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獎人介紹—人文類—林益厚

林 益 厚

先生

Yi-Hou Lin

69 歲（1943 年 10 月）

 學 歷：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學士
國立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 碩士
英國倫敦大學（UCL）Diploma in Urban Studies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建築及都市計劃研究所 研究
私立東海大學社會學 博士

 曾 任：
私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暨研究所 專任副教授
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處長、署長
行政院經建會 專門委員
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 理事長
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理事長

 現 任：

適當的時間，做適當的事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委員
中華民國永續發展學會 理事長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董事

評審評語
服務公職四十餘年，主導與參與 921 震災重建，國家公園規劃及
生態保育、都市計畫、城鄉風貌、景觀專業制度建立，卓越的貢
獻，樹立產官學界景觀專業工作者的楷模。

得獎感言
感謝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頒給我這份獎，同時也要感謝評審委
員的厚愛，個人深感榮幸。
「東元獎」原意為表揚科技研發，今年特
別重視我國景觀與環境，令人敬佩。個人工作生涯四十餘年，參與
國土規劃、環境保護實務與景觀教學，完全
因緣於人生際遇。個人生長於社會快速成長
時代，世代機會遠比現世代年輕人多，因此
社會成長，個人也隨之成長、多元與豐富。
我的得獎並非我對某項科技的研發有成，而
是對我工作生涯，具時代意義的肯定。非常
感謝數十年來指導我的長官師長、支持我的
家人，以及離開公職以後一直還維持連繫、
2010 年與子女家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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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切磋及交換人生經驗的昔日工作同僚。

藝術類 <景觀與環境>

採訪撰稿∕特約記者郭怡君

引領國家公園保育風潮、建立城鄉風貌景觀體制的先驅
漂浮在太平洋上的寶島台灣原是許多候鳥過境
的天堂，但在 1980 年代墾丁一帶流行用「鳥仔踏」捕
捉紅尾伯勞，到處可看見「烤鳥ㄚ巴」的小吃攤，數
以萬計的候鳥淪為饕客口腹之慾的祭品，讓台灣蒙上
「殺鳥鬼島」的惡名。1986 年在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第二任處長的大刀闊斧下，境內「一萬多支鳥仔踏」
被取締焚毀，一連串宣導教育行動成功扭轉國人對保
育候鳥的觀念。也是在他任內，瀕臨絕種的台灣梅花
1986 年墾丁國家公園焚燒鳥仔踏
鹿得以展開復育計畫，並將利益牽扯甚鉅的「違法養
殖魚塭」力阻在車城後灣一帶，防範破壞生態景觀的魔爪伸進國家公園。
爪伸進國家公園
這位建立台灣第一個國家公園多項開創性制度的處長，就是今年東元獎
人文類 < 景觀與環境 > 得主林益厚。從墾管處調回內政部營建署後，前後任
職 17 年間歷任國宅組組長、主秘、副署長、署長等職，在都市計畫、城鄉風
貌、景觀專業制度建立及 921 震災重建方面，都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台西海口囝仔，難忘小學師恩
農家子弟林益厚出身台灣最窮的地方之一「雲林台西」，記憶力驚人的他
細數從前，往事歷歷在目。當年台西國小很多人買不起書包，同學們不是用
一條「包袱巾」將書本綑綁在腰上，就是用一只草編袋子把書塞進去。鞋子也
是奢侈品，某次督學來訪看到大家都赤腳上學，形容他們是走在路上的「旱
鴨子」。
走過半世紀，林益厚仍然深深記得老師們的諄諄教悔。「我的小學老師共
有七位：連昆山老師、丁買老師、丁明根老師、王明華老師、王榮廷老師、
姚尾吉老師和丁行老師。老師不但認識我們的父母，連祖父母都認識，他們
除了是老師，也像我們的父兄長輩。」1950 年代，初中升學率還很低，教算
術的姚尾吉老師和教國語的丁行老師，日以繼夜輪流嚴格督促升學班，「考前
姚老師甚至剃光頭髮，希望我們全班都能金榜題名！老師們愛的教育，令我
永生難忘。」
考上虎尾初中後，有鑑於從台西搭「糖廠小火車」到虎尾單程就要兩小
時，林益厚選擇和同學在學校附近共同
租房子住，虎尾人叫台西來的學生「海
口囝仔」，老師們知道台西窮，孩子到
虎尾念書不容易，生活課業方面多少會
關照一些。林益厚回憶，那個年代沒有
冰箱，每天買菜、炊飯、洗衣都要自己
來，13 歲的初中生就已像單身出外赴任
的上班族了。「當年傻傻分不出蔥、蒜，
將米飯煮得半生不熟，燒黑了鍋，煎爛
2011 年臺西國小百年慶與小一老師及同學
了魚……這些都淬鍊我的成長。」

