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鐵皮老火車在雲霧繚繞的宜蘭太平山緩行，勁風掃過

遺世獨立的巨木們，傳來極為野性的吶喊呼喚。在高

山密林中潛行，總覺得時光停滯不前，那就乾脆依循

歲月足跡，走入歷史的林業王國，相遇千年檜木，嘗

試寄情自然，並懷著回歸山野的壯闊胸懷，在這片原

始叢林中，大口森呼吸。

撰文‧攝影：林承彥、胡祐瑋／圖片提供：林務局、臺灣國定古蹟編纂研究小組、 

TO'GO片庫／版面設計：郭尤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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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歷史的林業王國走入歷史的林業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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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嶽如畫，台灣像艘漂泊在海面上的綠色方舟，數

萬年來，用最濃密深沉的綠意，守護大自然賜

與的寶藏。以時代綜觀，台灣林業發展不算早，荷西

明鄭時代，統治者無力開拓山林；清領初期，因對台

灣治理仍屬消極，他們擔心漢人入山會與原住民發生

衝突，同時也怕異議份子入山後將難以取締，於是，

清朝頒布了「封禁山林」政策，嚴禁漢人私自入山。

這一封，就封了200年，要到1875年牡丹社事件

後，清政府開始正視台灣的天然資源，於是同意漢人

入山開墾。之後在劉銘傳擔任巡撫時，設立了伐木

局，管理當時沿海與低山地帶的林木砍伐，此時開採

樟木為林業經營重心，樟木煉製後成為樟腦，是除了

砂糖跟茶葉，最能替台灣賺進外匯的經濟作物。

台灣林業開拓輝煌史

真正讓台灣林業走向鼎盛的，是在日治時期。由

於國土大多位於溫帶，日本人覬覦台灣的熱帶林木已

久，在取得統治權後，隨即大規模地開發台灣森林資

源，當時，阿里山、太平山和八仙山為三大林場，開

採目標也從樟樹轉為珍貴的檜木，為了增加效率，還

闢建不少林道、索道與森林鐵道。

戰後，靠著日治時期的林業基礎，林務局加以規

畫整理森林，並擴充經營，同時也新築了些許林道與

森林鐵道，在山巒間形成更綿密的運送網路，進入了

所謂的「大伐木時代」。在1965→1975年間，台灣

每年平均伐木面積超過1萬公頃。直到1975年，政府

注意起森林對國土保安的重要，加上幾大林場的檜木

林幾乎伐盡，具破壞性的伐木期終慢慢進入尾聲。

1989年，政府宣布禁伐一級天然林，也就是紅

檜、扁柏、台灣杉、香杉、肖楠這五種針葉木，台灣

森林終可開始修身養息，林務局的業務也從伐木轉為

育林與推廣森林遊樂事業。而本來用於運送木頭的森

林鐵道，若有幸躲過颱風肆虐與光陰摧殘，現在則成

為我們用來回味過往林業輝煌的最佳記憶載體。

1在過去那個只重視經濟開發的年代，不諱言，林木的確為台灣貢獻大量的經濟效益  2此為土場卸材場的老照片，木材會在這裡裝運上森林火車，
轉往羅東  3土場車站的老照片，攝於1958年  4濁水溪（現蘭陽溪）的原住民架橋

