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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校創辦人星雲大師及其所創立之佛光山教團，向來以推動教育文化 工作為職

志，歷年興辦幼稚園、小學、中學及佛學院甚多，星雲大師與百 萬興學委員篳路藍

縷創建本校，其目的在為台灣興辦一所以「人文精神」 為依歸、以「義正道慈」為

內涵之森林大學。佛光大學自民國 82年開始 籌設，迄 89年籌設完成，其間歷經七

年的環境影響評估、校區雜項工程、校舍建築施工，投入十餘億資金及無數人力物

力，方得以「佛光人文 社會學院」之名於民國 89年 7月正式招生。從 94學年度

起，本校系所的 發展朝向人文、創科、社會科學與管理三大領域，學校原有的體制

與架構已無法因應學校發展，故本校提出改名「佛光大學」的計畫，讓學校發展能

名實相符。經過教育部嚴格審查及實地訪評後，教育部同意本校自 95學年度起改名

「佛光大學」。   

佛光大學遵循創辦人星雲大學所提之校訓「義正道慈」理念，及「把智慧留給

自己，把大學留在人間」之創校初衷，並以「傳統書院精神的現代實踐」為理念，

培育具生命關懷情操、知書達禮的社會中堅人才，展現 傳統書院的形貌與精神。而

書院精神強調的是由導師領導學生的課程、生 活、娛樂、社交等各方面，透過導引

之模式，讓所有學生皆可與他人分享 學習經驗、生命故事，協助學生本身瞭解生命

的價值與意義，促進通識教育內涵，培養有教養的公民以及學生的專業能力，建立

全人發展為主的大學教育環境。   

本校具有坐擁山海之美自然生態的優勢，就校園環境而言，本校係一所「森林

大學」。本校之建築與環境之設計，以實踐精緻的生活美學為原則，故本校可以說

是一所「森林大學」、「綠色大學」、「美學大學」。師生徜徉於本校校園，可以

騁心遊目、可以交遊論道、可以沈思發微、可以著述講學。本校校園可以說是最適

合研究、教學，「集天下之大美於斯」的 「知識花園」。自從創校以來，本校持續推

動永續森林大學特色，營造友 善校園與綠化環境，以及具悠遊自在、多元體驗的文

化空間。期許全校教職員工生皆能對自然環境及工作場所全心關注，深信能做好環

境保護及安全衛生等精進措施，落實「節能減碳」政策，防範災害於未然，並建立

友善的校園環境，以達到永續發展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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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透過永續校園探索計畫之歷程，落實本校 104-108學年中程校務發展計

畫，提升本校校園之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之深化整合。未來更將邀集校內外相關學

者專家共同集思廣益，檢視、盤點本校校園所用有的資源，辦理工作坊、研習營，

並結合通識中心與相關科系設計永續課程，研擬申請成為環境教育認證機構，期望

能在現有的基礎下，發揮森林大學特色，優化空間使用，建置友善、綠化、安全及

優質學習的校園環境。 

楊朝祥校長用 12 個字形容本校：「校在山中、樓在林中、人在畫中。」，擁

有翠碧鮮活的森林書院，是本校推動環境教育的活教材，在各教學與行政單位不餘

遺力的推動豐富又多元的環境課程，舉凡在自然保育、社區參與等均有具體優良的

成果。除此之外，從校園內延伸到社區，全校師生與社區居民的互動與感動，皆是

多元推動環境教育的優質示例。本校以「三三三品德教育」作為推動環境教育的基

礎，強調三生(重視生活、生命、生涯教育)、三品(擁有品德、品質和品味人生、

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從關懷自己、關懷他人、關懷社會、關懷環境之

三好校園作為推動全校式環境教育之基礎，強化全校教職員工生之環境素養。  

2018 年本校獲得宜蘭縣政府環境教育大學組優等獎，也連續十年獲得綠色採

購績優單位，並在世界綠色大學排名(2019 UI GreenMetric Ranking)榮獲 188名

的佳績。「大學無圍牆，學術有高峰」。佛光校園廣袤，綠草如茵，既能坐看山林

美景，又可遠眺大海浩瀚壯闊，在走出城市叢林的圍牆後，能夠因為戀戀山海，無

形中開闊胸襟，涵養豁達和包容的器識，相信這些品格和氣度，都是同學最好的行

囊，一輩子用之不竭的資產。因此本次我們藉由永續校園探索計畫，願與全體教職

員工生共同攜手努力，讓佛光大學成為「好山、好水，生活好逍遙」、的溫馨校

園，構築一處屬於佛光人的「綠色大學、永續校園」。  

未來展望將盤點本校特色生態與人文資源，積極推動自然保育、社區行動、森

林教育、水土保持教育等，提昇教職員生環境素養，實踐負責任環境行為。規劃校

園永續，轉化傳統校園環境，以符合永續發展之綠色、生態、環保、健康、省能及

省資源之目標，持續積極推動生態保育工作。結合社區、民間團體及企業建立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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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透過社區營造、在職教育及生態旅遊等共同推廣環境教育。強化環境教育專