創意東元．科文共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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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西學生特技：「跑火車，採甘蔗」
雖住宿虎尾，身為農村家裡 12 個小孩的五個兒子之一，林益厚週末常會
搭乘糖廠小火車回台西協助農務。小火車主要目的在運送甘蔗，30 公里路程
開開停停要花兩小時，有些高中（高農）生嫌車速慢，會跳下火車跑一段再跳
來，「一方面運動，一方面作怪。」
來
林益厚形容，跑火車的大哥哥們有項「採甘
蔗 」的特技：「一手抓住車門把手，一手伸出車門
外抓住一支甘蔗，隨火車移動將它抓過來。」依法
外
白甘蔗是官方製糖用的不能偷採，隨時有「警備
白
仔」在取締。然而火車過了龍巖站（糖廠所在），
仔
執行取締的大人們都下班了，就成為車上學生
的「Happy Hours（快樂時光）」，在漫長的車程
園
公
家
國
中，會「採甘蔗」分給大家吃的人就被奉為「火
問墾丁
李光耀訪
加坡總理
新
年
7
8
英雄」。「現在回想起來跑火車其實狂野又危險，
英
19
幸好初中 年內我沒聽過
過跑火車出意外。」
初中畢業後，林益厚同時考取省立台中師範學校和省立台中第二中學。
讀師範學校可用公費，畢業後立即分發當小學老師，是當年窮困鄉村子弟的
首選。但渴望高中生活能更加海闊天空的林益厚，在父親授權下選擇唸中二
中，未料高一開學不久，父親在台西經營買賣建材水泥的商店便因八七水災
的災後重建物價波動影響，資金周轉不靈而宣告倒閉，對經濟本不寬裕的林
家形同「晴天霹靂」。

從台西到台大，窮孩子力爭上游
眼見父親無力再供給自己在外求學的費用，林益厚忍不住告訴母親想要
休學，媽媽聽完後一語不發，躺臥整整三天都沒起床。幸好二哥在八仙山林
場找到伐木工工作，協助他完成高中學業。「我對自己年少的輕意選擇，造成
父兄經濟上的壓力，內心未曾忘記過，直到我大學畢業，有能力回報父母及
提攜弟妹才逐漸釋懷。」林益厚語帶歉疚地說。
當年升高二前要分組，原想選念理工甲組的林益厚因回鄉再返校，才發
現甲組班的名額都滿了，老師勸他選丙組（農學院），他卻覺得農夫不用念大
學也會種田，還不如選文法商所在的乙組。1960 年代大學聯考報名必須先填
寫志願表，當時幾乎都是先依照分數排行榜高低，
選校後選系，初中畢業錯過念台中師範學校機會的
林益厚，以師大英語系為第一志願，後來發現同學
都把台大填在師大前面，就選了一個台大的學系當
第二志願，後面再繼續填師大教育系、國文系等。

1987 年玉山國家公園（後排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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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排在師大英語系後的有台大法律系司法
組、社會系、政治系、歷史系等，因為我不喜歡打
官司，對政治、歷史也沒興趣，心想社會系大概是
學習解決社會問題的科系吧！就把台大社會系填
在第二志願，沒想到上榜真的就是它！」林益厚回
憶，放榜那天他和幾個好朋友到虎尾的同學家聽廣

藝術類 <景觀與環境>

播，打開收音機時台大榜單已經快報完了，他一直沒聽到自己的名字，師大
也沒有，忐忑不安擔心自己是否落榜，還好第二天找報紙看到「林益厚」三個
字在台大社會系名單底下。
台西孩子能考上台大是村裡的大事，廣播周知、放鞭炮慶祝、親友府上
道喜都少不了，林家卻開始為兒子要到台北念書的學費和生活費發愁，為籌
措林益厚北上求學費用展開「全家總動員」。雲林海岸鄉鎮最普遍的經濟來源
就是在台西海岸潮間帶養蚵仔（牡蠣），光是從林家走到海邊蚵田就要二小時
路程。「撿蚵仔」必須先將牡蠣從竹枝上頭敲下來，沖洗外殼污泥後再連殼
挑回家，所有人分工將牡蠣從殼內挖出來，最後還要清理牡蠣貝殼才算大功
告成。