台灣林業的故事台灣林業的故事

篳路藍縷

16世紀中期，葡萄牙水手執行遠東航程任務中，

在太平洋東岸發現一座布滿原始密林的綠色島

嶼，他們忍不住喊出：「Ilha Formosa」。至

此，本意為美麗之島的「福爾摩沙」，成為台灣

最親切的小名，而島上那些幾乎遮蔽天空的巨

木，則開啟台灣林業的百年輝煌歲月。

1

3

4

2

TO'GO 2020年10月 5



林業帶來的繁華時光

如前段所述，過去台灣有阿里山、太平山和八仙

山這三大林場，而在這三大林場下，催生出因林業而

生的三大城市—嘉義、羅東、東勢，其中又以羅東

受惠最顯著。

日治時期時，日本人發現太平山蘊藏豐富的檜木

林，於是將太平山森林鐵道的終點站，以及負責管理

林業的「出張所」設在羅東，當一列列載著檜木的火

車駛進，羅東的伐木、運輸、製材、造紙業因此率先

運轉，接著人潮蜂擁而至，旅社、餐廳、戲院、酒家

等食衣住行育樂行業也隨之興盛，這個本來以農業為

主的小鎮風貌瞬間改變，搖身一變成為台灣東部的最

大城。

因檜木，羅東迎來空前未見的繁榮時光，商業發

展快速，改變了自然與人文景觀，縱使太平山早已停

止伐木超過30年，但當年打下的良好經濟基礎並未流

失，羅東至今依然是蘭陽平原上最重要的商業城市，

也因為林業所留下豐富的文化底蘊，點燃了觀光業的

薪火，要搭森林火車上太平山看神木，怎能不從羅東

出發？

鐵路

林場

檜木天然林

檜木人工林

台北

羅東
竹東

竹
山

新竹

太平山竹東

八仙山

林田山

阿里山

台
大
實
驗
林

木瓜山

太魯閣

花蓮

豐原

台中

水裡坑

巒大山

嘉義

台南

屏東 台東

太昌

池南

森榮

高雄港

花蓮港

基隆港

從山地到平地的檜木足跡

此圖大致呈現出台灣各大林場與沿線林業聚落分

布，從圖中我們會發現昔日林場多與檜木林的分布重

疊，只不過檜木林區域少得可憐，目前全台仍以棲蘭

山區的檜木原始林面積最大。

太平山林場

始於：1916年
集材方式：以木馬道運
材，早期利用水運，後
以森林鐵路、蹦蹦車、
流籠等交替使用，到了
平地再改用鐵路運材
木材集散地：1921年前
在員山，之後改至羅東

太魯閣林場

始於：1945年
集材方式：單線架空索
道、台道、伏地索道
木材集散地：太昌

木瓜山林場

始於：1930年
集材方式：台車、索道、
池南以下原有6.4公里鐵
路，可連接到東部鐵路，
但在1949年遭大水沖毀
木材集散地：池南

林田山林場

始於：1940年
集材方式：山地由索道與台車
運送，森榮至東線鐵路有2.64公
里的鐵路連接
木材集散地：森榮

阿里山林場

始於：1912年
集材方式：架空吊索、
森林鐵道
木材集散地：嘉義

巒大山林場

始於：1933年
集材方式：台車、
木馬道、索道
木材集散地：水里

八仙山林場

始於：1915年
集材方式：初期以木馬道
運材，後來利用大甲溪運
送，之後豐原、土牛與山
地之間也有森林鐵道連接
木材集散地：1926年前在
土牛，後改在豐原

竹東林場

始於：�香杉山1940年、鹿場山1945年
集材方式：台車道、木馬道、架空索道
木材集散地：竹東

1此為日治時期的羅東市街舊照，也因為羅東森鐵在此設站，小鎮的風貌與命運就此改變  21926年時羅東森鐵之票價表，表內上列數字為哩程，下列
數字是票價，從竹林坐到土場為22.3哩（約36公里），票價為92錢  3竹林站距離羅東僅600公尺  4在全盛時期，羅東林業出張所有近千名員工，木
材商行則有250多家

林業帶動，羅東迎來空前繁華，直到現在還是東台灣數一數二的大城

此圖為1957年林場分布圖

1

3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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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時期的奇幻漂流

