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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蘭山，在日治早期的大比例臺灣全圖上皆可見到，但比較有

明確位置與正確海拔則出現於1907年的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標

高6410尺(約1923公尺，今1918公尺)，但棲蘭是甚麼意思，許多蘭

花附生於樹幹嗎？意象很美，但應不是原意。棲蘭與宜蘭一樣，皆

是原住民的語音。下澤伊八郎發表，泰雅族稱這座山為Babo Kan-

pilan，Babo是山，Kanpilan寫成棲蘭，原意則沒特別記載。1

 

這座山在日治末期的昭和18年(1943)2月，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向總督府殖產局提出棲蘭山森林利用開發計畫，從該年開始伐採生

產，預計年產量18萬立方公尺。主要伐採區為文山事業區76、77林

班、宜蘭事業區96、97、98林班與太平山事業區18、19、20、21林

班，以牛鬥為起點，新設濁水溪(今蘭陽溪)橫斷架空索道至蘭陽溪

北岸，再經專用鐵道1公里，以新設架空索道接至專用鐵道10公

里，順沿松羅溪右岸山坡朝西北方而行，至松羅溪上游後，再以架

空索道，可接至上濁水山的東南稜，最後是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續

向西北方延伸，此地靠近上濁水山的西側，可遙望棲蘭山了。預定

開發利用的設施計有：濁水溪橫斷架空索道、專用鐵道1公里、架

空索道、專用鐵道10公里、架空索道、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另外，

還有集材機6臺，柴油機關車6輛，蒸汽機關車2輛，運材臺車500

臺，運材車60輛，簡易製材所1處，電話線20公里。分2年度執行，

總經費151萬9000日圓。2

 

後來，曾對宜蘭事業區第97林班的一部分伐採，供應戰時緊急

軍公用材。這時的棲蘭山，主要指松羅溪上游，巴博庫魯山以東，

芃芃溪左岸的這片中海拔山區。

戰後的1950年起，林產管理局太平山林場曾在宜蘭事業區第

96、 97林班架設簡單索道，進行初期開發，但太平山事業區的

11-15、17-37林班尚未伐採。1957年6月，宜蘭市長陳阿呆等人向省

府陳情，請確立棲蘭山開發計畫。

宜蘭濁水溪北岸棲蘭山暨附近一帶，有天然林七十四個林班，

總面積二萬二千餘公頃，據傳可砍伐林木材積有九百七十餘萬立方

公尺，按照一般估計，可值二百億元以上，數字之大，實佔全省林

木總蓄積量八分之一，其所蘊藏資源，不可不謂豐富。因此，自日

據時期，則為萬人所共注目，且若棲蘭山決定開發，同時並可將大

溪、文山兩事業區林班統合經營，若此則於作業上尤獲便宜，其產

量當更增大。

棲蘭山木材，因宜蘭濁水溪之隔絕，甚難運至該林場(註：太平

山林場)，是以如要開發棲蘭山，自須另設機構，專責經營，方能切

合實際，而顯事功，尤須配合公路出口決定為宜蘭之理由所在(軍事

上需要，交通上方便，資源開發上適合等，為政府所持理由)，並須

針對準戰時體制，物資疏散之大原則(木材不使集積一處，分開貯

藏)，以及均衡發展地方計，以其再行擴展太平山林場，何若將林區

管理處(或專管林場)新設於宜蘭市或其附近地帶，始為得策，亦為

眾所公許。3 

棲蘭山林區，是以棲蘭山(海拔1918公尺)為北界，然後向西南

方延伸，經過婆羅山(海拔1415公尺)、芃芃山(海拔1713公尺)、烏山

(海拔1626公尺)這條山系，再到東保津寒山(海拔1963公尺)、眉有岩

山(海拔2328公尺)的這片東南向坡面，蘭陽溪則為東界與南界。

1958年1月20日，太平山林場成立棲蘭山工作站及林道工務所，

做了初期開發的努力。至於未來是林產管理局經營棲蘭山林區，還

是由輔導會經營，雙方幾經一番折衝。同年10月29日，林產管理局

奉准成立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劃定經營範圍為棲蘭山林區，

面積48766公頃。

1959年是重要的一年，很多事如火如荼進行了。1月22日，行政

院院會核定「橫貫公路沿線森林資源開發方案」。1月31日，開發方

案頒行。3月1日，砍伐工作開始。4月1日，排骨溪15公里改線測量

開始。5月3日，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開始運材作業，蔣經國主

委偕林產管理局陶玉田局長、農復會及安全分署外籍人士多人蒞處

視察。5月24日，中橫宜蘭支線通車。8月6日至次年3月29日，開闢

排骨溪新線林道10公里。10月10日，臺灣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在宜

蘭成立(隸屬輔導會)。10月29日，銷售業務開始，從此全面展開伐木

製材事業。

此後的棲蘭山，多指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工作站所在(負責伐

木作業)，為現今台7線74K+800的100線林道守衛站再向西進去3.3公

里處(海拔1200公尺)；至於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養路段(負責林道

修築)，位置在台7線66K+600，日後轉為救國團的明池青年活動中

心。後來站、段合一，搬遷至現今台7線82K+700，1967年11月15日

改稱棲蘭山工作區。棲蘭山林道的一道班位於台7線82K，四道班位

於台7線71K+600，至於二道班位於現今的100線林道2K，三道班則

位於9K。現今棲蘭這個地名，多指台7甲線3K的棲蘭山莊(海拔420

公尺)與棲蘭苗圃，那是在蘭陽溪北岸，靠近家源橋的棲蘭森林遊樂

區內。海拔越降越低，越降越南，這就是棲蘭。

森林伐採過程的環節很多，第一線作業主要為伐木的鏈鋸手與

運材車的司機。

李水塗出生於1932年，今年83歲，宜蘭人。早先都在太平山工

作，1973年來森開處。他經歷手作的年代，也進入鏈鋸的年代。4手

作無聲，通常用二種工具：五齒仔與大剖鋸。伐倒前用五齒仔，伐

倒後將太粗的樹再剖分，就用大剖鋸。至於鏈鋸，重約40公斤，常

用的鋸長有36吋、42吋。樹木欲倒向哪裡，缺口就作那個方向。倒

前，要先找好退路位置，迅即放下鏈鋸，連跑10幾米躲開。因為手

作的鋸木響聲很小，聽不到，樹木傾倒那一刻很危險，怕傷到在附

近作業的人，要發出叫喊。示警倒木的方向，通常有二種情況，四

種組合：直倒(順山谷)，sakayama；橫倒(順稜線)，yokoyama；左，

hidari；右，migi。陡峭斜坡很少讓樹直倒，因為木材容易下滑，不

易控制，以橫倒居多，只有緩坡或平地才會直倒。遇到大樹或巨木

都不怕，因為這種樹很獨立，自己一株，容易作業。倒是中型樹的

枝枒易勾纏，打到彼此，很難應付。

在宜蘭地區，紅檜不是最粗最大的樹，思源的臺灣雲杉胸徑有

420公分，棲蘭的臺灣杉胸徑有200公分，大約1小時至1小時半可伐

倒。一般而言，棲蘭的臺灣扁柏、紅檜胸徑多為140-150公分，大約

半小時可伐倒，而他一天可伐7-8棵。鏈鋸伐木的速度約是手作的10

倍，手作時，可以感覺有些樹很難鋸，鋸不動，但碰到鏈鋸都一

樣，沒差，直接伐倒。生木還要剖成段材，方便運送，通常剖成6公

尺，最長達8.4公尺，還是載下去。

伐木通常2人1組，鏈鋸手1名，助手1名。後來，伐木組編入集

材組之內，總計約15人，成為一個生產單位，通力合作，再依工作

性質分配利潤。因為林木要運出來才有價值，才能計價，光伐倒是

沒有用的，還要製材(削除分枝、裁切成需要長度)，還要檢尺(量測

木材的長寬厚、直徑等，以計算材積並分級)，還要集材，還要裝

材，最後運下山至貯木場，生產前段作業才告結束。當年的作業情

形是如何？1964年10月，森開處出版了《五年專輯》，提到棲蘭山

工作站現況：

1.伐木造材：該站之直營伐木造材作業均以鏈鋸行之，計分7

組。每組配有技工3人鏈鋸1臺，由伐木造材工2人操作，負責立木及

倒木之砍伐造材，另有檢尺工一名隨同伐木造材工前往工地，專司

原木檢尺及驗收。現在作業以110號林道沿線之太平山事業區21、

22、23各林班為主，計有6組從事作業。100號林道沿線太平山事業

區42林班次之，有1組施行作業。本（53）年度預定造材材積為

53237立方公尺，目前使用鏈鋸有「麥可樂」1-82型鏈鋸7部。

2.集裝材：該站現有七組集裝材組，每組配有技工15名，集材

機，裝材機各乙部，集材架線均採李吉屋式，裝材機通常僅負責裝

材工作，但如馬力與集材機相同之裝材機有時負責集材、裝材兩項

工作。迄目前為止。該站共有美製Skagit 175馬力柴油引擎集材機4

部，Skagit 96馬力柴油引擎裝材機4部，臺灣機械公司130馬力柴油

引擎集材機1部，每組有司機2名擔任集裝材機之操縱及保養，一、

二及三等工各4名，並由其中一等工1名兼任領班，負責領導全組工

作，其餘者擔任架線、撤線、捆材、信號、卸材、裝車等工作，另

有檢尺工一名隨同裝車檢尺及驗收原木。主要作業地區亦在110號林

道沿線，計有6組，100號林道沿線為副，僅有1組作業，各組分布於

太平山事業區42林班（一組）， 24林班（二組）， 23林班（二

組），22林班（二組）從事作業。4

春夏秋冬，天氣多樣變化。寒天也做嗎？下雨也做嗎？起霧也

做嗎？熱天也做嗎？李水塗說，下雨天很難做，多停工；起霧因為

看不到樹頂，所以也停工；大熱天沒關係，但山上沒有夏天呀，他

反問我。噢，對呢。他補充，倒是下霜或下雪便不伐木，因為從高

高樹頂打下來的雪塊很麻煩，也停工休息。至於工資呢？咦，我手

頭正好有一本1987-1988年棲蘭山工作區的計件工資單，翻一翻，鏈

鋸手的收入其實起起伏伏，好的時候逼近5萬5，差的時候3萬出頭。

以1988年5月份來看，沒錯，李水塗的採集直接生產費39869元，加

上附屬作業工資1249元，合計41118元，大概是平均值。不過，這工

資在當年算豐厚，養家活口，綽綽有餘。

據說鏈鋸手因為長期操作機具，末梢神經震盪受損，食中指泛

白，手臂無法舉高，這就是白手病。沒有沒有，李水塗說，我都吃

虎骨酒好的。這時有人在旁提醒，哪有那麼多虎骨，你吃的是假

的。真的假的，真真假假，反正做了41年，當一輩子的鏈鋸手，沒

得白手病，李水塗覺得虎骨酒，有效。

他最初伐木還是手作階段，對於樹種，自有一番見解。棲蘭山

林區的鐵杉因為氣候太潮濕，生長慢，年輪密，材質硬，是「正鐵

杉」。立霧溪林區和平山上的鐵杉很多，那裡較乾旱，生長快，胸

徑很粗很大，年輪疏，材質軟，是「軟鐵杉」。至於臺灣杉俗稱亞

杉，他就很不服氣。日本人把柳杉當第一名，臺灣杉次之，所以稱

亞杉。但柳杉在臺灣卻不是好材，臺灣杉則很棒，不怕水，無論製

作冰櫃、攔水柵、木瓦，都是最好的材料。

想過這工作危險嗎？怎會沒有，他說。面對森林的感覺，那是

何等浩瀚的一種大海，這海，他死裡逃生很多次。改天到現場，那

比較有感覺，李水塗最後說。等等，我還有很多問題，比如他一生

砍多少株紅檜、多少株扁柏、多少株臺灣杉巨木？在棲蘭山林區像

他這樣的鏈鋸手有幾位？也就是說，他們全部加起來，合砍了多少

樹？與樹共渡一生的人，他曾否想過樹是有生命的嗎？我曉得，他

知道我想問甚麼，那片消失隱沒的大海，最後奔向哪裡？

「那些司機一看山路這麼迴繞，路況又差，一個不留神，連人帶車

就摔下萬丈溪谷，許多人頓時就打退堂鼓了，最後只有二個人留下，我

就是其中之一。」多年後回憶，擔任運材車司機的許承蔚這麼說。5 

1962年，中央日報刊載徵才啟事，森開處招募運材車司機，月

薪保証3000元，在石門水庫工作的許承蔚一看，就寄出履歷報名

了。當時有20幾人來考，在臺北通過體檢與面試之後，錄取10幾

人，再到宜蘭複試。森開處準備了一臺運材車，讓這些司機從牛鬥

開到英士，這頭5人，那頭5人，開過換手，再開回去，如此交替，

挑出7、8人，最後到山上見習，實際開一次山路，那時路面又窄，

坡度又陡，卡車行駛其上實在很危險。

森開處當時伐木的主力有二處，各3機組，一在池端，一在棲蘭

(今100線林道內)，總共6組機具運轉。每天有10部大卡車從宜蘭貯木

場開至伐木現場，單趟里程至少68-70公里，車行約2小時多，一天

至多來回4趟。因為作業限制，10部大卡車只有前6部車子才能裝2次

材，後4部車子當日只能裝1次材。通常深夜3點發車，天未亮5點多

開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10點至10點半回至貯木場。最初是人工下

材，需時1小時半至2小時，後改成吊車下材，需時半小時至40分

鐘。接著就急忙上山，下午3點又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8點至8點半

回至貯木場。因為貯木場晚上9點關門，眼看時間來不及了，司機遠

遠地就會猛按喇叭，示意卡車就快到了。如果一關門，要到明晨才

進場下材，第二天早上就算白白浪費了。上山時，空車行進速度很

快，一路飆到底；下山時，木材滿載，車就龜速了，尤其從伐木現

場至百韜橋這段，真是很慢很慢。過了百韜橋，運材車似乎恢復體

力，朝宜蘭快速前進。運材車司機不是領月薪，是依出車次數加運

材量計酬。許承蔚是榮民，江西會昌人，1931年出生，1962年(當時

31歲)來森開處上班，一心只想多出幾趟車，多賺一些錢，努力不懈。

一臺運材車最多可載18立方公尺，1立方公尺鐵杉約重1200公

斤，一臺運材車最多載22公噸，但有時塞到24公噸。後來伐木機組

的人累積經驗後，會決定木材怎麼分配載運，鐵杉較重，放下面；

扁柏較輕，放上面。而紅檜更輕，1立方公尺約重900公斤，運材車

滿載只有16公噸。木材長度最長載過6.2-6.4公尺，但這樣就會突出

車尾，也會導致車頭抬起，俗稱翹頭，所以還要把長木材放上超出

車頭，俗稱壓頭，以求平衡，這也是運材車舊照常見的現象。1964

年出版的《五年專輯》裡，刊載了運材車結隊下山的照片，旁註寫

著：「滿載而歸」，那是當時全力投入森林資源開發的真實寫照。

山區車輛很少，又沒有交通車，往來進出多搭運材車，司機旁

可坐二人，左右車門外的踏板站1-2人，車頂木材上也擠坐好幾人，

就這樣浩浩蕩蕩地上山下山，或迎風，或緊緊扒住，威猛前行。說

到搭乘運材車，連駐地警察也會先來吩咐，拜託載一程哪。至於天

候影響，運材車夠重，不易打滑，下雪還是照開，風霜雨雪都不

怕。但山區下午4點就起霧，車至霧濃處無法前進，扒在車門外的人

會跳下去，拿手電筒前行，他就研判路緣邊界，一邊緩緩推進。霧

是一段一段，衝出濃霧，突然路就亮了，風景開了。

1960年9月，森開處買了10部KW(Kenworth)10輪大卡車，280

匹馬力，前輪的翼子板(前葉子板)為弧形。後來業務擴張，再買5部

KW(Kenworth)新型10輪大卡車，前輪的翼子板為方拱形。這種10

輪大卡車成本很高，載重12公噸，但常超載，汰舊更新時，添置了5

部五十鈴ISUZU的160匹馬力6輪大卡車，最後添置是5部福特FORD

的6輪大卡車。至於民間承攬運材多為三菱F USO的6輪大卡車與日

野HINO的6輪大卡車。

運材車不是只有在山上跑，為了建國60年國慶大典，森開處派

出10臺大卡車，30餘人參加遊行。二十五萬人的國慶大遊行，上午

十時正，在總統府前廣場出發，鼓樂喧天，彩幟飛舞。在警車前導之

下，遊行隊伍分青年、義士義胞、後備軍人、文教、勞工、婦女、農

民、民防、工商、榮民等十個大隊。代表二十萬榮民的榮民大隊，穿

著整齊的制服，代表著不同的單位，展示了他們辛勤的成果。

(僑胞)他們看到榮民事業管理處所出動的遊行隊伍，最感興趣

了。菲律賓僑胞施性然指出：榮民大隊的行列，不但旗幟鮮明，制服

整齊，而且他們的機動車輛最多，那種十多噸的推土機、運輸車，都

是龐然大物，即在海外，也很少看到。……榮民大隊昨天共出動了七

十多部車分別代表了榮民防衛隊、醫療隊、生產隊、子女隊和建設

隊。車上坐的均係百戰退伍、功在國家的榮民，個個精神抖擻，威風

仍然不減當年。6 

那是1971年10月9日，森開處的運材卡車走北宜公路至臺北，在

中山南路一一停好位置。這時的許承蔚不再開運材車，不是計次論

酬，他已是森開處正式員工，擔任交通車駕駛，不再跑山區，每天

接送員工與眷屬往來市區了。他駕駛交通車載著參加遊行的榮民職

工隨後出發，先到立法院附近接卡車司機上車，當晚這30多人都住

新店清溪山莊。第二天一早4點起床，5點出發，參加6點的升旗典

禮。預備兼等待，興奮又緊張，依排定次序展開遊行。

榮民生產隊的三輛滿載耶誕樹的卡車，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尤

其許多外籍人士特感與趣。榮民們經營的伐木事業，也是相當有成

就的，這次國慶大遊行，他們將巨大的木材及鏈鋸伐木機器展示出

來。7 

報紙沒有寫到，第一臺是新車，第二臺是舊車，後面又是新

車，全部重新噴漆。為了這次大遊行，10幾天沒運材。大家穿上筆

挺的綠色工作服，精神抖擻站在車上，前三臺車各站6人，分3組，

呈現伐木工班的搭配，1人肩扛鏈鋸，1人背著油桶手執油管。鏈鋸

約重40公斤，油桶約重10公斤。後七臺車則展示巨型板材、大棵原

木，或立或臥。車上的大棵原木是做出來的，取三合板捲成樹幹

狀，外面貼樹皮，兩端貼以鋸下的橫切木段，旁側再擺一些育苗木裝

飾，很有看頭。還有豎立車上的巨型板材，也是三合板做出來的，氣

勢壯觀，維妙維肖。一車一車前進，森開處精銳盡出。代表士農工

商、反共義士、海外僑胞及榮民等單位的十大隊伍，最具特色，由大

會會場出發，經過重慶南路，左轉衡陽路，右轉博愛路，再右轉忠孝

西路，繼續東行至林森南路口解散。這次的國慶大遊行，展品全由生

產組製作，生產組的毛德麟出名了，這都是他想出來的點子。

從運材車改開交通車，是甚麼心情呢？後來，許承蔚外調支援

輔導會一段時間，開著交通車，載文化工作隊到全島表演。輔導會文

化工作隊有二支，一支是平劇隊，另一支是輕音樂隊。他記得很清

楚，當時輔導會下轄113個單位，文化工作隊就是到各單位慰勞榮

民，每地停留3-7天不等，像花蓮玉里就住了一個禮拜，3個月繞一圈

臺灣。輕音樂隊就是吹樂器、打鼓、唱歌跳舞，都是年輕女孩子。他

說，那真是充滿歡樂又辛勞的日子，3個月繞一圈臺灣。

我聽起來卻很幸福，因為84歲的他，臉上表情盡是笑容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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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蘭山，在日治早期的大比例臺灣全圖上皆可見到，但比較有

明確位置與正確海拔則出現於1907年的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標

高6410尺(約1923公尺，今1918公尺)，但棲蘭是甚麼意思，許多蘭

花附生於樹幹嗎？意象很美，但應不是原意。棲蘭與宜蘭一樣，皆

是原住民的語音。下澤伊八郎發表，泰雅族稱這座山為Babo Kan-

pilan，Babo是山，Kanpilan寫成棲蘭，原意則沒特別記載。1

 

這座山在日治末期的昭和18年(1943)2月，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向總督府殖產局提出棲蘭山森林利用開發計畫，從該年開始伐採生

產，預計年產量18萬立方公尺。主要伐採區為文山事業區76、77林

班、宜蘭事業區96、97、98林班與太平山事業區18、19、20、21林

班，以牛鬥為起點，新設濁水溪(今蘭陽溪)橫斷架空索道至蘭陽溪

北岸，再經專用鐵道1公里，以新設架空索道接至專用鐵道10公

里，順沿松羅溪右岸山坡朝西北方而行，至松羅溪上游後，再以架

空索道，可接至上濁水山的東南稜，最後是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續

向西北方延伸，此地靠近上濁水山的西側，可遙望棲蘭山了。預定

開發利用的設施計有：濁水溪橫斷架空索道、專用鐵道1公里、架

空索道、專用鐵道10公里、架空索道、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另外，

還有集材機6臺，柴油機關車6輛，蒸汽機關車2輛，運材臺車500

臺，運材車60輛，簡易製材所1處，電話線20公里。分2年度執行，

總經費151萬9000日圓。2

 