家人共籌求學費用，大三練就社會調查功夫
一擔牡蠣約可挖取 20 台斤的牡蠣肉，蚵行採購一台斤 2.5 元，我們這樣
勞師動眾，一擔牡蠣最多可以收入 50 元。」光靠 50 元的日積月累還不夠，透
過舅舅的介紹，林家找到台西「海埔新生地」
工作站服務的李志航先生，推薦林益厚擔任
工作站的測量技師助理，也就是在海灘潮間
帶測量地形、水文與潮差變動，為人工建造
海埔新生地計劃收集基本資料，每天工資高
達 30 元。後來李先生又介紹林益厚的大弟到
工作站當雜務工，最後連街上的製冰廠老闆
也共襄盛舉，僱用小他二歲的大妹去店裡幫
忙，三份額外的收入不但讓林益厚讀台大的
1999 年就任營建署長
學費有了著落，連原先已考取虎尾初中休學
在家幫忙的二弟也可復學。林益厚語帶感謝地說，每學期為籌措他的學費和
地說 每學期為籌措他的學費和
生活費，光靠自己兼家教和申請清寒獎學金還不夠，還得靠全家一起奮鬥，
能有今天的成就，最要感謝家人的鼎力支持。
「但社會系到底在唸什麼，大一我還是很懵懵懂懂」。林益厚說，他是台
大社會學系第三屆的學生，畢業後除了出國留學，到底能從事什麼行業，很
多同學都不清楚。升大三以後，為賺取額外的打公費，他開始幫系上教授做
田野調查工作，包括貧戶調查、社區調查、勞動力調查等等，都必須針對研
究議題設計問卷、結果表格和調查須知，也要接受 調查員訓練和執行實地調
查，最後整理問卷表格交給教授統計分析。「因此練就一身的社會調查功力，
讓我大學畢業後很順利找到第一份工作。」

兩位教授處置兼顧法理情，才如期畢業取得碩士學位
受經濟限制無法出國留學的林益厚，有鑑於台大社會系還沒成立研究
所，便決心報考由亞洲基金會贊助高額獎學金的「農村社會經濟研究所」，大
四除了修社會學系的課程外，也特別跑到農學院旁聽考試相關課程，果然順
利讓他考上，當兵退伍後開始半工半讀的碩士生涯。
林益厚回憶，退伍到開學前的暑假看見報載有個聯合國協助的單位
UHDC 正在招募參加「暑期講習會」的大學生，錄取的受訓學員可領報酬，前
去報名「住宅調查工作」的他由美籍聯合國顧問 Mr. Paul Kovenock 的口試，顧

創意東元．科文共裕

69

得獎人介紹—人文類—林益厚

問得知林在大學有過豐富的社會調查經驗，立刻就宣布錄取了。暑期工作結
束後，回學校攻讀碩一的林益厚被德籍顧問 Mr. Alfr
f ed Schinz 聘請為幫忙整理
調查資料的人員按時計酬，但由於農經所不同意學生在外兼職，林益厚只能
靠同學幫忙掩護。
「當年台大農經所不但有教育部補助還有
美援，獎學金的豐厚程度在台大名列前茅，
因此希望學生專心念書。此外設備師資也是
一流，前總統李登輝、前台北市長黃大洲從政
前都是我們所上的教授。」林益厚特別感謝碩
士時期外文系法文老師和農經所所長張德粹教
授，前者原本只給他 60 分，得知研究所學生
必須要 70 分才算及格，因不忍林益厚為「不算
1999 年營建署第一、三、四、五任署長同慶署慶
學分的法文課」延後畢業一年，便主動把林的
考卷改為 70 分
分，以考卷為憑發書面通知給學校更正成績，
以考卷為憑發
「畢業證書都拿到
了同學才告訴我這件事，老師對學生特殊處境的寬容，讓我畢生難忘。」
雖然林益厚兼職的調查工作與他撰寫論文的資料收集有直接關係，但規
定就是規定，張德粹所長不能不處理。「他每次找我的時候，我因在外兼職不
在學校，常靠室友幫我通風報信，盡量在一小時內找所長報到。」原以為如此
就可過關，未料張所長在碩二下學期的四月間把林益厚叫到辦公室，明說依
規定學生不能兼職，且學校已在調查，所以他必須將林在校外兼職的事呈報
給學校。心生恐慌的林益厚以為會遭到嚴厲處置，卻聽到張所長安慰他說：
「我之所以到現在才提報給學校，是預估你兩個月後如能順利畢業，學校就不
會做任何處理，希望你加緊腳步把論文趕出來。」張所長在情、理、法原則中
「先法後情」的兼顧方式，讓林益厚一輩子感恩銘記在心。

初入營建署，推動國家公園的保育風潮
取得碩士學位後，繼續在經建會工作前後十七年，林益厚報考晉身公務
人員的甲等考試後，在 1985 年進入內政部營建署工作，在營建署 17 年從「國
民住宅組」基層一直升到署長。當時「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剛成立，第一任
墾管處處長施孟雄上任沒多久就跑去當屏東縣長了，當時的營建署署長張隆
盛便在 1986 年指派林益厚南下接任。
「那時父親脊椎疼痛住院（後來才知罹患
骨癌），女兒在唸國三、兒子才小學五年級，
我對是否要接任墾管處處長不免猶疑。」林益
厚坦承地說，他在墾丁不時掛念台北的家人，
一有機會回台北就趕往醫院探望父親，不過也
因當時沒有拒絕派任，讓他得以參與創設「台
灣國家公園保育體制」的盛事，如今墾丁的人
事物已成為他此生最美的回憶、最深的懷念。