業知識及品質，鼓勵師生參與環境教育課程，取得認證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儲備環

境教育人力資源，以佛光大學的能量與社會責任，共同推動聯合國的「全球永續發

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生物多樣性、氣候變遷、災

害風險降低、降低貧窮、性別平等、健康促進、永續生活模式、和平與人類安全、

水資源、永續都市化、文化多樣性)，發揮大學的影響力與擴散力。本報告將本校

致力於 5 項 SDGs 進行說明，分別為： 

          

        目標四：提供高品質的教育以及提倡終身學習  

 

  

            目標六：水資源衛生及永續管理 

 

 

            目標十二：永續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模式 

 

 

            目標十三：因應氣候變遷之作為 

 

 

目標十五：保護土地上的生命，促進陸地生態系統的永續利用，並防

止喪失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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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標四：提供高品質的教育 

一、本校教育發展策略  

本校因應台灣高教環境趨勢，配合學校主客觀條件，擬沿續古代書院傳統，發

展成為一所現代性的、住宿型的「書院大學」。本校的書院教育具有以下的特色：  

（一）就校園環境而言，本校係一所「森林大學」：本校之建築與環境 

之設計，以實踐精緻的生活美學為原則，故本校可以說是一所「森林大學」、「綠

色大學」、「美學大學」。師生徜徉於本校校園，可以騁心遊目、可以交遊論道、

可以沈思發微、可以著述講學。本校校園可以說是最適合研究、教學，「集天下之

大美於斯」的「知識花園」。  

（二）就設備、圖儀、師資而言，本校係一所「精緻大學」：本校堅持非營利

組織的「奉獻精神」，故在建築、設備、圖書儀器、教師延攬以及研發經費等各方

面，均有積極之經費投入，且遠高於一般私立院校之水平。  

（三）就教學而言，本校係一所「通識導向大學」：在教學上，本校強調發展

以通識為導向的教育，培育「知類通達」的人才，故為一所通識導向並兼具專業特

色的大學。  

（四）就學生輔導而言，本校係一所「人文化成大學」：本校之學生輔導，以

人文精神為本。在輔導方式上，特別強調認識自我、認識生命價值的重要性，並致

力培養學生温柔敦厚、慈悲忠恕、進退有據的人文素養。同時，特別強調貞定生命

價值、關懷國家社會、營造人際溫暖、並且實踐精緻的生活美學。  

（五）就推廣服務而言，本校係一所「人間大學」：本校之學術研究以及人文

關懷，特重其「人間性格」，故亦強調知識的社會實踐以及人文關懷的具體落實。

本校鼓勵教師將其研究成果與心得，透過推廣教育、產官學建教合作、社區服務等

方式傳布出去，以期自利利他、廣結善緣、淨化社會、並促進國家以及民間産業的

競爭力。故本校非僅存在於校園之內傳播知識而已，同時亦透過推廣服務「把大學

留在人間」。  

（六）就制度設計以及行政管理而言，本校係一所「競爭力大學」：為提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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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之競爭力，並追求卓越，本校於行政管理上，強調制度之公平正義、規章之透明

合理、程序之清楚謹嚴、人員之獎優汰劣，並提倡人員之自我管理。 

二、環境教育或永續發展教育  

在永續與環境教育的議題方面，本校師長們規劃特色學程，以幸福菜園培養學

生對社會企業與微型創業的思考起點，從長青食堂落實社會關懷與實踐。鼓勵學生

採取社區環境行動，引導學生採取公民行動。不只教育學生也教育家長、居民，更

帶動社區產業。透過耕耘和收成的體驗，學習感謝土地，感謝眾人，服務他人。  

通識中心辦理通識涵養與服務學習，透過欣賞自然文學作品、哲學性的價值思

辨、環境議題案例的分析、體驗的服務學習以及自發性行動方案的執行等教學策略

來形塑學生正向的環境倫理觀。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的師長們以顧健康、愛地

球，推廣吃素食利己、利他、利自然，再以素食料理濟物利人。舉辦「愛心無距

離，甜點送希望」活動。在全系師生同心協力下，進行愛心手工泡芙製作與義賣活

動，將活動收入全部捐款給天主教聖芳濟老人長期照顧中院舍重建專案，讓學生在

學期間不只在學業上有收穫，更希望能為社會盡一份心力。  

全校各學系透過永續教育、樂活旅遊、食農教育，提供學生種植蔬果體驗課

程，認識土地到餐桌與環境連結性，建立友善環境素養與認知。透過參與校園環境

行動，學生對校園的地方依附感與地方認同感。此外，未樂系師長們共同主持的學

習型城市計畫，將「食農教育」、「孝親旅遊」、「養生樂活」作為支柱，透過多

元化的研習課程、工作坊等學習活動，促進民眾終身學習的意願。打造普及化、深

度化、高品質、創新性的學習機制，建立產業未來的發展契機，最終提升宜蘭縣整

體的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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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社團龍門海灘淨灘活動 

