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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本
會為非營利性財團法人組織，辦理台北市環境綠化公益事務，期許能運用有限

的資源，結合機關團體及社區民眾，致力提升各項公共空間綠美化品質，為我

們所居住的地方提供更友善的環境。民國 81 年成立，25 年來秉持「取之於社會，用

之於社會」的精神，保持高度的社會使命感，用熱情來推廣我們的理念。回顧 106 年

度業務推行，在主管機關及全體董事、監察人及顧問督導支持下，進行了宣導教育活

動、推廣示範展示、建置調查研究、綠化技術開發、環境景觀改善、綠化養護管理，

營造綠與美景觀，永續經營發展。

倡導民眾親身體驗綠美化，辦理「室內綠化巧手藝」、「都市綠化環境教育中心」、

「圓山公園蜀葵花海」、「綠化技術推廣」，增進寓教於樂及改善居家生活辦公環境。

輔導社區認養社子島堤階植栽，辦理「綠化技術課程」、「植栽更新補植」、「解說

導覽培訓」、「休閒農業觀摩」、「社區營造觀摩」、「績優評比表揚」等活動，藉

以凝聚共識，帶動社子風貌營造。配合熱門景點綠美化及年度花展，進行「士林官邸

菊展」、「木柵焚化廠」、「翡翠水庫」、「中正紀念堂」、「花卉試驗中心杜鵑園」

等，加強景觀美質及休閒園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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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響應臺北市都市更新處「Open Green 空間改造計畫」及臺北巿產業發展局「社區

園圃計畫」，進行「松德療癒森林」環境改造工作。爭取臺北市產業發展局農業振興

方案以及臺北市環境保護局計畫，進行「木柵貓空茶鄉景觀綠美化」、「環境教育你

我他」、「忠順里」等綠美化改善工作。配合市府都市田園計畫，進行「八德路二段

田園示範」、「育達高職」、「萬芳醫院」等。配合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進行『春光

公園」、「南港區公所」、「虎林公園」、「福德公園」、「信義綠地」重點綠美化。

為增進辦公室綠化氛圍，進行「瑠公復興大樓」、「新店紀念大樓」、「社子工作站」

室內佈置工作。提昇樹木種植維管技術，進行「園林樹木更新設置」、「都巿景觀樹

木種植研究改進」、「台灣欒樹荔枝椿象防治」、「容器苗木培育及應用推廣」等工作，

突顯綠化技術研究在城市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協助銀髮族安養及社服機構，進行「台北市愛愛院」、「文山老人安養中心」、「中

港小作所」、「辛亥幼兒園小田園」等綠美化，營造健康療癒庭園。為改善都巿閒置

空地景觀，完成「中南里」、「成功國宅」等社區綠美化，提昇居住環境的生活品質。

為加強推廣環境教育紮根，進行「松山」、「泰北」等高中綠美化，提供莘莘學子優

質的教育環境。

貫徹先賢郭錫瑠先生愛農護農的精神，在台北巿瑠公農田水利會的經費支持與指

導下，進行其事業轄區內「社子三區一支線」、「坪林灌溉示範區」、「新店中興公

園及廣興有機市民農園」、「新店塗潭農地」等環境改善工作。而綠美化養護工作除

了延續更有擴充，包括社子地區、新店地區、瑠公墓園、瑠公復興大樓及延吉街綠地、

瑠公新店大樓暨北新路綠地等，皆為水利會灌溉事業轄區、辦公大樓或屬地，維持其

常態性的綠美化成果。

近年來因全球空汙及氣候驟變，使得天然災害所產生的頻率也越來越大，如何因

應四季氣候的變遷而對照應該使用何種專業技術來面對，是我們應該審慎思考的問

題。我們將秉承原有的成立宗旨，營造自然豐富的綠色風景，展現亮眼多采的生活環

境，創造環保永續的生機。運用有限的人力及物力，排除基金孳息收入減少的困境，

思考經費的合理分配與運用。藉由綠美化效應的影響，逐步減緩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

實現自然環境與人為環境之共生共榮。未來我們會繼續堅守自己的本分，盡力維護周

遭的環境同時積極配合綠美化需求單位，共同朝向成為民眾心目中所期待的綠化城市

大步前進。讓我們一起從自身做起，使我們所珍惜的環境更好，更被珍惜。

董事長



組織架構財團法人台北巿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 

106年報2017 Annual Report

4

台
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始於清乾隆年間郭錫瑠先生 ( 西 1740 年 ) 犧牲奉獻，自新

店溪開渠引水、灌溉台北盆地，自此促使農業興盛、社經發展，遂有「築渠圳、

興水利」之事業。

因應臺北都市高度發展，農業漸趨生活化、環境化，瑠公農田水利會本諸回饋社

會、造福鄉梓的精神，在成立 250 年紀念大會上決議設置公益性綠化組織，配合政府

共同推行都市綠美化工作。

81 年 6 月成立籌備會，經審定捐助暨組織章程及推選董事、監察人後，由周清

標先生當選第 1 屆董事長並遴聘康有德先生擔任執行長，報請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建

設局（現產業發展局）核准設立「財團法人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並完成法

定程序，同年 9 月開始綠化業務的推動。

85 年 6 月、89 年 6 月及 93 年 6 月分別完成第 2、3 及 4 屆董事、監察人改選，

仍由董事長周清標先生及執行長康有德先生續任。94 年 3 月 25 日林錦松先生接任第

4屆董事長，隔年1月16日曾任第2屆董事暨第3、4屆顧問之張清先生獲聘為執行長，

襄助董事長賡續推展會務。97 年 6 月、101 年 6 月分別完成第 5、6 屆董事及監察人

本會沿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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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改選，105 年 6 月 8 日完成第 7 屆董事及監察人、常務董事、常務監察人選舉，林錦

松先生續任董事長並聘任林志鴻先生為執行長、吳仲榮先生為兼任副執行長，帶領全

體同仁邁向業務工作之新里程，為本會目的事業之永續推展開創新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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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與目的事業

本
會為非營利性法人組織，辦理或協助政府機關於臺北市進行環境綠化之推廣服

務公益事務，環境綠化事業及景觀美化之研究發展，以美化環境、增進市民生

活品質為成立宗旨，並辦理下列目的事業：

1. 綠化之推廣。 2. 綠化事業之調查研究發展。

3. 綠化技術之顧問服務。 4. 綠化工程及景觀美化之規劃設計。

5. 綠化資材之研究改進及生產管理。 6. 政府委託之有關綠化工作。

組織系統

本
會由董事 15 人組成董事會，監察人 5 人組成監察人會，負責綜理各項會務，並

推選董事長 1 人代表本會執行各項目的事業；日常事務處理由董事會聘執行長

1 人主持，並聘副執行長 1 人輔佐；管理部門設行政組、財務組，業務部門有景觀綠

化工程組（簡稱景觀組）及環境綠化技術組（簡稱技術組），組織圖示如下：

董事長

董事會

顧　問 監察人會

執行長

副執行長

管理部門

行政組 技術組財務組 景觀組

業務部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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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董事、監察人及顧問

董
事會、監察人會中設常務董事 5 人，由董事互推之；董事長 1 人，由董事就常務

董事中推選；常務監察人 1 人，由監察人互推之；任期均為 4 年、無給職；董事

會負責策劃、審議及推行本會事業，財產之保管運用，審議預算與決算，並核定其他有

關本會之一切事項；監察人會之職權為監察董事會決議、年度決算、財務、財產及其他

一切監察職權；本會依實際需要聘請顧問，由董事長提名經董事會通過聘任之，其任期

與當屆董事同；董事會及監察人會，均每年開會 2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 7 屆董事芳名錄
董 事 長：林錦松