2000 年蕭院長頒模範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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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我跟玩伴自製彈弓射小鳥，射很
久都射不到，有次終於射到一隻小麻雀，但牠
奄奄一息的樣子看起來很可憐，從此我就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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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玩射小鳥遊戲了。」林益厚說，當時恆春居民捕殺候鳥的惡名遠播，除了
成千上萬隻的紅尾伯勞被烤來賣，每年十月過境的灰面鷲也在滿州遭大量獵
捕，製成標本輸往日本，引發國際愛鳥人士的譴責聲浪，因此他上任後第一
件大事就是保護候鳥。除了取締獵捕候鳥的「鳥仔踏」，墾管處各課室及國家
公園警察隊都全面啟動，分工負責候鳥遷徙數量調查、自然保育觀念宣導、
保護候鳥校園和社區巡迴座談會，更與鳥友共同組成「賞鳥解說隊」，在墾
丁境內設置多處賞鳥據點，每年賞鳥活動的最高潮就是在凱撒飯店右方的草
地，焚燒該年取締的『鳥仔踏』，以喚起台灣民眾對愛鳥護鳥的共識。

按部就班復育梅花鹿，力阻違法養殖魚塭
二項重要工作是「台灣梅花鹿復育計畫」，根據文獻及研究報告，荷蘭
人入據台灣時期，台灣各地都可發現臺灣梅花鹿，狩獵梅花鹿可說是當時居
民重要經濟活動，曾有一年出口 10 餘萬張鹿皮的紀錄，歷經三、四百年的獵
捕以及棲息地開墾，導致野生梅花鹿約在 1960 年代後期在台灣野外絕跡。
在國際保育聯盟呼籲下，行政院在民國 73 年核定由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負責
「臺灣梅花鹿復育研究計畫」，分為準備
期、放養期及野放期等三個階段，歷經 20
年的繁衍復育，現在復育區的梅花鹿已超
過 180 頭，野放的族群也有 100 餘頭。
回想擔任墾管處處長最艱鉅的工作，
林益厚面帶苦笑著說：「擋人財路」。當年
台灣草蝦養殖業興盛，高屏溪，林邊溪一
帶，投資養殖魚塭每公頃一年可營收 250
萬元，相當於一年就可在恆春買七、八棟
透天厝，引發農漁民爭相投入。由於屏東
2004 年 12 月 19 日與前後任署長在龜山頂
一帶可供魚塭使用的土地日漸減少，部分
業者轉移陣地到枋寮、枋山、楓港，並南下車城，逐漸進入國家公園範圍內
車城 逐漸進 國家 園範圍內
的車城龜山一帶。高屏兩縣政府及省水利局礙於選票和人情壓力未能貫徹取
締與拆除行動，即使取締也只有輕輕處罰，導致違法魚塭越來越多，終於有
囂張的業者挖到國家公園境內的海岸線。
「要到墾丁服務前我曾拜訪一位老長官，他說：『林老弟，你到地方服
務，工作 非常辛苦要特別賣力，此外，你要把行李放在身旁，隨時準備走
路。』」後面這句話，林益厚在取締違法魚塭時才深刻體驗到。「墾管處將啟
動公權力強制拆除民國 75 年以後在國家公園境內開挖的魚塭水管」，消息一
傳出就湧進各路關說和黑函滿天飛的壓力，抗議和威脅電話此起彼落，但已
下定決心的林益厚扛住所有壓力，歷經一個月的準備，除了函報內政部請示
法令適用釋疑，協調屏東縣政府、恆春分局、司法機關、台電、軍方等機關
的配合外，也擬定分期計畫，分成五波強制拆除行動，最後一次在政府與業
者於後灣海邊緊張對峙一整天，終於在 76 年元月全部拆除完成，讓違法魚塭
不再於國家公園境內蔓延。
儘管任職墾管處處長僅兩年半，如今林益厚偶爾回到墾丁，每經過一
處就會想起相關事件，彷彿重回時光隧道。「經過社頂就會想起那裡曾被佔
地養羊、羊舍處處及搬遷梅花鹿、興建研究站的景象；到墾丁東海岸的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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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會想起遊客違規把車子開過沙灘引發塵土飛揚，只有以挖掘土溝方式
阻止車子停在海邊；經過滿州，會想起保護候鳥、賞鳥人一起高唱候鳥保護
歌的盛況；經過墾丁街上，會想起當年曾經焚燒上萬支鳥仔踏的廣場。繞了
一大圈回到管理處及遊客中心，那片土地曾規劃做為海軍陸戰隊兩棲作戰基
地，但國家公園成立後被擋了下來……」