學生社團積極參加社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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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舉辦-永續環境保護認知講座 

佛光大學舉辦綠色環保能源知識活動-綠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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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目標六：水資源衛生及永續管理  

一、地理位置  

本校位於宜蘭縣礁溪鄉西側山坡地區，包括礁溪鄉林尾段 280 之 14 及之 6 

地號兩筆鄉有土地，面積共計 56.5905 公頃，距離礁溪街上約 5 公里、宜蘭市區

約 8 公里。  

 

 

 

 

 

 

 

 

 

 

 

 

 

 

二、地形與地勢  

校址地形略呈元寶狀，地勢大致由西向東傾斜，東西水平距離約 1500公尺、

南北水平距離約 800 公尺，高程由最東南側海拔 120 公尺至最西北側海拔 435 

公尺。區內溪流主要發源於西北側山谷。溪流短促、河谷狹窄、源頭溪床多為未經

淘刷之河川沖積層。河谷兩側大體為陡斜山坡。而溪谷兩側植被繁茂，多為未經開

發之原生地，顯示河谷邊坡十分穩定。另外，區內除少部份墾植區水土保持較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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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可能導致邊坡表土流失外，其餘地區皆屬穩定之地形。大體而言，整個基地中

央部份由一陡峻山谷貫穿其中，將基地分為東、西兩大部份。而全區坡度較緩之土

地多分佈於西區，山谷以東部份之地勢則較為陡峻及複雜，全區平均坡度約 46.48

﹪。 

三、水資源  

本校位於得子口溪支流林尾溪上游。林尾溪由校區東端沿校區南邊界線蜿蜒而

上。其支流由校區西端穿越校區後沿著北側邊界而行，至中央部份貫穿校區，將校

區分東西兩區，終點匯入林尾溪；其另一支流則經校區東北邊界附近，至校區東端

匯入林尾溪中。林尾溪之支流因多位於集水區之上游源頭，水量均小，其靠西邊之

支流溪底縱坡約為 1/6；靠東邊之支流支溪底縱坡約為 1/10，而流經校區南界之

林尾溪本流，水量亦不大，本段河底縱坡約為 1/5。校區附近水系集水區總面積約

為 260.1 公頃。 為充份利用水資源，經評估收集雨水再利用方式，惟受限於校區

可建築面積較少及校區坡度陡峭，乃於雲起樓後方之溪流上游興建集水設施，並於

雲起樓旁、佛教學院及創科學院後方各新建有 100 噸蓄水池，以供全校澆灌花木

及體育館、佛教及創科學院大樓沖洗用水，除節省用水，也節省加壓送水所需之電

力。  

為瞭解並掌握本校施工及營運期間對鄰近河川水質之影響，以適時加強執行不

利影響對策，乃於施工及營運期間針對計畫區得子口溪流域進行水質採樣檢測，並

與施工前之環境背景資料進行比較，評估分析施工期間對計畫區鄰近水體之影響。

河水水質監測計畫之採樣點包括得子口橋、水尾橋、林美溪草湳站及林美溪上游之

二個計畫取水口等 5 個測站，由 109年 5月 6 日之採樣分析結果顯示，除得子口

橋及水尾橋測站河段依河川污染程度分類表，評定為輕度污染，主要污染指標為 

SS、BOD、NH3-N。其餘各測站河段均屬未受污染程度，其河川水質狀況與環境影響

評估階段之背景河川水質相近，並且與歷次監測數據並無明顯之差異，顯示現階段

本校施工及營運期間並無對鄰近河川產生明顯之負面影響。 

 



11 
 

 

 

 

 

 

 

 

 

 

 

 

四、節水措施  

(一)充份利用山泉水資源：因本校地處山區有充沛山泉水，建有 150 噸蓄水池

一座、100 噸蓄水二座池，以供澆灌花木及體育館、佛教及創科學院大樓

沖洗用水，除節省用水，也節省加壓送水所需之電力。  

(二)加裝省水設備：於水龍頭加裝省水設備，以節省水資源。 

  

利用山泉水澆灌花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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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目標十二：永續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模式  

