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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守護

具自然生態公園潛力的木柵公園，內有一座萃胡，原為蔣公行館的一部分，
涵養眾多生物，其下游溪溝甚至養育了台北 然稀少的毛蟹與鱔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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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生態化，自然生態公園不是夢!

在都 公 中，常因視覺景觀 維護管理

社會風氣及文化，或甚僅因設計手法及採

購 習等因素，來規劃 區內的設施 鋪面 水

域 植栽等環境 但某些 常維管方式所伴隨的

問題逐漸浮出檯面被人重視，例如無法融入在地

生態 對本土物種生 棲息繁衍造成壓迫 威脅

人畜健 及環境衝擊等等問題 而這些問題的源

頭，都來自於人類在環境營造的過程中，往往只

以 人之所欲 當作決策與動作出 點，卻忽略

這些作為是否 應自然規律

公園，象徵時代的進步

公 一詞，可說是現 化下的產物，早

期清 台灣沒有公 ，只有大戶有錢人家才會擁

有私人庭 ，像是板橋林本源家庭 ，而一般

井小民根本無從窺見 私 之美 台灣第一個

現 化公 是 山公 然而 山公 當初成立

目的，主要為了提供日本貴族統治當局與權貴人

士獨享的御用花 ，雖名公 ，卻無公共之實

日本在殖民台灣之後，隨著 年 區改

正計畫體制的逐步建立，日本政府認為衛生改造

是統治台灣的當務之急 為改善台灣 統 街道

路狹窄 衛生環境欠佳的狀況，遂引進西方都

計畫概念，進行城 空間的改造，於是才開始有

了 公 的規畫 到了二十世紀初，台灣許多

都 公 逐漸落成，公 的走入 民的生活

中，成了年輕男女的戀愛場所 對當時的人們來

說，逛公 可是一 時髦的活動

看到公 展的歷程，從 富豪私有 到 權

貴獨有 ，而後終於得以至 國民公有 ， 表

都 公共開放空間的公 ，其空間功能也從運動

休閒 環境美化 觀光遊憩等逐漸 展出公民意

識 生態環保等更多重意義，然而隨著時 演進

與觀念進步並不能僅止於此！

二十一世紀的 日，都 化的建設擴張 超

乎前人想像，在緊縮壓迫的都 空間裡，一種 眾

生共有 的公 概念 開始蘊釀成形，除了供

民親近使用之外，也需顧及到棲地生態保育，讓

許多都 中的各種其它生物享有使用與棲息權益

的 自然生態公

生態是世界級公園的趨勢

荒野所提倡的 自然生態公 所蘊涵的

概念，其實 體現在世界上許多著名的優良都

公 之中，成為世人矚目的焦點 例如舉世聞

名的位於紐約 曼哈頓中心的中央公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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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態公園公聽會
木柵場的現場，民眾參與
熱烈，場面爆滿，志工江
桂蓮攝影

a ， 便將

區 為四區：供

大多數 民遊客

休憩的南端及大草

坪二區；有民生用水及蓄水防災概念的蓄水池區；

以及有自然荒化森林的北端，依使用 區設有人

工湖 步道 草皮 滑冰場供民眾休閒運動遊憩

使用，另劃設有野生動物保護區， 內也吸引候

鳥前來，成為絕佳的賞鳥地點

這個世界級的都 公 規劃概念，說明在

區管理的規劃與經營之下，人與自然生態可以和

諧共 在都 環境之中 透過良好的 區規劃及

適當管理，人們同樣可以保有休憩活動的權益，

並也可有讓野生動物與植物們生活而不受過度干

擾的區域 自然生態公 便是在此空間 區

規劃的基礎上，提出關於人與自然共 願景更多

的想像

另一知名的史丹利公 a y	 a 是

一個位於加拿大溫哥華的都 公 ， 獲知名旅

遊網站評選為

全球最佳城

公 其

區中的河狸湖 a 	 a

內，除了有許多古老的水生植物，還有生 著具

動物建築師 之稱，世界上的瀕危活化石物種

─河狸，是 區生態的一大亮點 為了維護 區

森林與溼地生態連結破碎化棲地，公 管理單

位與在地組織史丹利公 生態協會合作， 動募

款 召募志工，進行修築木棧道及植栽補植等守

護行動以改善棲地狀況 對關心生態的人來說，

這是一個開放民間參與公私協力來共同守護都

公 生態的絕佳典範

我們再把目光拉到日本琦玉縣的武藏丘陵森

林公 ，公 被大片的武藏野天然林包圍，星羅

棋 點綴了 個湖沼，整個 區包含了丘陵地

森林 草原 溼地等豐富多樣的棲地形態 內

各區域之間的配置與動線規劃保 了天然林與溼

地， 方也巧妙利用丘陵地形來設置供民眾使



Vol.264

16

棲地守護

台北分會分會長張菁砡於木柵公園宣導自生公園的精神

用的運動設施而大受好評 此外，以環境教育為

主體的民間參與機制更豐富公 經營方式的多樣

性，公 會辦理各種導覽體驗活動與利用植物素

的手作學習等環境教育課程，與民間社團組織

合辦森林瑜珈 滑草 攀樹 健行馬拉松 自然

觀察 攝影或美術展覽等多樣化活動，吸引各族

群充 享受自然綠地的美妙

我們見到有許多城 ，都將最美好的地方獻

給全體 民，因此也成就了這些城 偉大之處

有句名言說道：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相

信此話一樣也可以適用於我們對於都 公 的期

許 或許我們的都 環境中不見得含括了名山大

川，或許不見得也有奇珍異獸隱身其中，然而，

只要我們凝神細察，生活周邊還是有許多得天獨

厚的條件，讓我們驚豔，也待我們深思

友善生態環境的宜居城市

我們 望的都 公 ，能夠基於珍惜的心來

善待土地，能夠基於博愛的心為動植物保留棲庇

之地 一塊 正以自然為主體，尊重生態保留棲

地給自然林木與生物們，不過度干擾生育 不矯

情地種植外來種花草的公 ；一塊民眾可悠遊休

憩，享受清新自然環境並進行各式自然體驗環境

教育的公 ；一塊具有公民參與管理機制，與當

地民間組織 社團 學校充 連結互動，進行更

多元豐富有創意的經營管理方式的公 我們期

待有更多的 自然生態公 ，將都 自然環境

的美好獻給每位 民 後 ，及人類以外的萬物

朋友們，讓城 往 更好 多邁進一點

守護棲地是荒野的宗旨，不僅只是守護動植

物的家，更是守護我們每一位 民的家 因為對

環境生態友善，正是對我們每一位 民的居住環

境友善 一個能夠與自然合而為一的城 ，讓自

然生態成為 民生活的基礎，這正是 宜居城

的最佳宣 荒野台北 會因此主張建立以 棲

地保育為核心 的管理思維與程序，推動自然生

態公 相關法案的設立來保護都 公 棲地 並

以 區管理 民間參與 環境教育

等層面方式來落實公 的設置 管理與推廣

以同樣是國際化的大都 台北來說，倘若

許多兼具有良好自然生態環境及大面積的都 公

，亦能以不同以往的眼光來規劃管理，經營出

人與自然共生的 自然生態公 ，也象徵這個

城 踏至邁向世界級的階梯之上 讓台北成為 宜

居城 ，就從我們的自然生態公 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