常務董事：林濟民、陳烱松、楊平世、陳士魁

董　　事：徐源泰、鍾弘遠、陳龍輝、陳邦賓、陳龍男、周世賢、李龍泰、阮明宗、

 吳仲榮、黃舜銘

第 7 屆監察人及顧問芳名錄
常務監察人：周福來

監　察　人：林雲龍、林貴容、高銘祥、陳建勳

顧　　　問：林周義、劉進財、林義順、李文吉、許寬裕、張坤釧、張　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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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暨監察人會議

第
7 屆第 3 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於 3 月 28 日舉行，會議議事錄於 4 月 11 日獲產

業發展局北市產業農字第 10631517700 號函覆同意備查，105 年度事業決算書

於 7 月 10 日獲產業發展局北市產業農字第 10632442400 號函覆同意備查。            

第 7 屆第 4 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於 10 月 30 日舉行，會議議事錄於 11 月 13 日獲

產業發展局北市產業農字第 10633987400 號函覆同意備查，107 年度事業計畫及事業

預算書於 12 月 1 日獲產業發展局北市產業農字第 10633899300 號函覆同意備查。

人員編組及分工

董
事長林錦松為本會之法定代理人，對外代表本會，並綜理會務，指揮監督所屬

員工及事業機構。

執行長林志鴻、副執行長吳仲榮，承董事長之命推動會務，指揮監督所屬員工，

負責辦理下列事務：1.辦理本會目的事業。2.執行董事會決議事項。3.所屬員工之任免、

考核、獎勵等事項。4. 業務之考核及改進事項。5. 各單位之聯繫事項。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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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單  位 職　務　分　工  成　員

管
理
部
門

行

政

組

1. 圖記、圖書檔案管理事項。

2. 文書及資料彙集事項。

3. 人事及事務管理事項。

4. 出納收支管理事項。

5. 財產之管理、登記事項。

6. 年度預算之擬定。

組　　長

副管理師

助理管理師

技 術 員

林志鴻

吳意歆

胡修源

楊岳達

財

務

組

1. 基金及經費之管理與調度事項。

2. 會計工作及憑證管理事項。

3. 財務資料統計分析、報告編撰事項。

4. 年度事業預算彙編事項。

組　　長 陳秀芬

業
務
部
門

技

術

組

1. 綠化技術教育訓練及推廣。

2. 綠化資源供需調查及研究。

3. 生產技術改進研究及推廣。

4. 綠化技術之諮詢顧問服務。

5. 環境綠化資訊蒐集及宣導工作。

6. 年度事業計畫及預算擬定。

副 技 師

副 技 師

副 技 師

助理技師

林武玄

韋水來

陳坤燦

胡慧君

景

觀

組

1. 景觀綠化工程之規劃、設計及施工。

2. 辦理環境綠化工程重點示範及活動。

3. 景觀綠化工程相關資材引進、改進及推廣。

4. 綠化植栽養護技術之改進及推廣。

5. 年度事業計畫及預算擬定。

組　　長

副 技 師

副 技 師

助理技師

李中原

林明志

林雅倩

陳素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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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門

行
政事務：召開業務工作會報，全體同仁參加，各組報告業務執行進度與成果，

依據「計畫管制總表」，管制各組業務進度，作為業務工作會報提報資料，俾

使各組間配合行事及相互支援的介面更加順暢，106 年度共計召開 10 次業務工作會

報（第 247 至 256 次）及多次主管會議，討論業務執行方針及會務管理細則，對會務

順利推展卓有績效。106 年度辦理 8 次同仁分享會議，經由相互腦力激盪吸取各領域

的不同觀點以及想法，頗具效果。

人事聘僱：12 月底依人事管理規則辦理年度考績及工作績效評等，並進行聘任

人員之晉級及敘獎。

員工保險及福利：依規定辦理員工健康保險及勞工保險，為聘任人員投保意外險

及辦理年度健康檢查，持續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之運作，落實勞工退休金提存

專戶以保障勞工退休權益。

總務工作：106 年度完成資訊設備定期檢測，影印及列印設備定期保養維護，通

訊設備定期保養維護，本會房舍定期清潔整理以及冷氣空調年度保養，落實公務車定

期維護以便公務差勤執行並節約維修支出。

董事、監察人暨顧問國外參訪活動：此趟馬新觀摩參訪 (09/21~26) 由馬來西亞進

新加坡出，行經的城市依序為吉隆坡→馬六甲→新山→新加坡，重點參訪各個城市景

點的風俗民情、文化特色及選定的綠美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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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收支管理

財
務組主辦基金、資產、資金之流動管

理、財務狀況統計分析、預算執行

進度檢討及會計、帳務登錄、憑證管理等

工作；106 年度本會總收入 39,151,290 元，

以利息佔 45.73%，及其他事業佔 45.50%

為主；總支出 45,312,553 元，其中以其他

事業佔 45.71%，及人事費用佔 25.43% 為

主。106 年度事業決算執行率 115.74%。

106 年度財務組各項經費收支仍嚴謹遵照

合法的程序及經費使用規定，審慎查核、

辦理憑證核銷作業。詳如下列圖表。

106 年度收入 單位：新台幣 ( 元 )

收入項目 金額  ( 元 ) 百分比

利　　息 17,903,598 45.73

其他事業 17,815,599 45.50 

捐　　款 2,000,000 5.11 

租　　金 609,995 1.56

整　　理 639,072 1.63 

雜　　項 183,026 0.47 

收入總計 39,151,290 100.00

106 年度收入 單位：新台幣 ( 仟元 )  

利息

其他事業

捐款

租金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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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支出 單位：新台幣 ( 元 )

支出項目 金額  ( 元 ) 百分比

其他事業 17,895,471 45.71

人    事 9,955,530 25.43

綠化業務 9,763,099 24.94

業務研究 3,757,793 9.60

事    務 2,888,361 7.38

議    事 732,817 1.87

事 業 外 319,482 0.82

支出總計 45,312,553 115.74

106 年度支出 單位：新台幣 ( 仟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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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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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北巿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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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教育活動

室內綠化巧手藝

為
營造舒適的工作環境與提升辦公效率，配合台

北巿瑠公農田水利會及各相關基金會進行室內

組合盆栽 DIY，以符合佳節氣氛的聖誕紅為主角，運

用水苔將根系土團包覆成球體來保留生長的水份，同

時搭配薜荔、檸檬千年木、斑葉毬蘭、星點木、黃金

心葉蔓綠絨、白金葛、白紋草與銀葉鳳尾蕨等不同質

感、顏色及高低層次的植栽，讓

組合盆栽設計充滿變化，共計辦

理 4 場次，參加同仁達 190 人，

藉此學習植物組合應用技巧與創

意進行室內綠化，舒緩辦公空間

氛圍、淨化空氣、紓解工作壓力

及視覺疲勞，提升工作效率，達

到放鬆心情、清新思維等目的。

15

宣導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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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綠化環境教育中心

本
會與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於花博公園園山園區內原「名人館」場域，共同辦理

「都市綠化環境教育中心」。規劃園藝基礎栽培與生活應用等系列課程，內容

包括田園蔬果種植、香草栽培應用、時令花卉栽培技術等，共計 24 次課程，1000 人

次參加。並招募訓練服務志工 39 名，進行諮詢解說與庭園整理、植栽種植等工作。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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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教育活動

社子島堤階認養人

植栽綠化養護技術課程

為
推動社子島居民持續參與堤階植栽認養，並促使積極參與環境綠化營造，策劃

植栽綠化運用及生活環境美學養成等課程，以不定期的授課方式交錯進行植栽

特性認識、維管養護、修剪繁殖、肥料使用與病蟲害防治等課程，落實日常維管養護，

並於春、秋兩季換栽前進行更新補植說明，並辦理堤階認養績優評比，頒發績優認養

單元獎項，以激勵認養人積極投入綠化養護，達到社區參與環境改造美化家園。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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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子島環境生態營造解說導覽