營建署規模龐大，任職 17 年遭逢精省、921 大震
調回營建署後，林益厚升上主任秘書、三年後陞任副署長。「張署長是非
常有遠見的政務官，他預見台灣的都市化發展會越來越擴張，必須注意保護
綠地，才能適度調節都市的氣溫，維持生活品質。」高雄、台中都會公園在張
署長的擘畫下，由林益厚等歷任署長接續辦理。「從國土資源規劃、利用和管
理來看，營建署扮演多重角色，不僅有規
劃的功能，還要訂定規範，負責中央預算
的分配，營建署在層級上卻只是行政院所
屬三級單位，實質主管的業務、人員編制
和預算都卻已相當於一級部會。」
1999 年元月，林益厚接任署長後面
臨的第一項大挑戰，就是精省後的組織變
革。整併過程面臨諸多困難和問題，依然
點滴在心頭。此外他特別意識到危機處理
的重要，尤其想到台灣無法規避大地震
規劃 921 大地震災後重整
的威脅，「危險房屋鑑定機制」非建立不
可，他前任的黃南淵署長雖已開始著手相關人員的培訓，進度仍然有限。上
可
他前任的黃南淵署長雖已開始
任署長後他立即要求同仁擴大辦理培訓工作，讓全國的建築師、結構技師等
都能接受鑑定的訓練。黃署長時期受訓技師總數僅 100 多人，林益厚上任才
半年多受訓相關人員總數已增至 1500 人。他的慎重其事，曾讓同仁笑他「太
緊張、沒膽」，卻不幸在幾個月後驗證他的「料事如神」。
就在 921 大地震發生前一週，林益厚才剛指示同仁要舉辦一場演習來驗
收培訓成果，未料甫完成委外辦理的程序、還沒舉行演習，集集的地牛就趁
深夜狂暴地翻身了，2000 多條性命因此喪生、數以萬計的房屋倒塌，不少人
陷入恐慌。行政院決定派部會首長到台中、南投坐鎮指揮協調各種事宜，林
益厚在 921 當天清晨 6 點多就抵達南投縣政府的救災中心，當時現場一片狼
藉、資訊救災所需資訊雜亂無章，林益厚找了張桌子和椅子，自己寫張「危
險房屋鑑定諮詢小組」海報，一個人很快建立起一個簡易工作站，透過中央
廣播電台親自向全國號召曾受過「危險房屋鑑定訓練」的專業人員趕緊到震災
現場協助，過了不久果然看到居住在中部的受訓建築師和技師陸續前來，得
以順利展開相關鑑定工作。

推廣城鄉新風貌，提昇環境景觀美學
1990 年代後期到 2000 年初期，「城鄉新風貌」在全國各地如火如荼地進
行，營建署一年掌握 20 幾億的預算分配，「全國 300 多個鄉鎮，不可能每個鄉
鎮都給補助，政府要求申請計畫第一要件需有『社區充分參與溝通』，不能都
靠委外規劃，此外也要注意城鄉風貌『品質、品味、情趣』。」林益厚舉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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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雲林台西光華村、新竹之心等數以百計
相關計畫，都是在他任內通過補助的成功
案例。
在改善都市居住環境方面，過去「容積
管制」是地方政府的權責，但有些縣市礙於
選民壓力，並未有效控管，導致居住密度過
高、公共設施不足。在林益厚署長任內，在
精省的客觀條件配合下，他和各界一起努力
取得共識，終於獲得行政院核定全面實施容
積率，讓都市密度的管制立下關鍵的里程碑。

2010 年墾丁國家公園

為對得起東元獎榮譽，重拾關懷社會的熱誠
002 年受政治因素影響，被調離署長一職的林益厚選擇提早從退休，轉
到文化大學設計學院景觀系擔任副教授。他坦承剛退休的頭幾年看到一些忿
忿不平的事情難免感到喪氣，「為了不傷心，只好選擇不關心」。如今得到東
元獎的肯定，現任中華民國永續發展學會理事長的他認為自己應該要更善盡
社會責任，不應該停在「口頭清談」，而該在台灣生態保育、景觀美學和永續
發展付出教育和實踐行動，為「發展小而美的台灣」持續努力。

對東元獎的期望
東元獎重視科技研發的成就，也關懷人文的發展，崇高的理想，
令人欽佩。現代社會，由於科技的突飛猛進，人文發展相對遲緩，M
型社會逐漸形成，有些部門產業世代機會減少，致年輕的一代，對未
來產生疑慮或不安，於是晚婚少子，成為正常的現象，終將影嚮社會
的永續發展。期望東元獎精神發揚光大，為年輕一輩創造更多的機會。