本校教職員生共計四千餘人，總共用 4 棟宿舍。每日學習生活在林美善上的

校區，自成一個生活社區。因此，校園的生活消費與環境清潔是本校非常重視的一

環。以下分別就校園清潔及資源回收、飲衛生及配合環保措施、配合減碳之全球性

行動等進行說明。  

一、校園清潔及資源回收 

校區清潔及垃圾分類委由專業清潔公司處理，學生宿舍區則採行「垃圾不落

地」方式處理，以響應政府環保政策；宜蘭縣政府 105 學年度「各級學校推行校

園做環保」本校受考評為甲等、107-108學年度考評皆為優等。 

二、餐飲衛生及配合環保措施  

學校餐廳自開始營運以來，內用一概不使用免洗餐具，置有高溫殺菌設備，以

消毒餐具，維護飲食衛生安全。目前除原先即未曾使用之碗、盤外，筷、匙等類亦

全面停用。校內各項會議不再提供杯水或瓶裝飲用水，統一購置瓷杯提供會議單位

使用。  

三、配合減碳之全校性行動  

每學年度申辦汽機車通行證，每部機車均需通過排氣檢測方能辦證，並已行之

有年，在宜蘭地區已成為學校的特色。  

 鼓勵教職員工共乘，目前有台北、宜蘭、羅東、頭城、礁溪等 5處，計 20 

輛次。 

 加強辦理環保標章產品採購，已達 96 年度法令規定綠色採購率 85％。 

 於 109年推行 i-Rent共享機車，並配合政府政策逐漸縮減燃油車輛停車位 

 為減少有害及溫室氣體排放，車輛實施「停車等待熄火」，為減緩地球暖化盡

一份心力。  

 配合環保署「清淨家園全民運動計畫」推動「環境清潔日」，除督促清潔公司

維護環境清潔外，每月辦理辦公室環境整潔檢查，以落實清淨家園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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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目標十三：因應氣候變遷之作為  

一、嚴密之校園環境監控  

本校建校計畫屬山坡地開發，施工期間需進行大面積之整地工程，依據「現階

段環境保護政策綱領」及「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施工期間應就開發行為，

營運期間應就營運行為對環境可能導致之影響程度、範圍進行綜合之調查分析，以

建立施工及營運期間監測資料及提供開發單位參考，開發單位及營運單位應就監測

計畫執行調查成果進行比較分析，俾瞭解開發行為及營運行為之實際狀況，以有效

執行或研擬修正減輕不利影響對策，落實環境監測與管理計畫，達到減輕開發行為

及營運行為之環境影響衝擊。鑑此，本校乃委託新宜環境工程技師事務所，依據本

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中之承諾監測內容及項目統籌執行校區施工及營運期間之

環境監測計畫，以即時掌握施工及營運期間可能肇致之環境公害問題，達到環境保

護之目的。本校空氣品質之監測執行期間自 82 年 8 月 22 日迄今。 

計畫監測時間除避免雨天及雨後 4 小時內採樣，並於監測時逐時計錄風速及

風向，藉以瞭解計畫區氣象條件。為瞭解並掌握本計畫施工及營運期間對鄰近空氣

之影響，以適時加強執行不利影響對策，乃於施工期間及營運期間針對計畫區及鄰

近地區進行 24 小時空氣品質監測，並與施工前之環境背景資料進行比較，評估分

析施工期間及營運期間對計畫區鄰近地區之影響。監測結果顯示，得子口橋測站

（位於台九線旁）、吳宅測站(位於宜五號縣道旁)、德佑大道(位於計畫區產業道

路距離計畫區直線距離約 0.8 公里)、校區內等四處測站之 TSP、PM10、SO2、

NOx、NO2、NO、CO 及 Pb 之測值均遠低環境空氣品質標準，另比較本計畫施工前

環境影響評估階段之背景空氣環境品質測值可知，測值與歷次施工期間測值並無明

顯之差異，且與環評階段測值並無明顯之變化。  

本校氣象記錄較為完整之氣象站，為中央氣象局宜蘭測候站，蒐集所得之資料

包括溫度、濕度、風向、風速等；雨量資料方面則有宜蘭農田水利會設於礁溪鄉德

陽村之雨量站。  

(一)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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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區各月份平均溫度以七月最高為 28.4℃，一月最低為 16.1℃；最大日平

均溫度發生於七月為 40.8℃；最低溫則發生於三月為 8.1℃。  

(二)風向、風速  

本區全年之風向主要為西南風及東北風。綜合全年風向風速發生頻率，白天以

東北至東風最常發生，以 0～3.4 公尺/秒風速之發生率較多，晚間則盛行西風。  

就風速分析而言，風速集中於 0～３.4 公尺/秒之範圍內，其年平均風速為 

1.6 公尺/秒，最大日平均風速發生於九月(8.0 公尺/秒)，最小日平均風速在 5 

月(0.1 公尺/秒)發生。  

(三)濕度及雲量  

本區域全年平均相對濕度在 82～88﹪之間。四季中以夏季之相對濕度最低。

而本區雲量各月皆可能出現滿雲量或無雲現象。四季中以夏季雲量較少，冬季雲量

較多。  

(四)雨量  

由礁溪雨量測站資料顯示，本區雨量頗為集中而豐沛，年平均降雨量為 2,559 

公厘，雨季集中在九、十、十一月，以九月份平均降雨量 417 公厘最高，其降雨

量佔全年 17﹪左右，而以三月份雨量最低約 99 公厘。 

二、節能減碳成果  

本校為落實推動能源管理改善之具體成果，並響應政府推動節能減碳之政策目

標，2018 年以 ISO 50001 國際標準為規範，主動建立能源管理系統，並訂定本手

冊說明本校為確保能源管理所採行的標準作業程序與相關技術規範，以做為能源管

理系統之指導原則，進而確保能源管理系統有效運作，達成本校能源政策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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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節能減碳之全球性行動，本校除開源－尋求替代性能源，如收集溪水；在