培訓與實習

延
續社子島環境導覽解說服務計畫，由富洲社區發展協會美學會規劃執行，邀請

社區營造、綠化改善、動植物生態及導覽解說教育等專業師資授課，以社子地

區居民為主要培訓對象，實際參與導覽解說工作，向大眾分享社子島自然景觀與生態

環境資源，並配合不定期社區活動進行解說導覽服務工作，課程包含導覽解說學習、

溝通技巧訓練、動植物生態環境、觀摩導覽活動、在地特色發掘與營造及認識社子島

歷史文化與自然環境之導覽解說實習等項目，共計上年度第 17 期課程辦理 12 堂、下

年度第 18 期課程辦理 13 堂，並於課程完成後辦理成果發表與心得分享。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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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教育活動

社子島堤階植栽更新補植

輔
導社子島堤階認養人聯誼會，進行洲美快速橋下、東山宮、島頭、六號抽水站

等四區段的堤階植槽綠美化。春、秋兩季接受認養人申請，採購苗栽、肥料及

資材進行更新補植。除了例行性巡查，島頭區段馬達汰舊更新，以確保灌溉供水正常。

新增輔助鋁梯方便上下堤階，提供更安全的認

養環境。由於認養人平常辛勞維護，堤階綠美

化得以維持良好，營造出健康休閒的社子景觀

新風貌。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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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地區休閒農業觀摩研習

為
推動瑠公農田水利會事業轄區內農業轉

型附加休閒觀光等價值，於 7 月 12 日

邀請水利會會務委員、小組長及班長參加，

前往苗栗地區觀摩以特色農業與社區文化帶

動觀光與經濟的黃金小鎮休閒農業區－公

館，並前往七里香玫瑰森林參觀園區並認識

不同品種的玫瑰及衍生產品，認識傳統產業

升級觀光休閒的過程，並藉此增進情誼、經

驗交流。

財團法人台北巿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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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教育活動

社子島社區環境營造觀摩研修

社
子島居民自 96 年起參與堤階植槽綠帶認養，為進一步凝聚認養人參與共識，並

帶動地區環境景觀營造，由台北市富洲社區發展協會主辦，堤階植栽認養人聯

誼會籌劃執行，邀集認養人、社區與地方社團代表約 160 人，於 11 月 25 日前往苗栗

參觀客家生活之美，行程包含明德水庫、七里香玫瑰莊園、峨嵋湖大自然文化世界以

及南庄老街等地區進行環境營造參訪研修交流，透過環境導覽解說服務以及行動觀察

等方式，認識與學習如何運用在地特色產業進行環境綠化營造工作，提供社子地區認

養人對環境營造及產業發展的參考與期待，藉以凝聚共識，帶動地區環境景觀營造工

作。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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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子島堤階認養績優表揚

為
維持堤階綠化之常態性優質景觀，並鼓勵認養人持

續投入認養工作，於 10 月 20 日進行績優認養單元

評比，邀請北巿府水利處、水利會及社區代表、認養人代

表等擔任評審，遴選出模範獎、優等養護獎、勞動精神獎、

社區服務獎以及感謝獎等單元，並於 12 月 15 日辦理「社

子島堤階認養績優表揚活動」頒發獎品與獎狀，以感謝

認養人的辛勞並鼓勵持續投入養護工作。

財團法人台北巿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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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教育活動

綠化技術推廣

11月在本會辦理生活園藝教學課程，首次在

會內場所舉辦的收費課程。第 1 堂 11 月

24 日辦理「種子小森林」課程、第 2 堂 12 月 1 日

辦理「有趣的綠雕」課程、第 3 堂 12 月 8 日辦理

「種子標本製作」課程、第 4 堂 12 月 15 日辦理

「創意盆子 DIY」課程、第 5 堂 12 月 22 日辦理「不

可思議的植物特性」課程，內容頗獲學員好評。

23



2424

推廣示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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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示範展示

圓山公園花海景觀

搭
配臺北市政府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與本會合辦「都市綠化環境教育中

心」推廣課程，於 12 月 14 日邀請市民

朋友參加「種下夢想的高度 – 相約圓山

牽手裁」蜀葵花海的種植活動，花苗由

本會委託育苗生產 2,600 株，配合「天

涼好好種系列」進行花海植物介紹課程，

包含蜀葵特性、生長期程與照顧以及種

植方式等，課後策辦蜀葵種植體驗，當

天活動約 100 人次，參與團體包含社子

島美學會、唐氏症基金會以及綠化志工，

花苗種植活動之後由本會進行施肥、澆

水與病蟲害防治等後續管理工作，植株

於 1~2 月出現花苞、3~4 月陸續開花到 5

月底，完成後進行種籽採集與分色，並

於種植區域留設 1 米通行空間增加休憩

觀賞樂趣。

25

推廣示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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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官邸菊展

配
合「眾星雲菊」的電影名場面主題，由本會同仁、志工與園藝科在學學生，於

新蘭亭展區製作「沉睡魔咒～睡美人的荊棘森林」的設計展出，使用紙張、塑

楞板製作荊棘道具、菊花、蘭花等設計的花藝作品呈現主題氛圍。展出期間遊客眾多，

深獲各界好評。（感謝臺北市政府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提供圖片）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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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示範展示

木柵垃圾焚化廠景觀改善規劃設計

木
柵垃圾焚化廠近年逐步進行設備更新及廠區

景觀整理工作，已成為台北重要的環境教育

解說場所之一，為配合焚化廠進行廠房中庭及大

門區景觀改善規劃設計，由本會完成細部設計圖

說資料及編列工程預算書後送交廠方發包施作。

立體綠化植栽技術推廣

為
展示蔓藤植物用於都市環境，於「都市

綠化環境教育中心」庭園設置造型攀爬

架 8 座，種植龍吐珠，鐵線蓮等蔓藤植物，

讓參觀民眾得以觀察學習蔓藤植物的應用技

術。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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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你我他

爭
取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之「106

年補助辦理環境教育推展事項實

施計畫」經費，分別於7月18日辦理「芽

苗菜示範」課程、8 月 11 日辦理「木柵

垃圾焚化廠廚餘堆肥參訪」活動、8 月

17 日辦理「韌性城市專題演講及生態醫

院參觀解說」活動、8 月 21 日辦理「家

庭廚餘堆肥製作示範」課程、9 月 16 日

辦理「世界清潔日淨山健身」活動、10

月 22 日辦理「金秋地球日中強公園尋寶

趣」活動，以達到環保局計畫中推展之

韌性城市、田園城市、走讀學習、環境

節日活動等主題目標。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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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示範展示

翡翠水庫

翡
翠水庫為台北地區最重要的水源地，

環境保護工作進行十分嚴格，近年並

進一步演變為環境教育解說展示的重要場

域，故進行管理局在蝴蝶生態園區種植多

種蜜源食草植物，以吸引多種蝶類動物，

使園區更具解說教育遊憩觀賞價值。

中正紀念堂

中
正紀念堂是國內外知名景點，每年

到訪人數皆為全國之冠，因為堂前

大道兩旁龍柏因易受風而倒伏，故進行

管理處 28 株龍柏鋼索固定工作，以避免

颱風季節受風災之危害。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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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柵貓空茶鄉茗閒遊