成就歷程
 林益厚先生於民國 57 年進入行政院經建會
前 身 經 合 會 都 市 建 設 及 住 宅 計 劃 小 組（ 即
聯合國發展方案援助項下的機構 Urban and
Housing Development Committee，簡稱
UHDC）工作，擔任約聘研究員，從事都市發
展有關社會經濟課題之分析與規劃，並參與
都市及區域計劃，是我國第一批以社會經濟
背景參與都市建設及國土規劃之從業人員。
他關心國內人口遷徙趨勢、都市人口過度集
2010 年與國家公園同仁考察大陸保護區
中造成都市擁擠及人口外移地區發展落後問
題。1969 年應邀參加聯合國亞經會 行之區域發展與人口推計會議，1971
發展與人口推計會議 1971
年獲得聯合國獎補金（我國最後一批）進入英國倫敦大學進修，回國後繼續
在行政院經合會及改組後的經建會工作，前後在行政院經建會工作 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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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74 年奉調至內政部營建署工作，歷任國民住宅組組長、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處長、主任秘書、副署長及署長等職務。他也是國內首位以非工程
背景獲任中央營建機關首長者，在署長三年半任內期間，適逢政府再造精
省，內政部營建署、台灣省政府建設廳及住都局業務整併；921 大地震及
我國第一次政黨輪替，任務艱鉅。民國 91 年林先生於署長任內退休，前後
在營建署亦工作十七年。在此期間，營建署推動景觀與環境有關之生態保
育、建制國家公園、闢建都會公園、推行城鄉風貌改造、國土規劃、海岸
保護、規劃公園綠地、建制景觀專業以及開發新市鎮等，林先生無論擔任
副署長或署長職務，均全力以赴，盡忠職守。
 民國 91 年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成立景觀研究所，林益厚先生從公職退
休，應邀擔任專任教職，他將其所學及行政工作經驗，傳授予青年學子，
主要講授課程包括：國家公園管理、景觀實務、景觀相關法規、公園綠地
規劃、區域計劃等，並指導學生撰寫碩士論
文，為培育景觀專業付出貢獻，不遺餘力，
迄民國 97 年屆齡退休。在此之前，他在服
務公職期間，公務之外，亦曾應邀在國立台
北大學、中興大學、東海大學、中原大學、
逢甲大學相關研究所兼任教職，也曾擔任中
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住宅學會及國家公國
學會的理事長。林先生於服務公職及教學期
與文化大學景觀所畢業學生合影
間，撰寫相關論文數十篇，於 93 年由詹氏
書局彙編成冊「
「人口與都市發展」
與都市發展 出版，提供各界參考。離開教職以後，林
先生參與民間團體繼續為景觀專業建制及國土保育永續利用而努力。

具體貢獻事蹟
■

建立墾丁國家公園管理機制
墾丁國家公園屬熱帶性氣候，終年氣溫和暖，熱帶性植物衍生，四周海
域，海水清澈，因而珊瑚繁盛，自然景致優美。園區內有海洋、台地、草
原、湖泊、熱帶原始林、海岸林等，變化多端，又是多種候鳥過境主要棲
息地，是我國第一座國家公園。林先生擔任處長係在草創階段，墾丁國家
公園各項保育、遊憩與研究工作，如：候鳥保護、梅花鹿復育、社頂自然
公園、瓊麻展示館、解說教育、海洋生態保育及違法開發取締等均建立良
好制度，為墾丁國家公園管理奠定基礎。

■

負責 921 震災重建工作
民國 88 年 921 集集大地震，營建署甫於當年七月間整併省府建設廳及住
都局成為編制二千多人的大機構，在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委員會指
揮之下，營建署參與救災搶險、負責危險房屋鑑定、受損建築物拆除、臨
時住宅興建、災區市區道路緊急復建、劃定車籠埔活動斷層兩側土地禁限
建、建立震災後建築物修復補強制度、國家地震紀念地勘選、社區重建以
及推動以都市更新方式辦理毀損集合住宅之重建等各項工作。震災重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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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複雜艱鉅，林先生於民國 89 年，以「參與救災及災後重建相關工作，著
有功績」，獲頒行政院三等功績獎章。
■