節流方面，分節水、節電、節話等方面採取下列措施：  

(一)電力監控管理系統  

 各棟大樓變電站裝設數位電表，以監看校園用電情況。 

 電力系統之功率因數控管在 98％以上。  

 依據行政院所頒「永續能源政策綱領」用電指標（EUI:全年度數/樓地板 

面積）本校 108年 EUI值 70.98。  

本校能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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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調系統管理  

 雲起樓空調，每日 12：00、17：00、21：00 及 24：00等 4 個時段自

動關閉，以減少因人為疏忽而造成之電力浪費。  

 雲五館及懷恩館中央空調系統採自動及手動機動方式控制，以有效掌控運

轉情況。  

(三)排風系統管理  

 地下室空間之抽排風機啟動，每日上下班前後 15 分鐘等 3 個時段均以

計時器自動控制，以節省人力及節約用電。  

(四)電梯系統管理  

 電梯 11 部採用變頻馬達，照明以自動啟閉，以節約用電。  

 佛教研修學院兩部電梯只准載貨，學生一律走樓梯。  

(五)照明系統管理  

 辦公室及教室燈具採用省電型燈泡及電子式安定器。  

 校園路燈及庭園燈採時間及光敏電阻雙重控制，且啟閉時間依季節不同作

彈性調整；道路轉彎處裝設 LED 地燈，節能且環保。  

 戶外表演場照明以申請方式由保全人員開啟，以管制用電。  

 體育館屋頂採透明材質，日間不必開燈即可在館內活動；照明則以休閒、

訓練、一般及國際比賽等四種功能區分開啟燈數，以節約用電。  

(六)辦公室事務機器設備汰換，以採用具節能標章。  

(七)學生宿舍用電系統管理與熱泵系統管理裝設儲值電卡提供電力，每人每學

期 230 度，養成學生節約用電習慣。 

  



17 
 

陸、目標十五：保護土地上的生命   

本校校務發展重點，第一項策略主軸為「營造優質校園」，充分運用本校具有

坐擁山海之美自然生態的優勢，成為全國唯一的一所森林大學。故本校推動森林大

學特色，營造友善校園與綠化環境，具悠遊自在、多元體驗的文化空間。  

發展策略 S1-1 營造優美校園空間為發揮森林大學特色，優化空間使用，建置

友善、綠化、安全及優質學習的校園環境。其中最重要的策略為發展永續校園：  

1.落實環保政策與節能改善  

2.優化空間機能，提升使用效率  

3.確保校園綠化環境安全  

4.友善校園（開放校園與社區共享）  

本發展主軸的目的即在於善用本校居山瞰海的自然勝境打造特色教室、問學步

道等，落實書院教學，強化學習互動。  

本校位於宜蘭縣頭城沿海河系流域內，屬得子口溪集水區，東北面散佈有九處

瓷土礦場，北面則為廣大之保安帶。而鄰近區域生態敏感區包括基地北側由台灣省

林務局主管之「坪林臺灣油杉自然保留區」，主要保護台灣油杉；東側沿海之竹

安、古亭、新南三處水鳥聚集區及蘭陽溪口雁鴨科等水邊候鳥族群。  

本校海拔高度約分佈於 120m～435m 之間，原屬熱帶雨林群系(分佈海拔 700m 

以下)，全區多呈破壞後之次生林地，原始植被豐富，林內物種具多樣性，常見出

沒動物如台灣猴、山羌、野豬、穿山甲、赤腹松鼠、台灣野兔、台灣藍鵲，松雀

鷹，竹雞，五色鳥、白頭翁，斑頸鳩等。爬蟲類發現有雨傘節、錦蛇、青竹絲、眼

鏡蛇、臭青仔、龜殼花等約 7 種。校園昆蟲種類繁多，夜間燈光下群蛾飛舞，蔚

為奇觀。  

校內植被分為原生林，次生林，及人工造林地，原生林內以高大喬木為主要樹

種，如香楠、紅楠、大葉楠、硫球濕地松（爐香松），另樟科類喬亦佔很大比例。

次生林內經調查以相思樹、山黃麻、白匏子、山桂花、樹杞、山紅柿、大頭茶等為

主，另野牡丹、台灣澤蘭、芒萁、芒草、江某、木薑子、筆筒樹、刺蔥亦平均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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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造林地，則以烏心石、台灣肖楠、竹柏、山櫻花等作為主要復育樹種。  