配
合臺北市產業發展局推動貓空農業振興

發展，於木柵鐵觀音包種茶研發推廣中

心辦理了一系列 6 場次「認識貓空咱們家—

綠美化及環境走讀課程」，邀請多位具有實

務經驗與在地深耕的講師針對茶農、在地居

民等辦理人文環境、自然生態與景觀綠美化

及維護管理實作及導覽系列課程。另為提供

市民不一樣的貓空休閒旅遊方式，於 12 月初

舉辦「初冬茶香的約會—貓空找茶去」導覽

體驗活動，帶領民眾步道導覽、茶園解說並

走入茶農家中品嘗鐵觀音茶及農家自製各式

農產品，使市民朋友感受充滿溫暖人情味且

兼具視覺、觸覺、味覺及嗅覺的感官之旅。 

台灣景觀樹木介紹叢書編印

本
年度進行台灣景觀樹木介紹第

5 冊 - 灌木篇 2 的編印，內容

介紹觀賞性高、適應性強的杜鵑花

科、金絲桃科、茄科等科別的灌木

50 種，印製 1000 本供業務推廣宣導

使用。既有喬木篇等冊編輯為網頁可

閱讀形式，供民眾上網閱讀，並於基

金會網站及臉書設置購書系統便於行

銷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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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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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Green 松德療癒森林

本
會結合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信義社區大學、松友里、三犁里、台灣園藝福祉推

廣協會及三犁社區發展協會組成「信義綠人」團隊，進行「松德療癒森林」環

境改造工作。在臺北巿都巿更新處「Open Green 計畫」及臺北巿產業發展局「社區

園圃計畫」的支持，大地工程處、信義區公所等協助，以及原典創思規劃顧問有限公

司及「信義綠人」團隊共同協力下，歷經參與式設計、主題課程、雇工購料施作、民

眾參與種植，完成了初步環境改善。過程中串連了公務體系及在地社團組織，打開社

群邊界活化閒置空地，打造具療癒功能的新樂活空間。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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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調查研究

       木柵貓空茶鄉景觀綠美化

爭
取台北市產業發展局農業振興方案經費，公開遴

選 3 處貓空農友家戶及茶園週邊區塊，透過設計

溝通討論後進行綠美化工作，以適地適生低維管的原則

選擇具觀賞性與地方特色的茶花、茶梅、桂花、金針花、

桃金孃、梔子花、萬兩及百合等植栽，並設置清水磚矮

牆、休憩座椅、鋪設石版步道等，改善後的環境成為各

農戶入口景觀亮點，也吸引民眾駐足停留及增加走入茶

農家品茗買茶的機會。

花卉試驗中心杜鵑園區

位
於陽明山山腰的花卉試驗中心收集各種杜鵑、茶花品種，初春盛開時吸引遊客

欣賞。本年度在杜鵑、香草區進行整地與構築景觀牆等工作，並種植超過 50 種

杜鵑，作為品種展示與提昇景觀美質。另於紫藤

花架區，搭建木製花架種植紫藤，於春夏之際開

花，帶來曼妙的美景。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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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田園綠美化

配
合育達高職申請教育局的小田園計畫，

由本會 2 位同仁到校進行老師及學生蔬

菜種植、芽苗菜種植與廚餘堆肥製作等課程教

學，以培訓種子教師。另外，延續配合埤頭里

採購蔬菜苗、有機肥、建置錏管棚架等工作，

使在八德路二段綠地所建置之都市園圃得以

持續運作。

南港區公所

區
公所行政大樓前左花圃受風面大，桂花綠籬植株較矮且稀疏，右花圃位於避風

處，植株高約 1.2 公尺，兩花圃總面積約 90 平方公尺。改善內容優先移除整排

罹病的桂花病株，將周圍病葉清除，土壤翻鬆並新客土、灑施有機肥以改善種植環境

並增加植株抵抗力，全區經噴灑鋅錳乃浦殺菌

劑後，再新植高 1.5 公尺的桂花綠美化，1 個

月後全區續追蹤噴灑殺菌劑，完工後區公所亦

增設澆灌設備及排水孔，提供市容綠意花香與

強化區花意象。

業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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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調查研究

虎林公園

進
行虎林公園近松德路 307 巷的次入口綠美化，主

要改善綠籬缺株、樹穴雜木移除、新植大花朱槿，

以及告示牌方向微調等，綠籬以富觀賞性的矮仙丹與七

里香列植收邊，依照入園方向調整告示牌，原行道樹穴

經公園處建議移除雜木，但因鄰近電桿，需避免新種喬

木日後生長空間限制且維管不易，改植觀花大花朱槿美

化，完工後由里長認養並由公園處維護管理。

萬芳醫院

位
於文山區的萬芳醫院 8 樓有個充滿綠意、愛與健康

的屋頂農園，配合院方於入口處設置長花箱讓人一

走進農園就綠入眼簾，另考量辦理園藝實作與病友休憩

所需，設置方便坐輪椅病友使用的戶外木桌椅，改善後

的區塊吸引病患與陪伴親人於此互動與交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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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德公園

福
德公園位於中坡里福德街、中坡南路及

大道路交會處，是信義南港地區進出台

北市中心的重要節點，公園內兒童遊具、體健

設施、花架、綠地及花台等設施完備，但部分

區塊植栽生長不良，進行公園內綠地及花台內

植栽改善，選擇七里香、桂花、野牡丹、矮仙丹、

韭蘭及銀龍草等多年生、色彩、適地生長的植栽

進行種植，改善後複層的植栽為公園增添綠意及色彩。

富生公園 169 綠地

前
期由公園處整理並敲除全區硬舖面，完成三角平

台、設置公園塑木椅等土木工項，本會進行全區

客砂質壤土約 72 立方公尺，設置碎石排水帶及整理洩

水坡度，新植市花杜鵑花及信義區花野牡丹、五彩茉

莉灌叢，並密鋪地毯草皮，為社區新增鄰里活動休憩

的小天地。

業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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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林樹木更新設置

信
義區松光里的春光公園，為里鄰近

忠孝東路的門戶公園，里辦公室自

行設計製作入口意象區以美化，唯木製花

台圍樁因年久蛀蝕，本會協助設立花壇花

崗石圍邊別協調公園提供處彩葉草等植栽由里民自行種植。

都市景觀樹木種植研究改進

花
博公園圓山園區名人館

外庭園種植藏柏、偃柏、

檀香柏、三光柏、黃金側柏、

五葉松、金錢松、竹柏、貝殼

杉、羅漢松等 20 種針葉樹，與

水梅、茉莉、梅花、樹蘭、七

里香、梔子花等 6 種香花植物，

提昇景觀美質並作為示範教學

材料使用。

綠資源選種培植試驗應用推廣

為
觀察試驗懸垂性蔓藤植物

生長狀況與景觀效果，於

瑠公國中臨巷道的檔土牆上，由

學校老師與該校綠化志工齊力種

植開黃花的雲南黃馨、開紅花的

炮仗花、以及開紫花的蔓性馬纓

丹等枝條柔軟的植物，以下垂枝

葉覆蓋水泥牆面。

業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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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技術開發

台灣欒樹荔枝椿象防治

荔
枝椿象 (Tessaratoma papillosa) 為台灣近年新

興外來入侵種害蟲，屬於半翅目，荔椿象科，

俗稱為臭屁蟲、臭椿象、石背及荔枝椿等。而台灣

欒樹與荔枝、龍眼同屬無患子科植物，也是荔枝椿

象棲息地之一，疫情藉此行道樹擴散全台。由於荔枝椿象顏色鮮豔容易吸引目光，民

眾常誤觸，讓荔枝椿象受到驚嚇而噴出臭液，若觸及皮膚輕則搔癢紅腫，重則造成皮

膚潰爛。配合臺北巿公園路燈處工程管理處「106 年度全市行道樹病蟲害防治工程」，

於 2 月中旬夜間以加保利粉劑 (85% 450g) 混展著劑，稀釋 850 倍高壓噴灑忠誠路

1,172 株台灣欒樹樹幹及底部灌木叢，3、4、5 月公園處再各噴一次，藉以提高荔枝

椿象防治成效，維護忠誠路行道樹景觀，保障民眾免於「蟲蟲危機」。

容器苗木培育及應用推廣

配
合本會各項綠美化業務，預約生產各式容器栽培

的植物。應用於塗潭

農地、中興公園、民有一

至三號公園植栽改善、圓

山花海種植活動等工作。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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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景觀改善