完成我國全面實施容積率（人口居住密度限制）
都市居住環境惡化，在於居住密度過
高，公共設施不足。實施容積管制，是
控制居住密度的有效方法。我國容積率
有關規定，一般納入都市計劃內，大部
份市鎮都是在新訂或修訂都市計畫時辦
理。換言之，如有市鎮不願意辦理，中
央或其他機構都無法越俎代庖。因此，
我國推動實施容積率雖已多年，但全面
榮退歡送茶會
實施卻遙遙無期，迄民國 88 年仍僅達
75%。林先生於擔任署長期間，由於精省客觀條件存在，經由各界努力，
客觀條件存在 經由各界努力
取得共識，獲得行政院核定，立法院修法通過，台灣省所轄市鎮全面實施
容積率。我國都市密度管制，終於向前跨越一大步。

■

推動城鄉風貌改造重視景觀專業制度
營建署職掌繁多，其中生態保育、國家公園、城鄉風貌、公園綠地、都市
更新及國土復育等均涉及國土美學及景觀專業制度之建立。我國國家發展
已從快速成長的開發中國家進步到成長緩慢的已開發國家，換言之，景觀
與生活環境品質的提昇，才是我們現在及未來追求的目標。在此之際，景
觀專業制度應勢而生，應該是理所當然的，其他環境優美先進國家已有先
例。林先生於服務公職及在大學教職期間均參與新制度的催生與推動，雖
然景觀專業的工作範疇、及與其他專業之分工，尚待協商，但假以時日，
應可健全制度。

研究展望
景觀與環境逐漸成為當前國人重視的課題，景觀美化與環境優質也是
我們未來生活的目標。希望政府與民間各界為未來美好的生活投入更多的力
量，加強景觀專業教育，培養更多的人才，並早日建立景觀專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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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ies beyond those of young people toda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 also grew and gained in diversity and richness.
This award does not recognize my achievement in
technology R&D, but rather represents an aff
ffirmation
of the pertinence of my work and career to the times. I
am deeply indebted to the guidance of my superiors and
teachers and the support of my fa
f mily over the decades,
and also to my fo
f rmer colleagues fo
f r our ongoing contact,
mutual learning, and sharing of experience.

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With admirably loft
f y ideals, the TECO Aw
A ard emphasizes achievements in
technology R&D and concern fo
f r development in the humanities. In modern society,
technology races ahead while development in the humanities comparatively lags. An
M-shape society is gradually fo
f rming in Ta
T iwan and generational opportunities in
some industries are diminishing. This has given young people a sense of doubt and
uncertainty about the fu
f ture, with the result that delayed marriage and fe
f wer children
have become the new norm. Ultimately, this will aff
ffec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 therefo
f re hope that the spirit of the TECO Aw
A ard can be conveyed
broadly to create more opportunities fo
f 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In 1968, Mr. Lin Yi
Y -hou began work
r ing as a contract researcher fo
f r the Urban and
Housing Development Committee (an agency suppor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the predecessor of the Council fo
f 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He was involved in analysis and planning of socioeconomic
issues related to urban development, as well as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putting him among the Àrst group of people to be engaged in urban development
and land planning fr
f om a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He was concerned with the
urban crowding caused by trends in domestic
migration and the over-concentration of urban
populations, and the resultant developmental
lag of areas with population outflows. In
1969, he was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f recasting
urban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fo
conference held by th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
f r Asia and
the Pacifi
f c. In 1971, he received a scholarship
香港 IUCN-WPCA 會議（前排左二）
(among the last group of UN scholarship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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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received by Ta
T iwan) to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in the U.K. Aft
f er
returning to Taiwan, he continued working at the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xecutive Yu
Y an through its subsequent reorganization
as the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CEPD), covering a career of 17 years.
 In 1985, Mr. Lin transfe
f rred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P ) under the Ministry of the
Planning Agency (CPA
Interior, where he served as chief of the Public Housing
Division, director of Kenting National Park
r , and chief
secretary, deputy director-general and director-general.

2009 年金門國家公園

He also is the first person without an engineering background to head a
construction-related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y in Ta
T iwan. His three-and-a-halff
year tenure as CPA
P director-general presented great challenges as it coincided
with the streamlining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related integration of the
operations of CPA
P MI and off
ffices of the Ta
T 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related
to construction and urban housing, the 921 Earthquake, and Àrst change of ruling
party in Ta
T iwan. Mr. Lin retired as CPA
P director-general in 2002, concluding a
P carried out landscape and
17-year career at the agency. During this time, the CPA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national park
r establishment, urb
r an park
r development,
urban and rural landscape improvement, land planning, coastal protection,
park planning, development of the landscape profession, and the new town
development. In his positions of both deputy director-general and director-general,
Mr. Lin carried out his duties with fu
f ll dedication.
 Aft
f er retiring, Mr. Lin was invited by the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at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to teach as a fu
f ll-time faculty member of the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m 2002. This position enabled
him to share his learning and work experience with young students through
course lectures fo
f cusing on: national park administration, landscape practice,
landscape laws and regulations, park planning, and regional planning. He also
guided students in writing their Master's theses and tirelessly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ndscape profe
f ssion before retiring in 2008. During his
time of public service, Mr. Lin also taught part time at related departments and
institutes of National Ta
T ipei Universit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u
T nghai
Y an Christian
University, Chung Yu
University, and Feng Chia University.
He also served as director of the
Taiwan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Chinese Society of Housing Studies
and National Park Association. As
a public servant and teacher, Mr.
Lin authored dozens of papers that
營建署合影（前排右四）
were compiled and published as a
創意東元．科文共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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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
f rence book by Chan's Arch Publishing in 2004. Aft
f er leaving academia, Mr.
Lin continued his involvement, through private organization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andscape profe
f ssion and land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Contributions
■