後來，曾對宜蘭事業區第97林班的一部分伐採，供應戰時緊急

軍公用材。這時的棲蘭山，主要指松羅溪上游，巴博庫魯山以東，

芃芃溪左岸的這片中海拔山區。

戰後的1950年起，林產管理局太平山林場曾在宜蘭事業區第

96、 97林班架設簡單索道，進行初期開發，但太平山事業區的

11-15、17-37林班尚未伐採。1957年6月，宜蘭市長陳阿呆等人向省

府陳情，請確立棲蘭山開發計畫。

宜蘭濁水溪北岸棲蘭山暨附近一帶，有天然林七十四個林班，

總面積二萬二千餘公頃，據傳可砍伐林木材積有九百七十餘萬立方

公尺，按照一般估計，可值二百億元以上，數字之大，實佔全省林

木總蓄積量八分之一，其所蘊藏資源，不可不謂豐富。因此，自日

據時期，則為萬人所共注目，且若棲蘭山決定開發，同時並可將大

溪、文山兩事業區林班統合經營，若此則於作業上尤獲便宜，其產

量當更增大。

棲蘭山木材，因宜蘭濁水溪之隔絕，甚難運至該林場(註：太平

山林場)，是以如要開發棲蘭山，自須另設機構，專責經營，方能切

合實際，而顯事功，尤須配合公路出口決定為宜蘭之理由所在(軍事

上需要，交通上方便，資源開發上適合等，為政府所持理由)，並須

針對準戰時體制，物資疏散之大原則(木材不使集積一處，分開貯

藏)，以及均衡發展地方計，以其再行擴展太平山林場，何若將林區

管理處(或專管林場)新設於宜蘭市或其附近地帶，始為得策，亦為

眾所公許。3 

棲蘭山林區，是以棲蘭山(海拔1918公尺)為北界，然後向西南

方延伸，經過婆羅山(海拔1415公尺)、芃芃山(海拔1713公尺)、烏山

(海拔1626公尺)這條山系，再到東保津寒山(海拔1963公尺)、眉有岩

山(海拔2328公尺)的這片東南向坡面，蘭陽溪則為東界與南界。

1958年1月20日，太平山林場成立棲蘭山工作站及林道工務所，

做了初期開發的努力。至於未來是林產管理局經營棲蘭山林區，還

是由輔導會經營，雙方幾經一番折衝。同年10月29日，林產管理局

奉准成立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劃定經營範圍為棲蘭山林區，

面積48766公頃。

1959年是重要的一年，很多事如火如荼進行了。1月22日，行政

院院會核定「橫貫公路沿線森林資源開發方案」。1月31日，開發方

案頒行。3月1日，砍伐工作開始。4月1日，排骨溪15公里改線測量

開始。5月3日，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開始運材作業，蔣經國主

委偕林產管理局陶玉田局長、農復會及安全分署外籍人士多人蒞處

視察。5月24日，中橫宜蘭支線通車。8月6日至次年3月29日，開闢

排骨溪新線林道10公里。10月10日，臺灣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在宜

蘭成立(隸屬輔導會)。10月29日，銷售業務開始，從此全面展開伐木

製材事業。

此後的棲蘭山，多指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工作站所在(負責伐

木作業)，為現今台7線74K+800的100線林道守衛站再向西進去3.3公

里處(海拔1200公尺)；至於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養路段(負責林道

修築)，位置在台7線66K+600，日後轉為救國團的明池青年活動中

心。後來站、段合一，搬遷至現今台7線82K+700，1967年11月15日

改稱棲蘭山工作區。棲蘭山林道的一道班位於台7線82K，四道班位

於台7線71K+600，至於二道班位於現今的100線林道2K，三道班則

位於9K。現今棲蘭這個地名，多指台7甲線3K的棲蘭山莊(海拔420

公尺)與棲蘭苗圃，那是在蘭陽溪北岸，靠近家源橋的棲蘭森林遊樂

區內。海拔越降越低，越降越南，這就是棲蘭。

森林伐採過程的環節很多，第一線作業主要為伐木的鏈鋸手與

運材車的司機。

李水塗出生於1932年，今年83歲，宜蘭人。早先都在太平山工

作，1973年來森開處。他經歷手作的年代，也進入鏈鋸的年代。4手

作無聲，通常用二種工具：五齒仔與大剖鋸。伐倒前用五齒仔，伐

倒後將太粗的樹再剖分，就用大剖鋸。至於鏈鋸，重約40公斤，常

用的鋸長有36吋、42吋。樹木欲倒向哪裡，缺口就作那個方向。倒

前，要先找好退路位置，迅即放下鏈鋸，連跑10幾米躲開。因為手

作的鋸木響聲很小，聽不到，樹木傾倒那一刻很危險，怕傷到在附

近作業的人，要發出叫喊。示警倒木的方向，通常有二種情況，四

種組合：直倒(順山谷)，sakayama；橫倒(順稜線)，yokoyama；左，

hidari；右，migi。陡峭斜坡很少讓樹直倒，因為木材容易下滑，不

易控制，以橫倒居多，只有緩坡或平地才會直倒。遇到大樹或巨木

都不怕，因為這種樹很獨立，自己一株，容易作業。倒是中型樹的

枝枒易勾纏，打到彼此，很難應付。

在宜蘭地區，紅檜不是最粗最大的樹，思源的臺灣雲杉胸徑有

420公分，棲蘭的臺灣杉胸徑有200公分，大約1小時至1小時半可伐

倒。一般而言，棲蘭的臺灣扁柏、紅檜胸徑多為140-150公分，大約

半小時可伐倒，而他一天可伐7-8棵。鏈鋸伐木的速度約是手作的10

倍，手作時，可以感覺有些樹很難鋸，鋸不動，但碰到鏈鋸都一

樣，沒差，直接伐倒。生木還要剖成段材，方便運送，通常剖成6公

尺，最長達8.4公尺，還是載下去。

伐木通常2人1組，鏈鋸手1名，助手1名。後來，伐木組編入集

材組之內，總計約15人，成為一個生產單位，通力合作，再依工作

性質分配利潤。因為林木要運出來才有價值，才能計價，光伐倒是

沒有用的，還要製材(削除分枝、裁切成需要長度)，還要檢尺(量測

木材的長寬厚、直徑等，以計算材積並分級)，還要集材，還要裝

材，最後運下山至貯木場，生產前段作業才告結束。當年的作業情

形是如何？1964年10月，森開處出版了《五年專輯》，提到棲蘭山

工作站現況：

1.伐木造材：該站之直營伐木造材作業均以鏈鋸行之，計分7

組。每組配有技工3人鏈鋸1臺，由伐木造材工2人操作，負責立木及

倒木之砍伐造材，另有檢尺工一名隨同伐木造材工前往工地，專司

原木檢尺及驗收。現在作業以110號林道沿線之太平山事業區21、

22、23各林班為主，計有6組從事作業。100號林道沿線太平山事業

區42林班次之，有1組施行作業。本（53）年度預定造材材積為

53237立方公尺，目前使用鏈鋸有「麥可樂」1-82型鏈鋸7部。

2.集裝材：該站現有七組集裝材組，每組配有技工15名，集材

機，裝材機各乙部，集材架線均採李吉屋式，裝材機通常僅負責裝

材工作，但如馬力與集材機相同之裝材機有時負責集材、裝材兩項

工作。迄目前為止。該站共有美製Skagit 175馬力柴油引擎集材機4

部，Skagit 96馬力柴油引擎裝材機4部，臺灣機械公司130馬力柴油

引擎集材機1部，每組有司機2名擔任集裝材機之操縱及保養，一、

二及三等工各4名，並由其中一等工1名兼任領班，負責領導全組工

作，其餘者擔任架線、撤線、捆材、信號、卸材、裝車等工作，另

有檢尺工一名隨同裝車檢尺及驗收原木。主要作業地區亦在110號林

道沿線，計有6組，100號林道沿線為副，僅有1組作業，各組分布於

太平山事業區42林班（一組）， 24林班（二組）， 23林班（二

組），22林班（二組）從事作業。4

春夏秋冬，天氣多樣變化。寒天也做嗎？下雨也做嗎？起霧也

做嗎？熱天也做嗎？李水塗說，下雨天很難做，多停工；起霧因為

看不到樹頂，所以也停工；大熱天沒關係，但山上沒有夏天呀，他

反問我。噢，對呢。他補充，倒是下霜或下雪便不伐木，因為從高

高樹頂打下來的雪塊很麻煩，也停工休息。至於工資呢？咦，我手

頭正好有一本1987-1988年棲蘭山工作區的計件工資單，翻一翻，鏈

鋸手的收入其實起起伏伏，好的時候逼近5萬5，差的時候3萬出頭。

以1988年5月份來看，沒錯，李水塗的採集直接生產費39869元，加

上附屬作業工資1249元，合計41118元，大概是平均值。不過，這工

資在當年算豐厚，養家活口，綽綽有餘。

據說鏈鋸手因為長期操作機具，末梢神經震盪受損，食中指泛

白，手臂無法舉高，這就是白手病。沒有沒有，李水塗說，我都吃

虎骨酒好的。這時有人在旁提醒，哪有那麼多虎骨，你吃的是假

的。真的假的，真真假假，反正做了41年，當一輩子的鏈鋸手，沒

得白手病，李水塗覺得虎骨酒，有效。

他最初伐木還是手作階段，對於樹種，自有一番見解。棲蘭山

林區的鐵杉因為氣候太潮濕，生長慢，年輪密，材質硬，是「正鐵

杉」。立霧溪林區和平山上的鐵杉很多，那裡較乾旱，生長快，胸

徑很粗很大，年輪疏，材質軟，是「軟鐵杉」。至於臺灣杉俗稱亞

杉，他就很不服氣。日本人把柳杉當第一名，臺灣杉次之，所以稱

亞杉。但柳杉在臺灣卻不是好材，臺灣杉則很棒，不怕水，無論製

作冰櫃、攔水柵、木瓦，都是最好的材料。

想過這工作危險嗎？怎會沒有，他說。面對森林的感覺，那是

何等浩瀚的一種大海，這海，他死裡逃生很多次。改天到現場，那

比較有感覺，李水塗最後說。等等，我還有很多問題，比如他一生

砍多少株紅檜、多少株扁柏、多少株臺灣杉巨木？在棲蘭山林區像

他這樣的鏈鋸手有幾位？也就是說，他們全部加起來，合砍了多少

樹？與樹共渡一生的人，他曾否想過樹是有生命的嗎？我曉得，他

知道我想問甚麼，那片消失隱沒的大海，最後奔向哪裡？

「那些司機一看山路這麼迴繞，路況又差，一個不留神，連人帶車

就摔下萬丈溪谷，許多人頓時就打退堂鼓了，最後只有二個人留下，我

就是其中之一。」多年後回憶，擔任運材車司機的許承蔚這麼說。5 

1962年，中央日報刊載徵才啟事，森開處招募運材車司機，月

薪保証3000元，在石門水庫工作的許承蔚一看，就寄出履歷報名

了。當時有20幾人來考，在臺北通過體檢與面試之後，錄取10幾

人，再到宜蘭複試。森開處準備了一臺運材車，讓這些司機從牛鬥

開到英士，這頭5人，那頭5人，開過換手，再開回去，如此交替，

挑出7、8人，最後到山上見習，實際開一次山路，那時路面又窄，

坡度又陡，卡車行駛其上實在很危險。

森開處當時伐木的主力有二處，各3機組，一在池端，一在棲蘭

(今100線林道內)，總共6組機具運轉。每天有10部大卡車從宜蘭貯木

場開至伐木現場，單趟里程至少68-70公里，車行約2小時多，一天

至多來回4趟。因為作業限制，10部大卡車只有前6部車子才能裝2次

材，後4部車子當日只能裝1次材。通常深夜3點發車，天未亮5點多

開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10點至10點半回至貯木場。最初是人工下

材，需時1小時半至2小時，後改成吊車下材，需時半小時至40分

鐘。接著就急忙上山，下午3點又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8點至8點半

回至貯木場。因為貯木場晚上9點關門，眼看時間來不及了，司機遠

遠地就會猛按喇叭，示意卡車就快到了。如果一關門，要到明晨才

進場下材，第二天早上就算白白浪費了。上山時，空車行進速度很

快，一路飆到底；下山時，木材滿載，車就龜速了，尤其從伐木現

場至百韜橋這段，真是很慢很慢。過了百韜橋，運材車似乎恢復體

力，朝宜蘭快速前進。運材車司機不是領月薪，是依出車次數加運

材量計酬。許承蔚是榮民，江西會昌人，1931年出生，1962年(當時

31歲)來森開處上班，一心只想多出幾趟車，多賺一些錢，努力不懈。

一臺運材車最多可載18立方公尺，1立方公尺鐵杉約重1200公

斤，一臺運材車最多載22公噸，但有時塞到24公噸。後來伐木機組

的人累積經驗後，會決定木材怎麼分配載運，鐵杉較重，放下面；

扁柏較輕，放上面。而紅檜更輕，1立方公尺約重900公斤，運材車

滿載只有16公噸。木材長度最長載過6.2-6.4公尺，但這樣就會突出

車尾，也會導致車頭抬起，俗稱翹頭，所以還要把長木材放上超出

車頭，俗稱壓頭，以求平衡，這也是運材車舊照常見的現象。1964

年出版的《五年專輯》裡，刊載了運材車結隊下山的照片，旁註寫

著：「滿載而歸」，那是當時全力投入森林資源開發的真實寫照。

山區車輛很少，又沒有交通車，往來進出多搭運材車，司機旁

可坐二人，左右車門外的踏板站1-2人，車頂木材上也擠坐好幾人，

就這樣浩浩蕩蕩地上山下山，或迎風，或緊緊扒住，威猛前行。說

到搭乘運材車，連駐地警察也會先來吩咐，拜託載一程哪。至於天

候影響，運材車夠重，不易打滑，下雪還是照開，風霜雨雪都不

怕。但山區下午4點就起霧，車至霧濃處無法前進，扒在車門外的人

會跳下去，拿手電筒前行，他就研判路緣邊界，一邊緩緩推進。霧

是一段一段，衝出濃霧，突然路就亮了，風景開了。

1960年9月，森開處買了10部KW(Kenworth)10輪大卡車，280

匹馬力，前輪的翼子板(前葉子板)為弧形。後來業務擴張，再買5部

KW(Kenworth)新型10輪大卡車，前輪的翼子板為方拱形。這種10

輪大卡車成本很高，載重12公噸，但常超載，汰舊更新時，添置了5

部五十鈴ISUZU的160匹馬力6輪大卡車，最後添置是5部福特FORD

的6輪大卡車。至於民間承攬運材多為三菱F USO的6輪大卡車與日

野HINO的6輪大卡車。

運材車不是只有在山上跑，為了建國60年國慶大典，森開處派

出10臺大卡車，30餘人參加遊行。二十五萬人的國慶大遊行，上午

十時正，在總統府前廣場出發，鼓樂喧天，彩幟飛舞。在警車前導之

下，遊行隊伍分青年、義士義胞、後備軍人、文教、勞工、婦女、農

民、民防、工商、榮民等十個大隊。代表二十萬榮民的榮民大隊，穿

著整齊的制服，代表著不同的單位，展示了他們辛勤的成果。

(僑胞)他們看到榮民事業管理處所出動的遊行隊伍，最感興趣

了。菲律賓僑胞施性然指出：榮民大隊的行列，不但旗幟鮮明，制服

整齊，而且他們的機動車輛最多，那種十多噸的推土機、運輸車，都

是龐然大物，即在海外，也很少看到。……榮民大隊昨天共出動了七

十多部車分別代表了榮民防衛隊、醫療隊、生產隊、子女隊和建設

隊。車上坐的均係百戰退伍、功在國家的榮民，個個精神抖擻，威風

仍然不減當年。6 

那是1971年10月9日，森開處的運材卡車走北宜公路至臺北，在

中山南路一一停好位置。這時的許承蔚不再開運材車，不是計次論

酬，他已是森開處正式員工，擔任交通車駕駛，不再跑山區，每天

接送員工與眷屬往來市區了。他駕駛交通車載著參加遊行的榮民職

工隨後出發，先到立法院附近接卡車司機上車，當晚這30多人都住

新店清溪山莊。第二天一早4點起床，5點出發，參加6點的升旗典

禮。預備兼等待，興奮又緊張，依排定次序展開遊行。

榮民生產隊的三輛滿載耶誕樹的卡車，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尤

其許多外籍人士特感與趣。榮民們經營的伐木事業，也是相當有成

就的，這次國慶大遊行，他們將巨大的木材及鏈鋸伐木機器展示出

來。7 

報紙沒有寫到，第一臺是新車，第二臺是舊車，後面又是新

車，全部重新噴漆。為了這次大遊行，10幾天沒運材。大家穿上筆

挺的綠色工作服，精神抖擻站在車上，前三臺車各站6人，分3組，

呈現伐木工班的搭配，1人肩扛鏈鋸，1人背著油桶手執油管。鏈鋸

約重40公斤，油桶約重10公斤。後七臺車則展示巨型板材、大棵原

木，或立或臥。車上的大棵原木是做出來的，取三合板捲成樹幹

狀，外面貼樹皮，兩端貼以鋸下的橫切木段，旁側再擺一些育苗木裝

飾，很有看頭。還有豎立車上的巨型板材，也是三合板做出來的，氣

勢壯觀，維妙維肖。一車一車前進，森開處精銳盡出。代表士農工

商、反共義士、海外僑胞及榮民等單位的十大隊伍，最具特色，由大

會會場出發，經過重慶南路，左轉衡陽路，右轉博愛路，再右轉忠孝

西路，繼續東行至林森南路口解散。這次的國慶大遊行，展品全由生

產組製作，生產組的毛德麟出名了，這都是他想出來的點子。

從運材車改開交通車，是甚麼心情呢？後來，許承蔚外調支援

輔導會一段時間，開著交通車，載文化工作隊到全島表演。輔導會文

化工作隊有二支，一支是平劇隊，另一支是輕音樂隊。他記得很清

楚，當時輔導會下轄113個單位，文化工作隊就是到各單位慰勞榮

民，每地停留3-7天不等，像花蓮玉里就住了一個禮拜，3個月繞一圈

臺灣。輕音樂隊就是吹樂器、打鼓、唱歌跳舞，都是年輕女孩子。他

說，那真是充滿歡樂又辛勞的日子，3個月繞一圈臺灣。

我聽起來卻很幸福，因為84歲的他，臉上表情盡是笑容哪。

本會森林保育處於民國103年出版「霧林老兵」一書，回顧了早

年榮民前輩們在雲霧繚繞的蒼翠山林中披荊斬棘以啟山林之奮鬥精

神。森保處今年持續蒐集整理相關文獻後獲致，北部橫貫公路開築

之過程，亦如同東西橫貫公路(中橫)和許多臺灣東部的重要建設，

其背後均是由榮民弟兄點滴奉獻之成果。

　　

「不滅的榮光」書名係取自經國先生於53年7月1日辭去本會主

任委員之際於聯合報發表<永生不滅的榮光>一文。本書除闡敘北橫

公路東段借用森保處林道之始末及早年森保處產製木製課桌椅之歷

程，亦細數森林開發處演變至森林保育處的過往，出刊此書殊有深

意。

　　

感謝臺北藝術大學李瑞宗教授及森保處同仁，積極蒐集、整理

相關文史及珍貴照片，讓本書付梓後使國人及社會大眾更能夠了解

輔導會榮民前輩對山林保育之貢獻，更期盼榮光持續發揚永生不

滅。

主任委員序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謹識

光復初期，臺灣受中央山脈阻隔，東西交通不便，為開發山林資

源、便利交通及國防需要，爰有開闢東西橫貫公路之議；中橫及北橫

公路的開發，均是在動力機械未全面普及，尚須大量使用人力的時空

背景下一鍬一鏟完成，榮民先輩築路過程之艱辛程度可想而知。

今年適逢國父誕辰150周年，森保處藉此機會尋回了50年前經國

先生親植的扁柏小苗，併同當時黃杰省主席及趙聚玉主委所植苗木

等，如今已成長為鬱鬱蒼蒼的國父誕辰百齡紀念林，同時也回顧了

明池森林遊樂區開發歷程，更感謝李瑞宗教授的不吝幫忙，肩負起

本書的撰述，還有輔導會事業管理處及綜合規劃處協助蒐集史料與

指導，得以重新蒐整了本處榮民前輩們興建北橫公路的珍貴資料。

有關尹世傳、林憲三、林健民、許哲仁、帥英才、駱義發、陳秀

娟、許承蔚、田洪福、李水塗、賴陳淑惠等第一線前輩們的分享，

重現了當年闢建林道、伐木造林、製作課桌椅、設立森林遊樂區的

原貌；期間力麗明池公司郭濟綱董事長及黃武雄總經理之協助，才

有本書的出版，在此均一併感謝。

森保處棲蘭山林區擁有鴛鴦湖自然保留區、神木園、世界遺產

檜木林資源，是五十年多來榮民前輩保護的成果，如今仍有一群人

堅守崗位，每日守護這片山林，這片美景可以說是榮民們從大自然

中打磨出來的結晶，亙久的在北橫明珠中輝映著不滅的榮光。

處長序

森林保育事業管理處

處 長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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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蘭山，在日治早期的大比例臺灣全圖上皆可見到，但比較有

明確位置與正確海拔則出現於1907年的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標

高6410尺(約1923公尺，今1918公尺)，但棲蘭是甚麼意思，許多蘭

花附生於樹幹嗎？意象很美，但應不是原意。棲蘭與宜蘭一樣，皆

是原住民的語音。下澤伊八郎發表，泰雅族稱這座山為Babo Kan-

pilan，Babo是山，Kanpilan寫成棲蘭，原意則沒特別記載。1

 

這座山在日治末期的昭和18年(1943)2月，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向總督府殖產局提出棲蘭山森林利用開發計畫，從該年開始伐採生

產，預計年產量18萬立方公尺。主要伐採區為文山事業區76、77林

班、宜蘭事業區96、97、98林班與太平山事業區18、19、20、21林

班，以牛鬥為起點，新設濁水溪(今蘭陽溪)橫斷架空索道至蘭陽溪

北岸，再經專用鐵道1公里，以新設架空索道接至專用鐵道10公

里，順沿松羅溪右岸山坡朝西北方而行，至松羅溪上游後，再以架

空索道，可接至上濁水山的東南稜，最後是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續

向西北方延伸，此地靠近上濁水山的西側，可遙望棲蘭山了。預定

開發利用的設施計有：濁水溪橫斷架空索道、專用鐵道1公里、架

空索道、專用鐵道10公里、架空索道、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另外，

還有集材機6臺，柴油機關車6輛，蒸汽機關車2輛，運材臺車500

臺，運材車60輛，簡易製材所1處，電話線20公里。分2年度執行，

總經費151萬9000日圓。2

 

後來，曾對宜蘭事業區第97林班的一部分伐採，供應戰時緊急

軍公用材。這時的棲蘭山，主要指松羅溪上游，巴博庫魯山以東，

芃芃溪左岸的這片中海拔山區。

戰後的1950年起，林產管理局太平山林場曾在宜蘭事業區第

96、 97林班架設簡單索道，進行初期開發，但太平山事業區的

11-15、17-37林班尚未伐採。1957年6月，宜蘭市長陳阿呆等人向省

府陳情，請確立棲蘭山開發計畫。

宜蘭濁水溪北岸棲蘭山暨附近一帶，有天然林七十四個林班，

總面積二萬二千餘公頃，據傳可砍伐林木材積有九百七十餘萬立方

公尺，按照一般估計，可值二百億元以上，數字之大，實佔全省林

木總蓄積量八分之一，其所蘊藏資源，不可不謂豐富。因此，自日

據時期，則為萬人所共注目，且若棲蘭山決定開發，同時並可將大

溪、文山兩事業區林班統合經營，若此則於作業上尤獲便宜，其產

量當更增大。

棲蘭山木材，因宜蘭濁水溪之隔絕，甚難運至該林場(註：太平

山林場)，是以如要開發棲蘭山，自須另設機構，專責經營，方能切

合實際，而顯事功，尤須配合公路出口決定為宜蘭之理由所在(軍事

上需要，交通上方便，資源開發上適合等，為政府所持理由)，並須

針對準戰時體制，物資疏散之大原則(木材不使集積一處，分開貯

藏)，以及均衡發展地方計，以其再行擴展太平山林場，何若將林區

管理處(或專管林場)新設於宜蘭市或其附近地帶，始為得策，亦為

眾所公許。3 

棲蘭山林區，是以棲蘭山(海拔1918公尺)為北界，然後向西南

方延伸，經過婆羅山(海拔1415公尺)、芃芃山(海拔1713公尺)、烏山

(海拔1626公尺)這條山系，再到東保津寒山(海拔1963公尺)、眉有岩

山(海拔2328公尺)的這片東南向坡面，蘭陽溪則為東界與南界。

1958年1月20日，太平山林場成立棲蘭山工作站及林道工務所，

做了初期開發的努力。至於未來是林產管理局經營棲蘭山林區，還

是由輔導會經營，雙方幾經一番折衝。同年10月29日，林產管理局

奉准成立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劃定經營範圍為棲蘭山林區，

面積48766公頃。

1959年是重要的一年，很多事如火如荼進行了。1月22日，行政

院院會核定「橫貫公路沿線森林資源開發方案」。1月31日，開發方

案頒行。3月1日，砍伐工作開始。4月1日，排骨溪15公里改線測量

開始。5月3日，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開始運材作業，蔣經國主

委偕林產管理局陶玉田局長、農復會及安全分署外籍人士多人蒞處

視察。5月24日，中橫宜蘭支線通車。8月6日至次年3月29日，開闢

排骨溪新線林道10公里。10月10日，臺灣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在宜

蘭成立(隸屬輔導會)。10月29日，銷售業務開始，從此全面展開伐木

製材事業。

此後的棲蘭山，多指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工作站所在(負責伐

木作業)，為現今台7線74K+800的100線林道守衛站再向西進去3.3公

里處(海拔1200公尺)；至於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養路段(負責林道

修築)，位置在台7線66K+600，日後轉為救國團的明池青年活動中

心。後來站、段合一，搬遷至現今台7線82K+700，1967年11月15日

改稱棲蘭山工作區。棲蘭山林道的一道班位於台7線82K，四道班位

於台7線71K+600，至於二道班位於現今的100線林道2K，三道班則

位於9K。現今棲蘭這個地名，多指台7甲線3K的棲蘭山莊(海拔420

公尺)與棲蘭苗圃，那是在蘭陽溪北岸，靠近家源橋的棲蘭森林遊樂

區內。海拔越降越低，越降越南，這就是棲蘭。

森林伐採過程的環節很多，第一線作業主要為伐木的鏈鋸手與

運材車的司機。

李水塗出生於1932年，今年83歲，宜蘭人。早先都在太平山工

作，1973年來森開處。他經歷手作的年代，也進入鏈鋸的年代。4手

作無聲，通常用二種工具：五齒仔與大剖鋸。伐倒前用五齒仔，伐

倒後將太粗的樹再剖分，就用大剖鋸。至於鏈鋸，重約40公斤，常

用的鋸長有36吋、42吋。樹木欲倒向哪裡，缺口就作那個方向。倒

前，要先找好退路位置，迅即放下鏈鋸，連跑10幾米躲開。因為手

作的鋸木響聲很小，聽不到，樹木傾倒那一刻很危險，怕傷到在附

近作業的人，要發出叫喊。示警倒木的方向，通常有二種情況，四

種組合：直倒(順山谷)，sakayama；橫倒(順稜線)，yokoyama；左，

hidari；右，migi。陡峭斜坡很少讓樹直倒，因為木材容易下滑，不

易控制，以橫倒居多，只有緩坡或平地才會直倒。遇到大樹或巨木

都不怕，因為這種樹很獨立，自己一株，容易作業。倒是中型樹的

枝枒易勾纏，打到彼此，很難應付。

在宜蘭地區，紅檜不是最粗最大的樹，思源的臺灣雲杉胸徑有

420公分，棲蘭的臺灣杉胸徑有200公分，大約1小時至1小時半可伐

倒。一般而言，棲蘭的臺灣扁柏、紅檜胸徑多為140-150公分，大約

半小時可伐倒，而他一天可伐7-8棵。鏈鋸伐木的速度約是手作的10

倍，手作時，可以感覺有些樹很難鋸，鋸不動，但碰到鏈鋸都一

樣，沒差，直接伐倒。生木還要剖成段材，方便運送，通常剖成6公

尺，最長達8.4公尺，還是載下去。

伐木通常2人1組，鏈鋸手1名，助手1名。後來，伐木組編入集

材組之內，總計約15人，成為一個生產單位，通力合作，再依工作

性質分配利潤。因為林木要運出來才有價值，才能計價，光伐倒是

沒有用的，還要製材(削除分枝、裁切成需要長度)，還要檢尺(量測

木材的長寬厚、直徑等，以計算材積並分級)，還要集材，還要裝

材，最後運下山至貯木場，生產前段作業才告結束。當年的作業情

形是如何？1964年10月，森開處出版了《五年專輯》，提到棲蘭山

工作站現況：

1.伐木造材：該站之直營伐木造材作業均以鏈鋸行之，計分7

組。每組配有技工3人鏈鋸1臺，由伐木造材工2人操作，負責立木及

倒木之砍伐造材，另有檢尺工一名隨同伐木造材工前往工地，專司

原木檢尺及驗收。現在作業以110號林道沿線之太平山事業區21、

22、23各林班為主，計有6組從事作業。100號林道沿線太平山事業

區42林班次之，有1組施行作業。本（53）年度預定造材材積為

53237立方公尺，目前使用鏈鋸有「麥可樂」1-82型鏈鋸7部。

2.集裝材：該站現有七組集裝材組，每組配有技工15名，集材

機，裝材機各乙部，集材架線均採李吉屋式，裝材機通常僅負責裝

材工作，但如馬力與集材機相同之裝材機有時負責集材、裝材兩項

工作。迄目前為止。該站共有美製Skagit 175馬力柴油引擎集材機4

部，Skagit 96馬力柴油引擎裝材機4部，臺灣機械公司130馬力柴油

引擎集材機1部，每組有司機2名擔任集裝材機之操縱及保養，一、

二及三等工各4名，並由其中一等工1名兼任領班，負責領導全組工

作，其餘者擔任架線、撤線、捆材、信號、卸材、裝車等工作，另

有檢尺工一名隨同裝車檢尺及驗收原木。主要作業地區亦在110號林

道沿線，計有6組，100號林道沿線為副，僅有1組作業，各組分布於

太平山事業區42林班（一組）， 24林班（二組）， 23林班（二

組），22林班（二組）從事作業。4

春夏秋冬，天氣多樣變化。寒天也做嗎？下雨也做嗎？起霧也

做嗎？熱天也做嗎？李水塗說，下雨天很難做，多停工；起霧因為

看不到樹頂，所以也停工；大熱天沒關係，但山上沒有夏天呀，他

反問我。噢，對呢。他補充，倒是下霜或下雪便不伐木，因為從高

高樹頂打下來的雪塊很麻煩，也停工休息。至於工資呢？咦，我手

頭正好有一本1987-1988年棲蘭山工作區的計件工資單，翻一翻，鏈

鋸手的收入其實起起伏伏，好的時候逼近5萬5，差的時候3萬出頭。

以1988年5月份來看，沒錯，李水塗的採集直接生產費39869元，加

上附屬作業工資1249元，合計41118元，大概是平均值。不過，這工

資在當年算豐厚，養家活口，綽綽有餘。

據說鏈鋸手因為長期操作機具，末梢神經震盪受損，食中指泛

白，手臂無法舉高，這就是白手病。沒有沒有，李水塗說，我都吃

虎骨酒好的。這時有人在旁提醒，哪有那麼多虎骨，你吃的是假

的。真的假的，真真假假，反正做了41年，當一輩子的鏈鋸手，沒

得白手病，李水塗覺得虎骨酒，有效。

他最初伐木還是手作階段，對於樹種，自有一番見解。棲蘭山

林區的鐵杉因為氣候太潮濕，生長慢，年輪密，材質硬，是「正鐵

杉」。立霧溪林區和平山上的鐵杉很多，那裡較乾旱，生長快，胸

徑很粗很大，年輪疏，材質軟，是「軟鐵杉」。至於臺灣杉俗稱亞

杉，他就很不服氣。日本人把柳杉當第一名，臺灣杉次之，所以稱

亞杉。但柳杉在臺灣卻不是好材，臺灣杉則很棒，不怕水，無論製

作冰櫃、攔水柵、木瓦，都是最好的材料。

想過這工作危險嗎？怎會沒有，他說。面對森林的感覺，那是

何等浩瀚的一種大海，這海，他死裡逃生很多次。改天到現場，那

比較有感覺，李水塗最後說。等等，我還有很多問題，比如他一生

砍多少株紅檜、多少株扁柏、多少株臺灣杉巨木？在棲蘭山林區像

他這樣的鏈鋸手有幾位？也就是說，他們全部加起來，合砍了多少

樹？與樹共渡一生的人，他曾否想過樹是有生命的嗎？我曉得，他

知道我想問甚麼，那片消失隱沒的大海，最後奔向哪裡？

「那些司機一看山路這麼迴繞，路況又差，一個不留神，連人帶車

就摔下萬丈溪谷，許多人頓時就打退堂鼓了，最後只有二個人留下，我

就是其中之一。」多年後回憶，擔任運材車司機的許承蔚這麼說。5 

1962年，中央日報刊載徵才啟事，森開處招募運材車司機，月

薪保証3000元，在石門水庫工作的許承蔚一看，就寄出履歷報名

了。當時有20幾人來考，在臺北通過體檢與面試之後，錄取10幾

人，再到宜蘭複試。森開處準備了一臺運材車，讓這些司機從牛鬥

開到英士，這頭5人，那頭5人，開過換手，再開回去，如此交替，

挑出7、8人，最後到山上見習，實際開一次山路，那時路面又窄，

坡度又陡，卡車行駛其上實在很危險。

森開處當時伐木的主力有二處，各3機組，一在池端，一在棲蘭

(今100線林道內)，總共6組機具運轉。每天有10部大卡車從宜蘭貯木

場開至伐木現場，單趟里程至少68-70公里，車行約2小時多，一天

至多來回4趟。因為作業限制，10部大卡車只有前6部車子才能裝2次

材，後4部車子當日只能裝1次材。通常深夜3點發車，天未亮5點多

開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10點至10點半回至貯木場。最初是人工下

材，需時1小時半至2小時，後改成吊車下材，需時半小時至40分

鐘。接著就急忙上山，下午3點又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8點至8點半

回至貯木場。因為貯木場晚上9點關門，眼看時間來不及了，司機遠

遠地就會猛按喇叭，示意卡車就快到了。如果一關門，要到明晨才

進場下材，第二天早上就算白白浪費了。上山時，空車行進速度很

快，一路飆到底；下山時，木材滿載，車就龜速了，尤其從伐木現

場至百韜橋這段，真是很慢很慢。過了百韜橋，運材車似乎恢復體

力，朝宜蘭快速前進。運材車司機不是領月薪，是依出車次數加運

材量計酬。許承蔚是榮民，江西會昌人，1931年出生，1962年(當時

31歲)來森開處上班，一心只想多出幾趟車，多賺一些錢，努力不懈。

一臺運材車最多可載18立方公尺，1立方公尺鐵杉約重1200公

斤，一臺運材車最多載22公噸，但有時塞到24公噸。後來伐木機組

的人累積經驗後，會決定木材怎麼分配載運，鐵杉較重，放下面；

扁柏較輕，放上面。而紅檜更輕，1立方公尺約重900公斤，運材車

滿載只有16公噸。木材長度最長載過6.2-6.4公尺，但這樣就會突出

車尾，也會導致車頭抬起，俗稱翹頭，所以還要把長木材放上超出

車頭，俗稱壓頭，以求平衡，這也是運材車舊照常見的現象。1964

年出版的《五年專輯》裡，刊載了運材車結隊下山的照片，旁註寫

著：「滿載而歸」，那是當時全力投入森林資源開發的真實寫照。

山區車輛很少，又沒有交通車，往來進出多搭運材車，司機旁

可坐二人，左右車門外的踏板站1-2人，車頂木材上也擠坐好幾人，

就這樣浩浩蕩蕩地上山下山，或迎風，或緊緊扒住，威猛前行。說

到搭乘運材車，連駐地警察也會先來吩咐，拜託載一程哪。至於天

候影響，運材車夠重，不易打滑，下雪還是照開，風霜雨雪都不

怕。但山區下午4點就起霧，車至霧濃處無法前進，扒在車門外的人

會跳下去，拿手電筒前行，他就研判路緣邊界，一邊緩緩推進。霧

是一段一段，衝出濃霧，突然路就亮了，風景開了。

1960年9月，森開處買了10部KW(Kenworth)10輪大卡車，280

匹馬力，前輪的翼子板(前葉子板)為弧形。後來業務擴張，再買5部

KW(Kenworth)新型10輪大卡車，前輪的翼子板為方拱形。這種10

輪大卡車成本很高，載重12公噸，但常超載，汰舊更新時，添置了5

部五十鈴ISUZU的160匹馬力6輪大卡車，最後添置是5部福特FORD

的6輪大卡車。至於民間承攬運材多為三菱F USO的6輪大卡車與日

野HINO的6輪大卡車。

運材車不是只有在山上跑，為了建國60年國慶大典，森開處派

出10臺大卡車，30餘人參加遊行。二十五萬人的國慶大遊行，上午

十時正，在總統府前廣場出發，鼓樂喧天，彩幟飛舞。在警車前導之

下，遊行隊伍分青年、義士義胞、後備軍人、文教、勞工、婦女、農

民、民防、工商、榮民等十個大隊。代表二十萬榮民的榮民大隊，穿

著整齊的制服，代表著不同的單位，展示了他們辛勤的成果。

(僑胞)他們看到榮民事業管理處所出動的遊行隊伍，最感興趣

了。菲律賓僑胞施性然指出：榮民大隊的行列，不但旗幟鮮明，制服

整齊，而且他們的機動車輛最多，那種十多噸的推土機、運輸車，都

是龐然大物，即在海外，也很少看到。……榮民大隊昨天共出動了七

十多部車分別代表了榮民防衛隊、醫療隊、生產隊、子女隊和建設

隊。車上坐的均係百戰退伍、功在國家的榮民，個個精神抖擻，威風

仍然不減當年。6 

那是1971年10月9日，森開處的運材卡車走北宜公路至臺北，在

中山南路一一停好位置。這時的許承蔚不再開運材車，不是計次論

酬，他已是森開處正式員工，擔任交通車駕駛，不再跑山區，每天

接送員工與眷屬往來市區了。他駕駛交通車載著參加遊行的榮民職

工隨後出發，先到立法院附近接卡車司機上車，當晚這30多人都住

新店清溪山莊。第二天一早4點起床，5點出發，參加6點的升旗典

禮。預備兼等待，興奮又緊張，依排定次序展開遊行。

榮民生產隊的三輛滿載耶誕樹的卡車，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尤

其許多外籍人士特感與趣。榮民們經營的伐木事業，也是相當有成

就的，這次國慶大遊行，他們將巨大的木材及鏈鋸伐木機器展示出

來。7 

報紙沒有寫到，第一臺是新車，第二臺是舊車，後面又是新

車，全部重新噴漆。為了這次大遊行，10幾天沒運材。大家穿上筆

挺的綠色工作服，精神抖擻站在車上，前三臺車各站6人，分3組，

呈現伐木工班的搭配，1人肩扛鏈鋸，1人背著油桶手執油管。鏈鋸

約重40公斤，油桶約重10公斤。後七臺車則展示巨型板材、大棵原

木，或立或臥。車上的大棵原木是做出來的，取三合板捲成樹幹

狀，外面貼樹皮，兩端貼以鋸下的橫切木段，旁側再擺一些育苗木裝

飾，很有看頭。還有豎立車上的巨型板材，也是三合板做出來的，氣

勢壯觀，維妙維肖。一車一車前進，森開處精銳盡出。代表士農工

商、反共義士、海外僑胞及榮民等單位的十大隊伍，最具特色，由大

會會場出發，經過重慶南路，左轉衡陽路，右轉博愛路，再右轉忠孝

西路，繼續東行至林森南路口解散。這次的國慶大遊行，展品全由生

產組製作，生產組的毛德麟出名了，這都是他想出來的點子。

從運材車改開交通車，是甚麼心情呢？後來，許承蔚外調支援

輔導會一段時間，開著交通車，載文化工作隊到全島表演。輔導會文

化工作隊有二支，一支是平劇隊，另一支是輕音樂隊。他記得很清

楚，當時輔導會下轄113個單位，文化工作隊就是到各單位慰勞榮

民，每地停留3-7天不等，像花蓮玉里就住了一個禮拜，3個月繞一圈

臺灣。輕音樂隊就是吹樂器、打鼓、唱歌跳舞，都是年輕女孩子。他

說，那真是充滿歡樂又辛勞的日子，3個月繞一圈臺灣。

我聽起來卻很幸福，因為84歲的他，臉上表情盡是笑容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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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滅的榮光第一章 Chapter 1 Unfading Glory

棲蘭山，在日治早期的大比例臺灣全圖上皆可見到，但比較有

明確位置與正確海拔則出現於1907年的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標

高6410尺(約1923公尺，今1918公尺)，但棲蘭是甚麼意思，許多蘭

花附生於樹幹嗎？意象很美，但應不是原意。棲蘭與宜蘭一樣，皆

是原住民的語音。下澤伊八郎發表，泰雅族稱這座山為Babo Kan-

pilan，Babo是山，Kanpilan寫成棲蘭，原意則沒特別記載。1

 

這座山在日治末期的昭和18年(1943)2月，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向總督府殖產局提出棲蘭山森林利用開發計畫，從該年開始伐採生

產，預計年產量18萬立方公尺。主要伐採區為文山事業區76、77林

班、宜蘭事業區96、97、98林班與太平山事業區18、19、20、21林

班，以牛鬥為起點，新設濁水溪(今蘭陽溪)橫斷架空索道至蘭陽溪

北岸，再經專用鐵道1公里，以新設架空索道接至專用鐵道10公

里，順沿松羅溪右岸山坡朝西北方而行，至松羅溪上游後，再以架

空索道，可接至上濁水山的東南稜，最後是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續

向西北方延伸，此地靠近上濁水山的西側，可遙望棲蘭山了。預定

開發利用的設施計有：濁水溪橫斷架空索道、專用鐵道1公里、架

空索道、專用鐵道10公里、架空索道、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另外，

還有集材機6臺，柴油機關車6輛，蒸汽機關車2輛，運材臺車500

臺，運材車60輛，簡易製材所1處，電話線20公里。分2年度執行，

總經費151萬9000日圓。2

 