校內具坡地及溪谷之地形景觀，惟其規模及類型並無特異之處。校區北側之草

湳山海拔約 1,000m，因此，自蘭陽平原之礁溪一帶，仰視本校，約位於環繞山脈

之一半高度，其後尚有背景山脈。校內部份地勢較高之位置，可以俯視礁溪一帶及

宜蘭之重要地標─龜山島，為校內可見較佳景觀。 

一、校園綠美化  

(一)校園植栽現況概述  

為早日實現森林大學願景，本校自 89 年開辦以來，即有計畫廣植各類優良樹

種，如行道樹以濶葉、細葉、針葉、常綠、開花等本土高級喬木為主要植栽樹種，

並依海拔高低分段種植，以營造校園區域景觀變化。校內現已植喬木近 8,000 

棵，另木本花卉約已種植 3萬株以上。  

(二)大叢林自然生態發展  

保留自然植被如油桐樹、相思樹、山桂花、山紅柿，大頭茶、江某，木薑子，

筆筒樹，刺蔥等珍貴原生植物，開花季節可為校園山巒增添多樣色彩。已開發坡地

復育開花樹種，目前除已種植吉野櫻 2,000 棵、碧桃花 1,000 棵、山櫻花 450 

棵、台灣欒樹 300 棵、紅梅 1,000 棵外，更計劃以群植方式種植其他開花樹種，

期能為校園營造每季有花，花開滿山美景。  

(三)建築物週邊綠化  

各大樓館建築完成後，選擇樹型高大，枝葉翠綠濃密，能抗風害及可結果誘鳥

之高級喬木，種植在建物四周，養成後，建築群將座落於樹海中，忽隱若現；使人

與自然合而為一，營造本校成為一座具有濃厚人文氣息的美麗森林學府 。  

(四)園藝維護工作  

本校已訂定各類植栽養護計劃表，逐年編列年度預算依計劃實施定期維護工

作，另依季節性需求申請臨時工，加強支援防災及抗旱工作，將天然災害減至最

低。 

二、佛光校園動植物生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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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猴位於雲起樓後山壁 

臺灣獼猴的前肢比後肢短，各肢具有五趾。頭

圓，臉扁，額裸出，顏面呈淡紫色或深或淡，

隨個體的不同而有差異，分為白臉與紅臉，臉

頰上長有粗雜的長鬚，尾粗狀多毛，全身被厚

而軟的毛，冬季呈棕灰色，夏季呈棕綠色，四

肢較黑故有黑肢猿之稱。 

◎ 山羌位於十六亭橋下面山谷區 

俗名台灣山羌、羌仔、麂、麂子。 

草食性動物，為台灣特有亞種，台灣有三種 

鹿科動物分別是水鹿、梅花鹿及山羌，而山 

羌是體型最小的一種；該動物屬於珍貴稀有 

野生動物。身長不及一米，雄性有短角而雌 

性僅有骨質隆起，額內緣至角基內側各有 

一黑色條紋以及白色的腹部都是主要特徵叫聲似犬吠。 

◎ 山豬位於十六亭橋下面山谷區。 

台灣山豬，又叫野豬，移動性很強，從平 

地到海拔三千公尺的高山都有山豬的蹤跡 

，森林、草叢、竹林、開墾田地都是牠們 

活動的場所；入冬之後，山豬會朝低海拔 

遷徙。山豬一胎可以生三至六隻，食物種 

類極為廣泛，蚯蚓、昆蟲、地下莖、嫩葉 

、幾乎葷素不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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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山甲位於雲來集學生宿舍前方通往十六亭橋的山林 

別名：鯪鯉、土龜，是一種完全適應掘穴 

營生的異獸。全身除腹面、臉部及四肢內 

側外披滿鱗甲。頭尖、耳小、尾根粗大， 

四肢短壯且前爪極為發達，全體成紡棰形 

。體背中央鱗列 15~17片，全身佈滿稀疏 

粗毛。穿山甲沒有牙齒主要以白蟻為食， 

以伸縮自如、作用靈巧的長舌深入蟻穴粘食。 

◎ 赤腹松鼠 

 

別名蓬鼠體長約 22公分；體背面棕褐色，腹 

面為栗紅色，尾巴與身體一樣長。為樹棲、日

行性動物，以晨昏最為活躍。住在以帶葉的細

枝編織高掛樹梢的球形巢。每胎兩仔，通常一

年繁殖一～二胎。主要以植物的果、花、葉為

食。 

 

◎ 台灣野兔 

野兔在台灣只有一科一種，因島嶼隔離的演化 

而有些不同。台灣野兔原是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 

至五百公尺地域內的動物。野兔一胎產三至九子； 

在平原與丘陵交界，野兔是鷹類掠食的主要獵物 

之一。野兔則耳朵和四肢長，大多分佈在平原山 

野間，能適應各種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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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藍鵲出現於杏花林到樟樹區 