Establishment of the Kenting National
Park management system

Kenting National Park has a tropical climate that
is war
a m th
t roughout th
t e year
a . The par
ark enj
n oys a rich
natural beauty, with tropical plants, embracing
coasts, and clear seawater in which coral thrives.
The park includes marine, tableland, prairie, and
lake areas, as well as old-growth tropical fo
f rests
2010 年與國家公園同仁考察大陸保護區
and coastal woods, all contributing to a highly
varied
i d llandscape.
d
IIt iis also
l a habitat fo
f r migratory birds, as well as the fi
f rst
national park in Ta
T iwan. Mr. Lin served as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park during
its early fo
f unding years. During this time, he oversaw the establishment of high
quality systems fo
f r conservation, recreation, and research related work
r at Kenting
National Park, such as protection of migratory birds, sika deer restor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Sheding Nature Park and Sisal Industry Historical Exhibition,
guide education, marine conservation and banning of illegal development. All of
these eff
fforts laid a fo
f undation fo
f r the administration of Kenting National Park
r .
■

921 Earthquake Reconstruction Wo
W rk
A maj
a or earthquake struck Ta
T iwan on September 21, 1999. In July of that year,
f ce and Urban Housing OfÀ
f ce of
the CPA
P had just integrated the Construction OfÀ
the Ta
T 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to create a larger organization of more than
2,000 people. Under direction fr
f om the 921 Earthquake Post-Disaster Recover
Commission, Executive Yu
Y an, CPA
P participated in the earthquake relief and
rescue operation and was placed in charge of identify
f ing dangerous buildings,
demolition of damaged buildings, emergency road repair in disaster-struck
areas, demarcating no-build land areas on both sides of the Chelongpu active
fault, establishment of systems fo
f r post-earthquake building restoration and
reinfo
f rcement, site survey and selection fo
f r 921 Earthquake National Memorial
Site, community redevelop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damaged congregate
housing through urban renewal methods. In recognition of his participation in the
difÀ
f cult and complex post-disaster rescue and reconstruction work
r , Mr. Lin was
presented a third-class merit medal fr
f om the Executive Yu
Y an in 2000.

■

Completing comprehensive FA
F R implementation in Ta
T iwan
The deterioration of urban residential environments is a product of over-density
and insufÀ
f cient public fa
f cilities. Floor area control is an eff
ffective way to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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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density. In Taiwan, regulations on fl
f oor area ratio (FA
F R) are generally
included in urban planning and most cities and townships handle them in context
of formulating or revising urban plans. In other words, if a city or town is
unwilling to handle FA
F R rule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other agencies cannot
interfe
f re. Therefo
f re, despite years of promo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
F R
T iwan remained just 75% as of 1999. As director-general of the
regulations in Ta
CPA
P , and in view of the obj
b ective conditions remaining fr
f om the streamlining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Mr. Lin worked with various sectors to build a
consensus on FA
F R rules.
The Executive Yu
Y an ratifi
f ed the measure and legal revisions were passed by
the Legislative Yu
Y an to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 FA
F R rules in all cities and
townships under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This marked a signifi
f cant stride
f rward in controlling urban density in Ta
fo
T iwan.
■

Promoting urban and rural landscape improvement worth an
emphasis on profe
f ssional landscape systems
The CPA
P has a broad range of duties, including conservation, national parks,
urban and rural landscape, park
r s, urban renewal, and land restoration, and other
f ssional landscape
areas involving land aesthetic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rofe
systems. Ta
T iwan has transitioned fr
f om the rapid growth of a developing country to
the more moderate growth of a developed country. In other words, the goals now
and in fu
f ture are to improve landscape and the quality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t this juncture,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profe
f ssional landscape systems should
emerge in line with the precedent of advanced countries with beautiful
environments. As a public servant and university instructor, Mr. Lin participated
in the creation and promotion of new systems. Although fu
f rther discussion is
needed regarding the scope of the landscape profe
f ssion and its division of labor
with other industries, these systems will be soundly established in time.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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