後來，曾對宜蘭事業區第97林班的一部分伐採，供應戰時緊急

軍公用材。這時的棲蘭山，主要指松羅溪上游，巴博庫魯山以東，

芃芃溪左岸的這片中海拔山區。

戰後的1950年起，林產管理局太平山林場曾在宜蘭事業區第

96、 97林班架設簡單索道，進行初期開發，但太平山事業區的

11-15、17-37林班尚未伐採。1957年6月，宜蘭市長陳阿呆等人向省

府陳情，請確立棲蘭山開發計畫。

宜蘭濁水溪北岸棲蘭山暨附近一帶，有天然林七十四個林班，

總面積二萬二千餘公頃，據傳可砍伐林木材積有九百七十餘萬立方

公尺，按照一般估計，可值二百億元以上，數字之大，實佔全省林

木總蓄積量八分之一，其所蘊藏資源，不可不謂豐富。因此，自日

據時期，則為萬人所共注目，且若棲蘭山決定開發，同時並可將大

溪、文山兩事業區林班統合經營，若此則於作業上尤獲便宜，其產

量當更增大。

棲蘭山木材，因宜蘭濁水溪之隔絕，甚難運至該林場(註：太平

山林場)，是以如要開發棲蘭山，自須另設機構，專責經營，方能切

合實際，而顯事功，尤須配合公路出口決定為宜蘭之理由所在(軍事

上需要，交通上方便，資源開發上適合等，為政府所持理由)，並須

針對準戰時體制，物資疏散之大原則(木材不使集積一處，分開貯

藏)，以及均衡發展地方計，以其再行擴展太平山林場，何若將林區

管理處(或專管林場)新設於宜蘭市或其附近地帶，始為得策，亦為

眾所公許。3 

棲蘭山林區，是以棲蘭山(海拔1918公尺)為北界，然後向西南

方延伸，經過婆羅山(海拔1415公尺)、芃芃山(海拔1713公尺)、烏山

(海拔1626公尺)這條山系，再到東保津寒山(海拔1963公尺)、眉有岩

山(海拔2328公尺)的這片東南向坡面，蘭陽溪則為東界與南界。

1958年1月20日，太平山林場成立棲蘭山工作站及林道工務所，

做了初期開發的努力。至於未來是林產管理局經營棲蘭山林區，還

是由輔導會經營，雙方幾經一番折衝。同年10月29日，林產管理局

奉准成立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劃定經營範圍為棲蘭山林區，

面積48766公頃。

1959年是重要的一年，很多事如火如荼進行了。1月22日，行政

院院會核定「橫貫公路沿線森林資源開發方案」。1月31日，開發方

案頒行。3月1日，砍伐工作開始。4月1日，排骨溪15公里改線測量

開始。5月3日，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開始運材作業，蔣經國主

委偕林產管理局陶玉田局長、農復會及安全分署外籍人士多人蒞處

視察。5月24日，中橫宜蘭支線通車。8月6日至次年3月29日，開闢

排骨溪新線林道10公里。10月10日，臺灣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在宜

蘭成立(隸屬輔導會)。10月29日，銷售業務開始，從此全面展開伐木

製材事業。

此後的棲蘭山，多指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工作站所在(負責伐

木作業)，為現今台7線74K+800的100線林道守衛站再向西進去3.3公

里處(海拔1200公尺)；至於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養路段(負責林道

修築)，位置在台7線66K+600，日後轉為救國團的明池青年活動中

心。後來站、段合一，搬遷至現今台7線82K+700，1967年11月15日

改稱棲蘭山工作區。棲蘭山林道的一道班位於台7線82K，四道班位

於台7線71K+600，至於二道班位於現今的100線林道2K，三道班則

位於9K。現今棲蘭這個地名，多指台7甲線3K的棲蘭山莊(海拔420

公尺)與棲蘭苗圃，那是在蘭陽溪北岸，靠近家源橋的棲蘭森林遊樂

區內。海拔越降越低，越降越南，這就是棲蘭。

森林伐採過程的環節很多，第一線作業主要為伐木的鏈鋸手與

運材車的司機。

李水塗出生於1932年，今年83歲，宜蘭人。早先都在太平山工

作，1973年來森開處。他經歷手作的年代，也進入鏈鋸的年代。4手

作無聲，通常用二種工具：五齒仔與大剖鋸。伐倒前用五齒仔，伐

倒後將太粗的樹再剖分，就用大剖鋸。至於鏈鋸，重約40公斤，常

用的鋸長有36吋、42吋。樹木欲倒向哪裡，缺口就作那個方向。倒

前，要先找好退路位置，迅即放下鏈鋸，連跑10幾米躲開。因為手

作的鋸木響聲很小，聽不到，樹木傾倒那一刻很危險，怕傷到在附

近作業的人，要發出叫喊。示警倒木的方向，通常有二種情況，四

種組合：直倒(順山谷)，sakayama；橫倒(順稜線)，yokoyama；左，

hidari；右，migi。陡峭斜坡很少讓樹直倒，因為木材容易下滑，不

易控制，以橫倒居多，只有緩坡或平地才會直倒。遇到大樹或巨木

都不怕，因為這種樹很獨立，自己一株，容易作業。倒是中型樹的

枝枒易勾纏，打到彼此，很難應付。

在宜蘭地區，紅檜不是最粗最大的樹，思源的臺灣雲杉胸徑有

420公分，棲蘭的臺灣杉胸徑有200公分，大約1小時至1小時半可伐

倒。一般而言，棲蘭的臺灣扁柏、紅檜胸徑多為140-150公分，大約

半小時可伐倒，而他一天可伐7-8棵。鏈鋸伐木的速度約是手作的10

倍，手作時，可以感覺有些樹很難鋸，鋸不動，但碰到鏈鋸都一

樣，沒差，直接伐倒。生木還要剖成段材，方便運送，通常剖成6公

尺，最長達8.4公尺，還是載下去。

伐木通常2人1組，鏈鋸手1名，助手1名。後來，伐木組編入集

材組之內，總計約15人，成為一個生產單位，通力合作，再依工作

性質分配利潤。因為林木要運出來才有價值，才能計價，光伐倒是

沒有用的，還要製材(削除分枝、裁切成需要長度)，還要檢尺(量測

木材的長寬厚、直徑等，以計算材積並分級)，還要集材，還要裝

材，最後運下山至貯木場，生產前段作業才告結束。當年的作業情

形是如何？1964年10月，森開處出版了《五年專輯》，提到棲蘭山

工作站現況：

1.伐木造材：該站之直營伐木造材作業均以鏈鋸行之，計分7

組。每組配有技工3人鏈鋸1臺，由伐木造材工2人操作，負責立木及

倒木之砍伐造材，另有檢尺工一名隨同伐木造材工前往工地，專司

原木檢尺及驗收。現在作業以110號林道沿線之太平山事業區21、

22、23各林班為主，計有6組從事作業。100號林道沿線太平山事業

區42林班次之，有1組施行作業。本（53）年度預定造材材積為

53237立方公尺，目前使用鏈鋸有「麥可樂」1-82型鏈鋸7部。

2.集裝材：該站現有七組集裝材組，每組配有技工15名，集材

機，裝材機各乙部，集材架線均採李吉屋式，裝材機通常僅負責裝

材工作，但如馬力與集材機相同之裝材機有時負責集材、裝材兩項

工作。迄目前為止。該站共有美製Skagit 175馬力柴油引擎集材機4

部，Skagit 96馬力柴油引擎裝材機4部，臺灣機械公司130馬力柴油

引擎集材機1部，每組有司機2名擔任集裝材機之操縱及保養，一、

二及三等工各4名，並由其中一等工1名兼任領班，負責領導全組工

作，其餘者擔任架線、撤線、捆材、信號、卸材、裝車等工作，另

有檢尺工一名隨同裝車檢尺及驗收原木。主要作業地區亦在110號林

道沿線，計有6組，100號林道沿線為副，僅有1組作業，各組分布於

太平山事業區42林班（一組）， 24林班（二組）， 23林班（二

組），22林班（二組）從事作業。4

春夏秋冬，天氣多樣變化。寒天也做嗎？下雨也做嗎？起霧也

做嗎？熱天也做嗎？李水塗說，下雨天很難做，多停工；起霧因為

看不到樹頂，所以也停工；大熱天沒關係，但山上沒有夏天呀，他

反問我。噢，對呢。他補充，倒是下霜或下雪便不伐木，因為從高

高樹頂打下來的雪塊很麻煩，也停工休息。至於工資呢？咦，我手

頭正好有一本1987-1988年棲蘭山工作區的計件工資單，翻一翻，鏈

鋸手的收入其實起起伏伏，好的時候逼近5萬5，差的時候3萬出頭。

以1988年5月份來看，沒錯，李水塗的採集直接生產費39869元，加

上附屬作業工資1249元，合計41118元，大概是平均值。不過，這工

資在當年算豐厚，養家活口，綽綽有餘。

據說鏈鋸手因為長期操作機具，末梢神經震盪受損，食中指泛

白，手臂無法舉高，這就是白手病。沒有沒有，李水塗說，我都吃

虎骨酒好的。這時有人在旁提醒，哪有那麼多虎骨，你吃的是假

的。真的假的，真真假假，反正做了41年，當一輩子的鏈鋸手，沒

得白手病，李水塗覺得虎骨酒，有效。

他最初伐木還是手作階段，對於樹種，自有一番見解。棲蘭山

林區的鐵杉因為氣候太潮濕，生長慢，年輪密，材質硬，是「正鐵

杉」。立霧溪林區和平山上的鐵杉很多，那裡較乾旱，生長快，胸

徑很粗很大，年輪疏，材質軟，是「軟鐵杉」。至於臺灣杉俗稱亞

杉，他就很不服氣。日本人把柳杉當第一名，臺灣杉次之，所以稱

亞杉。但柳杉在臺灣卻不是好材，臺灣杉則很棒，不怕水，無論製

作冰櫃、攔水柵、木瓦，都是最好的材料。

想過這工作危險嗎？怎會沒有，他說。面對森林的感覺，那是

何等浩瀚的一種大海，這海，他死裡逃生很多次。改天到現場，那

比較有感覺，李水塗最後說。等等，我還有很多問題，比如他一生

砍多少株紅檜、多少株扁柏、多少株臺灣杉巨木？在棲蘭山林區像

他這樣的鏈鋸手有幾位？也就是說，他們全部加起來，合砍了多少

樹？與樹共渡一生的人，他曾否想過樹是有生命的嗎？我曉得，他

知道我想問甚麼，那片消失隱沒的大海，最後奔向哪裡？

「那些司機一看山路這麼迴繞，路況又差，一個不留神，連人帶車

就摔下萬丈溪谷，許多人頓時就打退堂鼓了，最後只有二個人留下，我

就是其中之一。」多年後回憶，擔任運材車司機的許承蔚這麼說。5 

1962年，中央日報刊載徵才啟事，森開處招募運材車司機，月

薪保証3000元，在石門水庫工作的許承蔚一看，就寄出履歷報名

了。當時有20幾人來考，在臺北通過體檢與面試之後，錄取10幾

人，再到宜蘭複試。森開處準備了一臺運材車，讓這些司機從牛鬥

開到英士，這頭5人，那頭5人，開過換手，再開回去，如此交替，

挑出7、8人，最後到山上見習，實際開一次山路，那時路面又窄，

坡度又陡，卡車行駛其上實在很危險。

森開處當時伐木的主力有二處，各3機組，一在池端，一在棲蘭

(今100線林道內)，總共6組機具運轉。每天有10部大卡車從宜蘭貯木

場開至伐木現場，單趟里程至少68-70公里，車行約2小時多，一天

至多來回4趟。因為作業限制，10部大卡車只有前6部車子才能裝2次

材，後4部車子當日只能裝1次材。通常深夜3點發車，天未亮5點多

開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10點至10點半回至貯木場。最初是人工下

材，需時1小時半至2小時，後改成吊車下材，需時半小時至40分

鐘。接著就急忙上山，下午3點又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8點至8點半

回至貯木場。因為貯木場晚上9點關門，眼看時間來不及了，司機遠

遠地就會猛按喇叭，示意卡車就快到了。如果一關門，要到明晨才

進場下材，第二天早上就算白白浪費了。上山時，空車行進速度很

快，一路飆到底；下山時，木材滿載，車就龜速了，尤其從伐木現

場至百韜橋這段，真是很慢很慢。過了百韜橋，運材車似乎恢復體

力，朝宜蘭快速前進。運材車司機不是領月薪，是依出車次數加運

材量計酬。許承蔚是榮民，江西會昌人，1931年出生，1962年(當時

31歲)來森開處上班，一心只想多出幾趟車，多賺一些錢，努力不懈。

一臺運材車最多可載18立方公尺，1立方公尺鐵杉約重1200公

斤，一臺運材車最多載22公噸，但有時塞到24公噸。後來伐木機組

的人累積經驗後，會決定木材怎麼分配載運，鐵杉較重，放下面；

扁柏較輕，放上面。而紅檜更輕，1立方公尺約重900公斤，運材車

滿載只有16公噸。木材長度最長載過6.2-6.4公尺，但這樣就會突出

車尾，也會導致車頭抬起，俗稱翹頭，所以還要把長木材放上超出

車頭，俗稱壓頭，以求平衡，這也是運材車舊照常見的現象。1964

年出版的《五年專輯》裡，刊載了運材車結隊下山的照片，旁註寫

著：「滿載而歸」，那是當時全力投入森林資源開發的真實寫照。

山區車輛很少，又沒有交通車，往來進出多搭運材車，司機旁

可坐二人，左右車門外的踏板站1-2人，車頂木材上也擠坐好幾人，

就這樣浩浩蕩蕩地上山下山，或迎風，或緊緊扒住，威猛前行。說

到搭乘運材車，連駐地警察也會先來吩咐，拜託載一程哪。至於天

候影響，運材車夠重，不易打滑，下雪還是照開，風霜雨雪都不

怕。但山區下午4點就起霧，車至霧濃處無法前進，扒在車門外的人

會跳下去，拿手電筒前行，他就研判路緣邊界，一邊緩緩推進。霧

是一段一段，衝出濃霧，突然路就亮了，風景開了。

1960年9月，森開處買了10部KW(Kenworth)10輪大卡車，280

匹馬力，前輪的翼子板(前葉子板)為弧形。後來業務擴張，再買5部

KW(Kenworth)新型10輪大卡車，前輪的翼子板為方拱形。這種10

輪大卡車成本很高，載重12公噸，但常超載，汰舊更新時，添置了5

部五十鈴ISUZU的160匹馬力6輪大卡車，最後添置是5部福特FORD

的6輪大卡車。至於民間承攬運材多為三菱F USO的6輪大卡車與日

野HINO的6輪大卡車。

運材車不是只有在山上跑，為了建國60年國慶大典，森開處派

出10臺大卡車，30餘人參加遊行。二十五萬人的國慶大遊行，上午

十時正，在總統府前廣場出發，鼓樂喧天，彩幟飛舞。在警車前導之

下，遊行隊伍分青年、義士義胞、後備軍人、文教、勞工、婦女、農

民、民防、工商、榮民等十個大隊。代表二十萬榮民的榮民大隊，穿

著整齊的制服，代表著不同的單位，展示了他們辛勤的成果。

(僑胞)他們看到榮民事業管理處所出動的遊行隊伍，最感興趣

了。菲律賓僑胞施性然指出：榮民大隊的行列，不但旗幟鮮明，制服

整齊，而且他們的機動車輛最多，那種十多噸的推土機、運輸車，都

是龐然大物，即在海外，也很少看到。……榮民大隊昨天共出動了七

十多部車分別代表了榮民防衛隊、醫療隊、生產隊、子女隊和建設

隊。車上坐的均係百戰退伍、功在國家的榮民，個個精神抖擻，威風

仍然不減當年。6 

那是1971年10月9日，森開處的運材卡車走北宜公路至臺北，在

中山南路一一停好位置。這時的許承蔚不再開運材車，不是計次論

酬，他已是森開處正式員工，擔任交通車駕駛，不再跑山區，每天

接送員工與眷屬往來市區了。他駕駛交通車載著參加遊行的榮民職

工隨後出發，先到立法院附近接卡車司機上車，當晚這30多人都住

新店清溪山莊。第二天一早4點起床，5點出發，參加6點的升旗典

禮。預備兼等待，興奮又緊張，依排定次序展開遊行。

榮民生產隊的三輛滿載耶誕樹的卡車，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尤

其許多外籍人士特感與趣。榮民們經營的伐木事業，也是相當有成

就的，這次國慶大遊行，他們將巨大的木材及鏈鋸伐木機器展示出

來。7 

報紙沒有寫到，第一臺是新車，第二臺是舊車，後面又是新

車，全部重新噴漆。為了這次大遊行，10幾天沒運材。大家穿上筆

挺的綠色工作服，精神抖擻站在車上，前三臺車各站6人，分3組，

呈現伐木工班的搭配，1人肩扛鏈鋸，1人背著油桶手執油管。鏈鋸

約重40公斤，油桶約重10公斤。後七臺車則展示巨型板材、大棵原

木，或立或臥。車上的大棵原木是做出來的，取三合板捲成樹幹

狀，外面貼樹皮，兩端貼以鋸下的橫切木段，旁側再擺一些育苗木裝

飾，很有看頭。還有豎立車上的巨型板材，也是三合板做出來的，氣

勢壯觀，維妙維肖。一車一車前進，森開處精銳盡出。代表士農工

商、反共義士、海外僑胞及榮民等單位的十大隊伍，最具特色，由大

會會場出發，經過重慶南路，左轉衡陽路，右轉博愛路，再右轉忠孝

西路，繼續東行至林森南路口解散。這次的國慶大遊行，展品全由生

產組製作，生產組的毛德麟出名了，這都是他想出來的點子。

從運材車改開交通車，是甚麼心情呢？後來，許承蔚外調支援

輔導會一段時間，開著交通車，載文化工作隊到全島表演。輔導會文

化工作隊有二支，一支是平劇隊，另一支是輕音樂隊。他記得很清

楚，當時輔導會下轄113個單位，文化工作隊就是到各單位慰勞榮

民，每地停留3-7天不等，像花蓮玉里就住了一個禮拜，3個月繞一圈

臺灣。輕音樂隊就是吹樂器、打鼓、唱歌跳舞，都是年輕女孩子。他

說，那真是充滿歡樂又辛勞的日子，3個月繞一圈臺灣。

我聽起來卻很幸福，因為84歲的他，臉上表情盡是笑容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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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澤伊八郎，〈南勢溪流域山岳地帶の蕃稱〉，《臺灣山岳》11 (1940)，頁75。

2〈棲蘭山森林開發計畫相關文件〉。(LW1_01_028_0019)。
（1943-02-24/1943-10-19）。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search_detail.jsp?xmlId=0000056476

棲蘭山，在日治早期的大比例臺灣全圖上皆可見到，但比較有

明確位置與正確海拔則出現於1907年的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標

高6410尺(約1923公尺，今1918公尺)，但棲蘭是甚麼意思，許多蘭

花附生於樹幹嗎？意象很美，但應不是原意。棲蘭與宜蘭一樣，皆

是原住民的語音。下澤伊八郎發表，泰雅族稱這座山為Babo Kan-

pilan，Babo是山，Kanpilan寫成棲蘭，原意則沒特別記載。1

 

這座山在日治末期的昭和18年(1943)2月，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向總督府殖產局提出棲蘭山森林利用開發計畫，從該年開始伐採生

產，預計年產量18萬立方公尺。主要伐採區為文山事業區76、77林

班、宜蘭事業區96、97、98林班與太平山事業區18、19、20、21林

班，以牛鬥為起點，新設濁水溪(今蘭陽溪)橫斷架空索道至蘭陽溪

北岸，再經專用鐵道1公里，以新設架空索道接至專用鐵道10公

里，順沿松羅溪右岸山坡朝西北方而行，至松羅溪上游後，再以架

空索道，可接至上濁水山的東南稜，最後是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續

向西北方延伸，此地靠近上濁水山的西側，可遙望棲蘭山了。預定

開發利用的設施計有：濁水溪橫斷架空索道、專用鐵道1公里、架

空索道、專用鐵道10公里、架空索道、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另外，

還有集材機6臺，柴油機關車6輛，蒸汽機關車2輛，運材臺車500

臺，運材車60輛，簡易製材所1處，電話線20公里。分2年度執行，

總經費151萬9000日圓。2

 