檜木之所以能在台灣發現，其實是天擇

下的結果。冰河時期地球地表溫度急降，多

數生命耐不住寒進而滅絕，不過也有些物種

選擇向南方溫暖地區遷移，檜木也在此時，

開始了它長達數千萬年的奇幻漂流。檜木的

先祖們曾經遍布全島，而在冰河期結束地球

恢復溫暖後，怕熱的它們又開始往高海拔移

動，之後經歷漫長的隔離演化過程，最終形

成今日的台灣特有物種，台灣也成為地球上

碩果僅存，能解開上古時期裸子植物遷徙謎

團的記憶封存地。

撐起台灣半片天的檜木，其實是非常

珍稀的植物，全世界的檜木僅有7種，

分布在美國、台灣跟日本三國，其中

紅檜跟扁柏還是台灣特有種，走遍全

球，只有台灣才見得到。

紅  檜 台灣扁柏
俗稱 薄皮仔

高度
平均30→40公尺，
最高可達50公尺

壽命 阿里山神木號稱有3,000歲

樹型
樹幹多分枝、基部常延生
出木板狀構造樹皮

樹皮
皮薄，略帶紅褐色澤，
具淺淺的縱條狀溝裂

氣味 芳香宜人

最大胸圍
可達20公尺，有東亞第一
大針葉樹的美稱

葉的形態
鱗片狀葉，先端尖銳，
觸感扎手

海拔分布

主要分布在台灣本島
1,300→2,100公尺山區，
潮濕的北部地區甚至在
海拔700公尺處就能找到

俗稱 厚殼仔、黃檜

高度 平均30→40公尺

壽命 一般可達2,000年以上

樹型 樹幹通直

樹皮
皮薄，略帶紅褐色澤，
具淺淺的縱條狀溝裂

氣味 芳香帶辛辣

最大胸圍 可達20公尺

葉的形態 鱗片狀葉，先端較順

海拔分布
主要分布在
台灣中部以北海拔
1,700→2,900公尺山區

棲蘭山上的壯闊森林

從現今的檜木分布來看，檜木喜好涼爽

潮濕多雨之地，熱帶地區太熱，溫寒帶地區

則有雨量太少或是天氣太冷的問題，能讓這

種嬌貴植物點頭答應住下的地方所剩不多。

而台灣雖然位在熱帶與亞熱帶交界，但地

勢起伏劇烈，在超過3,000公尺的高海拔地

區，就算在盛夏，氣溫也只在10℃左右，

加上季風與洋流帶來豐富的水氣，台灣便成

為全球唯一一個，身處亞熱帶並有檜木分布

的國家。

宜蘭的棲蘭山區是台灣扁柏最大的棲息

地，超過30公尺高的巨木綿延成林，整座森

林十分壯觀，除了是見證地球氣候變遷與生

態演化的活化石林區外，更是諸多動物的野

生棲息地，從各面向總觀，棲蘭扁柏絲毫不

遜於登錄成為世界自然遺產的美國紅杉，因

此棲蘭山檜木林早在2003年，就被文建會

（現文化部）評為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期

盼有一天，珍稀的台灣檜木林也能登上國際

舞台，讓世界看到台灣，最珍貴非凡的自然

生態資源。

羅森扁柏

分布：美國西部
太平洋沿岸，海
拔1,500→2,000
公尺的山區

美國尖葉扁柏

分布：美國東
部，屬於平地
分布的物種

日本花柏

分布：本州島中部
及南部300→2,600
公尺的山區

日本扁柏

分布：本州島
80→2,500公
尺的山區，四
國與九州也有
零星分布

台灣紅檜

分布：1,300→2,100
公尺的山區

台灣扁柏

分布：1,700→2,900
公尺的山區

阿拉斯加扁柏

分布：加拿大與美國西部太
平洋沿岸，自海平面→海拔
2,100公尺的山區皆有分布

林中之王 

全球檜木分布

台灣檜木狠角色



島民生活與檜木

說起檜木這個台灣瑰寶，就不能不提在它在生活上的應

用。台灣人對於檜木有一種難解的魔咒，提到木製品，檜木製

的必是優選，彷彿只要是台灣檜木做的，就一定是最好。的

確，檜木因為有六大優點，比其他木材來得實用不少，也難怪