安養、社服機構

1、台北愛愛院

持續配合院方「打造長照機構第一座健康療癒庭園暨園藝

治療」目標，協助向北市府社會局申請田園城市經費，策辦「蔬

食．樂活．環保－有機菜園耕種計畫」，本會執行 4 場次生活

園藝課程，包含芽苗菜 DIY、酪梨的用處與水果種子小森林等，

以投影片進行介紹並輔以播種、料理、種子森林等實作 DIY，

參加人員以院內住友以及周邊居民為主，搭配參與式學習方法

凝聚社區關懷與共識。

2、老人安養中心 

持續進行院區現況環境綠化改善，因應中心規

劃防災逃生空間需求，協助移植現場原有喬木、灌

木至中心指定位置，包含高度接近 4 米羅漢松 2 株

與高度 2 米桂花 1 株，6 月初先行斷根、7 月初清除

整理移植場地後以大型起重機吊運植株至定位，完

成後交由中心進行後續維養。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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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港小作所

中港小作所屬唐氏症基金會一處提供身心障礙者培養

自立生活、增強工作技術並減緩生理退化狀況，紓緩家庭

照顧者的壓力，提升家庭生活品質的場所，現況露台為空

心磚與木板架設簡易花台，為配合小作所學員學習需求，

以無障礙空間設計為主軸，改善冷氣機圍籬設計可閉合的

門板，搭設木作棚架可種植攀爬植物增加遮蔭，女兒牆立面設置木作飾板，飾板間隙可

裝設鉤掛盆器增加綠化面積，另設置兩層 40 公分與 60 公分的木平台放置原有盆器種植

課程植栽，高度的變化讓園藝操作時更便利更有樂趣，木作設施完成後配合中正農業科

技基金會提供的園藝資材進行種植課程與學習活動。

4、辛亥幼兒園小田園綠美化

辛亥幼兒園運用大安健康服務中心的空地，進行小田園

教學，採廢棄 PVC 管搭棚架及蔬菜栽培箱，種植絲瓜及葉菜

類，安排幼兒日常澆水及觀察、採收體驗課程，本會進行園

方新增一水生池，讓水韭、紫芋、水稻與蓋斑鬥魚、蝦、蜆

共生供日間幼兒活動觀察，並協助雨撲滿設施，經回收天溝

雨水儲備沉澱後用以澆灌蔬果，蔬果採收後運用於幼兒園餐

食烹調，並回饋在地鄰里提供鮮蔬予老人共餐。

業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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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景觀改善

社區綠美化

1、中南里空地

配合南港區公所辦理中南里田

園城市綠美化，區公所考量社區需

求與環境條件，協助社區招商、租用整地機具及施工吊

車，本會進行空地內高畦客土栽培用砂質壤土 75 立方

公尺，由里長與認養人進行鬆土鋤地、蔬果種植及鋪設

步道磚，完成後成為田園城市推廣示範亮點。

2、成功國宅開放空間

配合管委會爭取公園處田園基地建置計畫經費，進

行開放空間設置居民參與的園圃綠地，配置菜圃、堆肥

區，並調整原有植栽位置，及新植迷迭香、芳香萬壽菊、

西印度櫻桃、桃金孃、茉莉等香草、可食與香花植物和

鋪設草皮，讓原本陰暗單調的空間成為居民參與種植和

休憩交流的綠色場域，再創優質的社區景觀與充滿綠意

的開放休憩空間。

3、忠順里空地

配合北市環境保護局委託，協助文山區忠順里進行忠順壁畫巷綠美化改善工作，

因日曬雨淋長苔褪色的木作、裝置藝術重新彩繪上漆，人行道旁綠帶選用適地的色彩、

開花及香花植栽仙丹花、金露花、梔子花、桂花、蔓榕及馬纓丹等植物種植，使巷弄

綠帶的整體環境整潔與景觀美質提升與加分。

環境景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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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綠美化

1、市立啟明學校 

校方研提計畫申請教育局小田園農業

體驗補助，本會提供視障生在教室內就近

操作、栽培及體驗所需，在操場旁的 20 間

教室增設 100 組植栽花箱，由師長們開學

後安排課程給予學生種植蔬果空心菜、蘆

薈、辣椒、薄荷、香蜂草及迷迭香等，使教室多了幾分綠意也豐富自然體驗教育課程。

2、松山高中

為提供優質的校園綠意空間，配合學校進行

水池中庭區改善，經與學校討論後，進行鬆土、

施肥、排水改善、樹木植栽的修剪移植，再依環

境適地性及考量後續維管能力進行植栽的選擇及

配置，利用區線造型搭配色彩變化的植栽配置，

與草皮打破原本單調的水池空間，另設置碎石平

台與桌椅區，改善後的中庭明亮且充滿綠意，是

師生課餘停留休憩交流的新據點。

業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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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景觀改善

3、泰北高中

進行重光及文忠樓北側空地綠美化工

作，小田園空地鬆土整地、清理雜草石塊、

土壤改良和消毒、壟土作畦工作，提供教學

活動讓學生農耕體驗場所。自強樓前白千層

樹穴綠美化，用連鎖磚砌疊圍出彎曲花台，

整地回填土壤。種植腎蕨和紅竹來營造複層

綠帶，改善白千層樹穴周邊環境及沿線景觀，

可豐富空間視覺感受，為校園帶來綠意。

環境景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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瑠公農田水利會

事業轄區景觀改善

  1、社子灌溉轄區綠美化

進行社子三區一支線綠美化，串連圳溝

護欄設置鋼筋混凝土花台，塗黃黑螢光漆加

強安全警示，種植香花植物梔子花；協助社

區進行喬木疏枝修剪，增設花台新植蘭嶼羅

漢松、長紅木營造複層綠帶，完成後由社區

進行花牆彩繪，並建置給水系統認養維護，

改善圳道及社區巷道整體景觀。

2、坪林茶園灌溉示範區

臨北勢溪觀魚步道旁的灌溉示範區產業

道路上，搭設不鏽鋼隧道式花架近 50 公尺

長，種植百香果等蔓藤植物，以提昇農田景

觀綠美化，並能提供往來遊客於夏季時遮蔭

避暑用。

業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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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景觀改善

3、新店廣興有機巿民農園

配合新店廣興巿民農園發展協會，進行巿民農園看板修復移位，茄冬、

九芎等喬木疏枝修剪，經過鬆土整地施肥，茶花盆景定植於四周，全區密

鋪假儉草草毯，營造綠意盎然的綠地景觀，提供巿民朋友清爽的休憩園地。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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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店中興公園 

配合新店區寶興里辦公處，於中興公園圓環周邊，進行喬灌木整型修剪，鬆土施

肥改良土壤，鋪玄武岩踏石步道，種植青紫木、麥門冬、冷水花、蔓花生、蔓性野牡

丹等地被植物。另公園入口廊道花台，由新店區公所完成綠美化，強化了入口意象及

整體景觀。

5、新店塗潭農地

配合新店區塗潭里辦公處，於新潭路

一段農田邊帶狀隙地，增設路緣石收邊，

塗螢光漆加強安全警示，整地回填沃土、

有機肥，種植山茶花、杜鵑、地毯草，改

善農地周邊及道路沿線景觀。另新潭路二

段一擋土牆，社區彩繪了自然農村景觀，

增添塗潭里景觀新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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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子地區