後來，曾對宜蘭事業區第97林班的一部分伐採，供應戰時緊急

軍公用材。這時的棲蘭山，主要指松羅溪上游，巴博庫魯山以東，

芃芃溪左岸的這片中海拔山區。

戰後的1950年起，林產管理局太平山林場曾在宜蘭事業區第

96、 97林班架設簡單索道，進行初期開發，但太平山事業區的

11-15、17-37林班尚未伐採。1957年6月，宜蘭市長陳阿呆等人向省

府陳情，請確立棲蘭山開發計畫。

宜蘭濁水溪北岸棲蘭山暨附近一帶，有天然林七十四個林班，

總面積二萬二千餘公頃，據傳可砍伐林木材積有九百七十餘萬立方

公尺，按照一般估計，可值二百億元以上，數字之大，實佔全省林

木總蓄積量八分之一，其所蘊藏資源，不可不謂豐富。因此，自日

據時期，則為萬人所共注目，且若棲蘭山決定開發，同時並可將大

溪、文山兩事業區林班統合經營，若此則於作業上尤獲便宜，其產

量當更增大。

棲蘭山木材，因宜蘭濁水溪之隔絕，甚難運至該林場(註：太平

山林場)，是以如要開發棲蘭山，自須另設機構，專責經營，方能切

合實際，而顯事功，尤須配合公路出口決定為宜蘭之理由所在(軍事

上需要，交通上方便，資源開發上適合等，為政府所持理由)，並須

針對準戰時體制，物資疏散之大原則(木材不使集積一處，分開貯

藏)，以及均衡發展地方計，以其再行擴展太平山林場，何若將林區

管理處(或專管林場)新設於宜蘭市或其附近地帶，始為得策，亦為

眾所公許。3 

棲蘭山林區，是以棲蘭山(海拔1918公尺)為北界，然後向西南

方延伸，經過婆羅山(海拔1415公尺)、芃芃山(海拔1713公尺)、烏山

(海拔1626公尺)這條山系，再到東保津寒山(海拔1963公尺)、眉有岩

山(海拔2328公尺)的這片東南向坡面，蘭陽溪則為東界與南界。

1958年1月20日，太平山林場成立棲蘭山工作站及林道工務所，

做了初期開發的努力。至於未來是林產管理局經營棲蘭山林區，還

是由輔導會經營，雙方幾經一番折衝。同年10月29日，林產管理局

奉准成立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劃定經營範圍為棲蘭山林區，

面積48766公頃。

1959年是重要的一年，很多事如火如荼進行了。1月22日，行政

院院會核定「橫貫公路沿線森林資源開發方案」。1月31日，開發方

案頒行。3月1日，砍伐工作開始。4月1日，排骨溪15公里改線測量

開始。5月3日，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開始運材作業，蔣經國主

委偕林產管理局陶玉田局長、農復會及安全分署外籍人士多人蒞處

視察。5月24日，中橫宜蘭支線通車。8月6日至次年3月29日，開闢

排骨溪新線林道10公里。10月10日，臺灣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在宜

蘭成立(隸屬輔導會)。10月29日，銷售業務開始，從此全面展開伐木

製材事業。

此後的棲蘭山，多指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工作站所在(負責伐

木作業)，為現今台7線74K+800的100線林道守衛站再向西進去3.3公

里處(海拔1200公尺)；至於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養路段(負責林道

修築)，位置在台7線66K+600，日後轉為救國團的明池青年活動中

心。後來站、段合一，搬遷至現今台7線82K+700，1967年11月15日

改稱棲蘭山工作區。棲蘭山林道的一道班位於台7線82K，四道班位

於台7線71K+600，至於二道班位於現今的100線林道2K，三道班則

位於9K。現今棲蘭這個地名，多指台7甲線3K的棲蘭山莊(海拔420

公尺)與棲蘭苗圃，那是在蘭陽溪北岸，靠近家源橋的棲蘭森林遊樂

區內。海拔越降越低，越降越南，這就是棲蘭。

森林伐採過程的環節很多，第一線作業主要為伐木的鏈鋸手與

運材車的司機。

李水塗出生於1932年，今年83歲，宜蘭人。早先都在太平山工

作，1973年來森開處。他經歷手作的年代，也進入鏈鋸的年代。4手

作無聲，通常用二種工具：五齒仔與大剖鋸。伐倒前用五齒仔，伐

倒後將太粗的樹再剖分，就用大剖鋸。至於鏈鋸，重約40公斤，常

用的鋸長有36吋、42吋。樹木欲倒向哪裡，缺口就作那個方向。倒

前，要先找好退路位置，迅即放下鏈鋸，連跑10幾米躲開。因為手

作的鋸木響聲很小，聽不到，樹木傾倒那一刻很危險，怕傷到在附

近作業的人，要發出叫喊。示警倒木的方向，通常有二種情況，四

種組合：直倒(順山谷)，sakayama；橫倒(順稜線)，yokoyama；左，

hidari；右，migi。陡峭斜坡很少讓樹直倒，因為木材容易下滑，不

易控制，以橫倒居多，只有緩坡或平地才會直倒。遇到大樹或巨木

都不怕，因為這種樹很獨立，自己一株，容易作業。倒是中型樹的

枝枒易勾纏，打到彼此，很難應付。

在宜蘭地區，紅檜不是最粗最大的樹，思源的臺灣雲杉胸徑有

420公分，棲蘭的臺灣杉胸徑有200公分，大約1小時至1小時半可伐

倒。一般而言，棲蘭的臺灣扁柏、紅檜胸徑多為140-150公分，大約

半小時可伐倒，而他一天可伐7-8棵。鏈鋸伐木的速度約是手作的10

倍，手作時，可以感覺有些樹很難鋸，鋸不動，但碰到鏈鋸都一

樣，沒差，直接伐倒。生木還要剖成段材，方便運送，通常剖成6公

尺，最長達8.4公尺，還是載下去。

伐木通常2人1組，鏈鋸手1名，助手1名。後來，伐木組編入集

材組之內，總計約15人，成為一個生產單位，通力合作，再依工作

性質分配利潤。因為林木要運出來才有價值，才能計價，光伐倒是

沒有用的，還要製材(削除分枝、裁切成需要長度)，還要檢尺(量測

木材的長寬厚、直徑等，以計算材積並分級)，還要集材，還要裝

材，最後運下山至貯木場，生產前段作業才告結束。當年的作業情

形是如何？1964年10月，森開處出版了《五年專輯》，提到棲蘭山

工作站現況：

1.伐木造材：該站之直營伐木造材作業均以鏈鋸行之，計分7

組。每組配有技工3人鏈鋸1臺，由伐木造材工2人操作，負責立木及

倒木之砍伐造材，另有檢尺工一名隨同伐木造材工前往工地，專司

原木檢尺及驗收。現在作業以110號林道沿線之太平山事業區21、

22、23各林班為主，計有6組從事作業。100號林道沿線太平山事業

區42林班次之，有1組施行作業。本（53）年度預定造材材積為

53237立方公尺，目前使用鏈鋸有「麥可樂」1-82型鏈鋸7部。

2.集裝材：該站現有七組集裝材組，每組配有技工15名，集材

機，裝材機各乙部，集材架線均採李吉屋式，裝材機通常僅負責裝

材工作，但如馬力與集材機相同之裝材機有時負責集材、裝材兩項

工作。迄目前為止。該站共有美製Skagit 175馬力柴油引擎集材機4

部，Skagit 96馬力柴油引擎裝材機4部，臺灣機械公司130馬力柴油

引擎集材機1部，每組有司機2名擔任集裝材機之操縱及保養，一、

二及三等工各4名，並由其中一等工1名兼任領班，負責領導全組工

作，其餘者擔任架線、撤線、捆材、信號、卸材、裝車等工作，另

有檢尺工一名隨同裝車檢尺及驗收原木。主要作業地區亦在110號林

道沿線，計有6組，100號林道沿線為副，僅有1組作業，各組分布於

太平山事業區42林班（一組）， 24林班（二組）， 23林班（二

組），22林班（二組）從事作業。4

春夏秋冬，天氣多樣變化。寒天也做嗎？下雨也做嗎？起霧也

做嗎？熱天也做嗎？李水塗說，下雨天很難做，多停工；起霧因為

看不到樹頂，所以也停工；大熱天沒關係，但山上沒有夏天呀，他

反問我。噢，對呢。他補充，倒是下霜或下雪便不伐木，因為從高

高樹頂打下來的雪塊很麻煩，也停工休息。至於工資呢？咦，我手

頭正好有一本1987-1988年棲蘭山工作區的計件工資單，翻一翻，鏈

鋸手的收入其實起起伏伏，好的時候逼近5萬5，差的時候3萬出頭。

以1988年5月份來看，沒錯，李水塗的採集直接生產費39869元，加

上附屬作業工資1249元，合計41118元，大概是平均值。不過，這工

資在當年算豐厚，養家活口，綽綽有餘。

據說鏈鋸手因為長期操作機具，末梢神經震盪受損，食中指泛

白，手臂無法舉高，這就是白手病。沒有沒有，李水塗說，我都吃

虎骨酒好的。這時有人在旁提醒，哪有那麼多虎骨，你吃的是假

的。真的假的，真真假假，反正做了41年，當一輩子的鏈鋸手，沒

得白手病，李水塗覺得虎骨酒，有效。

他最初伐木還是手作階段，對於樹種，自有一番見解。棲蘭山

林區的鐵杉因為氣候太潮濕，生長慢，年輪密，材質硬，是「正鐵

杉」。立霧溪林區和平山上的鐵杉很多，那裡較乾旱，生長快，胸

徑很粗很大，年輪疏，材質軟，是「軟鐵杉」。至於臺灣杉俗稱亞

杉，他就很不服氣。日本人把柳杉當第一名，臺灣杉次之，所以稱

亞杉。但柳杉在臺灣卻不是好材，臺灣杉則很棒，不怕水，無論製

作冰櫃、攔水柵、木瓦，都是最好的材料。

想過這工作危險嗎？怎會沒有，他說。面對森林的感覺，那是

何等浩瀚的一種大海，這海，他死裡逃生很多次。改天到現場，那

比較有感覺，李水塗最後說。等等，我還有很多問題，比如他一生

砍多少株紅檜、多少株扁柏、多少株臺灣杉巨木？在棲蘭山林區像

他這樣的鏈鋸手有幾位？也就是說，他們全部加起來，合砍了多少

樹？與樹共渡一生的人，他曾否想過樹是有生命的嗎？我曉得，他

知道我想問甚麼，那片消失隱沒的大海，最後奔向哪裡？

「那些司機一看山路這麼迴繞，路況又差，一個不留神，連人帶車

就摔下萬丈溪谷，許多人頓時就打退堂鼓了，最後只有二個人留下，我

就是其中之一。」多年後回憶，擔任運材車司機的許承蔚這麼說。5 

1962年，中央日報刊載徵才啟事，森開處招募運材車司機，月

薪保証3000元，在石門水庫工作的許承蔚一看，就寄出履歷報名

了。當時有20幾人來考，在臺北通過體檢與面試之後，錄取10幾

人，再到宜蘭複試。森開處準備了一臺運材車，讓這些司機從牛鬥

開到英士，這頭5人，那頭5人，開過換手，再開回去，如此交替，

挑出7、8人，最後到山上見習，實際開一次山路，那時路面又窄，

坡度又陡，卡車行駛其上實在很危險。

森開處當時伐木的主力有二處，各3機組，一在池端，一在棲蘭

(今100線林道內)，總共6組機具運轉。每天有10部大卡車從宜蘭貯木

場開至伐木現場，單趟里程至少68-70公里，車行約2小時多，一天

至多來回4趟。因為作業限制，10部大卡車只有前6部車子才能裝2次

材，後4部車子當日只能裝1次材。通常深夜3點發車，天未亮5點多

開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10點至10點半回至貯木場。最初是人工下

材，需時1小時半至2小時，後改成吊車下材，需時半小時至40分

鐘。接著就急忙上山，下午3點又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8點至8點半

回至貯木場。因為貯木場晚上9點關門，眼看時間來不及了，司機遠

遠地就會猛按喇叭，示意卡車就快到了。如果一關門，要到明晨才

進場下材，第二天早上就算白白浪費了。上山時，空車行進速度很

快，一路飆到底；下山時，木材滿載，車就龜速了，尤其從伐木現

場至百韜橋這段，真是很慢很慢。過了百韜橋，運材車似乎恢復體

力，朝宜蘭快速前進。運材車司機不是領月薪，是依出車次數加運

材量計酬。許承蔚是榮民，江西會昌人，1931年出生，1962年(當時

31歲)來森開處上班，一心只想多出幾趟車，多賺一些錢，努力不懈。

一臺運材車最多可載18立方公尺，1立方公尺鐵杉約重1200公

斤，一臺運材車最多載22公噸，但有時塞到24公噸。後來伐木機組

的人累積經驗後，會決定木材怎麼分配載運，鐵杉較重，放下面；

扁柏較輕，放上面。而紅檜更輕，1立方公尺約重900公斤，運材車

滿載只有16公噸。木材長度最長載過6.2-6.4公尺，但這樣就會突出

車尾，也會導致車頭抬起，俗稱翹頭，所以還要把長木材放上超出

車頭，俗稱壓頭，以求平衡，這也是運材車舊照常見的現象。1964

年出版的《五年專輯》裡，刊載了運材車結隊下山的照片，旁註寫

著：「滿載而歸」，那是當時全力投入森林資源開發的真實寫照。

山區車輛很少，又沒有交通車，往來進出多搭運材車，司機旁

可坐二人，左右車門外的踏板站1-2人，車頂木材上也擠坐好幾人，

就這樣浩浩蕩蕩地上山下山，或迎風，或緊緊扒住，威猛前行。說

到搭乘運材車，連駐地警察也會先來吩咐，拜託載一程哪。至於天

候影響，運材車夠重，不易打滑，下雪還是照開，風霜雨雪都不

怕。但山區下午4點就起霧，車至霧濃處無法前進，扒在車門外的人

會跳下去，拿手電筒前行，他就研判路緣邊界，一邊緩緩推進。霧

是一段一段，衝出濃霧，突然路就亮了，風景開了。

1960年9月，森開處買了10部KW(Kenworth)10輪大卡車，280

匹馬力，前輪的翼子板(前葉子板)為弧形。後來業務擴張，再買5部

KW(Kenworth)新型10輪大卡車，前輪的翼子板為方拱形。這種10

輪大卡車成本很高，載重12公噸，但常超載，汰舊更新時，添置了5

部五十鈴ISUZU的160匹馬力6輪大卡車，最後添置是5部福特FORD

的6輪大卡車。至於民間承攬運材多為三菱F USO的6輪大卡車與日

野HINO的6輪大卡車。

運材車不是只有在山上跑，為了建國60年國慶大典，森開處派

出10臺大卡車，30餘人參加遊行。二十五萬人的國慶大遊行，上午

十時正，在總統府前廣場出發，鼓樂喧天，彩幟飛舞。在警車前導之

下，遊行隊伍分青年、義士義胞、後備軍人、文教、勞工、婦女、農

民、民防、工商、榮民等十個大隊。代表二十萬榮民的榮民大隊，穿

著整齊的制服，代表著不同的單位，展示了他們辛勤的成果。

(僑胞)他們看到榮民事業管理處所出動的遊行隊伍，最感興趣

了。菲律賓僑胞施性然指出：榮民大隊的行列，不但旗幟鮮明，制服

整齊，而且他們的機動車輛最多，那種十多噸的推土機、運輸車，都

是龐然大物，即在海外，也很少看到。……榮民大隊昨天共出動了七

十多部車分別代表了榮民防衛隊、醫療隊、生產隊、子女隊和建設

隊。車上坐的均係百戰退伍、功在國家的榮民，個個精神抖擻，威風

仍然不減當年。6 

那是1971年10月9日，森開處的運材卡車走北宜公路至臺北，在

中山南路一一停好位置。這時的許承蔚不再開運材車，不是計次論

酬，他已是森開處正式員工，擔任交通車駕駛，不再跑山區，每天

接送員工與眷屬往來市區了。他駕駛交通車載著參加遊行的榮民職

工隨後出發，先到立法院附近接卡車司機上車，當晚這30多人都住

新店清溪山莊。第二天一早4點起床，5點出發，參加6點的升旗典

禮。預備兼等待，興奮又緊張，依排定次序展開遊行。

榮民生產隊的三輛滿載耶誕樹的卡車，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尤

其許多外籍人士特感與趣。榮民們經營的伐木事業，也是相當有成

就的，這次國慶大遊行，他們將巨大的木材及鏈鋸伐木機器展示出

來。7 

報紙沒有寫到，第一臺是新車，第二臺是舊車，後面又是新

車，全部重新噴漆。為了這次大遊行，10幾天沒運材。大家穿上筆

挺的綠色工作服，精神抖擻站在車上，前三臺車各站6人，分3組，

呈現伐木工班的搭配，1人肩扛鏈鋸，1人背著油桶手執油管。鏈鋸

約重40公斤，油桶約重10公斤。後七臺車則展示巨型板材、大棵原

木，或立或臥。車上的大棵原木是做出來的，取三合板捲成樹幹

狀，外面貼樹皮，兩端貼以鋸下的橫切木段，旁側再擺一些育苗木裝

飾，很有看頭。還有豎立車上的巨型板材，也是三合板做出來的，氣

勢壯觀，維妙維肖。一車一車前進，森開處精銳盡出。代表士農工

商、反共義士、海外僑胞及榮民等單位的十大隊伍，最具特色，由大

會會場出發，經過重慶南路，左轉衡陽路，右轉博愛路，再右轉忠孝

西路，繼續東行至林森南路口解散。這次的國慶大遊行，展品全由生

產組製作，生產組的毛德麟出名了，這都是他想出來的點子。

從運材車改開交通車，是甚麼心情呢？後來，許承蔚外調支援

輔導會一段時間，開著交通車，載文化工作隊到全島表演。輔導會文

化工作隊有二支，一支是平劇隊，另一支是輕音樂隊。他記得很清

楚，當時輔導會下轄113個單位，文化工作隊就是到各單位慰勞榮

民，每地停留3-7天不等，像花蓮玉里就住了一個禮拜，3個月繞一圈

臺灣。輕音樂隊就是吹樂器、打鼓、唱歌跳舞，都是年輕女孩子。他

說，那真是充滿歡樂又辛勞的日子，3個月繞一圈臺灣。

我聽起來卻很幸福，因為84歲的他，臉上表情盡是笑容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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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阿呆等為建議林業改革為前提確立棲蘭山開發計劃迅即編列預算〉。

(002_43_300_46002 )。（1957-06-25/1957-11-29）。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

灣史檔案資源系統。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search_de-
tail.jsp?xmlId=0000069017

棲蘭山，在日治早期的大比例臺灣全圖上皆可見到，但比較有

明確位置與正確海拔則出現於1907年的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標

高6410尺(約1923公尺，今1918公尺)，但棲蘭是甚麼意思，許多蘭

花附生於樹幹嗎？意象很美，但應不是原意。棲蘭與宜蘭一樣，皆

是原住民的語音。下澤伊八郎發表，泰雅族稱這座山為Babo Kan-

pilan，Babo是山，Kanpilan寫成棲蘭，原意則沒特別記載。1

 

這座山在日治末期的昭和18年(1943)2月，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向總督府殖產局提出棲蘭山森林利用開發計畫，從該年開始伐採生

產，預計年產量18萬立方公尺。主要伐採區為文山事業區76、77林

班、宜蘭事業區96、97、98林班與太平山事業區18、19、20、21林

班，以牛鬥為起點，新設濁水溪(今蘭陽溪)橫斷架空索道至蘭陽溪

北岸，再經專用鐵道1公里，以新設架空索道接至專用鐵道10公

里，順沿松羅溪右岸山坡朝西北方而行，至松羅溪上游後，再以架

空索道，可接至上濁水山的東南稜，最後是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續

向西北方延伸，此地靠近上濁水山的西側，可遙望棲蘭山了。預定

開發利用的設施計有：濁水溪橫斷架空索道、專用鐵道1公里、架

空索道、專用鐵道10公里、架空索道、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另外，

還有集材機6臺，柴油機關車6輛，蒸汽機關車2輛，運材臺車500

臺，運材車60輛，簡易製材所1處，電話線20公里。分2年度執行，

總經費151萬9000日圓。2

 

後來，曾對宜蘭事業區第97林班的一部分伐採，供應戰時緊急

軍公用材。這時的棲蘭山，主要指松羅溪上游，巴博庫魯山以東，

芃芃溪左岸的這片中海拔山區。

戰後的1950年起，林產管理局太平山林場曾在宜蘭事業區第

96、 97林班架設簡單索道，進行初期開發，但太平山事業區的

11-15、17-37林班尚未伐採。1957年6月，宜蘭市長陳阿呆等人向省

府陳情，請確立棲蘭山開發計畫。

宜蘭濁水溪北岸棲蘭山暨附近一帶，有天然林七十四個林班，

總面積二萬二千餘公頃，據傳可砍伐林木材積有九百七十餘萬立方

公尺，按照一般估計，可值二百億元以上，數字之大，實佔全省林

木總蓄積量八分之一，其所蘊藏資源，不可不謂豐富。因此，自日

據時期，則為萬人所共注目，且若棲蘭山決定開發，同時並可將大

溪、文山兩事業區林班統合經營，若此則於作業上尤獲便宜，其產

量當更增大。

棲蘭山木材，因宜蘭濁水溪之隔絕，甚難運至該林場(註：太平

山林場)，是以如要開發棲蘭山，自須另設機構，專責經營，方能切

合實際，而顯事功，尤須配合公路出口決定為宜蘭之理由所在(軍事

上需要，交通上方便，資源開發上適合等，為政府所持理由)，並須

針對準戰時體制，物資疏散之大原則(木材不使集積一處，分開貯

藏)，以及均衡發展地方計，以其再行擴展太平山林場，何若將林區

管理處(或專管林場)新設於宜蘭市或其附近地帶，始為得策，亦為

眾所公許。3 

棲蘭山林區，是以棲蘭山(海拔1918公尺)為北界，然後向西南

方延伸，經過婆羅山(海拔1415公尺)、芃芃山(海拔1713公尺)、烏山

(海拔1626公尺)這條山系，再到東保津寒山(海拔1963公尺)、眉有岩

山(海拔2328公尺)的這片東南向坡面，蘭陽溪則為東界與南界。

1958年1月20日，太平山林場成立棲蘭山工作站及林道工務所，

做了初期開發的努力。至於未來是林產管理局經營棲蘭山林區，還

是由輔導會經營，雙方幾經一番折衝。同年10月29日，林產管理局

奉准成立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劃定經營範圍為棲蘭山林區，

面積48766公頃。

1959年是重要的一年，很多事如火如荼進行了。1月22日，行政

院院會核定「橫貫公路沿線森林資源開發方案」。1月31日，開發方

案頒行。3月1日，砍伐工作開始。4月1日，排骨溪15公里改線測量

開始。5月3日，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開始運材作業，蔣經國主

委偕林產管理局陶玉田局長、農復會及安全分署外籍人士多人蒞處

視察。5月24日，中橫宜蘭支線通車。8月6日至次年3月29日，開闢

排骨溪新線林道10公里。10月10日，臺灣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在宜

蘭成立(隸屬輔導會)。10月29日，銷售業務開始，從此全面展開伐木

製材事業。

此後的棲蘭山，多指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工作站所在(負責伐

木作業)，為現今台7線74K+800的100線林道守衛站再向西進去3.3公

里處(海拔1200公尺)；至於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養路段(負責林道

修築)，位置在台7線66K+600，日後轉為救國團的明池青年活動中

心。後來站、段合一，搬遷至現今台7線82K+700，1967年11月15日

改稱棲蘭山工作區。棲蘭山林道的一道班位於台7線82K，四道班位

於台7線71K+600，至於二道班位於現今的100線林道2K，三道班則

位於9K。現今棲蘭這個地名，多指台7甲線3K的棲蘭山莊(海拔420

公尺)與棲蘭苗圃，那是在蘭陽溪北岸，靠近家源橋的棲蘭森林遊樂

區內。海拔越降越低，越降越南，這就是棲蘭。

森林伐採過程的環節很多，第一線作業主要為伐木的鏈鋸手與

運材車的司機。

李水塗出生於1932年，今年83歲，宜蘭人。早先都在太平山工

作，1973年來森開處。他經歷手作的年代，也進入鏈鋸的年代。4手

作無聲，通常用二種工具：五齒仔與大剖鋸。伐倒前用五齒仔，伐

倒後將太粗的樹再剖分，就用大剖鋸。至於鏈鋸，重約40公斤，常

用的鋸長有36吋、42吋。樹木欲倒向哪裡，缺口就作那個方向。倒

前，要先找好退路位置，迅即放下鏈鋸，連跑10幾米躲開。因為手

作的鋸木響聲很小，聽不到，樹木傾倒那一刻很危險，怕傷到在附

近作業的人，要發出叫喊。示警倒木的方向，通常有二種情況，四

種組合：直倒(順山谷)，sakayama；橫倒(順稜線)，yokoyama；左，

hidari；右，migi。陡峭斜坡很少讓樹直倒，因為木材容易下滑，不

易控制，以橫倒居多，只有緩坡或平地才會直倒。遇到大樹或巨木

都不怕，因為這種樹很獨立，自己一株，容易作業。倒是中型樹的

枝枒易勾纏，打到彼此，很難應付。

在宜蘭地區，紅檜不是最粗最大的樹，思源的臺灣雲杉胸徑有

420公分，棲蘭的臺灣杉胸徑有200公分，大約1小時至1小時半可伐

倒。一般而言，棲蘭的臺灣扁柏、紅檜胸徑多為140-150公分，大約

半小時可伐倒，而他一天可伐7-8棵。鏈鋸伐木的速度約是手作的10

倍，手作時，可以感覺有些樹很難鋸，鋸不動，但碰到鏈鋸都一

樣，沒差，直接伐倒。生木還要剖成段材，方便運送，通常剖成6公

尺，最長達8.4公尺，還是載下去。

伐木通常2人1組，鏈鋸手1名，助手1名。後來，伐木組編入集

材組之內，總計約15人，成為一個生產單位，通力合作，再依工作

性質分配利潤。因為林木要運出來才有價值，才能計價，光伐倒是

沒有用的，還要製材(削除分枝、裁切成需要長度)，還要檢尺(量測

木材的長寬厚、直徑等，以計算材積並分級)，還要集材，還要裝

材，最後運下山至貯木場，生產前段作業才告結束。當年的作業情

形是如何？1964年10月，森開處出版了《五年專輯》，提到棲蘭山

工作站現況：

1.伐木造材：該站之直營伐木造材作業均以鏈鋸行之，計分7

組。每組配有技工3人鏈鋸1臺，由伐木造材工2人操作，負責立木及

倒木之砍伐造材，另有檢尺工一名隨同伐木造材工前往工地，專司

原木檢尺及驗收。現在作業以110號林道沿線之太平山事業區21、

22、23各林班為主，計有6組從事作業。100號林道沿線太平山事業

區42林班次之，有1組施行作業。本（53）年度預定造材材積為

53237立方公尺，目前使用鏈鋸有「麥可樂」1-82型鏈鋸7部。

2.集裝材：該站現有七組集裝材組，每組配有技工15名，集材

機，裝材機各乙部，集材架線均採李吉屋式，裝材機通常僅負責裝

材工作，但如馬力與集材機相同之裝材機有時負責集材、裝材兩項

工作。迄目前為止。該站共有美製Skagit 175馬力柴油引擎集材機4

部，Skagit 96馬力柴油引擎裝材機4部，臺灣機械公司130馬力柴油

引擎集材機1部，每組有司機2名擔任集裝材機之操縱及保養，一、

二及三等工各4名，並由其中一等工1名兼任領班，負責領導全組工

作，其餘者擔任架線、撤線、捆材、信號、卸材、裝車等工作，另

有檢尺工一名隨同裝車檢尺及驗收原木。主要作業地區亦在110號林

道沿線，計有6組，100號林道沿線為副，僅有1組作業，各組分布於

太平山事業區42林班（一組）， 24林班（二組）， 23林班（二

組），22林班（二組）從事作業。4

春夏秋冬，天氣多樣變化。寒天也做嗎？下雨也做嗎？起霧也

做嗎？熱天也做嗎？李水塗說，下雨天很難做，多停工；起霧因為

看不到樹頂，所以也停工；大熱天沒關係，但山上沒有夏天呀，他

反問我。噢，對呢。他補充，倒是下霜或下雪便不伐木，因為從高

高樹頂打下來的雪塊很麻煩，也停工休息。至於工資呢？咦，我手

頭正好有一本1987-1988年棲蘭山工作區的計件工資單，翻一翻，鏈

鋸手的收入其實起起伏伏，好的時候逼近5萬5，差的時候3萬出頭。

以1988年5月份來看，沒錯，李水塗的採集直接生產費39869元，加

上附屬作業工資1249元，合計41118元，大概是平均值。不過，這工

資在當年算豐厚，養家活口，綽綽有餘。

據說鏈鋸手因為長期操作機具，末梢神經震盪受損，食中指泛

白，手臂無法舉高，這就是白手病。沒有沒有，李水塗說，我都吃

虎骨酒好的。這時有人在旁提醒，哪有那麼多虎骨，你吃的是假

的。真的假的，真真假假，反正做了41年，當一輩子的鏈鋸手，沒

得白手病，李水塗覺得虎骨酒，有效。

他最初伐木還是手作階段，對於樹種，自有一番見解。棲蘭山

林區的鐵杉因為氣候太潮濕，生長慢，年輪密，材質硬，是「正鐵

杉」。立霧溪林區和平山上的鐵杉很多，那裡較乾旱，生長快，胸

徑很粗很大，年輪疏，材質軟，是「軟鐵杉」。至於臺灣杉俗稱亞

杉，他就很不服氣。日本人把柳杉當第一名，臺灣杉次之，所以稱

亞杉。但柳杉在臺灣卻不是好材，臺灣杉則很棒，不怕水，無論製

作冰櫃、攔水柵、木瓦，都是最好的材料。

想過這工作危險嗎？怎會沒有，他說。面對森林的感覺，那是

何等浩瀚的一種大海，這海，他死裡逃生很多次。改天到現場，那

比較有感覺，李水塗最後說。等等，我還有很多問題，比如他一生

砍多少株紅檜、多少株扁柏、多少株臺灣杉巨木？在棲蘭山林區像

他這樣的鏈鋸手有幾位？也就是說，他們全部加起來，合砍了多少

樹？與樹共渡一生的人，他曾否想過樹是有生命的嗎？我曉得，他

知道我想問甚麼，那片消失隱沒的大海，最後奔向哪裡？

「那些司機一看山路這麼迴繞，路況又差，一個不留神，連人帶車

就摔下萬丈溪谷，許多人頓時就打退堂鼓了，最後只有二個人留下，我

就是其中之一。」多年後回憶，擔任運材車司機的許承蔚這麼說。5 

1962年，中央日報刊載徵才啟事，森開處招募運材車司機，月

薪保証3000元，在石門水庫工作的許承蔚一看，就寄出履歷報名

了。當時有20幾人來考，在臺北通過體檢與面試之後，錄取10幾

人，再到宜蘭複試。森開處準備了一臺運材車，讓這些司機從牛鬥

開到英士，這頭5人，那頭5人，開過換手，再開回去，如此交替，

挑出7、8人，最後到山上見習，實際開一次山路，那時路面又窄，

坡度又陡，卡車行駛其上實在很危險。

森開處當時伐木的主力有二處，各3機組，一在池端，一在棲蘭

(今100線林道內)，總共6組機具運轉。每天有10部大卡車從宜蘭貯木

場開至伐木現場，單趟里程至少68-70公里，車行約2小時多，一天

至多來回4趟。因為作業限制，10部大卡車只有前6部車子才能裝2次

材，後4部車子當日只能裝1次材。通常深夜3點發車，天未亮5點多

開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10點至10點半回至貯木場。最初是人工下

材，需時1小時半至2小時，後改成吊車下材，需時半小時至40分

鐘。接著就急忙上山，下午3點又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8點至8點半

回至貯木場。因為貯木場晚上9點關門，眼看時間來不及了，司機遠

遠地就會猛按喇叭，示意卡車就快到了。如果一關門，要到明晨才

進場下材，第二天早上就算白白浪費了。上山時，空車行進速度很

快，一路飆到底；下山時，木材滿載，車就龜速了，尤其從伐木現

場至百韜橋這段，真是很慢很慢。過了百韜橋，運材車似乎恢復體

力，朝宜蘭快速前進。運材車司機不是領月薪，是依出車次數加運

材量計酬。許承蔚是榮民，江西會昌人，1931年出生，1962年(當時

31歲)來森開處上班，一心只想多出幾趟車，多賺一些錢，努力不懈。

一臺運材車最多可載18立方公尺，1立方公尺鐵杉約重1200公

斤，一臺運材車最多載22公噸，但有時塞到24公噸。後來伐木機組

的人累積經驗後，會決定木材怎麼分配載運，鐵杉較重，放下面；

扁柏較輕，放上面。而紅檜更輕，1立方公尺約重900公斤，運材車

滿載只有16公噸。木材長度最長載過6.2-6.4公尺，但這樣就會突出

車尾，也會導致車頭抬起，俗稱翹頭，所以還要把長木材放上超出

車頭，俗稱壓頭，以求平衡，這也是運材車舊照常見的現象。1964

年出版的《五年專輯》裡，刊載了運材車結隊下山的照片，旁註寫

著：「滿載而歸」，那是當時全力投入森林資源開發的真實寫照。

山區車輛很少，又沒有交通車，往來進出多搭運材車，司機旁

可坐二人，左右車門外的踏板站1-2人，車頂木材上也擠坐好幾人，

就這樣浩浩蕩蕩地上山下山，或迎風，或緊緊扒住，威猛前行。說

到搭乘運材車，連駐地警察也會先來吩咐，拜託載一程哪。至於天

候影響，運材車夠重，不易打滑，下雪還是照開，風霜雨雪都不

怕。但山區下午4點就起霧，車至霧濃處無法前進，扒在車門外的人

會跳下去，拿手電筒前行，他就研判路緣邊界，一邊緩緩推進。霧

是一段一段，衝出濃霧，突然路就亮了，風景開了。

1960年9月，森開處買了10部KW(Kenworth)10輪大卡車，280

匹馬力，前輪的翼子板(前葉子板)為弧形。後來業務擴張，再買5部

KW(Kenworth)新型10輪大卡車，前輪的翼子板為方拱形。這種10

輪大卡車成本很高，載重12公噸，但常超載，汰舊更新時，添置了5

部五十鈴ISUZU的160匹馬力6輪大卡車，最後添置是5部福特FORD

的6輪大卡車。至於民間承攬運材多為三菱F USO的6輪大卡車與日

野HINO的6輪大卡車。

運材車不是只有在山上跑，為了建國60年國慶大典，森開處派

出10臺大卡車，30餘人參加遊行。二十五萬人的國慶大遊行，上午

十時正，在總統府前廣場出發，鼓樂喧天，彩幟飛舞。在警車前導之

下，遊行隊伍分青年、義士義胞、後備軍人、文教、勞工、婦女、農

民、民防、工商、榮民等十個大隊。代表二十萬榮民的榮民大隊，穿

著整齊的制服，代表著不同的單位，展示了他們辛勤的成果。

(僑胞)他們看到榮民事業管理處所出動的遊行隊伍，最感興趣

了。菲律賓僑胞施性然指出：榮民大隊的行列，不但旗幟鮮明，制服

整齊，而且他們的機動車輛最多，那種十多噸的推土機、運輸車，都

是龐然大物，即在海外，也很少看到。……榮民大隊昨天共出動了七

十多部車分別代表了榮民防衛隊、醫療隊、生產隊、子女隊和建設

隊。車上坐的均係百戰退伍、功在國家的榮民，個個精神抖擻，威風

仍然不減當年。6 

那是1971年10月9日，森開處的運材卡車走北宜公路至臺北，在

中山南路一一停好位置。這時的許承蔚不再開運材車，不是計次論

酬，他已是森開處正式員工，擔任交通車駕駛，不再跑山區，每天

接送員工與眷屬往來市區了。他駕駛交通車載著參加遊行的榮民職

工隨後出發，先到立法院附近接卡車司機上車，當晚這30多人都住

新店清溪山莊。第二天一早4點起床，5點出發，參加6點的升旗典

禮。預備兼等待，興奮又緊張，依排定次序展開遊行。

榮民生產隊的三輛滿載耶誕樹的卡車，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尤

其許多外籍人士特感與趣。榮民們經營的伐木事業，也是相當有成

就的，這次國慶大遊行，他們將巨大的木材及鏈鋸伐木機器展示出

來。7 

報紙沒有寫到，第一臺是新車，第二臺是舊車，後面又是新

車，全部重新噴漆。為了這次大遊行，10幾天沒運材。大家穿上筆

挺的綠色工作服，精神抖擻站在車上，前三臺車各站6人，分3組，

呈現伐木工班的搭配，1人肩扛鏈鋸，1人背著油桶手執油管。鏈鋸

約重40公斤，油桶約重10公斤。後七臺車則展示巨型板材、大棵原

木，或立或臥。車上的大棵原木是做出來的，取三合板捲成樹幹

狀，外面貼樹皮，兩端貼以鋸下的橫切木段，旁側再擺一些育苗木裝

飾，很有看頭。還有豎立車上的巨型板材，也是三合板做出來的，氣

勢壯觀，維妙維肖。一車一車前進，森開處精銳盡出。代表士農工

商、反共義士、海外僑胞及榮民等單位的十大隊伍，最具特色，由大

會會場出發，經過重慶南路，左轉衡陽路，右轉博愛路，再右轉忠孝

西路，繼續東行至林森南路口解散。這次的國慶大遊行，展品全由生

產組製作，生產組的毛德麟出名了，這都是他想出來的點子。

從運材車改開交通車，是甚麼心情呢？後來，許承蔚外調支援

輔導會一段時間，開著交通車，載文化工作隊到全島表演。輔導會文

化工作隊有二支，一支是平劇隊，另一支是輕音樂隊。他記得很清

楚，當時輔導會下轄113個單位，文化工作隊就是到各單位慰勞榮

民，每地停留3-7天不等，像花蓮玉里就住了一個禮拜，3個月繞一圈

臺灣。輕音樂隊就是吹樂器、打鼓、唱歌跳舞，都是年輕女孩子。他

說，那真是充滿歡樂又辛勞的日子，3個月繞一圈臺灣。

我聽起來卻很幸福，因為84歲的他，臉上表情盡是笑容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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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蘭山，在日治早期的大比例臺灣全圖上皆可見到，但比較有

明確位置與正確海拔則出現於1907年的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標

高6410尺(約1923公尺，今1918公尺)，但棲蘭是甚麼意思，許多蘭

花附生於樹幹嗎？意象很美，但應不是原意。棲蘭與宜蘭一樣，皆

是原住民的語音。下澤伊八郎發表，泰雅族稱這座山為Babo Kan-

pilan，Babo是山，Kanpilan寫成棲蘭，原意則沒特別記載。1

 

這座山在日治末期的昭和18年(1943)2月，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向總督府殖產局提出棲蘭山森林利用開發計畫，從該年開始伐採生

產，預計年產量18萬立方公尺。主要伐採區為文山事業區76、77林

班、宜蘭事業區96、97、98林班與太平山事業區18、19、20、21林

班，以牛鬥為起點，新設濁水溪(今蘭陽溪)橫斷架空索道至蘭陽溪

北岸，再經專用鐵道1公里，以新設架空索道接至專用鐵道10公

里，順沿松羅溪右岸山坡朝西北方而行，至松羅溪上游後，再以架

空索道，可接至上濁水山的東南稜，最後是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續

向西北方延伸，此地靠近上濁水山的西側，可遙望棲蘭山了。預定

開發利用的設施計有：濁水溪橫斷架空索道、專用鐵道1公里、架

空索道、專用鐵道10公里、架空索道、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另外，

還有集材機6臺，柴油機關車6輛，蒸汽機關車2輛，運材臺車500

臺，運材車60輛，簡易製材所1處，電話線20公里。分2年度執行，

總經費151萬9000日圓。2

 

