 南投縣仁愛鄉霧社與奧萬大國
家森林遊樂區：霧社在日治時代就以櫻
花聞名，現今仍著稱，在臺灣有「櫻都」
的美名，為通往臺灣知名的廬山溫泉及
賞楓勝地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必經重
鎮，櫻花以臺灣原生之山櫻花及霧社櫻
為大宗。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因位於
海拔 1,100 至 2,600 公尺，高山氣候造
就四季分明的生態，春櫻、夏瀑、秋月
與冬楓是奧萬大著稱的四季美景，園區
規劃有櫻花園區，山櫻、霧社櫻及八重
櫻是主要賞櫻品種 (圖 15)。

17. 嘉義縣阿里山國家風景區：
阿里山是臺灣代表地標，日出、雲海、
森林鐵路是國際馳名的自然人文景色。
原是日治時代三大重要林場之一，當時
在台灣的日本人為解思鄉情緒，在此種
植大量的日本櫻花代表品種吉野櫻 ( 圖
16、17)，也種植了’千島櫻’、’大
島櫻 '、'高砂櫻’(圖 18)、’鬱金’(
圖19)、’普賢象’(圖20)、’鴛鴦櫻’
等十餘種日本櫻花。風景區內以吉野櫻
數量最多，達 1,900 百株。其次是山櫻
花約 1,700 百株、重辦山櫻也約莫千餘
株，園區附近尚有臺灣高冷地方可見之
原生阿里山櫻，花色白至淡粉。

18. 宜蘭縣太平山森林遊樂區：太
平山是日治時代三大重要林場之一，海
拔標高 1,950 公尺。從宜蘭縣大同鄉往
太平山的路上 ( 省道臺 7 丙線 )，2 月
中、下旬山櫻花與重瓣山櫻，也是櫻迷
不容錯過的開車賞櫻路線。太平山上 3
月下旬也有少量’吉野櫻’盛開，最值
得欣賞的是 4 月初的臺灣原生太平山山
櫻，花色是雪白清秀，有別於其他地區
的的櫻花種類或品種。

19. 臺東縣太麻里鄉金針山休閒農
業區：此處以金針花與茶葉生產聞名，
為東部地區三大金針花產區之一，90 年
規劃為農業休閒園區，為能達到園區四
季休閒旅遊，園區規畫步道、涼亭及特
色景觀區，其中有賞櫻區，種植台灣山
櫻及重瓣山櫻較多，花期從 1 月中旬至
2月下旬，是東部春季旅遊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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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新北市三芝區山區道路兩旁私人農場或縣
道旁均種植大量山櫻花，陸續從農曆新年前到
3月中旬。

圖 2. 新北市的三芝區在新春欣賞完紅豔的臺灣山
櫻花後，3月中、下旬接著就是粉白浪漫的’吉
野櫻’登場。

圖 3. 新北市淡水區的無極天元宮 3月中下旬櫻
花花季時，帶來賞花人潮，也帶動了周邊商圈及
交通的發展。

圖 4. 陽明山國家公園大量栽種臺灣山櫻花，2月
上旬至 3月下旬花季時總能吸引大量人潮朝聖。

圖 5. 由臺北市北投區泉源路往陽明山國家公園路
段，路旁私人農場櫻花，2月上旬至 3月下旬花
季時沿路均可見。

圖 6. 臺北市中正紀念堂公園的’漁人櫻’2 月
下旬至3月上旬盛花時，是交通便利賞櫻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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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臺北市中正紀念堂公園緊鄰杭州南路旁的重
櫻山櫻步道 2月中旬盛花，在臺北都會裡就能輕
鬆賞櫻。

圖8.新北市的烏來地區的休閒旅遊向來以溫泉、
瀑布、纜車與賞櫻為號召，在櫻花季時觀光遊
客相當多。

圖 9. 新北市新店區的陽光運動公園自行車道旁種
植 200 餘株’河津櫻’，2月中、下旬盛開，是
都市賞櫻新景點。

圖 10. 新北市土城區太極嶺攻頂的階梯步道兩旁
櫻花，2月上旬盛開時，常讓遊客驚豔。

圖 11. 桃園縣復興鄉之私人農場，園區栽種許多粉
紅花色的’千島櫻’，２月下旬盛花時，相當吸睛。

圖 12. 臺中市武陵農場的櫻花’紅粉佳人’是享
譽全國的賞櫻勝地，2月中至下旬為其盛花期。

- 23 -

特別報導



圖 13. 南投縣魚池鄉的九族文化村重瓣山櫻 2月
上至中旬盛花時，園區一片嫣紅。

圖 14. 九族文化村的重瓣山櫻，配合地形、針葉
樹林與特殊設計之裝置藝術，凸顯景觀區的浪漫
氣氛。

圖 15. 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是台灣知名賞楓與櫻
花景點，櫻花園區的櫻花 2月中、下旬開花時亦
相當壯觀。

圖 16. 阿里山是台灣最著名之賞櫻重地，遊樂區內種
植千餘株的’吉野櫻’，也是阿里山櫻花季的主角。

- 24 -

特別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