體長約 64~65 公分，尾長佔身長一半以上，頭頸 

黑色，嘴角鮮紅，眼睛虹彩為黃色，其餘部分為 

寶藍色。為雜食性鳥類，主要以植物之果實為食 

，也兼食其他鳥類、兩棲類、昆蟲及其他小型哺 

乳類。群居性，性情凶悍，會攻擊其他鳥類。因 

經常一隻接一隻排列飛過山谷，身後長尾拖曳， 

形成美麗隊伍，俗稱「長尾陣」。 

 

◎ 台灣松雀鷹 

台灣松雀鷹是體型最小的猛禽，體

長 28-37cm，飛行時翅膀圓寬，有

深色的喉央線，雌鳥比雄鳥的體型

大，胸部有縱斑，腹部及腹側有橫

斑。 

棲地在濕潤的落葉、針葉林，次生

林及紅樹林。主要以鳥類為食，也

吃昆蟲、蜥蜴、鼠、蛙。通常從空

中或地面及樹上捕捉獵物。4～8

月間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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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山竹雞 

深山竹雞，為台灣特有種，因其 

腳脛呈紅色，又名紅腳竹雞。 

分布於全島各地中、低海拔山區 

，雖名竹雞，卻和生長於山麓至 

低山區一帶的竹雞不同屬。牠們 

喜歡棲息於茂密的雜木林，生性 

隱密，以昆蟲或植物嫩芽、草籽 

為食。 

◎ 五色鳥 

身長 20cm，頭與喉部有黃、紅、

藍、黑色之外，全身為翠綠色，因

此稱五色鳥。體型圓胖，嘴巴粗

厚，基部有豎立的剛毛，尾巴和翅

膀稍短，不擅飛行，常靜立在枯枝

上，或停在喬木的中上層枝葉間。

主食昆蟲和其幼蟲、漿果或果實。 

◎ 白頭翁 

白頭翁在台灣西部平原至低海拔山區，是最 

常見的鳥種之一，多半棲息在市區公園、庭 

院及鄉間的樹林、農田、開墾地等環境中。 

夏天為繁殖期，常三五成群地活動，跟麻雀 

一樣，生性非常活潑好動，整天在枝頭間跳 

來跳去。主要食物以植物的果實、種子和昆 

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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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斑頸鳩 

俗名珠頸斑鳩、斑鳩、斑甲（閩南語） 

、布鴣仔（客家語），體長 30公分， 

嘴暗褐色，腳紅色，面額頭頂鼠灰色， 

頸側至後頸黑色有白斑點如珍珠，背灰 

色，尾羽深褐色，末端白斑點，胸腹淡 

紫色。平地、淺山樹林、菜園及城鎮公園、校園等普遍易見，常成對地面覓食。 

◎ 綠鷫眼多出現於二宿後的山櫻花區及雲五館前杜英樹區。 

綠繡眼又被稱為青笛仔，在台灣分 

布於低海拔至平地，最高曾在廬山 

海拔 1,000 公尺處有觀察記錄。另 

在城市的庭園、校園、公園等均能 

見其芳蹤。以花蜜、昆蟲、漿果等 

為食。 

 

◎ 大冠鷲出現於雲起樓、光雲館上空。 

俗名蛇鷹身長 70 公分，屬中大型猛禽， 

頭上有黑白相間的扇形羽冠。以蛇、蜥蜴 

、鼠類為食，有時亦捕食螃蟹。因體型龐 

大笨重，需要藉助上升氣流的力量飛翔， 

因此常要等到上午 9、10 點以後，才能看 

到牠們在山稜附近盤旋。冠鷲是台灣最為 

常見的鷲鷹類猛禽之一，也是最愛叫的猛 

禽。分布於中、低海拔之闊葉森林，為中 

低海拔地區常見之留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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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嘴角鶚 

雌雄羽毛同色；小腿的中部以上 

覆被羽毛。棲息於中、低海拔山 

區闊葉林或針闊葉混合林。大抵 

單獨活動，白天休息於樹洞或濃 

密樹叢中，在夜間掠食。飛翔無 

聲，以野鼠、小鳥或大型昆蟲為 

食。和一般貓頭鳥一樣，眼大、 

臉盤向前，少動眼球，頭部能轉動 180 度看後方。獵殺小動物時使用前後各二趾 

之腳趾和銳利的趾爪。 

◎ 香楠 

 

 

中喬木。葉紙質，長橢圓形至倒披針形，

先端尖瑞至漸尖，下表面灰綠色。花序被

毛，花被筒外面被毛，花被片兩面被毛。 

 

 

◎ 紅楠 

 

中低海拔植物，也稱豬腳楠， 

小枝紅褐色，漿果扁求形，暗 

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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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思樹 