後來，曾對宜蘭事業區第97林班的一部分伐採，供應戰時緊急

軍公用材。這時的棲蘭山，主要指松羅溪上游，巴博庫魯山以東，

芃芃溪左岸的這片中海拔山區。

戰後的1950年起，林產管理局太平山林場曾在宜蘭事業區第

96、 97林班架設簡單索道，進行初期開發，但太平山事業區的

11-15、17-37林班尚未伐採。1957年6月，宜蘭市長陳阿呆等人向省

府陳情，請確立棲蘭山開發計畫。

宜蘭濁水溪北岸棲蘭山暨附近一帶，有天然林七十四個林班，

總面積二萬二千餘公頃，據傳可砍伐林木材積有九百七十餘萬立方

公尺，按照一般估計，可值二百億元以上，數字之大，實佔全省林

木總蓄積量八分之一，其所蘊藏資源，不可不謂豐富。因此，自日

據時期，則為萬人所共注目，且若棲蘭山決定開發，同時並可將大

溪、文山兩事業區林班統合經營，若此則於作業上尤獲便宜，其產

量當更增大。

棲蘭山木材，因宜蘭濁水溪之隔絕，甚難運至該林場(註：太平

山林場)，是以如要開發棲蘭山，自須另設機構，專責經營，方能切

合實際，而顯事功，尤須配合公路出口決定為宜蘭之理由所在(軍事

上需要，交通上方便，資源開發上適合等，為政府所持理由)，並須

針對準戰時體制，物資疏散之大原則(木材不使集積一處，分開貯

藏)，以及均衡發展地方計，以其再行擴展太平山林場，何若將林區

管理處(或專管林場)新設於宜蘭市或其附近地帶，始為得策，亦為

眾所公許。3 

棲蘭山林區，是以棲蘭山(海拔1918公尺)為北界，然後向西南

方延伸，經過婆羅山(海拔1415公尺)、芃芃山(海拔1713公尺)、烏山

(海拔1626公尺)這條山系，再到東保津寒山(海拔1963公尺)、眉有岩

山(海拔2328公尺)的這片東南向坡面，蘭陽溪則為東界與南界。

1958年1月20日，太平山林場成立棲蘭山工作站及林道工務所，

做了初期開發的努力。至於未來是林產管理局經營棲蘭山林區，還

是由輔導會經營，雙方幾經一番折衝。同年10月29日，林產管理局

奉准成立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劃定經營範圍為棲蘭山林區，

面積48766公頃。

1959年是重要的一年，很多事如火如荼進行了。1月22日，行政

院院會核定「橫貫公路沿線森林資源開發方案」。1月31日，開發方

案頒行。3月1日，砍伐工作開始。4月1日，排骨溪15公里改線測量

開始。5月3日，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開始運材作業，蔣經國主

委偕林產管理局陶玉田局長、農復會及安全分署外籍人士多人蒞處

視察。5月24日，中橫宜蘭支線通車。8月6日至次年3月29日，開闢

排骨溪新線林道10公里。10月10日，臺灣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在宜

蘭成立(隸屬輔導會)。10月29日，銷售業務開始，從此全面展開伐木

製材事業。

此後的棲蘭山，多指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工作站所在(負責伐

木作業)，為現今台7線74K+800的100線林道守衛站再向西進去3.3公

里處(海拔1200公尺)；至於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養路段(負責林道

修築)，位置在台7線66K+600，日後轉為救國團的明池青年活動中

心。後來站、段合一，搬遷至現今台7線82K+700，1967年11月15日

改稱棲蘭山工作區。棲蘭山林道的一道班位於台7線82K，四道班位

於台7線71K+600，至於二道班位於現今的100線林道2K，三道班則

位於9K。現今棲蘭這個地名，多指台7甲線3K的棲蘭山莊(海拔420

公尺)與棲蘭苗圃，那是在蘭陽溪北岸，靠近家源橋的棲蘭森林遊樂

區內。海拔越降越低，越降越南，這就是棲蘭。

森林伐採過程的環節很多，第一線作業主要為伐木的鏈鋸手與

運材車的司機。

李水塗出生於1932年，今年83歲，宜蘭人。早先都在太平山工

作，1973年來森開處。他經歷手作的年代，也進入鏈鋸的年代。4手

作無聲，通常用二種工具：五齒仔與大剖鋸。伐倒前用五齒仔，伐

倒後將太粗的樹再剖分，就用大剖鋸。至於鏈鋸，重約40公斤，常

用的鋸長有36吋、42吋。樹木欲倒向哪裡，缺口就作那個方向。倒

前，要先找好退路位置，迅即放下鏈鋸，連跑10幾米躲開。因為手

作的鋸木響聲很小，聽不到，樹木傾倒那一刻很危險，怕傷到在附

近作業的人，要發出叫喊。示警倒木的方向，通常有二種情況，四

種組合：直倒(順山谷)，sakayama；橫倒(順稜線)，yokoyama；左，

hidari；右，migi。陡峭斜坡很少讓樹直倒，因為木材容易下滑，不

易控制，以橫倒居多，只有緩坡或平地才會直倒。遇到大樹或巨木

都不怕，因為這種樹很獨立，自己一株，容易作業。倒是中型樹的

枝枒易勾纏，打到彼此，很難應付。

在宜蘭地區，紅檜不是最粗最大的樹，思源的臺灣雲杉胸徑有

420公分，棲蘭的臺灣杉胸徑有200公分，大約1小時至1小時半可伐

倒。一般而言，棲蘭的臺灣扁柏、紅檜胸徑多為140-150公分，大約

半小時可伐倒，而他一天可伐7-8棵。鏈鋸伐木的速度約是手作的10

倍，手作時，可以感覺有些樹很難鋸，鋸不動，但碰到鏈鋸都一

樣，沒差，直接伐倒。生木還要剖成段材，方便運送，通常剖成6公

尺，最長達8.4公尺，還是載下去。

伐木通常2人1組，鏈鋸手1名，助手1名。後來，伐木組編入集

材組之內，總計約15人，成為一個生產單位，通力合作，再依工作

性質分配利潤。因為林木要運出來才有價值，才能計價，光伐倒是

沒有用的，還要製材(削除分枝、裁切成需要長度)，還要檢尺(量測

木材的長寬厚、直徑等，以計算材積並分級)，還要集材，還要裝

材，最後運下山至貯木場，生產前段作業才告結束。當年的作業情

形是如何？1964年10月，森開處出版了《五年專輯》，提到棲蘭山

工作站現況：

1.伐木造材：該站之直營伐木造材作業均以鏈鋸行之，計分7

組。每組配有技工3人鏈鋸1臺，由伐木造材工2人操作，負責立木及

倒木之砍伐造材，另有檢尺工一名隨同伐木造材工前往工地，專司

原木檢尺及驗收。現在作業以110號林道沿線之太平山事業區21、

22、23各林班為主，計有6組從事作業。100號林道沿線太平山事業

區42林班次之，有1組施行作業。本（53）年度預定造材材積為

53237立方公尺，目前使用鏈鋸有「麥可樂」1-82型鏈鋸7部。

2.集裝材：該站現有七組集裝材組，每組配有技工15名，集材

機，裝材機各乙部，集材架線均採李吉屋式，裝材機通常僅負責裝

材工作，但如馬力與集材機相同之裝材機有時負責集材、裝材兩項

工作。迄目前為止。該站共有美製Skagit 175馬力柴油引擎集材機4

部，Skagit 96馬力柴油引擎裝材機4部，臺灣機械公司130馬力柴油

引擎集材機1部，每組有司機2名擔任集裝材機之操縱及保養，一、

二及三等工各4名，並由其中一等工1名兼任領班，負責領導全組工

作，其餘者擔任架線、撤線、捆材、信號、卸材、裝車等工作，另

有檢尺工一名隨同裝車檢尺及驗收原木。主要作業地區亦在110號林

道沿線，計有6組，100號林道沿線為副，僅有1組作業，各組分布於

太平山事業區42林班（一組）， 24林班（二組）， 23林班（二

組），22林班（二組）從事作業。4

春夏秋冬，天氣多樣變化。寒天也做嗎？下雨也做嗎？起霧也

做嗎？熱天也做嗎？李水塗說，下雨天很難做，多停工；起霧因為

看不到樹頂，所以也停工；大熱天沒關係，但山上沒有夏天呀，他

反問我。噢，對呢。他補充，倒是下霜或下雪便不伐木，因為從高

高樹頂打下來的雪塊很麻煩，也停工休息。至於工資呢？咦，我手

頭正好有一本1987-1988年棲蘭山工作區的計件工資單，翻一翻，鏈

鋸手的收入其實起起伏伏，好的時候逼近5萬5，差的時候3萬出頭。

以1988年5月份來看，沒錯，李水塗的採集直接生產費39869元，加

上附屬作業工資1249元，合計41118元，大概是平均值。不過，這工

資在當年算豐厚，養家活口，綽綽有餘。

據說鏈鋸手因為長期操作機具，末梢神經震盪受損，食中指泛

白，手臂無法舉高，這就是白手病。沒有沒有，李水塗說，我都吃

虎骨酒好的。這時有人在旁提醒，哪有那麼多虎骨，你吃的是假

的。真的假的，真真假假，反正做了41年，當一輩子的鏈鋸手，沒

得白手病，李水塗覺得虎骨酒，有效。

他最初伐木還是手作階段，對於樹種，自有一番見解。棲蘭山

林區的鐵杉因為氣候太潮濕，生長慢，年輪密，材質硬，是「正鐵

杉」。立霧溪林區和平山上的鐵杉很多，那裡較乾旱，生長快，胸

徑很粗很大，年輪疏，材質軟，是「軟鐵杉」。至於臺灣杉俗稱亞

杉，他就很不服氣。日本人把柳杉當第一名，臺灣杉次之，所以稱

亞杉。但柳杉在臺灣卻不是好材，臺灣杉則很棒，不怕水，無論製

作冰櫃、攔水柵、木瓦，都是最好的材料。

想過這工作危險嗎？怎會沒有，他說。面對森林的感覺，那是

何等浩瀚的一種大海，這海，他死裡逃生很多次。改天到現場，那

比較有感覺，李水塗最後說。等等，我還有很多問題，比如他一生

砍多少株紅檜、多少株扁柏、多少株臺灣杉巨木？在棲蘭山林區像

他這樣的鏈鋸手有幾位？也就是說，他們全部加起來，合砍了多少

樹？與樹共渡一生的人，他曾否想過樹是有生命的嗎？我曉得，他

知道我想問甚麼，那片消失隱沒的大海，最後奔向哪裡？

「那些司機一看山路這麼迴繞，路況又差，一個不留神，連人帶車

就摔下萬丈溪谷，許多人頓時就打退堂鼓了，最後只有二個人留下，我

就是其中之一。」多年後回憶，擔任運材車司機的許承蔚這麼說。5 

1962年，中央日報刊載徵才啟事，森開處招募運材車司機，月

薪保証3000元，在石門水庫工作的許承蔚一看，就寄出履歷報名

了。當時有20幾人來考，在臺北通過體檢與面試之後，錄取10幾

人，再到宜蘭複試。森開處準備了一臺運材車，讓這些司機從牛鬥

開到英士，這頭5人，那頭5人，開過換手，再開回去，如此交替，

挑出7、8人，最後到山上見習，實際開一次山路，那時路面又窄，

坡度又陡，卡車行駛其上實在很危險。

森開處當時伐木的主力有二處，各3機組，一在池端，一在棲蘭

(今100線林道內)，總共6組機具運轉。每天有10部大卡車從宜蘭貯木

場開至伐木現場，單趟里程至少68-70公里，車行約2小時多，一天

至多來回4趟。因為作業限制，10部大卡車只有前6部車子才能裝2次

材，後4部車子當日只能裝1次材。通常深夜3點發車，天未亮5點多

開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10點至10點半回至貯木場。最初是人工下

材，需時1小時半至2小時，後改成吊車下材，需時半小時至40分

鐘。接著就急忙上山，下午3點又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8點至8點半

回至貯木場。因為貯木場晚上9點關門，眼看時間來不及了，司機遠

遠地就會猛按喇叭，示意卡車就快到了。如果一關門，要到明晨才

進場下材，第二天早上就算白白浪費了。上山時，空車行進速度很

快，一路飆到底；下山時，木材滿載，車就龜速了，尤其從伐木現

場至百韜橋這段，真是很慢很慢。過了百韜橋，運材車似乎恢復體

力，朝宜蘭快速前進。運材車司機不是領月薪，是依出車次數加運

材量計酬。許承蔚是榮民，江西會昌人，1931年出生，1962年(當時

31歲)來森開處上班，一心只想多出幾趟車，多賺一些錢，努力不懈。

一臺運材車最多可載18立方公尺，1立方公尺鐵杉約重1200公

斤，一臺運材車最多載22公噸，但有時塞到24公噸。後來伐木機組

的人累積經驗後，會決定木材怎麼分配載運，鐵杉較重，放下面；

扁柏較輕，放上面。而紅檜更輕，1立方公尺約重900公斤，運材車

滿載只有16公噸。木材長度最長載過6.2-6.4公尺，但這樣就會突出

車尾，也會導致車頭抬起，俗稱翹頭，所以還要把長木材放上超出

車頭，俗稱壓頭，以求平衡，這也是運材車舊照常見的現象。1964

年出版的《五年專輯》裡，刊載了運材車結隊下山的照片，旁註寫

著：「滿載而歸」，那是當時全力投入森林資源開發的真實寫照。

山區車輛很少，又沒有交通車，往來進出多搭運材車，司機旁

可坐二人，左右車門外的踏板站1-2人，車頂木材上也擠坐好幾人，

就這樣浩浩蕩蕩地上山下山，或迎風，或緊緊扒住，威猛前行。說

到搭乘運材車，連駐地警察也會先來吩咐，拜託載一程哪。至於天

候影響，運材車夠重，不易打滑，下雪還是照開，風霜雨雪都不

怕。但山區下午4點就起霧，車至霧濃處無法前進，扒在車門外的人

會跳下去，拿手電筒前行，他就研判路緣邊界，一邊緩緩推進。霧

是一段一段，衝出濃霧，突然路就亮了，風景開了。

1960年9月，森開處買了10部KW(Kenworth)10輪大卡車，280

匹馬力，前輪的翼子板(前葉子板)為弧形。後來業務擴張，再買5部

KW(Kenworth)新型10輪大卡車，前輪的翼子板為方拱形。這種10

輪大卡車成本很高，載重12公噸，但常超載，汰舊更新時，添置了5

部五十鈴ISUZU的160匹馬力6輪大卡車，最後添置是5部福特FORD

的6輪大卡車。至於民間承攬運材多為三菱F USO的6輪大卡車與日

野HINO的6輪大卡車。

運材車不是只有在山上跑，為了建國60年國慶大典，森開處派

出10臺大卡車，30餘人參加遊行。二十五萬人的國慶大遊行，上午

十時正，在總統府前廣場出發，鼓樂喧天，彩幟飛舞。在警車前導之

下，遊行隊伍分青年、義士義胞、後備軍人、文教、勞工、婦女、農

民、民防、工商、榮民等十個大隊。代表二十萬榮民的榮民大隊，穿

著整齊的制服，代表著不同的單位，展示了他們辛勤的成果。

(僑胞)他們看到榮民事業管理處所出動的遊行隊伍，最感興趣

了。菲律賓僑胞施性然指出：榮民大隊的行列，不但旗幟鮮明，制服

整齊，而且他們的機動車輛最多，那種十多噸的推土機、運輸車，都

是龐然大物，即在海外，也很少看到。……榮民大隊昨天共出動了七

十多部車分別代表了榮民防衛隊、醫療隊、生產隊、子女隊和建設

隊。車上坐的均係百戰退伍、功在國家的榮民，個個精神抖擻，威風

仍然不減當年。6 

那是1971年10月9日，森開處的運材卡車走北宜公路至臺北，在

中山南路一一停好位置。這時的許承蔚不再開運材車，不是計次論

酬，他已是森開處正式員工，擔任交通車駕駛，不再跑山區，每天

接送員工與眷屬往來市區了。他駕駛交通車載著參加遊行的榮民職

工隨後出發，先到立法院附近接卡車司機上車，當晚這30多人都住

新店清溪山莊。第二天一早4點起床，5點出發，參加6點的升旗典

禮。預備兼等待，興奮又緊張，依排定次序展開遊行。

榮民生產隊的三輛滿載耶誕樹的卡車，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尤

其許多外籍人士特感與趣。榮民們經營的伐木事業，也是相當有成

就的，這次國慶大遊行，他們將巨大的木材及鏈鋸伐木機器展示出

來。7 

報紙沒有寫到，第一臺是新車，第二臺是舊車，後面又是新

車，全部重新噴漆。為了這次大遊行，10幾天沒運材。大家穿上筆

挺的綠色工作服，精神抖擻站在車上，前三臺車各站6人，分3組，

呈現伐木工班的搭配，1人肩扛鏈鋸，1人背著油桶手執油管。鏈鋸

約重40公斤，油桶約重10公斤。後七臺車則展示巨型板材、大棵原

木，或立或臥。車上的大棵原木是做出來的，取三合板捲成樹幹

狀，外面貼樹皮，兩端貼以鋸下的橫切木段，旁側再擺一些育苗木裝

飾，很有看頭。還有豎立車上的巨型板材，也是三合板做出來的，氣

勢壯觀，維妙維肖。一車一車前進，森開處精銳盡出。代表士農工

商、反共義士、海外僑胞及榮民等單位的十大隊伍，最具特色，由大

會會場出發，經過重慶南路，左轉衡陽路，右轉博愛路，再右轉忠孝

西路，繼續東行至林森南路口解散。這次的國慶大遊行，展品全由生

產組製作，生產組的毛德麟出名了，這都是他想出來的點子。

從運材車改開交通車，是甚麼心情呢？後來，許承蔚外調支援

輔導會一段時間，開著交通車，載文化工作隊到全島表演。輔導會文

化工作隊有二支，一支是平劇隊，另一支是輕音樂隊。他記得很清

楚，當時輔導會下轄113個單位，文化工作隊就是到各單位慰勞榮

民，每地停留3-7天不等，像花蓮玉里就住了一個禮拜，3個月繞一圈

臺灣。輕音樂隊就是吹樂器、打鼓、唱歌跳舞，都是年輕女孩子。他

說，那真是充滿歡樂又辛勞的日子，3個月繞一圈臺灣。

我聽起來卻很幸福，因為84歲的他，臉上表情盡是笑容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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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會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五年專輯》，宜蘭：輔導會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  

1964，頁23。

4 

棲蘭山，在日治早期的大比例臺灣全圖上皆可見到，但比較有

明確位置與正確海拔則出現於1907年的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標

高6410尺(約1923公尺，今1918公尺)，但棲蘭是甚麼意思，許多蘭

花附生於樹幹嗎？意象很美，但應不是原意。棲蘭與宜蘭一樣，皆

是原住民的語音。下澤伊八郎發表，泰雅族稱這座山為Babo Kan-

pilan，Babo是山，Kanpilan寫成棲蘭，原意則沒特別記載。1

 

這座山在日治末期的昭和18年(1943)2月，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向總督府殖產局提出棲蘭山森林利用開發計畫，從該年開始伐採生

產，預計年產量18萬立方公尺。主要伐採區為文山事業區76、77林

班、宜蘭事業區96、97、98林班與太平山事業區18、19、20、21林

班，以牛鬥為起點，新設濁水溪(今蘭陽溪)橫斷架空索道至蘭陽溪

北岸，再經專用鐵道1公里，以新設架空索道接至專用鐵道10公

里，順沿松羅溪右岸山坡朝西北方而行，至松羅溪上游後，再以架

空索道，可接至上濁水山的東南稜，最後是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續

向西北方延伸，此地靠近上濁水山的西側，可遙望棲蘭山了。預定

開發利用的設施計有：濁水溪橫斷架空索道、專用鐵道1公里、架

空索道、專用鐵道10公里、架空索道、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另外，

還有集材機6臺，柴油機關車6輛，蒸汽機關車2輛，運材臺車500

臺，運材車60輛，簡易製材所1處，電話線20公里。分2年度執行，

總經費151萬9000日圓。2

 

後來，曾對宜蘭事業區第97林班的一部分伐採，供應戰時緊急

軍公用材。這時的棲蘭山，主要指松羅溪上游，巴博庫魯山以東，

芃芃溪左岸的這片中海拔山區。

戰後的1950年起，林產管理局太平山林場曾在宜蘭事業區第

96、 97林班架設簡單索道，進行初期開發，但太平山事業區的

11-15、17-37林班尚未伐採。1957年6月，宜蘭市長陳阿呆等人向省

府陳情，請確立棲蘭山開發計畫。

宜蘭濁水溪北岸棲蘭山暨附近一帶，有天然林七十四個林班，

總面積二萬二千餘公頃，據傳可砍伐林木材積有九百七十餘萬立方

公尺，按照一般估計，可值二百億元以上，數字之大，實佔全省林

木總蓄積量八分之一，其所蘊藏資源，不可不謂豐富。因此，自日

據時期，則為萬人所共注目，且若棲蘭山決定開發，同時並可將大

溪、文山兩事業區林班統合經營，若此則於作業上尤獲便宜，其產

量當更增大。

棲蘭山木材，因宜蘭濁水溪之隔絕，甚難運至該林場(註：太平

山林場)，是以如要開發棲蘭山，自須另設機構，專責經營，方能切

合實際，而顯事功，尤須配合公路出口決定為宜蘭之理由所在(軍事

上需要，交通上方便，資源開發上適合等，為政府所持理由)，並須

針對準戰時體制，物資疏散之大原則(木材不使集積一處，分開貯

藏)，以及均衡發展地方計，以其再行擴展太平山林場，何若將林區

管理處(或專管林場)新設於宜蘭市或其附近地帶，始為得策，亦為

眾所公許。3 

棲蘭山林區，是以棲蘭山(海拔1918公尺)為北界，然後向西南

方延伸，經過婆羅山(海拔1415公尺)、芃芃山(海拔1713公尺)、烏山

(海拔1626公尺)這條山系，再到東保津寒山(海拔1963公尺)、眉有岩

山(海拔2328公尺)的這片東南向坡面，蘭陽溪則為東界與南界。

1958年1月20日，太平山林場成立棲蘭山工作站及林道工務所，

做了初期開發的努力。至於未來是林產管理局經營棲蘭山林區，還

是由輔導會經營，雙方幾經一番折衝。同年10月29日，林產管理局

奉准成立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劃定經營範圍為棲蘭山林區，

面積48766公頃。

1959年是重要的一年，很多事如火如荼進行了。1月22日，行政

院院會核定「橫貫公路沿線森林資源開發方案」。1月31日，開發方

案頒行。3月1日，砍伐工作開始。4月1日，排骨溪15公里改線測量

開始。5月3日，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開始運材作業，蔣經國主

委偕林產管理局陶玉田局長、農復會及安全分署外籍人士多人蒞處

視察。5月24日，中橫宜蘭支線通車。8月6日至次年3月29日，開闢

排骨溪新線林道10公里。10月10日，臺灣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在宜

蘭成立(隸屬輔導會)。10月29日，銷售業務開始，從此全面展開伐木

製材事業。

此後的棲蘭山，多指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工作站所在(負責伐

木作業)，為現今台7線74K+800的100線林道守衛站再向西進去3.3公

里處(海拔1200公尺)；至於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養路段(負責林道

修築)，位置在台7線66K+600，日後轉為救國團的明池青年活動中

心。後來站、段合一，搬遷至現今台7線82K+700，1967年11月15日

改稱棲蘭山工作區。棲蘭山林道的一道班位於台7線82K，四道班位

於台7線71K+600，至於二道班位於現今的100線林道2K，三道班則

位於9K。現今棲蘭這個地名，多指台7甲線3K的棲蘭山莊(海拔420

公尺)與棲蘭苗圃，那是在蘭陽溪北岸，靠近家源橋的棲蘭森林遊樂

區內。海拔越降越低，越降越南，這就是棲蘭。

森林伐採過程的環節很多，第一線作業主要為伐木的鏈鋸手與

運材車的司機。

李水塗出生於1932年，今年83歲，宜蘭人。早先都在太平山工

作，1973年來森開處。他經歷手作的年代，也進入鏈鋸的年代。4手

作無聲，通常用二種工具：五齒仔與大剖鋸。伐倒前用五齒仔，伐

倒後將太粗的樹再剖分，就用大剖鋸。至於鏈鋸，重約40公斤，常

用的鋸長有36吋、42吋。樹木欲倒向哪裡，缺口就作那個方向。倒

前，要先找好退路位置，迅即放下鏈鋸，連跑10幾米躲開。因為手

作的鋸木響聲很小，聽不到，樹木傾倒那一刻很危險，怕傷到在附

近作業的人，要發出叫喊。示警倒木的方向，通常有二種情況，四

種組合：直倒(順山谷)，sakayama；橫倒(順稜線)，yokoyama；左，

hidari；右，migi。陡峭斜坡很少讓樹直倒，因為木材容易下滑，不

易控制，以橫倒居多，只有緩坡或平地才會直倒。遇到大樹或巨木

都不怕，因為這種樹很獨立，自己一株，容易作業。倒是中型樹的

枝枒易勾纏，打到彼此，很難應付。

在宜蘭地區，紅檜不是最粗最大的樹，思源的臺灣雲杉胸徑有

420公分，棲蘭的臺灣杉胸徑有200公分，大約1小時至1小時半可伐

倒。一般而言，棲蘭的臺灣扁柏、紅檜胸徑多為140-150公分，大約

半小時可伐倒，而他一天可伐7-8棵。鏈鋸伐木的速度約是手作的10

倍，手作時，可以感覺有些樹很難鋸，鋸不動，但碰到鏈鋸都一

樣，沒差，直接伐倒。生木還要剖成段材，方便運送，通常剖成6公

尺，最長達8.4公尺，還是載下去。

伐木通常2人1組，鏈鋸手1名，助手1名。後來，伐木組編入集

材組之內，總計約15人，成為一個生產單位，通力合作，再依工作

性質分配利潤。因為林木要運出來才有價值，才能計價，光伐倒是

沒有用的，還要製材(削除分枝、裁切成需要長度)，還要檢尺(量測

木材的長寬厚、直徑等，以計算材積並分級)，還要集材，還要裝

材，最後運下山至貯木場，生產前段作業才告結束。當年的作業情

形是如何？1964年10月，森開處出版了《五年專輯》，提到棲蘭山

工作站現況：

1.伐木造材：該站之直營伐木造材作業均以鏈鋸行之，計分7

組。每組配有技工3人鏈鋸1臺，由伐木造材工2人操作，負責立木及

倒木之砍伐造材，另有檢尺工一名隨同伐木造材工前往工地，專司

原木檢尺及驗收。現在作業以110號林道沿線之太平山事業區21、

22、23各林班為主，計有6組從事作業。100號林道沿線太平山事業

區42林班次之，有1組施行作業。本（53）年度預定造材材積為

53237立方公尺，目前使用鏈鋸有「麥可樂」1-82型鏈鋸7部。

2.集裝材：該站現有七組集裝材組，每組配有技工15名，集材

機，裝材機各乙部，集材架線均採李吉屋式，裝材機通常僅負責裝

材工作，但如馬力與集材機相同之裝材機有時負責集材、裝材兩項

工作。迄目前為止。該站共有美製Skagit 175馬力柴油引擎集材機4

部，Skagit 96馬力柴油引擎裝材機4部，臺灣機械公司130馬力柴油

引擎集材機1部，每組有司機2名擔任集裝材機之操縱及保養，一、

二及三等工各4名，並由其中一等工1名兼任領班，負責領導全組工

作，其餘者擔任架線、撤線、捆材、信號、卸材、裝車等工作，另

有檢尺工一名隨同裝車檢尺及驗收原木。主要作業地區亦在110號林

道沿線，計有6組，100號林道沿線為副，僅有1組作業，各組分布於

太平山事業區42林班（一組）， 24林班（二組）， 23林班（二

組），22林班（二組）從事作業。4

春夏秋冬，天氣多樣變化。寒天也做嗎？下雨也做嗎？起霧也

做嗎？熱天也做嗎？李水塗說，下雨天很難做，多停工；起霧因為

看不到樹頂，所以也停工；大熱天沒關係，但山上沒有夏天呀，他

反問我。噢，對呢。他補充，倒是下霜或下雪便不伐木，因為從高

高樹頂打下來的雪塊很麻煩，也停工休息。至於工資呢？咦，我手

頭正好有一本1987-1988年棲蘭山工作區的計件工資單，翻一翻，鏈

鋸手的收入其實起起伏伏，好的時候逼近5萬5，差的時候3萬出頭。

以1988年5月份來看，沒錯，李水塗的採集直接生產費39869元，加

上附屬作業工資1249元，合計41118元，大概是平均值。不過，這工

資在當年算豐厚，養家活口，綽綽有餘。

據說鏈鋸手因為長期操作機具，末梢神經震盪受損，食中指泛

白，手臂無法舉高，這就是白手病。沒有沒有，李水塗說，我都吃

虎骨酒好的。這時有人在旁提醒，哪有那麼多虎骨，你吃的是假

的。真的假的，真真假假，反正做了41年，當一輩子的鏈鋸手，沒

得白手病，李水塗覺得虎骨酒，有效。

他最初伐木還是手作階段，對於樹種，自有一番見解。棲蘭山

林區的鐵杉因為氣候太潮濕，生長慢，年輪密，材質硬，是「正鐵

杉」。立霧溪林區和平山上的鐵杉很多，那裡較乾旱，生長快，胸

徑很粗很大，年輪疏，材質軟，是「軟鐵杉」。至於臺灣杉俗稱亞

杉，他就很不服氣。日本人把柳杉當第一名，臺灣杉次之，所以稱

亞杉。但柳杉在臺灣卻不是好材，臺灣杉則很棒，不怕水，無論製

作冰櫃、攔水柵、木瓦，都是最好的材料。

想過這工作危險嗎？怎會沒有，他說。面對森林的感覺，那是

何等浩瀚的一種大海，這海，他死裡逃生很多次。改天到現場，那

比較有感覺，李水塗最後說。等等，我還有很多問題，比如他一生

砍多少株紅檜、多少株扁柏、多少株臺灣杉巨木？在棲蘭山林區像

他這樣的鏈鋸手有幾位？也就是說，他們全部加起來，合砍了多少

樹？與樹共渡一生的人，他曾否想過樹是有生命的嗎？我曉得，他

知道我想問甚麼，那片消失隱沒的大海，最後奔向哪裡？

「那些司機一看山路這麼迴繞，路況又差，一個不留神，連人帶車

就摔下萬丈溪谷，許多人頓時就打退堂鼓了，最後只有二個人留下，我

就是其中之一。」多年後回憶，擔任運材車司機的許承蔚這麼說。5 

1962年，中央日報刊載徵才啟事，森開處招募運材車司機，月

薪保証3000元，在石門水庫工作的許承蔚一看，就寄出履歷報名

了。當時有20幾人來考，在臺北通過體檢與面試之後，錄取10幾

人，再到宜蘭複試。森開處準備了一臺運材車，讓這些司機從牛鬥

開到英士，這頭5人，那頭5人，開過換手，再開回去，如此交替，

挑出7、8人，最後到山上見習，實際開一次山路，那時路面又窄，

坡度又陡，卡車行駛其上實在很危險。

森開處當時伐木的主力有二處，各3機組，一在池端，一在棲蘭

(今100線林道內)，總共6組機具運轉。每天有10部大卡車從宜蘭貯木

場開至伐木現場，單趟里程至少68-70公里，車行約2小時多，一天

至多來回4趟。因為作業限制，10部大卡車只有前6部車子才能裝2次

材，後4部車子當日只能裝1次材。通常深夜3點發車，天未亮5點多

開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10點至10點半回至貯木場。最初是人工下

材，需時1小時半至2小時，後改成吊車下材，需時半小時至40分

鐘。接著就急忙上山，下午3點又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8點至8點半

回至貯木場。因為貯木場晚上9點關門，眼看時間來不及了，司機遠

遠地就會猛按喇叭，示意卡車就快到了。如果一關門，要到明晨才

進場下材，第二天早上就算白白浪費了。上山時，空車行進速度很

快，一路飆到底；下山時，木材滿載，車就龜速了，尤其從伐木現

場至百韜橋這段，真是很慢很慢。過了百韜橋，運材車似乎恢復體

力，朝宜蘭快速前進。運材車司機不是領月薪，是依出車次數加運

材量計酬。許承蔚是榮民，江西會昌人，1931年出生，1962年(當時

31歲)來森開處上班，一心只想多出幾趟車，多賺一些錢，努力不懈。

一臺運材車最多可載18立方公尺，1立方公尺鐵杉約重1200公

斤，一臺運材車最多載22公噸，但有時塞到24公噸。後來伐木機組

的人累積經驗後，會決定木材怎麼分配載運，鐵杉較重，放下面；

扁柏較輕，放上面。而紅檜更輕，1立方公尺約重900公斤，運材車

滿載只有16公噸。木材長度最長載過6.2-6.4公尺，但這樣就會突出

車尾，也會導致車頭抬起，俗稱翹頭，所以還要把長木材放上超出

車頭，俗稱壓頭，以求平衡，這也是運材車舊照常見的現象。1964

年出版的《五年專輯》裡，刊載了運材車結隊下山的照片，旁註寫

著：「滿載而歸」，那是當時全力投入森林資源開發的真實寫照。

山區車輛很少，又沒有交通車，往來進出多搭運材車，司機旁

可坐二人，左右車門外的踏板站1-2人，車頂木材上也擠坐好幾人，

就這樣浩浩蕩蕩地上山下山，或迎風，或緊緊扒住，威猛前行。說

到搭乘運材車，連駐地警察也會先來吩咐，拜託載一程哪。至於天

候影響，運材車夠重，不易打滑，下雪還是照開，風霜雨雪都不

怕。但山區下午4點就起霧，車至霧濃處無法前進，扒在車門外的人

會跳下去，拿手電筒前行，他就研判路緣邊界，一邊緩緩推進。霧

是一段一段，衝出濃霧，突然路就亮了，風景開了。

1960年9月，森開處買了10部KW(Kenworth)10輪大卡車，280

匹馬力，前輪的翼子板(前葉子板)為弧形。後來業務擴張，再買5部

KW(Kenworth)新型10輪大卡車，前輪的翼子板為方拱形。這種10

輪大卡車成本很高，載重12公噸，但常超載，汰舊更新時，添置了5

部五十鈴ISUZU的160匹馬力6輪大卡車，最後添置是5部福特FORD

的6輪大卡車。至於民間承攬運材多為三菱F USO的6輪大卡車與日

野HINO的6輪大卡車。

運材車不是只有在山上跑，為了建國60年國慶大典，森開處派

出10臺大卡車，30餘人參加遊行。二十五萬人的國慶大遊行，上午

十時正，在總統府前廣場出發，鼓樂喧天，彩幟飛舞。在警車前導之

下，遊行隊伍分青年、義士義胞、後備軍人、文教、勞工、婦女、農

民、民防、工商、榮民等十個大隊。代表二十萬榮民的榮民大隊，穿

著整齊的制服，代表著不同的單位，展示了他們辛勤的成果。

(僑胞)他們看到榮民事業管理處所出動的遊行隊伍，最感興趣

了。菲律賓僑胞施性然指出：榮民大隊的行列，不但旗幟鮮明，制服

整齊，而且他們的機動車輛最多，那種十多噸的推土機、運輸車，都

是龐然大物，即在海外，也很少看到。……榮民大隊昨天共出動了七

十多部車分別代表了榮民防衛隊、醫療隊、生產隊、子女隊和建設

隊。車上坐的均係百戰退伍、功在國家的榮民，個個精神抖擻，威風

仍然不減當年。6 

那是1971年10月9日，森開處的運材卡車走北宜公路至臺北，在

中山南路一一停好位置。這時的許承蔚不再開運材車，不是計次論

酬，他已是森開處正式員工，擔任交通車駕駛，不再跑山區，每天

接送員工與眷屬往來市區了。他駕駛交通車載著參加遊行的榮民職

工隨後出發，先到立法院附近接卡車司機上車，當晚這30多人都住

新店清溪山莊。第二天一早4點起床，5點出發，參加6點的升旗典

禮。預備兼等待，興奮又緊張，依排定次序展開遊行。

榮民生產隊的三輛滿載耶誕樹的卡車，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尤

其許多外籍人士特感與趣。榮民們經營的伐木事業，也是相當有成

就的，這次國慶大遊行，他們將巨大的木材及鏈鋸伐木機器展示出

來。7 

報紙沒有寫到，第一臺是新車，第二臺是舊車，後面又是新

車，全部重新噴漆。為了這次大遊行，10幾天沒運材。大家穿上筆

挺的綠色工作服，精神抖擻站在車上，前三臺車各站6人，分3組，

呈現伐木工班的搭配，1人肩扛鏈鋸，1人背著油桶手執油管。鏈鋸

約重40公斤，油桶約重10公斤。後七臺車則展示巨型板材、大棵原

木，或立或臥。車上的大棵原木是做出來的，取三合板捲成樹幹

狀，外面貼樹皮，兩端貼以鋸下的橫切木段，旁側再擺一些育苗木裝

飾，很有看頭。還有豎立車上的巨型板材，也是三合板做出來的，氣

勢壯觀，維妙維肖。一車一車前進，森開處精銳盡出。代表士農工

商、反共義士、海外僑胞及榮民等單位的十大隊伍，最具特色，由大

會會場出發，經過重慶南路，左轉衡陽路，右轉博愛路，再右轉忠孝

西路，繼續東行至林森南路口解散。這次的國慶大遊行，展品全由生

產組製作，生產組的毛德麟出名了，這都是他想出來的點子。

從運材車改開交通車，是甚麼心情呢？後來，許承蔚外調支援

輔導會一段時間，開著交通車，載文化工作隊到全島表演。輔導會文

化工作隊有二支，一支是平劇隊，另一支是輕音樂隊。他記得很清

楚，當時輔導會下轄113個單位，文化工作隊就是到各單位慰勞榮

民，每地停留3-7天不等，像花蓮玉里就住了一個禮拜，3個月繞一圈

臺灣。輕音樂隊就是吹樂器、打鼓、唱歌跳舞，都是年輕女孩子。他

說，那真是充滿歡樂又辛勞的日子，3個月繞一圈臺灣。

我聽起來卻很幸福，因為84歲的他，臉上表情盡是笑容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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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5年9月17日，於宜蘭森保處訪談許承蔚先生。