1、社子排水圳道及花台

進行圳道周邊艷紫荊等喬木修剪，

綠籬灌木修剪、除草、澆水、施肥、病

蟲防治，綠地及圳道沿線割草，園區環

境清潔垃圾清運，生態池水生植物養護，

圳道花台種植草花及色彩灌木，設施修

繕包含：松風善水亭、解說牌、南方松

木柵欄地板、圳道沿線花台維修清潔油

漆及榕樹修剪。

業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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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養護管理

2、社子排水幹線及綠地

堤道綠地喬木整枝修剪維持自然樹型，灌木

修剪成帶狀，圳溝沿線灌木叢修剪、更新補植，

保持複層植栽綠帶，設施修繕包含：石板階梯、

圳道花台、萬和園和涼亭、坤天亭水車護欄等維

修清潔油漆；社子島坤天亭廣場前水池過濾及圍

籬設置等。

3、社子排水圳道及淤泥放置場

圳溝邊榕樹、櫻花等喬木修剪，綠籬灌木叢

修剪，圳道沿線花台植栽換植；草地養護割草，

綠地環境清潔垃圾清運，設施修繕包含：觀景石

碑字清潔油漆、鐵皮彩繪清潔、圳道花台橋墩護

欄等維修清潔油漆。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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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子二區彎道及二區五支線

進行例行性鬆土肥培管理、澆水及病蟲害防治、植栽修剪維護、缺株更新補植、

花台塗油漆、花架塗護木油、環境衛生巡查等，維持圳道沿線綠美化景觀效果。二區

彎道橋面週邊以黃椰子、羅比親王海棗、羅漢松為主，輔以桂花、春不老、梔子花、

黃金露花、馬纓丹等灌叢。二區五支線則以紅葉鐵莧及垂枝女貞、木麻黃為主的帶狀

灌叢，形塑複層植栽景觀效果。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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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養護管理

5、社子工作站綠地及辦公室綠美化

社子工作站綠地，進行週邊環境整理、鬆土

培肥管理、澆水及病蟲害防治、植栽修剪維護、植栽補植換植，

環境衛生巡查等工作，改善社區鄰里環境景觀，提供台北巿民更優質的生活環境。

辦公室室內配合節慶每季加強佈置，平時則加強巡查維護。

綠化養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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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子地區綠美化回顧

回顧近年綠美化後社區自行維護點，包括社子堤階旁之島頭綠地、油庫綠帶、水

塔馬達區綠地，玄武堂旁的四區二支線，坤天亭附近的延平北路八段 80 巷農地，加

強植栽修剪、缺株補植、澆水維護等整理工作，使得綠美化成果得以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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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養護管理

瑠公復興大樓中吉華廈及延吉街綠地

進
行喬木、灌木叢修剪，並種植季節性花草及色彩灌木，室外週邊植栽補換植、

草地養護割草和種植、灌木叢下拔草、肥培澆水、病蟲害防治等。設施修繕保

養維護含南方松木圍欄地板、休閒桌椅、庭園燈等保養、檢修及油漆、中吉華廈大門

口羅漢松和頂樓花台扁柏養護、園區環境清潔垃圾清運、環境衛生安全巡查管理、工

作實錄製作等。

綠化養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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瑠公復興大樓、新店大樓室內綠美化

大
門口盆栽以天使花、彩葉草、辣椒、到手香、

香葉林投、火鶴花等植栽依季節更換。

大廳落地景觀組景、室內落地盆栽更換佈

置、辦公室櫃檯上盆栽養護，6 樓大禮

堂電梯口落地盆栽組合造景佈置，配合

節慶進行大廳聖誕節景觀組景、會議佈

置、歲末年會及新春團拜等會場佈置。

業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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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養護管理

瑠公新店紀念大樓暨北新路瑠公圳溝綠地

園
區大喬木和大王椰子等雇請大吊車進

行修剪、綠籬灌木叢修剪和補植、草

地養護割草、季節性之草花換植澆水工作、

萬善同歸塚維護、園區環境清潔垃圾清運。

大樟樹用 H 型鋼支柱維護。瑠公圳公園馬賽

克壁畫前綠地黃楊、銀脈沿階草及其他植栽

養護等。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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瑠公墓園周邊景觀綠美化

進
行紀念墓園區、池塘草坪區、自然

溪溝區綠美化養護管理，配合春

祭、秋祭活動，提供優質的祭祠場所。

包括墓塚、園路、步道、花台、隔屏、

陰井等硬體清理維護，喬灌木草坪修剪、

肥培、病蟲害防治等例行性植栽養護工

作。水池周邊生長不佳之喬木改種落羽

松及黃花風鈴等喬木小苗。

業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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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養護管理

水利會市區部份非事業用閒置空地

包
括台北市信義區永春段、大安區仁愛段、松山區敦化段、松山區濱江段，基地

翻土整地，松山區敦化段種植巴西地毯草，松山區濱江段自然成為綠地後，進

行維護管理。定期草地養護割草、噴灑消毒藥劑、喬木修剪、灌木叢修剪、朱蕉扦插、

平時環境巡查垃圾撿除工作，為空地環境得以改善。

綠化養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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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心巧手藝
材料：植物、水草、捆綁線、盆、水。

步驟：操作之前先將水苔泡水，約 30~60 分鐘待水苔浸濕之後擰乾備用，把植物從原

來的盆器裡拿出來，可

以保留或剝除部分的土

壤，用手捏成球狀，並避免

對植物的根系造成損傷。

大部分的植物都可以拿來操作，

建議選擇較耐蔭、生長期長且整理

方便的小巧植株，例如山蘇、黃金葛、

蔓綠榕等，或者具主景式的小品，例如楓

樹、榆樹等樹苗。

在土團的四周均勻覆蓋水苔層，握成球狀，使

用市面上買的到的縫線將水苔綑綁成球狀，縫線

可以使用多彩顏色營造鮮亮感，可以依心情將不同

水苔球植栽組合在一起，也可以找一個漂亮的

容器單獨裝起來就完成了。

之後只要適時的補充水分，使用噴灌或是浸

濕整個水苔，就可以維持植物的生長，也可以

避免土壤掉落的問題。

財團法人台北巿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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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美訊息

心動了嗎？

基金會每年都會舉辦「飲水思源室內綠化巧手藝活動」，歡

迎有意願的鄰里社區、機關團體或是企業福委與我們一同體驗「生

活園藝．園藝生活」的樂趣，相關資訊請掃描基金會粉專 QR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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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部門

滿杜鵑城

～杜鵑花在台北市市容景觀的應用

杜
鵑花是杜鵑花科杜鵑花屬的常綠或落葉的灌、喬木，主要分佈亞洲溫帶至亞熱

帶山區以及熱帶高山雲霧林帶，普遍適合高濕度環境與酸性土壤，原生種大約

有 1000 多種，台灣原生種近 20 種，在台北盆地周圍山區也有金毛杜鵑、烏來杜鵑、

映山紅、西施花等原生杜鵑花種類分佈，加上自日據時代開始從日本引進多種園藝系

統栽培於學校、公園、道路綠美化使用，每到春天時從市區到郊山，處處可見杜鵑花

帶來的盎然春意，因此博得杜鵑城的美名，在民國 70 年時通過票選定為台北市市花。

市政府所轄的花卉試驗中心曾為杜鵑花的育種栽培推廣要地，陽明山公園、228 公園、

台灣大學校園等地都是欣賞杜鵑花的名勝。

台北市栽培應用的杜鵑花種類以原產日本的常綠杜鵑花系統為主，其中平戶杜鵑

系統花朵大而醒目，有著生長勢強旺、抗空氣污染等特性，尤其適合作為綠籬與都市

街道綠帶使用。久留米杜鵑系統葉片小、株形緊緻，適合修剪整形作為矮籬與整型灌

叢，常用於庭園與社區等就近欣賞處。皋月杜鵑系統花形花色變化多樣，是製作盆景

的良材，主供家庭趣味栽培。西洋杜鵑花朵華麗豐盛，是年節常見的應景與祝賀花禮。

近年市府大力推廣栽培杜鵑，是基於用市花營造台北市容的色與杜鵑葉片佈滿絨

財團法人台北巿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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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可以有效截留落塵減少空污等功能，但在應用設計與