台灣人的檜木信仰，至今仍然生生不息。

要說最能發揮檜木長才，那便是在建築上了。將檜木運用

在蓋房上，大約濫觴自日治時期，日本人熱愛檜木，可說是到

了瘋狂的程度，地位崇高的宗教建築必用檜木，如神社、神宮

與佛寺。日本還有研究指出，檜木壽命有多長，它就能用多

久，所以這些神明居所選用千年檜木，可還象徵著要確保其神

威與佛性千年不墜。

另外，在修建老建築時，檜木也經常取代容易腐朽的福州

杉、樟木與肖楠，像是鹿港龍山寺、林口竹林寺、新竹城隍

廟，都在大修時，將檜木用在梁、柱、楣枋、門窗等處，使得

建物壽命大增。不過檜木再好，也是有缺點的，由於質軟不耐

刮，讓它不適用於地板上，飽含精油的特性，也不適合用來做

書櫃與衣櫥，因為一不注意，就會把紙張跟衣物給薰黃了。

台灣杉

紅豆杉

昆欄樹

白面 
鼯鼠

台灣 
一葉蘭

台灣 
瘤足蕨

台灣 
黑態

帝雉

面天 
樹蛙

山羌

松蘿

黃山雀

山椒魚

第1層

樹冠層
距離地表30→40公

尺，台灣杉與紅豆杉和檜

木共同維繫茂密林相，毬

果也是不少鳥類或小型動

物的糧食來源。

第2層

大型喬木層
距離地表11→30

公尺，在陽光可以透

射的空隙，是闊葉喬木

生長的空間。以樟科與

昆欄科植物為其代表物

種，亦常見松蘿等附生

植物攀附在檜木上。

第3層

小型喬木層
距離地表8→10公

尺，除了有小型喬木分布

外，這個區間還是台灣黑

熊與白面鼯鼠覓食與築巢

的地方。

第4層

灌木層
距離地表1.5→8公尺，由低矮的灌木

組成，有各種動物在此活動，例如山羌、

樹蛙、帝雉等。

第5層

地表層
此處地表往往長滿蕨類，是喜愛潮濕生物的

棲息地，動物部分有山椒魚，植物則有台灣瘤足

蕨跟一葉蘭，菌類種類更是不計其數。

森林生態的守護者森林生態的守護者

檜木不僅是高經濟價值的林產，檜木不僅是高經濟價值的林產，

在維繫高山生態圈平衡上，地位更在維繫高山生態圈平衡上，地位更

是舉足輕重。以紅檜與台灣扁柏組是舉足輕重。以紅檜與台灣扁柏組

成的森林，就是所謂的檜木林，在成的森林，就是所謂的檜木林，在

這座高大的森林中，針葉林與闊葉這座高大的森林中，針葉林與闊葉

林在此相遇，自地面到樹冠，數十林在此相遇，自地面到樹冠，數十

公尺的高度空間，各種生物在巨樹公尺的高度空間，各種生物在巨樹

的庇蔭下生長茁壯，說檜木是森林的庇蔭下生長茁壯，說檜木是森林

生態的守護者一點都不為過。生態的守護者一點都不為過。

檜木好鄰居

細說檜木6大優點

檜木收縮膨脹率小，不易因環

境的氣溫與濕度產生變形
1很穩定

檜木紋理通直、木肌細膩，觸

感更是細緻舒服
4質紋美

台灣紅檜氣味溫和芳香，還可

提煉精油，讓人產生舒適感
2氣味讚

質地較軟，易刨削加工，適合

用作需細部加工的木製品，例

如神像

5好刨削

檜木當中的精油成分可抗蟲

蛀、抗腐朽，具天然耐久力
3夠耐用

檜木筆直、巨大，作為梁柱門

板可一體成型，不須拼接
6省拼接

1明治神宮的大鳥居為日本的木製鳥居中最大的，重達13公噸，材料則是來自南投丹大山的台灣扁柏，據說這棵扁柏的壽命超過1,500歲 
2廟宇翻修也愛用檜木，圖為林口竹林寺，正殿四根檜木樑柱，壽命均超過千年

桃園神社（現桃園忠烈祠）是台灣保存得最為完整的日治時期神社，整體都由生長於太平山的檜木建造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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