棲蘭山，在日治早期的大比例臺灣全圖上皆可見到，但比較有

明確位置與正確海拔則出現於1907年的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標

高6410尺(約1923公尺，今1918公尺)，但棲蘭是甚麼意思，許多蘭

花附生於樹幹嗎？意象很美，但應不是原意。棲蘭與宜蘭一樣，皆

是原住民的語音。下澤伊八郎發表，泰雅族稱這座山為Babo Kan-

pilan，Babo是山，Kanpilan寫成棲蘭，原意則沒特別記載。1

 

這座山在日治末期的昭和18年(1943)2月，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向總督府殖產局提出棲蘭山森林利用開發計畫，從該年開始伐採生

產，預計年產量18萬立方公尺。主要伐採區為文山事業區76、77林

班、宜蘭事業區96、97、98林班與太平山事業區18、19、20、21林

班，以牛鬥為起點，新設濁水溪(今蘭陽溪)橫斷架空索道至蘭陽溪

北岸，再經專用鐵道1公里，以新設架空索道接至專用鐵道10公

里，順沿松羅溪右岸山坡朝西北方而行，至松羅溪上游後，再以架

空索道，可接至上濁水山的東南稜，最後是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續

向西北方延伸，此地靠近上濁水山的西側，可遙望棲蘭山了。預定

開發利用的設施計有：濁水溪橫斷架空索道、專用鐵道1公里、架

空索道、專用鐵道10公里、架空索道、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另外，

還有集材機6臺，柴油機關車6輛，蒸汽機關車2輛，運材臺車500

臺，運材車60輛，簡易製材所1處，電話線20公里。分2年度執行，

總經費151萬9000日圓。2

 

後來，曾對宜蘭事業區第97林班的一部分伐採，供應戰時緊急

軍公用材。這時的棲蘭山，主要指松羅溪上游，巴博庫魯山以東，

芃芃溪左岸的這片中海拔山區。

戰後的1950年起，林產管理局太平山林場曾在宜蘭事業區第

96、 97林班架設簡單索道，進行初期開發，但太平山事業區的

11-15、17-37林班尚未伐採。1957年6月，宜蘭市長陳阿呆等人向省

府陳情，請確立棲蘭山開發計畫。

宜蘭濁水溪北岸棲蘭山暨附近一帶，有天然林七十四個林班，

總面積二萬二千餘公頃，據傳可砍伐林木材積有九百七十餘萬立方

公尺，按照一般估計，可值二百億元以上，數字之大，實佔全省林

木總蓄積量八分之一，其所蘊藏資源，不可不謂豐富。因此，自日

據時期，則為萬人所共注目，且若棲蘭山決定開發，同時並可將大

溪、文山兩事業區林班統合經營，若此則於作業上尤獲便宜，其產

量當更增大。

棲蘭山木材，因宜蘭濁水溪之隔絕，甚難運至該林場(註：太平

山林場)，是以如要開發棲蘭山，自須另設機構，專責經營，方能切

合實際，而顯事功，尤須配合公路出口決定為宜蘭之理由所在(軍事

上需要，交通上方便，資源開發上適合等，為政府所持理由)，並須

針對準戰時體制，物資疏散之大原則(木材不使集積一處，分開貯

藏)，以及均衡發展地方計，以其再行擴展太平山林場，何若將林區

管理處(或專管林場)新設於宜蘭市或其附近地帶，始為得策，亦為

眾所公許。3 

棲蘭山林區，是以棲蘭山(海拔1918公尺)為北界，然後向西南

方延伸，經過婆羅山(海拔1415公尺)、芃芃山(海拔1713公尺)、烏山

(海拔1626公尺)這條山系，再到東保津寒山(海拔1963公尺)、眉有岩

山(海拔2328公尺)的這片東南向坡面，蘭陽溪則為東界與南界。

1958年1月20日，太平山林場成立棲蘭山工作站及林道工務所，

做了初期開發的努力。至於未來是林產管理局經營棲蘭山林區，還

是由輔導會經營，雙方幾經一番折衝。同年10月29日，林產管理局

奉准成立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劃定經營範圍為棲蘭山林區，

面積48766公頃。

1959年是重要的一年，很多事如火如荼進行了。1月22日，行政

院院會核定「橫貫公路沿線森林資源開發方案」。1月31日，開發方

案頒行。3月1日，砍伐工作開始。4月1日，排骨溪15公里改線測量

開始。5月3日，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開始運材作業，蔣經國主

委偕林產管理局陶玉田局長、農復會及安全分署外籍人士多人蒞處

視察。5月24日，中橫宜蘭支線通車。8月6日至次年3月29日，開闢

排骨溪新線林道10公里。10月10日，臺灣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在宜

蘭成立(隸屬輔導會)。10月29日，銷售業務開始，從此全面展開伐木

製材事業。

此後的棲蘭山，多指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工作站所在(負責伐

木作業)，為現今台7線74K+800的100線林道守衛站再向西進去3.3公

里處(海拔1200公尺)；至於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養路段(負責林道

修築)，位置在台7線66K+600，日後轉為救國團的明池青年活動中

心。後來站、段合一，搬遷至現今台7線82K+700，1967年11月15日

改稱棲蘭山工作區。棲蘭山林道的一道班位於台7線82K，四道班位

於台7線71K+600，至於二道班位於現今的100線林道2K，三道班則

位於9K。現今棲蘭這個地名，多指台7甲線3K的棲蘭山莊(海拔420

公尺)與棲蘭苗圃，那是在蘭陽溪北岸，靠近家源橋的棲蘭森林遊樂

區內。海拔越降越低，越降越南，這就是棲蘭。

森林伐採過程的環節很多，第一線作業主要為伐木的鏈鋸手與

運材車的司機。

李水塗出生於1932年，今年83歲，宜蘭人。早先都在太平山工

作，1973年來森開處。他經歷手作的年代，也進入鏈鋸的年代。4手

作無聲，通常用二種工具：五齒仔與大剖鋸。伐倒前用五齒仔，伐

倒後將太粗的樹再剖分，就用大剖鋸。至於鏈鋸，重約40公斤，常

用的鋸長有36吋、42吋。樹木欲倒向哪裡，缺口就作那個方向。倒

前，要先找好退路位置，迅即放下鏈鋸，連跑10幾米躲開。因為手

作的鋸木響聲很小，聽不到，樹木傾倒那一刻很危險，怕傷到在附

近作業的人，要發出叫喊。示警倒木的方向，通常有二種情況，四

種組合：直倒(順山谷)，sakayama；橫倒(順稜線)，yokoyama；左，

hidari；右，migi。陡峭斜坡很少讓樹直倒，因為木材容易下滑，不

易控制，以橫倒居多，只有緩坡或平地才會直倒。遇到大樹或巨木

都不怕，因為這種樹很獨立，自己一株，容易作業。倒是中型樹的

枝枒易勾纏，打到彼此，很難應付。

在宜蘭地區，紅檜不是最粗最大的樹，思源的臺灣雲杉胸徑有

420公分，棲蘭的臺灣杉胸徑有200公分，大約1小時至1小時半可伐

倒。一般而言，棲蘭的臺灣扁柏、紅檜胸徑多為140-150公分，大約

半小時可伐倒，而他一天可伐7-8棵。鏈鋸伐木的速度約是手作的10

倍，手作時，可以感覺有些樹很難鋸，鋸不動，但碰到鏈鋸都一

樣，沒差，直接伐倒。生木還要剖成段材，方便運送，通常剖成6公

尺，最長達8.4公尺，還是載下去。

伐木通常2人1組，鏈鋸手1名，助手1名。後來，伐木組編入集

材組之內，總計約15人，成為一個生產單位，通力合作，再依工作

性質分配利潤。因為林木要運出來才有價值，才能計價，光伐倒是

沒有用的，還要製材(削除分枝、裁切成需要長度)，還要檢尺(量測

木材的長寬厚、直徑等，以計算材積並分級)，還要集材，還要裝

材，最後運下山至貯木場，生產前段作業才告結束。當年的作業情

形是如何？1964年10月，森開處出版了《五年專輯》，提到棲蘭山

工作站現況：

1.伐木造材：該站之直營伐木造材作業均以鏈鋸行之，計分7

組。每組配有技工3人鏈鋸1臺，由伐木造材工2人操作，負責立木及

倒木之砍伐造材，另有檢尺工一名隨同伐木造材工前往工地，專司

原木檢尺及驗收。現在作業以110號林道沿線之太平山事業區21、

22、23各林班為主，計有6組從事作業。100號林道沿線太平山事業

區42林班次之，有1組施行作業。本（53）年度預定造材材積為

53237立方公尺，目前使用鏈鋸有「麥可樂」1-82型鏈鋸7部。

2.集裝材：該站現有七組集裝材組，每組配有技工15名，集材

機，裝材機各乙部，集材架線均採李吉屋式，裝材機通常僅負責裝

材工作，但如馬力與集材機相同之裝材機有時負責集材、裝材兩項

工作。迄目前為止。該站共有美製Skagit 175馬力柴油引擎集材機4

部，Skagit 96馬力柴油引擎裝材機4部，臺灣機械公司130馬力柴油

引擎集材機1部，每組有司機2名擔任集裝材機之操縱及保養，一、

二及三等工各4名，並由其中一等工1名兼任領班，負責領導全組工

作，其餘者擔任架線、撤線、捆材、信號、卸材、裝車等工作，另

有檢尺工一名隨同裝車檢尺及驗收原木。主要作業地區亦在110號林

道沿線，計有6組，100號林道沿線為副，僅有1組作業，各組分布於

太平山事業區42林班（一組）， 24林班（二組）， 23林班（二

組），22林班（二組）從事作業。4

春夏秋冬，天氣多樣變化。寒天也做嗎？下雨也做嗎？起霧也

做嗎？熱天也做嗎？李水塗說，下雨天很難做，多停工；起霧因為

看不到樹頂，所以也停工；大熱天沒關係，但山上沒有夏天呀，他

反問我。噢，對呢。他補充，倒是下霜或下雪便不伐木，因為從高

高樹頂打下來的雪塊很麻煩，也停工休息。至於工資呢？咦，我手

頭正好有一本1987-1988年棲蘭山工作區的計件工資單，翻一翻，鏈

鋸手的收入其實起起伏伏，好的時候逼近5萬5，差的時候3萬出頭。

以1988年5月份來看，沒錯，李水塗的採集直接生產費39869元，加

上附屬作業工資1249元，合計41118元，大概是平均值。不過，這工

資在當年算豐厚，養家活口，綽綽有餘。

據說鏈鋸手因為長期操作機具，末梢神經震盪受損，食中指泛

白，手臂無法舉高，這就是白手病。沒有沒有，李水塗說，我都吃

虎骨酒好的。這時有人在旁提醒，哪有那麼多虎骨，你吃的是假

的。真的假的，真真假假，反正做了41年，當一輩子的鏈鋸手，沒

得白手病，李水塗覺得虎骨酒，有效。

他最初伐木還是手作階段，對於樹種，自有一番見解。棲蘭山

林區的鐵杉因為氣候太潮濕，生長慢，年輪密，材質硬，是「正鐵

杉」。立霧溪林區和平山上的鐵杉很多，那裡較乾旱，生長快，胸

徑很粗很大，年輪疏，材質軟，是「軟鐵杉」。至於臺灣杉俗稱亞

杉，他就很不服氣。日本人把柳杉當第一名，臺灣杉次之，所以稱

亞杉。但柳杉在臺灣卻不是好材，臺灣杉則很棒，不怕水，無論製

作冰櫃、攔水柵、木瓦，都是最好的材料。

想過這工作危險嗎？怎會沒有，他說。面對森林的感覺，那是

何等浩瀚的一種大海，這海，他死裡逃生很多次。改天到現場，那

比較有感覺，李水塗最後說。等等，我還有很多問題，比如他一生

砍多少株紅檜、多少株扁柏、多少株臺灣杉巨木？在棲蘭山林區像

他這樣的鏈鋸手有幾位？也就是說，他們全部加起來，合砍了多少

樹？與樹共渡一生的人，他曾否想過樹是有生命的嗎？我曉得，他

知道我想問甚麼，那片消失隱沒的大海，最後奔向哪裡？

「那些司機一看山路這麼迴繞，路況又差，一個不留神，連人帶車

就摔下萬丈溪谷，許多人頓時就打退堂鼓了，最後只有二個人留下，我

就是其中之一。」多年後回憶，擔任運材車司機的許承蔚這麼說。5 

1962年，中央日報刊載徵才啟事，森開處招募運材車司機，月

薪保証3000元，在石門水庫工作的許承蔚一看，就寄出履歷報名

了。當時有20幾人來考，在臺北通過體檢與面試之後，錄取10幾

人，再到宜蘭複試。森開處準備了一臺運材車，讓這些司機從牛鬥

開到英士，這頭5人，那頭5人，開過換手，再開回去，如此交替，

挑出7、8人，最後到山上見習，實際開一次山路，那時路面又窄，

坡度又陡，卡車行駛其上實在很危險。

森開處當時伐木的主力有二處，各3機組，一在池端，一在棲蘭

(今100線林道內)，總共6組機具運轉。每天有10部大卡車從宜蘭貯木

場開至伐木現場，單趟里程至少68-70公里，車行約2小時多，一天

至多來回4趟。因為作業限制，10部大卡車只有前6部車子才能裝2次

材，後4部車子當日只能裝1次材。通常深夜3點發車，天未亮5點多

開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10點至10點半回至貯木場。最初是人工下

材，需時1小時半至2小時，後改成吊車下材，需時半小時至40分

鐘。接著就急忙上山，下午3點又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8點至8點半

回至貯木場。因為貯木場晚上9點關門，眼看時間來不及了，司機遠

遠地就會猛按喇叭，示意卡車就快到了。如果一關門，要到明晨才

進場下材，第二天早上就算白白浪費了。上山時，空車行進速度很

快，一路飆到底；下山時，木材滿載，車就龜速了，尤其從伐木現

場至百韜橋這段，真是很慢很慢。過了百韜橋，運材車似乎恢復體

力，朝宜蘭快速前進。運材車司機不是領月薪，是依出車次數加運

材量計酬。許承蔚是榮民，江西會昌人，1931年出生，1962年(當時

31歲)來森開處上班，一心只想多出幾趟車，多賺一些錢，努力不懈。

一臺運材車最多可載18立方公尺，1立方公尺鐵杉約重1200公

斤，一臺運材車最多載22公噸，但有時塞到24公噸。後來伐木機組

的人累積經驗後，會決定木材怎麼分配載運，鐵杉較重，放下面；

扁柏較輕，放上面。而紅檜更輕，1立方公尺約重900公斤，運材車

滿載只有16公噸。木材長度最長載過6.2-6.4公尺，但這樣就會突出

車尾，也會導致車頭抬起，俗稱翹頭，所以還要把長木材放上超出

車頭，俗稱壓頭，以求平衡，這也是運材車舊照常見的現象。1964

年出版的《五年專輯》裡，刊載了運材車結隊下山的照片，旁註寫

著：「滿載而歸」，那是當時全力投入森林資源開發的真實寫照。

山區車輛很少，又沒有交通車，往來進出多搭運材車，司機旁

可坐二人，左右車門外的踏板站1-2人，車頂木材上也擠坐好幾人，

就這樣浩浩蕩蕩地上山下山，或迎風，或緊緊扒住，威猛前行。說

到搭乘運材車，連駐地警察也會先來吩咐，拜託載一程哪。至於天

候影響，運材車夠重，不易打滑，下雪還是照開，風霜雨雪都不

怕。但山區下午4點就起霧，車至霧濃處無法前進，扒在車門外的人

會跳下去，拿手電筒前行，他就研判路緣邊界，一邊緩緩推進。霧

是一段一段，衝出濃霧，突然路就亮了，風景開了。

1960年9月，森開處買了10部KW(Kenworth)10輪大卡車，280

匹馬力，前輪的翼子板(前葉子板)為弧形。後來業務擴張，再買5部

KW(Kenworth)新型10輪大卡車，前輪的翼子板為方拱形。這種10

輪大卡車成本很高，載重12公噸，但常超載，汰舊更新時，添置了5

部五十鈴ISUZU的160匹馬力6輪大卡車，最後添置是5部福特FORD

的6輪大卡車。至於民間承攬運材多為三菱F USO的6輪大卡車與日

野HINO的6輪大卡車。

運材車不是只有在山上跑，為了建國60年國慶大典，森開處派

出10臺大卡車，30餘人參加遊行。二十五萬人的國慶大遊行，上午

十時正，在總統府前廣場出發，鼓樂喧天，彩幟飛舞。在警車前導之

下，遊行隊伍分青年、義士義胞、後備軍人、文教、勞工、婦女、農

民、民防、工商、榮民等十個大隊。代表二十萬榮民的榮民大隊，穿

著整齊的制服，代表著不同的單位，展示了他們辛勤的成果。

(僑胞)他們看到榮民事業管理處所出動的遊行隊伍，最感興趣

了。菲律賓僑胞施性然指出：榮民大隊的行列，不但旗幟鮮明，制服

整齊，而且他們的機動車輛最多，那種十多噸的推土機、運輸車，都

是龐然大物，即在海外，也很少看到。……榮民大隊昨天共出動了七

十多部車分別代表了榮民防衛隊、醫療隊、生產隊、子女隊和建設

隊。車上坐的均係百戰退伍、功在國家的榮民，個個精神抖擻，威風

仍然不減當年。6 

那是1971年10月9日，森開處的運材卡車走北宜公路至臺北，在

中山南路一一停好位置。這時的許承蔚不再開運材車，不是計次論

酬，他已是森開處正式員工，擔任交通車駕駛，不再跑山區，每天

接送員工與眷屬往來市區了。他駕駛交通車載著參加遊行的榮民職

工隨後出發，先到立法院附近接卡車司機上車，當晚這30多人都住

新店清溪山莊。第二天一早4點起床，5點出發，參加6點的升旗典

禮。預備兼等待，興奮又緊張，依排定次序展開遊行。

榮民生產隊的三輛滿載耶誕樹的卡車，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尤

其許多外籍人士特感與趣。榮民們經營的伐木事業，也是相當有成

就的，這次國慶大遊行，他們將巨大的木材及鏈鋸伐木機器展示出

來。7 

報紙沒有寫到，第一臺是新車，第二臺是舊車，後面又是新

車，全部重新噴漆。為了這次大遊行，10幾天沒運材。大家穿上筆

挺的綠色工作服，精神抖擻站在車上，前三臺車各站6人，分3組，

呈現伐木工班的搭配，1人肩扛鏈鋸，1人背著油桶手執油管。鏈鋸

約重40公斤，油桶約重10公斤。後七臺車則展示巨型板材、大棵原

木，或立或臥。車上的大棵原木是做出來的，取三合板捲成樹幹

狀，外面貼樹皮，兩端貼以鋸下的橫切木段，旁側再擺一些育苗木裝

飾，很有看頭。還有豎立車上的巨型板材，也是三合板做出來的，氣

勢壯觀，維妙維肖。一車一車前進，森開處精銳盡出。代表士農工

商、反共義士、海外僑胞及榮民等單位的十大隊伍，最具特色，由大

會會場出發，經過重慶南路，左轉衡陽路，右轉博愛路，再右轉忠孝

西路，繼續東行至林森南路口解散。這次的國慶大遊行，展品全由生

產組製作，生產組的毛德麟出名了，這都是他想出來的點子。

從運材車改開交通車，是甚麼心情呢？後來，許承蔚外調支援

輔導會一段時間，開著交通車，載文化工作隊到全島表演。輔導會文

化工作隊有二支，一支是平劇隊，另一支是輕音樂隊。他記得很清

楚，當時輔導會下轄113個單位，文化工作隊就是到各單位慰勞榮

民，每地停留3-7天不等，像花蓮玉里就住了一個禮拜，3個月繞一圈

臺灣。輕音樂隊就是吹樂器、打鼓、唱歌跳舞，都是年輕女孩子。他

說，那真是充滿歡樂又辛勞的日子，3個月繞一圈臺灣。

我聽起來卻很幸福，因為84歲的他，臉上表情盡是笑容哪。

16 17



山
名
棲
蘭

第
一
章

棲蘭山，在日治早期的大比例臺灣全圖上皆可見到，但比較有

明確位置與正確海拔則出現於1907年的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標

高6410尺(約1923公尺，今1918公尺)，但棲蘭是甚麼意思，許多蘭

花附生於樹幹嗎？意象很美，但應不是原意。棲蘭與宜蘭一樣，皆

是原住民的語音。下澤伊八郎發表，泰雅族稱這座山為Babo Kan-

pilan，Babo是山，Kanpilan寫成棲蘭，原意則沒特別記載。1

 

這座山在日治末期的昭和18年(1943)2月，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向總督府殖產局提出棲蘭山森林利用開發計畫，從該年開始伐採生

產，預計年產量18萬立方公尺。主要伐採區為文山事業區76、77林

班、宜蘭事業區96、97、98林班與太平山事業區18、19、20、21林

班，以牛鬥為起點，新設濁水溪(今蘭陽溪)橫斷架空索道至蘭陽溪

北岸，再經專用鐵道1公里，以新設架空索道接至專用鐵道10公

里，順沿松羅溪右岸山坡朝西北方而行，至松羅溪上游後，再以架

空索道，可接至上濁水山的東南稜，最後是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續

向西北方延伸，此地靠近上濁水山的西側，可遙望棲蘭山了。預定

開發利用的設施計有：濁水溪橫斷架空索道、專用鐵道1公里、架

空索道、專用鐵道10公里、架空索道、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另外，

還有集材機6臺，柴油機關車6輛，蒸汽機關車2輛，運材臺車500

臺，運材車60輛，簡易製材所1處，電話線20公里。分2年度執行，

總經費151萬9000日圓。2

 