維護管理上，有幾點要注意的地方。杜鵑花的美觀適合以

量取勝，一叢杜鵑花很美，一條杜鵑花綠帶更美，更遑論

一片杜鵑花的山坡，因此可選合適的地點從點、線、面

全盤討量設計杜鵑花的應用，在不同場域設計適合的杜

鵑花種類。維護管理需加強修剪時機的掌握與病蟲害防

治，普通杜鵑花花芽分化時間為 6~9 月，超過此時間修

剪即會將杜鵑花花芽剪除，致使來年開花稀疏甚至不開

花，因此要把握開花後的春夏之交時間點，輕剪去枝

條頂端，以促進分枝使來年開花更旺。梅雨季發新葉

時，是杜鵑三節葉蜂危害葉片初始期，應趁機使用藥

劑防治，已保全葉片促進生長。其他主要病蟲害還有

枯枝病、餅病、葉斑病以及薊馬、網椿、枯葉蛾等常

見病蟲害，均需定時注意防範才不致於使推廣栽培努力受到危害。

綠美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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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欒樹果實

業務部門

台
灣欒樹是本土特有植物，由於樹冠濃綠，遮蔽性好，四季色彩繽紛等

優異條件。在台北巿處處可見它的蹤影，很多路段都有種植，其中敦

化南路種植 1,300 餘株最多，士林忠誠路最有名。1996 年誠品書店在忠誠路

辦理「天母欒樹節」，1997年士林區公所擴大辦理「欒樹嘉年華」，1998年發展為「士

林國際文化節」，這應是最早以台灣欒樹為主角的年度活動，也是台灣欒樹最為風光

的年代！後來全台各地推廣種植，遍及大小公園、各級校園、人行道及安全島，是最

能代表台灣的樹種之一。

但近年來台灣欒樹受到媒體的關注都較負面，先是紅姬緣椿象群聚，引起民眾恐

慌，後受外來入侵種害蟲荔枝椿象危害，改變了早期少有病蟲害的印象。紅姬緣椿象

又名紅椿象，有「台灣欒樹下的小精靈」之稱，因為它會引來白頭翁、綠繡眼、麻雀、

燕子等鳥類的覓食，屬於自然生態系的一環。雖然紅色小蟲聚集一片，常讓民眾覺得

噁心，但對人體無害民眾無須害怕，對樹木影響也不大，並不需要噴藥撲殺，以免破

壞生態、汙染環境。

台灣欒樹的蟲蟲 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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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枝椿象若蟲

▲ 荔枝椿象成蟲 ▲ 紅姬緣椿象群聚

荔枝椿象俗稱為臭屁蟲、臭椿象、石背等，主要危害無患子科植物，最初可能因

進口荔枝苗攜帶卵塊或若蟲進入臺灣，2011 年 1 月首次於南部高雄接獲通報，2012

年 12 月已由南擴散至臺北市、新北市等地區。荔枝椿象一開始主要危害荔枝、龍眼

等作物，透過遍布全省的臺灣欒樹，迅速地漫延全台各大都會區，為生活中「新興騷

擾性昆蟲」。因為它顏色鮮豔容易吸引目光，民眾誤觸驚擾後，會射出具腐蝕性的臭

液用以自衛，如觸及人體皮膚或眼睛可造成灼傷般的潰爛，相當疼痛。對台灣欒樹，

荔枝椿象主要以刺吸式口器吸食嫩芽、嫩梢，嚴重者造成枝條壞疽，造成生長勢不佳，

影響很大需要加以防治。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建議，可選用 106 年 1 月 6 日新公告的

核准用藥，包括陶斯松、可尼丁、丁基加保扶、賽速安、亞滅培、益達胺、賽洛寧等

約 20 餘種藥劑進行噴藥，或以荔枝椿象的天敵—平腹小蜂進行生物防治。希望產官

學大家一起努力，早日抑制荔枝椿象的危害，幫台灣欒樹度過蟲蟲危機，讓春天的新

綠、夏天的綠蔭、秋天黃花變紅蒴果、冬天落葉蕭瑟，四季色彩萬千風貌的景象不受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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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接新利器

嫁
接是一項古老的園藝技術，遠在西元前 2000 年前（距今四千多年

前），中國人就發明了嫁接技術。現今嫁接技術廣泛應用於果樹、

蔬菜及花卉等園藝作物上。

在我們台灣因為高接梨產業的發展，嫁接技術因而被廣泛的使用，而嫁接所使用

的工具－嫁接刀，也由傳統簡單構造而陸續改良成折疊式、美工刀式、剪刀式及高接

梨專用嫁接刀，現在更有人發明修剪與嫁接兩用的嫁接新利器。

業務部門

 

傳統式嫁接刀
優點：1. 構刀簡單，保養容易。　2. 重量輕巧。　3. 價格較便宜。

缺點：1. 需要熟練技巧才能快速操作。　2. 切口容易切的不一致。

折疊式嫁接刀
優點：1. 可折疊，安全攜帶方便。　2. 重量輕巧。　3. 價格較便宜。

缺點：1. 需要熟練技巧才能快速操作。　2. 切口容易切的不一致。

美工刀式嫁接刀
優點：1. 收放容易，安全攜帶方便。　2. 重量輕巧。　3. 可更換刀片。　4. 價格便宜。

缺點：1. 需要熟練技巧才能快速操作。　2. 切口容易切的不一致。

剪刀式嫁接刀
優點：1. 操作方便安全。　2. 切口較一致。　3. 易學。

缺點：1. 尺寸較大，攜帶較不便。　2. 太粗枝幹無法操作。　3. 價格較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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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剪與嫁接兩用嫁接刀 ▲ 修剪與嫁接兩用嫁接刀

▲ 傳統嫁接刀	 ▲ 折疊式嫁接刀	 ▲ 美工刀式嫁接刀

綠美訊息

高接梨專用嫁接刀
優點：1. 操作方便安全，易學。　2. 尺寸小，攜帶方便。　3. 可更換刀片。

缺點：尺寸較大，攜帶較不便。

修剪與嫁接兩用嫁接刀
優點：1. 操作方便安全。　2. 初學者易學。　3. 可更換刀片。　4. 可當修枝剪。

缺點：1. 尺寸較大，攜帶較不便。　2. 太粗枝幹無法操作。　3. 價格較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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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行事紀要

1月
4 「圓山公園花海景觀綠美化」完工

驗收

9 105 年度聯合感恩餐會

9 106 年農振方案提案評選

24 瑠公農田水利會室內綠化養護 ( 第 4

次同仁分享 )

24 第 247 次業務工作會報

2月
14 「105 年 Open Green」完工驗收

19 「台灣欒樹荔枝椿橡防治工作」完

工驗收

21 由台灣梅峰到泰北帕黨示範農場 ( 第

5 次同仁分享 )