原產恆春半島,是台灣主要的造林樹種

之一，是台灣早期最重要的薪炭材。

種子誤食會造成頭痛,噁心,腹痛,心跳

加快,甚至死亡。相思樹的根系非常發

達,又能耐風抗旱、適應貧瘠地,是綠

化荒山、保護水土的良好樹種。木材

可供製枕木、坑木及農具,更供作薪炭 

及種植為行道、園景樹;他的嫩芽可以治跌打損傷。 

◎ 山黃麻 

別稱麻布樹、山油麻等，常綠性中喬 

木或大喬木，生長極為迅速。分布於 

平地及低海拔山地，十分常見。韌皮 

纖維可製繩索及供紡織用。山黃麻為 

次生闊葉樹林中的代表樹種，其樹幹 

高大，故樹冠常位居最上層，清晰可 

辨。由於花數繁多，結果率亦高,故出現頻度極大。 

◎ 白匏子 

別名白背樹、白背葉、白匏、白葉仔，木材

做木屐、薪炭及小型器具生長快速，是崩塌

地做植被復育和播種植樹的極佳樹種，可藥

用：葉敷腫毒、治創傷，根及果實治跌打損

傷。分布於全島低海拔山區向陽處，但尤以

北部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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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杞 

常綠小喬木。幼嫩部分被褐色 

鱗片或粒狀毛茸。葉叢生枝端， 

長橢圓形或倒披甄撞倒卵形， 

先端頓,基部銳,革質，全緣。 

繖形花序做繖房排列,花冠白。 

果實球狀,熟果先紅轉黑色。用 

途:庭園美化;可單植或群植。 

◎ 大頭茶 

別名山茶花，常見於荒地、迎風坡的

抗性強的觀賞樹木。其木材紅褐色，

材質細緻，耐腐力強，為良好的建築

及薪炭材。有革質葉能耐風及耐旱，

在東北季風盛行的迎風陡坡能適應良

好。對污染的抗性也很強 

 

◎ 金新木薑子 

 

 

常綠喬木性徵：兩性花，其他：小枝 

被褐色伏毛，芽鱗略被褐色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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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筒樹 

筆筒樹是台灣最高大的蕨類植物，外型像棕 

櫚科的椰子樹般。整個樹幹因葉痕的配置， 

看起來有如蛇皮般，因此又被稱為蛇木桫欏 

。先民利用筆筒樹的莖幹鋸成圓筒形，把中 

心部位挖空製作筆筒，乃是筆筒樹名稱的源 

由。莖幹氣生根層常被園藝界用來製作養蘭 

的材料。過去在山區住家，也把筆筒樹的莖 

幹用來當蓋房舍的柱子建材，因有防白蟻蛀 

蝕之效果，且具不易腐爛之優點，所蓋房舍 

屋齡有達數十年者。葉柄靠近基部附近常有 

尖硬小刺，山區先民常以葉柄基部製作成廚 

房工具，用於研磨蘿蔔泥，芋頭泥，番薯粉等。 

 

◎ 裏白刺蔥 

落葉小喬木，屬陽性樹種，因葉背 

呈白色而得名。樹幹上有小刺，樹

幹筆直。每年秋季會開放出雪白的

花朵。單一花朵極小，但因成千上

萬朵的小花會形成一巨大花序，因

此極為醒目，是秋季山區很顯眼的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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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心石 

別名：鱸鰻、台灣含笑、 

扁玉蘭。性狀：屬於中低 

海拔變色葉常綠性喬木， 

葉互生革質，披針形或長 

橢圓形，全緣而呈波狀， 

葉片不會隨季節之變化而 

大量掉落，而是老葉自然 

更新前，會轉變成紅色後再凋落；具有大型托葉包於幼芽處，外被赤褐色絹毛，當

托葉脫落後，於枝條上留有明顯的環形托葉痕，此種特徵是很容易辨認。 

 

◎ 台灣肖楠 

為台灣產針葉樹一級木之一種

(針一級林)。分佈的海拔高度

比紅檜或台灣扁柏為低，喜於

向陽山坡。長圓錐狀樹型，直

幹，樹皮紅褐色；鱗狀葉很細

小，但比扁柏細長，小枝非常

扁平；毬果是圓錐狀的長橢圓

形；種子也是長橢圓形，具有 

薄翅。用途：竹屋的主樑及側樑的主建材。(木材質地緻密，不受白蟻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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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柏 

 

  幼株可盆栽、成株為高級庭園樹，常綠喬 

木，株高可達 20 公尺，葉對生。披針形至 

  橢圓，無主脈，厚革質。種子球形，呈青 

  藍色，被有白粉。 

 

 

三、校園美景 

自蘭陽平原之礁溪一帶，仰視本校，約位於環繞山脈之一半高度，其後尚有濃

密森林背景及千變萬化的雲層。 

  

空中鳥瞰本校儼然一座綠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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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女籃的多功能體育館，也是環保多功能的綠建築 

本校置身於山林間，有如一幅美麗的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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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之國度-雲來集 

大學校園體現慈善與智慧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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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化的光影將美麗的校園更襯托出來 

前衛建築與花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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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巨蛋掛在明媚夜勾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