後來，曾對宜蘭事業區第97林班的一部分伐採，供應戰時緊急

軍公用材。這時的棲蘭山，主要指松羅溪上游，巴博庫魯山以東，

芃芃溪左岸的這片中海拔山區。

戰後的1950年起，林產管理局太平山林場曾在宜蘭事業區第

96、 97林班架設簡單索道，進行初期開發，但太平山事業區的

11-15、17-37林班尚未伐採。1957年6月，宜蘭市長陳阿呆等人向省

府陳情，請確立棲蘭山開發計畫。

宜蘭濁水溪北岸棲蘭山暨附近一帶，有天然林七十四個林班，

總面積二萬二千餘公頃，據傳可砍伐林木材積有九百七十餘萬立方

公尺，按照一般估計，可值二百億元以上，數字之大，實佔全省林

木總蓄積量八分之一，其所蘊藏資源，不可不謂豐富。因此，自日

據時期，則為萬人所共注目，且若棲蘭山決定開發，同時並可將大

溪、文山兩事業區林班統合經營，若此則於作業上尤獲便宜，其產

量當更增大。

棲蘭山木材，因宜蘭濁水溪之隔絕，甚難運至該林場(註：太平

山林場)，是以如要開發棲蘭山，自須另設機構，專責經營，方能切

合實際，而顯事功，尤須配合公路出口決定為宜蘭之理由所在(軍事

上需要，交通上方便，資源開發上適合等，為政府所持理由)，並須

針對準戰時體制，物資疏散之大原則(木材不使集積一處，分開貯

藏)，以及均衡發展地方計，以其再行擴展太平山林場，何若將林區

管理處(或專管林場)新設於宜蘭市或其附近地帶，始為得策，亦為

眾所公許。3 

棲蘭山林區，是以棲蘭山(海拔1918公尺)為北界，然後向西南

方延伸，經過婆羅山(海拔1415公尺)、芃芃山(海拔1713公尺)、烏山

(海拔1626公尺)這條山系，再到東保津寒山(海拔1963公尺)、眉有岩

山(海拔2328公尺)的這片東南向坡面，蘭陽溪則為東界與南界。

1958年1月20日，太平山林場成立棲蘭山工作站及林道工務所，

做了初期開發的努力。至於未來是林產管理局經營棲蘭山林區，還

是由輔導會經營，雙方幾經一番折衝。同年10月29日，林產管理局

奉准成立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劃定經營範圍為棲蘭山林區，

面積48766公頃。

1959年是重要的一年，很多事如火如荼進行了。1月22日，行政

院院會核定「橫貫公路沿線森林資源開發方案」。1月31日，開發方

案頒行。3月1日，砍伐工作開始。4月1日，排骨溪15公里改線測量

開始。5月3日，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開始運材作業，蔣經國主

委偕林產管理局陶玉田局長、農復會及安全分署外籍人士多人蒞處

視察。5月24日，中橫宜蘭支線通車。8月6日至次年3月29日，開闢

排骨溪新線林道10公里。10月10日，臺灣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在宜

蘭成立(隸屬輔導會)。10月29日，銷售業務開始，從此全面展開伐木

製材事業。

此後的棲蘭山，多指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工作站所在(負責伐

木作業)，為現今台7線74K+800的100線林道守衛站再向西進去3.3公

里處(海拔1200公尺)；至於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養路段(負責林道

修築)，位置在台7線66K+600，日後轉為救國團的明池青年活動中

心。後來站、段合一，搬遷至現今台7線82K+700，1967年11月15日

改稱棲蘭山工作區。棲蘭山林道的一道班位於台7線82K，四道班位

於台7線71K+600，至於二道班位於現今的100線林道2K，三道班則

位於9K。現今棲蘭這個地名，多指台7甲線3K的棲蘭山莊(海拔420

公尺)與棲蘭苗圃，那是在蘭陽溪北岸，靠近家源橋的棲蘭森林遊樂

區內。海拔越降越低，越降越南，這就是棲蘭。

森林伐採過程的環節很多，第一線作業主要為伐木的鏈鋸手與

運材車的司機。

李水塗出生於1932年，今年83歲，宜蘭人。早先都在太平山工

作，1973年來森開處。他經歷手作的年代，也進入鏈鋸的年代。4手

作無聲，通常用二種工具：五齒仔與大剖鋸。伐倒前用五齒仔，伐

倒後將太粗的樹再剖分，就用大剖鋸。至於鏈鋸，重約40公斤，常

用的鋸長有36吋、42吋。樹木欲倒向哪裡，缺口就作那個方向。倒

前，要先找好退路位置，迅即放下鏈鋸，連跑10幾米躲開。因為手

作的鋸木響聲很小，聽不到，樹木傾倒那一刻很危險，怕傷到在附

近作業的人，要發出叫喊。示警倒木的方向，通常有二種情況，四

種組合：直倒(順山谷)，sakayama；橫倒(順稜線)，yokoyama；左，

hidari；右，migi。陡峭斜坡很少讓樹直倒，因為木材容易下滑，不

易控制，以橫倒居多，只有緩坡或平地才會直倒。遇到大樹或巨木

都不怕，因為這種樹很獨立，自己一株，容易作業。倒是中型樹的

枝枒易勾纏，打到彼此，很難應付。

在宜蘭地區，紅檜不是最粗最大的樹，思源的臺灣雲杉胸徑有

420公分，棲蘭的臺灣杉胸徑有200公分，大約1小時至1小時半可伐

倒。一般而言，棲蘭的臺灣扁柏、紅檜胸徑多為140-150公分，大約

半小時可伐倒，而他一天可伐7-8棵。鏈鋸伐木的速度約是手作的10

倍，手作時，可以感覺有些樹很難鋸，鋸不動，但碰到鏈鋸都一

樣，沒差，直接伐倒。生木還要剖成段材，方便運送，通常剖成6公

尺，最長達8.4公尺，還是載下去。

伐木通常2人1組，鏈鋸手1名，助手1名。後來，伐木組編入集

材組之內，總計約15人，成為一個生產單位，通力合作，再依工作

性質分配利潤。因為林木要運出來才有價值，才能計價，光伐倒是

沒有用的，還要製材(削除分枝、裁切成需要長度)，還要檢尺(量測

木材的長寬厚、直徑等，以計算材積並分級)，還要集材，還要裝

材，最後運下山至貯木場，生產前段作業才告結束。當年的作業情

形是如何？1964年10月，森開處出版了《五年專輯》，提到棲蘭山

工作站現況：

1.伐木造材：該站之直營伐木造材作業均以鏈鋸行之，計分7

組。每組配有技工3人鏈鋸1臺，由伐木造材工2人操作，負責立木及

倒木之砍伐造材，另有檢尺工一名隨同伐木造材工前往工地，專司

原木檢尺及驗收。現在作業以110號林道沿線之太平山事業區21、

22、23各林班為主，計有6組從事作業。100號林道沿線太平山事業

區42林班次之，有1組施行作業。本（53）年度預定造材材積為

53237立方公尺，目前使用鏈鋸有「麥可樂」1-82型鏈鋸7部。

2.集裝材：該站現有七組集裝材組，每組配有技工15名，集材

機，裝材機各乙部，集材架線均採李吉屋式，裝材機通常僅負責裝

材工作，但如馬力與集材機相同之裝材機有時負責集材、裝材兩項

工作。迄目前為止。該站共有美製Skagit 175馬力柴油引擎集材機4

部，Skagit 96馬力柴油引擎裝材機4部，臺灣機械公司130馬力柴油

引擎集材機1部，每組有司機2名擔任集裝材機之操縱及保養，一、

二及三等工各4名，並由其中一等工1名兼任領班，負責領導全組工

作，其餘者擔任架線、撤線、捆材、信號、卸材、裝車等工作，另

有檢尺工一名隨同裝車檢尺及驗收原木。主要作業地區亦在110號林

道沿線，計有6組，100號林道沿線為副，僅有1組作業，各組分布於

太平山事業區42林班（一組）， 24林班（二組）， 23林班（二

組），22林班（二組）從事作業。4

春夏秋冬，天氣多樣變化。寒天也做嗎？下雨也做嗎？起霧也

做嗎？熱天也做嗎？李水塗說，下雨天很難做，多停工；起霧因為

看不到樹頂，所以也停工；大熱天沒關係，但山上沒有夏天呀，他

反問我。噢，對呢。他補充，倒是下霜或下雪便不伐木，因為從高

高樹頂打下來的雪塊很麻煩，也停工休息。至於工資呢？咦，我手

頭正好有一本1987-1988年棲蘭山工作區的計件工資單，翻一翻，鏈

鋸手的收入其實起起伏伏，好的時候逼近5萬5，差的時候3萬出頭。

以1988年5月份來看，沒錯，李水塗的採集直接生產費39869元，加

上附屬作業工資1249元，合計41118元，大概是平均值。不過，這工

資在當年算豐厚，養家活口，綽綽有餘。

據說鏈鋸手因為長期操作機具，末梢神經震盪受損，食中指泛

白，手臂無法舉高，這就是白手病。沒有沒有，李水塗說，我都吃

虎骨酒好的。這時有人在旁提醒，哪有那麼多虎骨，你吃的是假

的。真的假的，真真假假，反正做了41年，當一輩子的鏈鋸手，沒

得白手病，李水塗覺得虎骨酒，有效。

他最初伐木還是手作階段，對於樹種，自有一番見解。棲蘭山

林區的鐵杉因為氣候太潮濕，生長慢，年輪密，材質硬，是「正鐵

杉」。立霧溪林區和平山上的鐵杉很多，那裡較乾旱，生長快，胸

徑很粗很大，年輪疏，材質軟，是「軟鐵杉」。至於臺灣杉俗稱亞

杉，他就很不服氣。日本人把柳杉當第一名，臺灣杉次之，所以稱

亞杉。但柳杉在臺灣卻不是好材，臺灣杉則很棒，不怕水，無論製

作冰櫃、攔水柵、木瓦，都是最好的材料。

想過這工作危險嗎？怎會沒有，他說。面對森林的感覺，那是

何等浩瀚的一種大海，這海，他死裡逃生很多次。改天到現場，那

比較有感覺，李水塗最後說。等等，我還有很多問題，比如他一生

砍多少株紅檜、多少株扁柏、多少株臺灣杉巨木？在棲蘭山林區像

他這樣的鏈鋸手有幾位？也就是說，他們全部加起來，合砍了多少

樹？與樹共渡一生的人，他曾否想過樹是有生命的嗎？我曉得，他

知道我想問甚麼，那片消失隱沒的大海，最後奔向哪裡？

「那些司機一看山路這麼迴繞，路況又差，一個不留神，連人帶車

就摔下萬丈溪谷，許多人頓時就打退堂鼓了，最後只有二個人留下，我

就是其中之一。」多年後回憶，擔任運材車司機的許承蔚這麼說。5 

1962年，中央日報刊載徵才啟事，森開處招募運材車司機，月

薪保証3000元，在石門水庫工作的許承蔚一看，就寄出履歷報名

了。當時有20幾人來考，在臺北通過體檢與面試之後，錄取10幾

人，再到宜蘭複試。森開處準備了一臺運材車，讓這些司機從牛鬥

開到英士，這頭5人，那頭5人，開過換手，再開回去，如此交替，

挑出7、8人，最後到山上見習，實際開一次山路，那時路面又窄，

坡度又陡，卡車行駛其上實在很危險。

森開處當時伐木的主力有二處，各3機組，一在池端，一在棲蘭

(今100線林道內)，總共6組機具運轉。每天有10部大卡車從宜蘭貯木

場開至伐木現場，單趟里程至少68-70公里，車行約2小時多，一天

至多來回4趟。因為作業限制，10部大卡車只有前6部車子才能裝2次

材，後4部車子當日只能裝1次材。通常深夜3點發車，天未亮5點多

開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10點至10點半回至貯木場。最初是人工下

材，需時1小時半至2小時，後改成吊車下材，需時半小時至40分

鐘。接著就急忙上山，下午3點又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8點至8點半

回至貯木場。因為貯木場晚上9點關門，眼看時間來不及了，司機遠

遠地就會猛按喇叭，示意卡車就快到了。如果一關門，要到明晨才

進場下材，第二天早上就算白白浪費了。上山時，空車行進速度很

快，一路飆到底；下山時，木材滿載，車就龜速了，尤其從伐木現

場至百韜橋這段，真是很慢很慢。過了百韜橋，運材車似乎恢復體

力，朝宜蘭快速前進。運材車司機不是領月薪，是依出車次數加運

材量計酬。許承蔚是榮民，江西會昌人，1931年出生，1962年(當時

31歲)來森開處上班，一心只想多出幾趟車，多賺一些錢，努力不懈。

一臺運材車最多可載18立方公尺，1立方公尺鐵杉約重1200公

斤，一臺運材車最多載22公噸，但有時塞到24公噸。後來伐木機組

的人累積經驗後，會決定木材怎麼分配載運，鐵杉較重，放下面；

扁柏較輕，放上面。而紅檜更輕，1立方公尺約重900公斤，運材車

滿載只有16公噸。木材長度最長載過6.2-6.4公尺，但這樣就會突出

車尾，也會導致車頭抬起，俗稱翹頭，所以還要把長木材放上超出

車頭，俗稱壓頭，以求平衡，這也是運材車舊照常見的現象。1964

年出版的《五年專輯》裡，刊載了運材車結隊下山的照片，旁註寫

著：「滿載而歸」，那是當時全力投入森林資源開發的真實寫照。

山區車輛很少，又沒有交通車，往來進出多搭運材車，司機旁

可坐二人，左右車門外的踏板站1-2人，車頂木材上也擠坐好幾人，

就這樣浩浩蕩蕩地上山下山，或迎風，或緊緊扒住，威猛前行。說

到搭乘運材車，連駐地警察也會先來吩咐，拜託載一程哪。至於天

候影響，運材車夠重，不易打滑，下雪還是照開，風霜雨雪都不

怕。但山區下午4點就起霧，車至霧濃處無法前進，扒在車門外的人

會跳下去，拿手電筒前行，他就研判路緣邊界，一邊緩緩推進。霧

是一段一段，衝出濃霧，突然路就亮了，風景開了。

1960年9月，森開處買了10部KW(Kenworth)10輪大卡車，280

匹馬力，前輪的翼子板(前葉子板)為弧形。後來業務擴張，再買5部

KW(Kenworth)新型10輪大卡車，前輪的翼子板為方拱形。這種10

輪大卡車成本很高，載重12公噸，但常超載，汰舊更新時，添置了5

部五十鈴ISUZU的160匹馬力6輪大卡車，最後添置是5部福特FORD

的6輪大卡車。至於民間承攬運材多為三菱F USO的6輪大卡車與日

野HINO的6輪大卡車。

運材車不是只有在山上跑，為了建國60年國慶大典，森開處派

出10臺大卡車，30餘人參加遊行。二十五萬人的國慶大遊行，上午

十時正，在總統府前廣場出發，鼓樂喧天，彩幟飛舞。在警車前導之

下，遊行隊伍分青年、義士義胞、後備軍人、文教、勞工、婦女、農

民、民防、工商、榮民等十個大隊。代表二十萬榮民的榮民大隊，穿

著整齊的制服，代表著不同的單位，展示了他們辛勤的成果。

(僑胞)他們看到榮民事業管理處所出動的遊行隊伍，最感興趣

了。菲律賓僑胞施性然指出：榮民大隊的行列，不但旗幟鮮明，制服

整齊，而且他們的機動車輛最多，那種十多噸的推土機、運輸車，都

是龐然大物，即在海外，也很少看到。……榮民大隊昨天共出動了七

十多部車分別代表了榮民防衛隊、醫療隊、生產隊、子女隊和建設

隊。車上坐的均係百戰退伍、功在國家的榮民，個個精神抖擻，威風

仍然不減當年。6 

那是1971年10月9日，森開處的運材卡車走北宜公路至臺北，在

中山南路一一停好位置。這時的許承蔚不再開運材車，不是計次論

酬，他已是森開處正式員工，擔任交通車駕駛，不再跑山區，每天

接送員工與眷屬往來市區了。他駕駛交通車載著參加遊行的榮民職

工隨後出發，先到立法院附近接卡車司機上車，當晚這30多人都住

新店清溪山莊。第二天一早4點起床，5點出發，參加6點的升旗典

禮。預備兼等待，興奮又緊張，依排定次序展開遊行。

榮民生產隊的三輛滿載耶誕樹的卡車，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尤

其許多外籍人士特感與趣。榮民們經營的伐木事業，也是相當有成

就的，這次國慶大遊行，他們將巨大的木材及鏈鋸伐木機器展示出

來。7 

報紙沒有寫到，第一臺是新車，第二臺是舊車，後面又是新

車，全部重新噴漆。為了這次大遊行，10幾天沒運材。大家穿上筆

挺的綠色工作服，精神抖擻站在車上，前三臺車各站6人，分3組，

呈現伐木工班的搭配，1人肩扛鏈鋸，1人背著油桶手執油管。鏈鋸

約重40公斤，油桶約重10公斤。後七臺車則展示巨型板材、大棵原

木，或立或臥。車上的大棵原木是做出來的，取三合板捲成樹幹

狀，外面貼樹皮，兩端貼以鋸下的橫切木段，旁側再擺一些育苗木裝

飾，很有看頭。還有豎立車上的巨型板材，也是三合板做出來的，氣

勢壯觀，維妙維肖。一車一車前進，森開處精銳盡出。代表士農工

商、反共義士、海外僑胞及榮民等單位的十大隊伍，最具特色，由大

會會場出發，經過重慶南路，左轉衡陽路，右轉博愛路，再右轉忠孝

西路，繼續東行至林森南路口解散。這次的國慶大遊行，展品全由生

產組製作，生產組的毛德麟出名了，這都是他想出來的點子。

從運材車改開交通車，是甚麼心情呢？後來，許承蔚外調支援

輔導會一段時間，開著交通車，載文化工作隊到全島表演。輔導會文

化工作隊有二支，一支是平劇隊，另一支是輕音樂隊。他記得很清

楚，當時輔導會下轄113個單位，文化工作隊就是到各單位慰勞榮

民，每地停留3-7天不等，像花蓮玉里就住了一個禮拜，3個月繞一圈

臺灣。輕音樂隊就是吹樂器、打鼓、唱歌跳舞，都是年輕女孩子。他

說，那真是充滿歡樂又辛勞的日子，3個月繞一圈臺灣。

我聽起來卻很幸福，因為84歲的他，臉上表情盡是笑容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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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遊行浩浩蕩蕩，融融洩洩僑胞樂〉，《中央日報》，1971年10月11日，第3版。

棲蘭山，在日治早期的大比例臺灣全圖上皆可見到，但比較有

明確位置與正確海拔則出現於1907年的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標

高6410尺(約1923公尺，今1918公尺)，但棲蘭是甚麼意思，許多蘭

花附生於樹幹嗎？意象很美，但應不是原意。棲蘭與宜蘭一樣，皆

是原住民的語音。下澤伊八郎發表，泰雅族稱這座山為Babo Kan-

pilan，Babo是山，Kanpilan寫成棲蘭，原意則沒特別記載。1

 

這座山在日治末期的昭和18年(1943)2月，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向總督府殖產局提出棲蘭山森林利用開發計畫，從該年開始伐採生

產，預計年產量18萬立方公尺。主要伐採區為文山事業區76、77林

班、宜蘭事業區96、97、98林班與太平山事業區18、19、20、21林

班，以牛鬥為起點，新設濁水溪(今蘭陽溪)橫斷架空索道至蘭陽溪

北岸，再經專用鐵道1公里，以新設架空索道接至專用鐵道10公

里，順沿松羅溪右岸山坡朝西北方而行，至松羅溪上游後，再以架

空索道，可接至上濁水山的東南稜，最後是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續

向西北方延伸，此地靠近上濁水山的西側，可遙望棲蘭山了。預定

開發利用的設施計有：濁水溪橫斷架空索道、專用鐵道1公里、架

空索道、專用鐵道10公里、架空索道、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另外，

還有集材機6臺，柴油機關車6輛，蒸汽機關車2輛，運材臺車500

臺，運材車60輛，簡易製材所1處，電話線20公里。分2年度執行，

總經費151萬9000日圓。2

 

後來，曾對宜蘭事業區第97林班的一部分伐採，供應戰時緊急

軍公用材。這時的棲蘭山，主要指松羅溪上游，巴博庫魯山以東，

芃芃溪左岸的這片中海拔山區。

戰後的1950年起，林產管理局太平山林場曾在宜蘭事業區第

96、 97林班架設簡單索道，進行初期開發，但太平山事業區的

11-15、17-37林班尚未伐採。1957年6月，宜蘭市長陳阿呆等人向省

府陳情，請確立棲蘭山開發計畫。

宜蘭濁水溪北岸棲蘭山暨附近一帶，有天然林七十四個林班，

總面積二萬二千餘公頃，據傳可砍伐林木材積有九百七十餘萬立方

公尺，按照一般估計，可值二百億元以上，數字之大，實佔全省林

木總蓄積量八分之一，其所蘊藏資源，不可不謂豐富。因此，自日

據時期，則為萬人所共注目，且若棲蘭山決定開發，同時並可將大

溪、文山兩事業區林班統合經營，若此則於作業上尤獲便宜，其產

量當更增大。

棲蘭山木材，因宜蘭濁水溪之隔絕，甚難運至該林場(註：太平

山林場)，是以如要開發棲蘭山，自須另設機構，專責經營，方能切

合實際，而顯事功，尤須配合公路出口決定為宜蘭之理由所在(軍事

上需要，交通上方便，資源開發上適合等，為政府所持理由)，並須

針對準戰時體制，物資疏散之大原則(木材不使集積一處，分開貯

藏)，以及均衡發展地方計，以其再行擴展太平山林場，何若將林區

管理處(或專管林場)新設於宜蘭市或其附近地帶，始為得策，亦為

眾所公許。3 

棲蘭山林區，是以棲蘭山(海拔1918公尺)為北界，然後向西南

方延伸，經過婆羅山(海拔1415公尺)、芃芃山(海拔1713公尺)、烏山

(海拔1626公尺)這條山系，再到東保津寒山(海拔1963公尺)、眉有岩

山(海拔2328公尺)的這片東南向坡面，蘭陽溪則為東界與南界。

1958年1月20日，太平山林場成立棲蘭山工作站及林道工務所，

做了初期開發的努力。至於未來是林產管理局經營棲蘭山林區，還

是由輔導會經營，雙方幾經一番折衝。同年10月29日，林產管理局

奉准成立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劃定經營範圍為棲蘭山林區，

面積48766公頃。

1959年是重要的一年，很多事如火如荼進行了。1月22日，行政

院院會核定「橫貫公路沿線森林資源開發方案」。1月31日，開發方

案頒行。3月1日，砍伐工作開始。4月1日，排骨溪15公里改線測量

開始。5月3日，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開始運材作業，蔣經國主

委偕林產管理局陶玉田局長、農復會及安全分署外籍人士多人蒞處

視察。5月24日，中橫宜蘭支線通車。8月6日至次年3月29日，開闢

排骨溪新線林道10公里。10月10日，臺灣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在宜

蘭成立(隸屬輔導會)。10月29日，銷售業務開始，從此全面展開伐木

製材事業。

此後的棲蘭山，多指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工作站所在(負責伐

木作業)，為現今台7線74K+800的100線林道守衛站再向西進去3.3公

里處(海拔1200公尺)；至於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養路段(負責林道

修築)，位置在台7線66K+600，日後轉為救國團的明池青年活動中

心。後來站、段合一，搬遷至現今台7線82K+700，1967年11月15日

改稱棲蘭山工作區。棲蘭山林道的一道班位於台7線82K，四道班位

於台7線71K+600，至於二道班位於現今的100線林道2K，三道班則

位於9K。現今棲蘭這個地名，多指台7甲線3K的棲蘭山莊(海拔420

公尺)與棲蘭苗圃，那是在蘭陽溪北岸，靠近家源橋的棲蘭森林遊樂

區內。海拔越降越低，越降越南，這就是棲蘭。

森林伐採過程的環節很多，第一線作業主要為伐木的鏈鋸手與

運材車的司機。

李水塗出生於1932年，今年83歲，宜蘭人。早先都在太平山工

作，1973年來森開處。他經歷手作的年代，也進入鏈鋸的年代。4手

作無聲，通常用二種工具：五齒仔與大剖鋸。伐倒前用五齒仔，伐

倒後將太粗的樹再剖分，就用大剖鋸。至於鏈鋸，重約40公斤，常

用的鋸長有36吋、42吋。樹木欲倒向哪裡，缺口就作那個方向。倒

前，要先找好退路位置，迅即放下鏈鋸，連跑10幾米躲開。因為手

作的鋸木響聲很小，聽不到，樹木傾倒那一刻很危險，怕傷到在附

近作業的人，要發出叫喊。示警倒木的方向，通常有二種情況，四

種組合：直倒(順山谷)，sakayama；橫倒(順稜線)，yokoyama；左，

hidari；右，migi。陡峭斜坡很少讓樹直倒，因為木材容易下滑，不

易控制，以橫倒居多，只有緩坡或平地才會直倒。遇到大樹或巨木

都不怕，因為這種樹很獨立，自己一株，容易作業。倒是中型樹的

枝枒易勾纏，打到彼此，很難應付。

在宜蘭地區，紅檜不是最粗最大的樹，思源的臺灣雲杉胸徑有

420公分，棲蘭的臺灣杉胸徑有200公分，大約1小時至1小時半可伐

倒。一般而言，棲蘭的臺灣扁柏、紅檜胸徑多為140-150公分，大約

半小時可伐倒，而他一天可伐7-8棵。鏈鋸伐木的速度約是手作的10

倍，手作時，可以感覺有些樹很難鋸，鋸不動，但碰到鏈鋸都一

樣，沒差，直接伐倒。生木還要剖成段材，方便運送，通常剖成6公

尺，最長達8.4公尺，還是載下去。

伐木通常2人1組，鏈鋸手1名，助手1名。後來，伐木組編入集

材組之內，總計約15人，成為一個生產單位，通力合作，再依工作

性質分配利潤。因為林木要運出來才有價值，才能計價，光伐倒是

沒有用的，還要製材(削除分枝、裁切成需要長度)，還要檢尺(量測

木材的長寬厚、直徑等，以計算材積並分級)，還要集材，還要裝

材，最後運下山至貯木場，生產前段作業才告結束。當年的作業情

形是如何？1964年10月，森開處出版了《五年專輯》，提到棲蘭山

工作站現況：

1.伐木造材：該站之直營伐木造材作業均以鏈鋸行之，計分7

組。每組配有技工3人鏈鋸1臺，由伐木造材工2人操作，負責立木及

倒木之砍伐造材，另有檢尺工一名隨同伐木造材工前往工地，專司

原木檢尺及驗收。現在作業以110號林道沿線之太平山事業區21、

22、23各林班為主，計有6組從事作業。100號林道沿線太平山事業

區42林班次之，有1組施行作業。本（53）年度預定造材材積為

53237立方公尺，目前使用鏈鋸有「麥可樂」1-82型鏈鋸7部。

2.集裝材：該站現有七組集裝材組，每組配有技工15名，集材

機，裝材機各乙部，集材架線均採李吉屋式，裝材機通常僅負責裝

材工作，但如馬力與集材機相同之裝材機有時負責集材、裝材兩項

工作。迄目前為止。該站共有美製Skagit 175馬力柴油引擎集材機4

部，Skagit 96馬力柴油引擎裝材機4部，臺灣機械公司130馬力柴油

引擎集材機1部，每組有司機2名擔任集裝材機之操縱及保養，一、

二及三等工各4名，並由其中一等工1名兼任領班，負責領導全組工

作，其餘者擔任架線、撤線、捆材、信號、卸材、裝車等工作，另

有檢尺工一名隨同裝車檢尺及驗收原木。主要作業地區亦在110號林

道沿線，計有6組，100號林道沿線為副，僅有1組作業，各組分布於

太平山事業區42林班（一組）， 24林班（二組）， 23林班（二

組），22林班（二組）從事作業。4

春夏秋冬，天氣多樣變化。寒天也做嗎？下雨也做嗎？起霧也

做嗎？熱天也做嗎？李水塗說，下雨天很難做，多停工；起霧因為

看不到樹頂，所以也停工；大熱天沒關係，但山上沒有夏天呀，他

反問我。噢，對呢。他補充，倒是下霜或下雪便不伐木，因為從高

高樹頂打下來的雪塊很麻煩，也停工休息。至於工資呢？咦，我手

頭正好有一本1987-1988年棲蘭山工作區的計件工資單，翻一翻，鏈

鋸手的收入其實起起伏伏，好的時候逼近5萬5，差的時候3萬出頭。

以1988年5月份來看，沒錯，李水塗的採集直接生產費39869元，加

上附屬作業工資1249元，合計41118元，大概是平均值。不過，這工

資在當年算豐厚，養家活口，綽綽有餘。

據說鏈鋸手因為長期操作機具，末梢神經震盪受損，食中指泛

白，手臂無法舉高，這就是白手病。沒有沒有，李水塗說，我都吃

虎骨酒好的。這時有人在旁提醒，哪有那麼多虎骨，你吃的是假

的。真的假的，真真假假，反正做了41年，當一輩子的鏈鋸手，沒

得白手病，李水塗覺得虎骨酒，有效。

他最初伐木還是手作階段，對於樹種，自有一番見解。棲蘭山

林區的鐵杉因為氣候太潮濕，生長慢，年輪密，材質硬，是「正鐵

杉」。立霧溪林區和平山上的鐵杉很多，那裡較乾旱，生長快，胸

徑很粗很大，年輪疏，材質軟，是「軟鐵杉」。至於臺灣杉俗稱亞

杉，他就很不服氣。日本人把柳杉當第一名，臺灣杉次之，所以稱

亞杉。但柳杉在臺灣卻不是好材，臺灣杉則很棒，不怕水，無論製

作冰櫃、攔水柵、木瓦，都是最好的材料。

想過這工作危險嗎？怎會沒有，他說。面對森林的感覺，那是

何等浩瀚的一種大海，這海，他死裡逃生很多次。改天到現場，那

比較有感覺，李水塗最後說。等等，我還有很多問題，比如他一生

砍多少株紅檜、多少株扁柏、多少株臺灣杉巨木？在棲蘭山林區像

他這樣的鏈鋸手有幾位？也就是說，他們全部加起來，合砍了多少

樹？與樹共渡一生的人，他曾否想過樹是有生命的嗎？我曉得，他

知道我想問甚麼，那片消失隱沒的大海，最後奔向哪裡？

「那些司機一看山路這麼迴繞，路況又差，一個不留神，連人帶車

就摔下萬丈溪谷，許多人頓時就打退堂鼓了，最後只有二個人留下，我

就是其中之一。」多年後回憶，擔任運材車司機的許承蔚這麼說。5 

1962年，中央日報刊載徵才啟事，森開處招募運材車司機，月

薪保証3000元，在石門水庫工作的許承蔚一看，就寄出履歷報名

了。當時有20幾人來考，在臺北通過體檢與面試之後，錄取10幾

人，再到宜蘭複試。森開處準備了一臺運材車，讓這些司機從牛鬥

開到英士，這頭5人，那頭5人，開過換手，再開回去，如此交替，

挑出7、8人，最後到山上見習，實際開一次山路，那時路面又窄，

坡度又陡，卡車行駛其上實在很危險。

森開處當時伐木的主力有二處，各3機組，一在池端，一在棲蘭

(今100線林道內)，總共6組機具運轉。每天有10部大卡車從宜蘭貯木

場開至伐木現場，單趟里程至少68-70公里，車行約2小時多，一天

至多來回4趟。因為作業限制，10部大卡車只有前6部車子才能裝2次

材，後4部車子當日只能裝1次材。通常深夜3點發車，天未亮5點多

開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10點至10點半回至貯木場。最初是人工下

材，需時1小時半至2小時，後改成吊車下材，需時半小時至40分

鐘。接著就急忙上山，下午3點又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8點至8點半

回至貯木場。因為貯木場晚上9點關門，眼看時間來不及了，司機遠

遠地就會猛按喇叭，示意卡車就快到了。如果一關門，要到明晨才

進場下材，第二天早上就算白白浪費了。上山時，空車行進速度很

快，一路飆到底；下山時，木材滿載，車就龜速了，尤其從伐木現

場至百韜橋這段，真是很慢很慢。過了百韜橋，運材車似乎恢復體

力，朝宜蘭快速前進。運材車司機不是領月薪，是依出車次數加運

材量計酬。許承蔚是榮民，江西會昌人，1931年出生，1962年(當時

31歲)來森開處上班，一心只想多出幾趟車，多賺一些錢，努力不懈。

一臺運材車最多可載18立方公尺，1立方公尺鐵杉約重1200公

斤，一臺運材車最多載22公噸，但有時塞到24公噸。後來伐木機組

的人累積經驗後，會決定木材怎麼分配載運，鐵杉較重，放下面；

扁柏較輕，放上面。而紅檜更輕，1立方公尺約重900公斤，運材車

滿載只有16公噸。木材長度最長載過6.2-6.4公尺，但這樣就會突出

車尾，也會導致車頭抬起，俗稱翹頭，所以還要把長木材放上超出

車頭，俗稱壓頭，以求平衡，這也是運材車舊照常見的現象。1964

年出版的《五年專輯》裡，刊載了運材車結隊下山的照片，旁註寫

著：「滿載而歸」，那是當時全力投入森林資源開發的真實寫照。

山區車輛很少，又沒有交通車，往來進出多搭運材車，司機旁

可坐二人，左右車門外的踏板站1-2人，車頂木材上也擠坐好幾人，

就這樣浩浩蕩蕩地上山下山，或迎風，或緊緊扒住，威猛前行。說

到搭乘運材車，連駐地警察也會先來吩咐，拜託載一程哪。至於天

候影響，運材車夠重，不易打滑，下雪還是照開，風霜雨雪都不

怕。但山區下午4點就起霧，車至霧濃處無法前進，扒在車門外的人

會跳下去，拿手電筒前行，他就研判路緣邊界，一邊緩緩推進。霧

是一段一段，衝出濃霧，突然路就亮了，風景開了。

1960年9月，森開處買了10部KW(Kenworth)10輪大卡車，280

匹馬力，前輪的翼子板(前葉子板)為弧形。後來業務擴張，再買5部

KW(Kenworth)新型10輪大卡車，前輪的翼子板為方拱形。這種10

輪大卡車成本很高，載重12公噸，但常超載，汰舊更新時，添置了5

部五十鈴ISUZU的160匹馬力6輪大卡車，最後添置是5部福特FORD

的6輪大卡車。至於民間承攬運材多為三菱F USO的6輪大卡車與日

野HINO的6輪大卡車。

運材車不是只有在山上跑，為了建國60年國慶大典，森開處派

出10臺大卡車，30餘人參加遊行。二十五萬人的國慶大遊行，上午

十時正，在總統府前廣場出發，鼓樂喧天，彩幟飛舞。在警車前導之

下，遊行隊伍分青年、義士義胞、後備軍人、文教、勞工、婦女、農

民、民防、工商、榮民等十個大隊。代表二十萬榮民的榮民大隊，穿

著整齊的制服，代表著不同的單位，展示了他們辛勤的成果。

(僑胞)他們看到榮民事業管理處所出動的遊行隊伍，最感興趣

了。菲律賓僑胞施性然指出：榮民大隊的行列，不但旗幟鮮明，制服

整齊，而且他們的機動車輛最多，那種十多噸的推土機、運輸車，都

是龐然大物，即在海外，也很少看到。……榮民大隊昨天共出動了七

十多部車分別代表了榮民防衛隊、醫療隊、生產隊、子女隊和建設

隊。車上坐的均係百戰退伍、功在國家的榮民，個個精神抖擻，威風

仍然不減當年。6 

那是1971年10月9日，森開處的運材卡車走北宜公路至臺北，在

中山南路一一停好位置。這時的許承蔚不再開運材車，不是計次論

酬，他已是森開處正式員工，擔任交通車駕駛，不再跑山區，每天

接送員工與眷屬往來市區了。他駕駛交通車載著參加遊行的榮民職

工隨後出發，先到立法院附近接卡車司機上車，當晚這30多人都住

新店清溪山莊。第二天一早4點起床，5點出發，參加6點的升旗典

禮。預備兼等待，興奮又緊張，依排定次序展開遊行。

榮民生產隊的三輛滿載耶誕樹的卡車，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尤

其許多外籍人士特感與趣。榮民們經營的伐木事業，也是相當有成

就的，這次國慶大遊行，他們將巨大的木材及鏈鋸伐木機器展示出

來。7 

報紙沒有寫到，第一臺是新車，第二臺是舊車，後面又是新

車，全部重新噴漆。為了這次大遊行，10幾天沒運材。大家穿上筆

挺的綠色工作服，精神抖擻站在車上，前三臺車各站6人，分3組，

呈現伐木工班的搭配，1人肩扛鏈鋸，1人背著油桶手執油管。鏈鋸

約重40公斤，油桶約重10公斤。後七臺車則展示巨型板材、大棵原

木，或立或臥。車上的大棵原木是做出來的，取三合板捲成樹幹

狀，外面貼樹皮，兩端貼以鋸下的橫切木段，旁側再擺一些育苗木裝

飾，很有看頭。還有豎立車上的巨型板材，也是三合板做出來的，氣

勢壯觀，維妙維肖。一車一車前進，森開處精銳盡出。代表士農工

商、反共義士、海外僑胞及榮民等單位的十大隊伍，最具特色，由大

會會場出發，經過重慶南路，左轉衡陽路，右轉博愛路，再右轉忠孝

西路，繼續東行至林森南路口解散。這次的國慶大遊行，展品全由生

產組製作，生產組的毛德麟出名了，這都是他想出來的點子。

從運材車改開交通車，是甚麼心情呢？後來，許承蔚外調支援

輔導會一段時間，開著交通車，載文化工作隊到全島表演。輔導會文

化工作隊有二支，一支是平劇隊，另一支是輕音樂隊。他記得很清

楚，當時輔導會下轄113個單位，文化工作隊就是到各單位慰勞榮

民，每地停留3-7天不等，像花蓮玉里就住了一個禮拜，3個月繞一圈

臺灣。輕音樂隊就是吹樂器、打鼓、唱歌跳舞，都是年輕女孩子。他

說，那真是充滿歡樂又辛勞的日子，3個月繞一圈臺灣。

我聽起來卻很幸福，因為84歲的他，臉上表情盡是笑容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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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旗幟飄揚歡聲雷動，國慶遊行盛況空前〉，《聯合報》，1971年10月11日，第3版。

棲蘭山，在日治早期的大比例臺灣全圖上皆可見到，但比較有

明確位置與正確海拔則出現於1907年的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標

高6410尺(約1923公尺，今1918公尺)，但棲蘭是甚麼意思，許多蘭

花附生於樹幹嗎？意象很美，但應不是原意。棲蘭與宜蘭一樣，皆

是原住民的語音。下澤伊八郎發表，泰雅族稱這座山為Babo Kan-

pilan，Babo是山，Kanpilan寫成棲蘭，原意則沒特別記載。1

 

這座山在日治末期的昭和18年(1943)2月，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向總督府殖產局提出棲蘭山森林利用開發計畫，從該年開始伐採生

產，預計年產量18萬立方公尺。主要伐採區為文山事業區76、77林

班、宜蘭事業區96、97、98林班與太平山事業區18、19、20、21林

班，以牛鬥為起點，新設濁水溪(今蘭陽溪)橫斷架空索道至蘭陽溪

北岸，再經專用鐵道1公里，以新設架空索道接至專用鐵道10公

里，順沿松羅溪右岸山坡朝西北方而行，至松羅溪上游後，再以架

空索道，可接至上濁水山的東南稜，最後是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續

向西北方延伸，此地靠近上濁水山的西側，可遙望棲蘭山了。預定

開發利用的設施計有：濁水溪橫斷架空索道、專用鐵道1公里、架

空索道、專用鐵道10公里、架空索道、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另外，

還有集材機6臺，柴油機關車6輛，蒸汽機關車2輛，運材臺車500

臺，運材車60輛，簡易製材所1處，電話線20公里。分2年度執行，

總經費151萬9000日圓。2

 