21 第 248 次業務工作會報

22 「綠化巧手藝活動」DIY 課程「夫人

派對 玻璃心花世界」

3月
1 「瑠公復興大樓中吉華廈及延吉街

綠地；瑠公新店紀念大樓地區暨北

新路瑠公圳溝綠地；社子排水圳道

區域及社區綠美化養護」驗收

4 105 年 Open Green 聯合發表活動

20 105 年年報編印完成

27 瑠公墓園春祭

28 第 7 屆第 3 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

28 106 年貓空案遴選

4月
10 育達高職田園城市教學 1

13 「都市綠化環境教育中心」成立

15 「社子堤階植栽」春季更新補植

18 「愛愛院生活園藝課程」芽苗菜

DIY(1)

18 「瑠公國中」檔土牆植栽種植

21 「都市田園菜苗資材採購及棚架設

置」完工驗收

24 「圓山公園花海景觀綠美化」維管

期滿驗收

25 芽苗菜 DIY( 第 6 次同仁分享 )

25 第 249 次業務工作會報

5月
2 「愛愛院生活園藝課程」芽苗菜

DIY(2)

3 「水利會市區部份非事業用閒置空

地基地改善」完工驗收

11 常務董事暨常務監察人座談會

15 育達高職田園城市教學 2

19 「新店塗潭農地周邊綠美化」完工

驗收

20 「社子島堤階認養」週年慶祝活動

23 台灣濕地生態研討會 ( 第 7 次同仁分

享 )

23 第 250 次業務工作會報

30 「愛愛院生活園藝課程」酪梨的用

處 (3)

31 「新店廣興有機巿民農園綠美化」

完工驗收

6月
12 育達高職田園城市教學 3

13 「愛愛院生活園藝課程」水果種子

小森林 (4)

27 重車休閒旅遊介紹(第8次同仁分享)

27 第 251 次業務工作會報

28 「木柵垃圾焚化廠規劃設計」完成

細部設計

30 「台灣景觀樹木介紹 5- 灌木篇 2」

印製出版

30 「中正紀念堂龍柏鋼索固定工作」

完工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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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大安區成功國宅開放空間綠美化」完

工驗收

6「都市綠化環境教育中心」志工培訓開

始

10「貓空景觀綠美化改善地點」遴選

11「社子排水圳道區域及社區綠美化養

護」上半年查驗

11 「社子二區彎道及工作站綠地綠美

化養護」上半年驗收

12 「休閒農業轉型觀摩研習」苗栗參

訪

13 「瑠公復興大樓中吉華廈及延吉街

綠地；瑠公新店紀念大樓地區暨北

新路瑠公圳溝綠地綠美化養護」上

半年查驗

13 「水利會市區部份非事業用閒置空

地維護」上半年查驗

18 「信義區福德公園綠美化改善」驗

收

18 「環境教育你我他」第 1 場活動

19 「坪灌溉示範區綠美化」驗收

25 淺淺淺談理財 ( 第 9 次同仁分享 )

25 第 252 次業務工作會報

26 「瑠公農田水利會事業轄區景觀改

善計畫」期中審查

8月
7 「臺北市老人自費安養中心環境綠

美化」完工驗收

8 「新店中興公園閒置空地綠美化」

完工驗收

11 「社子三區一支線及社區綠美化」

完工驗收

11 「環境教育你我他」第 2 場活動

17 「環境教育你我他」第 3 場活動

21 「環境教育你我他」第 4 場活動

22 世界清潔日與淨灘 ( 第 10 次同仁分

享 )

22 第 253 次業務工作會報

29 「台北市忠順里綠美化改善」完工

驗收

31 「台北市松山高中中庭綠美化」完

工驗收

9月
1 Open Green「松德療癒森林」研提

計畫書

6 「大安健康服務中心空地－辛亥幼

兒園小田園教育」完工驗收

16 「環境教育你我他」第 5 場活動

17 Open Green「松德療癒森林」提案

簡報

21 董監事暨顧問國外參訪活動

10月
3 Open Green「松德療癒森林」系列

活動 1 －園藝福祉與園藝養生

6 「南港區中南里田園城市綠美化」

完工驗收

12 「萬芳醫院屋頂農園綠美化」完工

驗收

14 「大安區成功國宅開放空間綠美化」

維管期滿驗收

17 「社子島坤天亭廣場前水池過濾及

圍籬設置工作」完工驗收

20 「社子島堤階認養績優單元」評比

審查

22 「環境教育你我他」第 6 場活動

24 瘋手做手工皂 ( 第 11 次同仁分享 )

24 第 254 次業務工作會報

24 Open Green「松德療癒森林」系列

活動 2 －社區園圃案例經驗與分享

30 第 7 屆第 4 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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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3 「泰北高中重光及文忠樓北側空地；

自強樓前白千層樹穴綠美化」完工

驗收

7 認識貓空咱們家－居家環境綠美化

課程

10 認識貓空咱們家－裝扮家園自己來

維管實作課程

11 「社子堤階植栽」秋季更新補植

13 「瑠公復興大樓中吉華廈及延吉街

綠地；瑠公新店紀念大樓地區暨北

新路瑠公圳溝綠地綠美化養護」下

半年查驗

13 「水利會市區部份非事業用閒置空

地維護」下半年查驗

14「社子排水圳道區域及社區綠美化養

護」下半年查驗

14 認識貓空咱們家－探索貓空的自然

與生態環境課程

14 「社子二區彎道及工作站綠地綠美

化養護」下半年驗收

17 認識咱的家園－貓空人文歷史尋根

探訪課程

21 認識咱的家園－自然創作與花草遊

戲課程

21 「綠化巧手藝活動」DIY 課程 (1)

24 認識咱的家園－貓空走讀樂趣多課

程

24 本會生活園藝第 1 堂課

25 「社子地區環境觀摩研習活動」苗

栗參訪

25 2017「士林官邸菊展」開幕

27 「松德院區菜圃建置」完工驗收

28 Open Green「松德療癒森林」系列

活動 3 －松德與象山環境生態導覽

28 第 255 次業務工作會報

29 「綠化巧手藝活動」DIY 課程 (2)

12月
1 「綠化巧手藝活動」DIY 課程 (3)

1 本會生活園藝第 2 堂課

5 「綠化巧手藝活動」DIY 課程 (4)

6 「中港小作所療癒庭園」完工驗收

7 瑠公農田水利會相關屬地及建築物

內外環境綠美化養護管理工作業務

檢討會

8 「貓空景觀綠美化改善 - 張榮光及張

信鐘茶農區塊」完工驗收

8 「松山高中中庭綠美化」維管期滿

驗收

8 本會生活園藝第 3 堂課

9 「初冬茶香的約會—貓空找茶去」

導覽體驗活動

10 「信義區虎林公園」綠美化驗收

12 Open Green「松德療癒森林」系列

活動 4 －感官體驗植物的栽培與應

用

14 「容器苗木培育及應用推廣」圓山

公園與象山公園供苗

14 「1214 種下夢想的高度－相約圓山

牽手栽」蜀葵花海種植活動

14 「公園花卉展示活動」完工驗收

15 「社子島堤階認養績優表揚活動」

15 本會生活園藝第 4 堂課

18 「花卉試驗中心杜鵑園區」完工驗

收

19 「翡翠水庫蝴蝶生態園區蜜源食草

植物種植工作」完工驗收

20 Open Green「松德療癒森林」綠美

化改善工作完工驗收

20 「貓空景觀綠美化改善 - 張哲嘉茶農

區塊」完工驗收

22 「瑠公農田水利會事業轄區景觀改

善計畫」期末審查

22 本會生活園藝第 5 堂課

26 第 256 業務工作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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