後來，曾對宜蘭事業區第97林班的一部分伐採，供應戰時緊急

軍公用材。這時的棲蘭山，主要指松羅溪上游，巴博庫魯山以東，

芃芃溪左岸的這片中海拔山區。

戰後的1950年起，林產管理局太平山林場曾在宜蘭事業區第

96、 97林班架設簡單索道，進行初期開發，但太平山事業區的

11-15、17-37林班尚未伐採。1957年6月，宜蘭市長陳阿呆等人向省

府陳情，請確立棲蘭山開發計畫。

宜蘭濁水溪北岸棲蘭山暨附近一帶，有天然林七十四個林班，

總面積二萬二千餘公頃，據傳可砍伐林木材積有九百七十餘萬立方

公尺，按照一般估計，可值二百億元以上，數字之大，實佔全省林

木總蓄積量八分之一，其所蘊藏資源，不可不謂豐富。因此，自日

據時期，則為萬人所共注目，且若棲蘭山決定開發，同時並可將大

溪、文山兩事業區林班統合經營，若此則於作業上尤獲便宜，其產

量當更增大。

棲蘭山木材，因宜蘭濁水溪之隔絕，甚難運至該林場(註：太平

山林場)，是以如要開發棲蘭山，自須另設機構，專責經營，方能切

合實際，而顯事功，尤須配合公路出口決定為宜蘭之理由所在(軍事

上需要，交通上方便，資源開發上適合等，為政府所持理由)，並須

針對準戰時體制，物資疏散之大原則(木材不使集積一處，分開貯

藏)，以及均衡發展地方計，以其再行擴展太平山林場，何若將林區

管理處(或專管林場)新設於宜蘭市或其附近地帶，始為得策，亦為

眾所公許。3 

棲蘭山林區，是以棲蘭山(海拔1918公尺)為北界，然後向西南

方延伸，經過婆羅山(海拔1415公尺)、芃芃山(海拔1713公尺)、烏山

(海拔1626公尺)這條山系，再到東保津寒山(海拔1963公尺)、眉有岩

山(海拔2328公尺)的這片東南向坡面，蘭陽溪則為東界與南界。

1958年1月20日，太平山林場成立棲蘭山工作站及林道工務所，

做了初期開發的努力。至於未來是林產管理局經營棲蘭山林區，還

是由輔導會經營，雙方幾經一番折衝。同年10月29日，林產管理局

奉准成立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劃定經營範圍為棲蘭山林區，

面積48766公頃。

1959年是重要的一年，很多事如火如荼進行了。1月22日，行政

院院會核定「橫貫公路沿線森林資源開發方案」。1月31日，開發方

案頒行。3月1日，砍伐工作開始。4月1日，排骨溪15公里改線測量

開始。5月3日，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開始運材作業，蔣經國主

委偕林產管理局陶玉田局長、農復會及安全分署外籍人士多人蒞處

視察。5月24日，中橫宜蘭支線通車。8月6日至次年3月29日，開闢

排骨溪新線林道10公里。10月10日，臺灣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在宜

蘭成立(隸屬輔導會)。10月29日，銷售業務開始，從此全面展開伐木

製材事業。

此後的棲蘭山，多指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工作站所在(負責伐

木作業)，為現今台7線74K+800的100線林道守衛站再向西進去3.3公

里處(海拔1200公尺)；至於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養路段(負責林道

修築)，位置在台7線66K+600，日後轉為救國團的明池青年活動中

心。後來站、段合一，搬遷至現今台7線82K+700，1967年11月15日

改稱棲蘭山工作區。棲蘭山林道的一道班位於台7線82K，四道班位

於台7線71K+600，至於二道班位於現今的100線林道2K，三道班則

位於9K。現今棲蘭這個地名，多指台7甲線3K的棲蘭山莊(海拔420

公尺)與棲蘭苗圃，那是在蘭陽溪北岸，靠近家源橋的棲蘭森林遊樂

區內。海拔越降越低，越降越南，這就是棲蘭。

森林伐採過程的環節很多，第一線作業主要為伐木的鏈鋸手與

運材車的司機。

李水塗出生於1932年，今年83歲，宜蘭人。早先都在太平山工

作，1973年來森開處。他經歷手作的年代，也進入鏈鋸的年代。4手

作無聲，通常用二種工具：五齒仔與大剖鋸。伐倒前用五齒仔，伐

倒後將太粗的樹再剖分，就用大剖鋸。至於鏈鋸，重約40公斤，常

用的鋸長有36吋、42吋。樹木欲倒向哪裡，缺口就作那個方向。倒

前，要先找好退路位置，迅即放下鏈鋸，連跑10幾米躲開。因為手

作的鋸木響聲很小，聽不到，樹木傾倒那一刻很危險，怕傷到在附

近作業的人，要發出叫喊。示警倒木的方向，通常有二種情況，四

種組合：直倒(順山谷)，sakayama；橫倒(順稜線)，yokoyama；左，

hidari；右，migi。陡峭斜坡很少讓樹直倒，因為木材容易下滑，不

易控制，以橫倒居多，只有緩坡或平地才會直倒。遇到大樹或巨木

都不怕，因為這種樹很獨立，自己一株，容易作業。倒是中型樹的

枝枒易勾纏，打到彼此，很難應付。

在宜蘭地區，紅檜不是最粗最大的樹，思源的臺灣雲杉胸徑有

420公分，棲蘭的臺灣杉胸徑有200公分，大約1小時至1小時半可伐

倒。一般而言，棲蘭的臺灣扁柏、紅檜胸徑多為140-150公分，大約

半小時可伐倒，而他一天可伐7-8棵。鏈鋸伐木的速度約是手作的10

倍，手作時，可以感覺有些樹很難鋸，鋸不動，但碰到鏈鋸都一

樣，沒差，直接伐倒。生木還要剖成段材，方便運送，通常剖成6公

尺，最長達8.4公尺，還是載下去。

伐木通常2人1組，鏈鋸手1名，助手1名。後來，伐木組編入集

材組之內，總計約15人，成為一個生產單位，通力合作，再依工作

性質分配利潤。因為林木要運出來才有價值，才能計價，光伐倒是

沒有用的，還要製材(削除分枝、裁切成需要長度)，還要檢尺(量測

木材的長寬厚、直徑等，以計算材積並分級)，還要集材，還要裝

材，最後運下山至貯木場，生產前段作業才告結束。當年的作業情

形是如何？1964年10月，森開處出版了《五年專輯》，提到棲蘭山

工作站現況：

1.伐木造材：該站之直營伐木造材作業均以鏈鋸行之，計分7

組。每組配有技工3人鏈鋸1臺，由伐木造材工2人操作，負責立木及

倒木之砍伐造材，另有檢尺工一名隨同伐木造材工前往工地，專司

原木檢尺及驗收。現在作業以110號林道沿線之太平山事業區21、

22、23各林班為主，計有6組從事作業。100號林道沿線太平山事業

區42林班次之，有1組施行作業。本（53）年度預定造材材積為

53237立方公尺，目前使用鏈鋸有「麥可樂」1-82型鏈鋸7部。

2.集裝材：該站現有七組集裝材組，每組配有技工15名，集材

機，裝材機各乙部，集材架線均採李吉屋式，裝材機通常僅負責裝

材工作，但如馬力與集材機相同之裝材機有時負責集材、裝材兩項

工作。迄目前為止。該站共有美製Skagit 175馬力柴油引擎集材機4

部，Skagit 96馬力柴油引擎裝材機4部，臺灣機械公司130馬力柴油

引擎集材機1部，每組有司機2名擔任集裝材機之操縱及保養，一、

二及三等工各4名，並由其中一等工1名兼任領班，負責領導全組工

作，其餘者擔任架線、撤線、捆材、信號、卸材、裝車等工作，另

有檢尺工一名隨同裝車檢尺及驗收原木。主要作業地區亦在110號林

道沿線，計有6組，100號林道沿線為副，僅有1組作業，各組分布於

太平山事業區42林班（一組）， 24林班（二組）， 23林班（二

組），22林班（二組）從事作業。4

春夏秋冬，天氣多樣變化。寒天也做嗎？下雨也做嗎？起霧也

做嗎？熱天也做嗎？李水塗說，下雨天很難做，多停工；起霧因為

看不到樹頂，所以也停工；大熱天沒關係，但山上沒有夏天呀，他

反問我。噢，對呢。他補充，倒是下霜或下雪便不伐木，因為從高

高樹頂打下來的雪塊很麻煩，也停工休息。至於工資呢？咦，我手

頭正好有一本1987-1988年棲蘭山工作區的計件工資單，翻一翻，鏈

鋸手的收入其實起起伏伏，好的時候逼近5萬5，差的時候3萬出頭。

以1988年5月份來看，沒錯，李水塗的採集直接生產費39869元，加

上附屬作業工資1249元，合計41118元，大概是平均值。不過，這工

資在當年算豐厚，養家活口，綽綽有餘。

據說鏈鋸手因為長期操作機具，末梢神經震盪受損，食中指泛

白，手臂無法舉高，這就是白手病。沒有沒有，李水塗說，我都吃

虎骨酒好的。這時有人在旁提醒，哪有那麼多虎骨，你吃的是假

的。真的假的，真真假假，反正做了41年，當一輩子的鏈鋸手，沒

得白手病，李水塗覺得虎骨酒，有效。

他最初伐木還是手作階段，對於樹種，自有一番見解。棲蘭山

林區的鐵杉因為氣候太潮濕，生長慢，年輪密，材質硬，是「正鐵

杉」。立霧溪林區和平山上的鐵杉很多，那裡較乾旱，生長快，胸

徑很粗很大，年輪疏，材質軟，是「軟鐵杉」。至於臺灣杉俗稱亞

杉，他就很不服氣。日本人把柳杉當第一名，臺灣杉次之，所以稱

亞杉。但柳杉在臺灣卻不是好材，臺灣杉則很棒，不怕水，無論製

作冰櫃、攔水柵、木瓦，都是最好的材料。

想過這工作危險嗎？怎會沒有，他說。面對森林的感覺，那是

何等浩瀚的一種大海，這海，他死裡逃生很多次。改天到現場，那

比較有感覺，李水塗最後說。等等，我還有很多問題，比如他一生

砍多少株紅檜、多少株扁柏、多少株臺灣杉巨木？在棲蘭山林區像

他這樣的鏈鋸手有幾位？也就是說，他們全部加起來，合砍了多少

樹？與樹共渡一生的人，他曾否想過樹是有生命的嗎？我曉得，他

知道我想問甚麼，那片消失隱沒的大海，最後奔向哪裡？

「那些司機一看山路這麼迴繞，路況又差，一個不留神，連人帶車

就摔下萬丈溪谷，許多人頓時就打退堂鼓了，最後只有二個人留下，我

就是其中之一。」多年後回憶，擔任運材車司機的許承蔚這麼說。5 

1962年，中央日報刊載徵才啟事，森開處招募運材車司機，月

薪保証3000元，在石門水庫工作的許承蔚一看，就寄出履歷報名

了。當時有20幾人來考，在臺北通過體檢與面試之後，錄取10幾

人，再到宜蘭複試。森開處準備了一臺運材車，讓這些司機從牛鬥

開到英士，這頭5人，那頭5人，開過換手，再開回去，如此交替，

挑出7、8人，最後到山上見習，實際開一次山路，那時路面又窄，

坡度又陡，卡車行駛其上實在很危險。

森開處當時伐木的主力有二處，各3機組，一在池端，一在棲蘭

(今100線林道內)，總共6組機具運轉。每天有10部大卡車從宜蘭貯木

場開至伐木現場，單趟里程至少68-70公里，車行約2小時多，一天

至多來回4趟。因為作業限制，10部大卡車只有前6部車子才能裝2次

材，後4部車子當日只能裝1次材。通常深夜3點發車，天未亮5點多

開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10點至10點半回至貯木場。最初是人工下

材，需時1小時半至2小時，後改成吊車下材，需時半小時至40分

鐘。接著就急忙上山，下午3點又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8點至8點半

回至貯木場。因為貯木場晚上9點關門，眼看時間來不及了，司機遠

遠地就會猛按喇叭，示意卡車就快到了。如果一關門，要到明晨才

進場下材，第二天早上就算白白浪費了。上山時，空車行進速度很

快，一路飆到底；下山時，木材滿載，車就龜速了，尤其從伐木現

場至百韜橋這段，真是很慢很慢。過了百韜橋，運材車似乎恢復體

力，朝宜蘭快速前進。運材車司機不是領月薪，是依出車次數加運

材量計酬。許承蔚是榮民，江西會昌人，1931年出生，1962年(當時

31歲)來森開處上班，一心只想多出幾趟車，多賺一些錢，努力不懈。

一臺運材車最多可載18立方公尺，1立方公尺鐵杉約重1200公

斤，一臺運材車最多載22公噸，但有時塞到24公噸。後來伐木機組

的人累積經驗後，會決定木材怎麼分配載運，鐵杉較重，放下面；

扁柏較輕，放上面。而紅檜更輕，1立方公尺約重900公斤，運材車

滿載只有16公噸。木材長度最長載過6.2-6.4公尺，但這樣就會突出

車尾，也會導致車頭抬起，俗稱翹頭，所以還要把長木材放上超出

車頭，俗稱壓頭，以求平衡，這也是運材車舊照常見的現象。1964

年出版的《五年專輯》裡，刊載了運材車結隊下山的照片，旁註寫

著：「滿載而歸」，那是當時全力投入森林資源開發的真實寫照。

山區車輛很少，又沒有交通車，往來進出多搭運材車，司機旁

可坐二人，左右車門外的踏板站1-2人，車頂木材上也擠坐好幾人，

就這樣浩浩蕩蕩地上山下山，或迎風，或緊緊扒住，威猛前行。說

到搭乘運材車，連駐地警察也會先來吩咐，拜託載一程哪。至於天

候影響，運材車夠重，不易打滑，下雪還是照開，風霜雨雪都不

怕。但山區下午4點就起霧，車至霧濃處無法前進，扒在車門外的人

會跳下去，拿手電筒前行，他就研判路緣邊界，一邊緩緩推進。霧

是一段一段，衝出濃霧，突然路就亮了，風景開了。

1960年9月，森開處買了10部KW(Kenworth)10輪大卡車，280

匹馬力，前輪的翼子板(前葉子板)為弧形。後來業務擴張，再買5部

KW(Kenworth)新型10輪大卡車，前輪的翼子板為方拱形。這種10

輪大卡車成本很高，載重12公噸，但常超載，汰舊更新時，添置了5

部五十鈴ISUZU的160匹馬力6輪大卡車，最後添置是5部福特FORD

的6輪大卡車。至於民間承攬運材多為三菱F USO的6輪大卡車與日

野HINO的6輪大卡車。

運材車不是只有在山上跑，為了建國60年國慶大典，森開處派

出10臺大卡車，30餘人參加遊行。二十五萬人的國慶大遊行，上午

十時正，在總統府前廣場出發，鼓樂喧天，彩幟飛舞。在警車前導之

下，遊行隊伍分青年、義士義胞、後備軍人、文教、勞工、婦女、農

民、民防、工商、榮民等十個大隊。代表二十萬榮民的榮民大隊，穿

著整齊的制服，代表著不同的單位，展示了他們辛勤的成果。

(僑胞)他們看到榮民事業管理處所出動的遊行隊伍，最感興趣

了。菲律賓僑胞施性然指出：榮民大隊的行列，不但旗幟鮮明，制服

整齊，而且他們的機動車輛最多，那種十多噸的推土機、運輸車，都

是龐然大物，即在海外，也很少看到。……榮民大隊昨天共出動了七

十多部車分別代表了榮民防衛隊、醫療隊、生產隊、子女隊和建設

隊。車上坐的均係百戰退伍、功在國家的榮民，個個精神抖擻，威風

仍然不減當年。6 

那是1971年10月9日，森開處的運材卡車走北宜公路至臺北，在

中山南路一一停好位置。這時的許承蔚不再開運材車，不是計次論

酬，他已是森開處正式員工，擔任交通車駕駛，不再跑山區，每天

接送員工與眷屬往來市區了。他駕駛交通車載著參加遊行的榮民職

工隨後出發，先到立法院附近接卡車司機上車，當晚這30多人都住

新店清溪山莊。第二天一早4點起床，5點出發，參加6點的升旗典

禮。預備兼等待，興奮又緊張，依排定次序展開遊行。

榮民生產隊的三輛滿載耶誕樹的卡車，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尤

其許多外籍人士特感與趣。榮民們經營的伐木事業，也是相當有成

就的，這次國慶大遊行，他們將巨大的木材及鏈鋸伐木機器展示出

來。7 

報紙沒有寫到，第一臺是新車，第二臺是舊車，後面又是新

車，全部重新噴漆。為了這次大遊行，10幾天沒運材。大家穿上筆

挺的綠色工作服，精神抖擻站在車上，前三臺車各站6人，分3組，

呈現伐木工班的搭配，1人肩扛鏈鋸，1人背著油桶手執油管。鏈鋸

約重40公斤，油桶約重10公斤。後七臺車則展示巨型板材、大棵原

木，或立或臥。車上的大棵原木是做出來的，取三合板捲成樹幹

狀，外面貼樹皮，兩端貼以鋸下的橫切木段，旁側再擺一些育苗木裝

飾，很有看頭。還有豎立車上的巨型板材，也是三合板做出來的，氣

勢壯觀，維妙維肖。一車一車前進，森開處精銳盡出。代表士農工

商、反共義士、海外僑胞及榮民等單位的十大隊伍，最具特色，由大

會會場出發，經過重慶南路，左轉衡陽路，右轉博愛路，再右轉忠孝

西路，繼續東行至林森南路口解散。這次的國慶大遊行，展品全由生

產組製作，生產組的毛德麟出名了，這都是他想出來的點子。

從運材車改開交通車，是甚麼心情呢？後來，許承蔚外調支援

輔導會一段時間，開著交通車，載文化工作隊到全島表演。輔導會文

化工作隊有二支，一支是平劇隊，另一支是輕音樂隊。他記得很清

楚，當時輔導會下轄113個單位，文化工作隊就是到各單位慰勞榮

民，每地停留3-7天不等，像花蓮玉里就住了一個禮拜，3個月繞一圈

臺灣。輕音樂隊就是吹樂器、打鼓、唱歌跳舞，都是年輕女孩子。他

說，那真是充滿歡樂又辛勞的日子，3個月繞一圈臺灣。

我聽起來卻很幸福，因為84歲的他，臉上表情盡是笑容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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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蘭山，在日治早期的大比例臺灣全圖上皆可見到，但比較有

明確位置與正確海拔則出現於1907年的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標

高6410尺(約1923公尺，今1918公尺)，但棲蘭是甚麼意思，許多蘭

花附生於樹幹嗎？意象很美，但應不是原意。棲蘭與宜蘭一樣，皆

是原住民的語音。下澤伊八郎發表，泰雅族稱這座山為Babo Kan-

pilan，Babo是山，Kanpilan寫成棲蘭，原意則沒特別記載。1

 

這座山在日治末期的昭和18年(1943)2月，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向總督府殖產局提出棲蘭山森林利用開發計畫，從該年開始伐採生

產，預計年產量18萬立方公尺。主要伐採區為文山事業區76、77林

班、宜蘭事業區96、97、98林班與太平山事業區18、19、20、21林

班，以牛鬥為起點，新設濁水溪(今蘭陽溪)橫斷架空索道至蘭陽溪

北岸，再經專用鐵道1公里，以新設架空索道接至專用鐵道10公

里，順沿松羅溪右岸山坡朝西北方而行，至松羅溪上游後，再以架

空索道，可接至上濁水山的東南稜，最後是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續

向西北方延伸，此地靠近上濁水山的西側，可遙望棲蘭山了。預定

開發利用的設施計有：濁水溪橫斷架空索道、專用鐵道1公里、架

空索道、專用鐵道10公里、架空索道、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另外，

還有集材機6臺，柴油機關車6輛，蒸汽機關車2輛，運材臺車500

臺，運材車60輛，簡易製材所1處，電話線20公里。分2年度執行，

總經費151萬9000日圓。2

 

後來，曾對宜蘭事業區第97林班的一部分伐採，供應戰時緊急

軍公用材。這時的棲蘭山，主要指松羅溪上游，巴博庫魯山以東，

芃芃溪左岸的這片中海拔山區。

戰後的1950年起，林產管理局太平山林場曾在宜蘭事業區第

96、 97林班架設簡單索道，進行初期開發，但太平山事業區的

11-15、17-37林班尚未伐採。1957年6月，宜蘭市長陳阿呆等人向省

府陳情，請確立棲蘭山開發計畫。

宜蘭濁水溪北岸棲蘭山暨附近一帶，有天然林七十四個林班，

總面積二萬二千餘公頃，據傳可砍伐林木材積有九百七十餘萬立方

公尺，按照一般估計，可值二百億元以上，數字之大，實佔全省林

木總蓄積量八分之一，其所蘊藏資源，不可不謂豐富。因此，自日

據時期，則為萬人所共注目，且若棲蘭山決定開發，同時並可將大

溪、文山兩事業區林班統合經營，若此則於作業上尤獲便宜，其產

量當更增大。

棲蘭山木材，因宜蘭濁水溪之隔絕，甚難運至該林場(註：太平

山林場)，是以如要開發棲蘭山，自須另設機構，專責經營，方能切

合實際，而顯事功，尤須配合公路出口決定為宜蘭之理由所在(軍事

上需要，交通上方便，資源開發上適合等，為政府所持理由)，並須

針對準戰時體制，物資疏散之大原則(木材不使集積一處，分開貯

藏)，以及均衡發展地方計，以其再行擴展太平山林場，何若將林區

管理處(或專管林場)新設於宜蘭市或其附近地帶，始為得策，亦為

眾所公許。3 

棲蘭山林區，是以棲蘭山(海拔1918公尺)為北界，然後向西南

方延伸，經過婆羅山(海拔1415公尺)、芃芃山(海拔1713公尺)、烏山

(海拔1626公尺)這條山系，再到東保津寒山(海拔1963公尺)、眉有岩

山(海拔2328公尺)的這片東南向坡面，蘭陽溪則為東界與南界。

1958年1月20日，太平山林場成立棲蘭山工作站及林道工務所，

做了初期開發的努力。至於未來是林產管理局經營棲蘭山林區，還

是由輔導會經營，雙方幾經一番折衝。同年10月29日，林產管理局

奉准成立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劃定經營範圍為棲蘭山林區，

面積48766公頃。

1959年是重要的一年，很多事如火如荼進行了。1月22日，行政

院院會核定「橫貫公路沿線森林資源開發方案」。1月31日，開發方

案頒行。3月1日，砍伐工作開始。4月1日，排骨溪15公里改線測量

開始。5月3日，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開始運材作業，蔣經國主

委偕林產管理局陶玉田局長、農復會及安全分署外籍人士多人蒞處

視察。5月24日，中橫宜蘭支線通車。8月6日至次年3月29日，開闢

排骨溪新線林道10公里。10月10日，臺灣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在宜

蘭成立(隸屬輔導會)。10月29日，銷售業務開始，從此全面展開伐木

製材事業。

此後的棲蘭山，多指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工作站所在(負責伐

木作業)，為現今台7線74K+800的100線林道守衛站再向西進去3.3公

里處(海拔1200公尺)；至於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養路段(負責林道

修築)，位置在台7線66K+600，日後轉為救國團的明池青年活動中

心。後來站、段合一，搬遷至現今台7線82K+700，1967年11月15日

改稱棲蘭山工作區。棲蘭山林道的一道班位於台7線82K，四道班位

於台7線71K+600，至於二道班位於現今的100線林道2K，三道班則

位於9K。現今棲蘭這個地名，多指台7甲線3K的棲蘭山莊(海拔420

公尺)與棲蘭苗圃，那是在蘭陽溪北岸，靠近家源橋的棲蘭森林遊樂

區內。海拔越降越低，越降越南，這就是棲蘭。

森林伐採過程的環節很多，第一線作業主要為伐木的鏈鋸手與

運材車的司機。

李水塗出生於1932年，今年83歲，宜蘭人。早先都在太平山工

作，1973年來森開處。他經歷手作的年代，也進入鏈鋸的年代。4手

作無聲，通常用二種工具：五齒仔與大剖鋸。伐倒前用五齒仔，伐

倒後將太粗的樹再剖分，就用大剖鋸。至於鏈鋸，重約40公斤，常

用的鋸長有36吋、42吋。樹木欲倒向哪裡，缺口就作那個方向。倒

前，要先找好退路位置，迅即放下鏈鋸，連跑10幾米躲開。因為手

作的鋸木響聲很小，聽不到，樹木傾倒那一刻很危險，怕傷到在附

近作業的人，要發出叫喊。示警倒木的方向，通常有二種情況，四

種組合：直倒(順山谷)，sakayama；橫倒(順稜線)，yokoyama；左，

hidari；右，migi。陡峭斜坡很少讓樹直倒，因為木材容易下滑，不

易控制，以橫倒居多，只有緩坡或平地才會直倒。遇到大樹或巨木

都不怕，因為這種樹很獨立，自己一株，容易作業。倒是中型樹的

枝枒易勾纏，打到彼此，很難應付。

在宜蘭地區，紅檜不是最粗最大的樹，思源的臺灣雲杉胸徑有

420公分，棲蘭的臺灣杉胸徑有200公分，大約1小時至1小時半可伐

倒。一般而言，棲蘭的臺灣扁柏、紅檜胸徑多為140-150公分，大約

半小時可伐倒，而他一天可伐7-8棵。鏈鋸伐木的速度約是手作的10

倍，手作時，可以感覺有些樹很難鋸，鋸不動，但碰到鏈鋸都一

樣，沒差，直接伐倒。生木還要剖成段材，方便運送，通常剖成6公

尺，最長達8.4公尺，還是載下去。

伐木通常2人1組，鏈鋸手1名，助手1名。後來，伐木組編入集

材組之內，總計約15人，成為一個生產單位，通力合作，再依工作

性質分配利潤。因為林木要運出來才有價值，才能計價，光伐倒是

沒有用的，還要製材(削除分枝、裁切成需要長度)，還要檢尺(量測

木材的長寬厚、直徑等，以計算材積並分級)，還要集材，還要裝

材，最後運下山至貯木場，生產前段作業才告結束。當年的作業情

形是如何？1964年10月，森開處出版了《五年專輯》，提到棲蘭山

工作站現況：

1.伐木造材：該站之直營伐木造材作業均以鏈鋸行之，計分7

組。每組配有技工3人鏈鋸1臺，由伐木造材工2人操作，負責立木及

倒木之砍伐造材，另有檢尺工一名隨同伐木造材工前往工地，專司

原木檢尺及驗收。現在作業以110號林道沿線之太平山事業區21、

22、23各林班為主，計有6組從事作業。100號林道沿線太平山事業

區42林班次之，有1組施行作業。本（53）年度預定造材材積為

53237立方公尺，目前使用鏈鋸有「麥可樂」1-82型鏈鋸7部。

2.集裝材：該站現有七組集裝材組，每組配有技工15名，集材

機，裝材機各乙部，集材架線均採李吉屋式，裝材機通常僅負責裝

材工作，但如馬力與集材機相同之裝材機有時負責集材、裝材兩項

工作。迄目前為止。該站共有美製Skagit 175馬力柴油引擎集材機4

部，Skagit 96馬力柴油引擎裝材機4部，臺灣機械公司130馬力柴油

引擎集材機1部，每組有司機2名擔任集裝材機之操縱及保養，一、

二及三等工各4名，並由其中一等工1名兼任領班，負責領導全組工

作，其餘者擔任架線、撤線、捆材、信號、卸材、裝車等工作，另

有檢尺工一名隨同裝車檢尺及驗收原木。主要作業地區亦在110號林

道沿線，計有6組，100號林道沿線為副，僅有1組作業，各組分布於

太平山事業區42林班（一組）， 24林班（二組）， 23林班（二

組），22林班（二組）從事作業。4

春夏秋冬，天氣多樣變化。寒天也做嗎？下雨也做嗎？起霧也

做嗎？熱天也做嗎？李水塗說，下雨天很難做，多停工；起霧因為

看不到樹頂，所以也停工；大熱天沒關係，但山上沒有夏天呀，他

反問我。噢，對呢。他補充，倒是下霜或下雪便不伐木，因為從高

高樹頂打下來的雪塊很麻煩，也停工休息。至於工資呢？咦，我手

頭正好有一本1987-1988年棲蘭山工作區的計件工資單，翻一翻，鏈

鋸手的收入其實起起伏伏，好的時候逼近5萬5，差的時候3萬出頭。

以1988年5月份來看，沒錯，李水塗的採集直接生產費39869元，加

上附屬作業工資1249元，合計41118元，大概是平均值。不過，這工

資在當年算豐厚，養家活口，綽綽有餘。

據說鏈鋸手因為長期操作機具，末梢神經震盪受損，食中指泛

白，手臂無法舉高，這就是白手病。沒有沒有，李水塗說，我都吃

虎骨酒好的。這時有人在旁提醒，哪有那麼多虎骨，你吃的是假

的。真的假的，真真假假，反正做了41年，當一輩子的鏈鋸手，沒

得白手病，李水塗覺得虎骨酒，有效。

他最初伐木還是手作階段，對於樹種，自有一番見解。棲蘭山

林區的鐵杉因為氣候太潮濕，生長慢，年輪密，材質硬，是「正鐵

杉」。立霧溪林區和平山上的鐵杉很多，那裡較乾旱，生長快，胸

徑很粗很大，年輪疏，材質軟，是「軟鐵杉」。至於臺灣杉俗稱亞

杉，他就很不服氣。日本人把柳杉當第一名，臺灣杉次之，所以稱

亞杉。但柳杉在臺灣卻不是好材，臺灣杉則很棒，不怕水，無論製

作冰櫃、攔水柵、木瓦，都是最好的材料。

想過這工作危險嗎？怎會沒有，他說。面對森林的感覺，那是

何等浩瀚的一種大海，這海，他死裡逃生很多次。改天到現場，那

比較有感覺，李水塗最後說。等等，我還有很多問題，比如他一生

砍多少株紅檜、多少株扁柏、多少株臺灣杉巨木？在棲蘭山林區像

他這樣的鏈鋸手有幾位？也就是說，他們全部加起來，合砍了多少

樹？與樹共渡一生的人，他曾否想過樹是有生命的嗎？我曉得，他

知道我想問甚麼，那片消失隱沒的大海，最後奔向哪裡？

「那些司機一看山路這麼迴繞，路況又差，一個不留神，連人帶車

就摔下萬丈溪谷，許多人頓時就打退堂鼓了，最後只有二個人留下，我

就是其中之一。」多年後回憶，擔任運材車司機的許承蔚這麼說。5 

1962年，中央日報刊載徵才啟事，森開處招募運材車司機，月

薪保証3000元，在石門水庫工作的許承蔚一看，就寄出履歷報名

了。當時有20幾人來考，在臺北通過體檢與面試之後，錄取10幾

人，再到宜蘭複試。森開處準備了一臺運材車，讓這些司機從牛鬥

開到英士，這頭5人，那頭5人，開過換手，再開回去，如此交替，

挑出7、8人，最後到山上見習，實際開一次山路，那時路面又窄，

坡度又陡，卡車行駛其上實在很危險。

森開處當時伐木的主力有二處，各3機組，一在池端，一在棲蘭

(今100線林道內)，總共6組機具運轉。每天有10部大卡車從宜蘭貯木

場開至伐木現場，單趟里程至少68-70公里，車行約2小時多，一天

至多來回4趟。因為作業限制，10部大卡車只有前6部車子才能裝2次

材，後4部車子當日只能裝1次材。通常深夜3點發車，天未亮5點多

開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10點至10點半回至貯木場。最初是人工下

材，需時1小時半至2小時，後改成吊車下材，需時半小時至40分

鐘。接著就急忙上山，下午3點又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8點至8點半

回至貯木場。因為貯木場晚上9點關門，眼看時間來不及了，司機遠

遠地就會猛按喇叭，示意卡車就快到了。如果一關門，要到明晨才

進場下材，第二天早上就算白白浪費了。上山時，空車行進速度很

快，一路飆到底；下山時，木材滿載，車就龜速了，尤其從伐木現

場至百韜橋這段，真是很慢很慢。過了百韜橋，運材車似乎恢復體

力，朝宜蘭快速前進。運材車司機不是領月薪，是依出車次數加運

材量計酬。許承蔚是榮民，江西會昌人，1931年出生，1962年(當時

31歲)來森開處上班，一心只想多出幾趟車，多賺一些錢，努力不懈。

一臺運材車最多可載18立方公尺，1立方公尺鐵杉約重1200公

斤，一臺運材車最多載22公噸，但有時塞到24公噸。後來伐木機組

的人累積經驗後，會決定木材怎麼分配載運，鐵杉較重，放下面；

扁柏較輕，放上面。而紅檜更輕，1立方公尺約重900公斤，運材車

滿載只有16公噸。木材長度最長載過6.2-6.4公尺，但這樣就會突出

車尾，也會導致車頭抬起，俗稱翹頭，所以還要把長木材放上超出

車頭，俗稱壓頭，以求平衡，這也是運材車舊照常見的現象。1964

年出版的《五年專輯》裡，刊載了運材車結隊下山的照片，旁註寫

著：「滿載而歸」，那是當時全力投入森林資源開發的真實寫照。

山區車輛很少，又沒有交通車，往來進出多搭運材車，司機旁

可坐二人，左右車門外的踏板站1-2人，車頂木材上也擠坐好幾人，

就這樣浩浩蕩蕩地上山下山，或迎風，或緊緊扒住，威猛前行。說

到搭乘運材車，連駐地警察也會先來吩咐，拜託載一程哪。至於天

候影響，運材車夠重，不易打滑，下雪還是照開，風霜雨雪都不

怕。但山區下午4點就起霧，車至霧濃處無法前進，扒在車門外的人

會跳下去，拿手電筒前行，他就研判路緣邊界，一邊緩緩推進。霧

是一段一段，衝出濃霧，突然路就亮了，風景開了。

1960年9月，森開處買了10部KW(Kenworth)10輪大卡車，280

匹馬力，前輪的翼子板(前葉子板)為弧形。後來業務擴張，再買5部

KW(Kenworth)新型10輪大卡車，前輪的翼子板為方拱形。這種10

輪大卡車成本很高，載重12公噸，但常超載，汰舊更新時，添置了5

部五十鈴ISUZU的160匹馬力6輪大卡車，最後添置是5部福特FORD

的6輪大卡車。至於民間承攬運材多為三菱F USO的6輪大卡車與日

野HINO的6輪大卡車。

運材車不是只有在山上跑，為了建國60年國慶大典，森開處派

出10臺大卡車，30餘人參加遊行。二十五萬人的國慶大遊行，上午

十時正，在總統府前廣場出發，鼓樂喧天，彩幟飛舞。在警車前導之

下，遊行隊伍分青年、義士義胞、後備軍人、文教、勞工、婦女、農

民、民防、工商、榮民等十個大隊。代表二十萬榮民的榮民大隊，穿

著整齊的制服，代表著不同的單位，展示了他們辛勤的成果。

(僑胞)他們看到榮民事業管理處所出動的遊行隊伍，最感興趣

了。菲律賓僑胞施性然指出：榮民大隊的行列，不但旗幟鮮明，制服

整齊，而且他們的機動車輛最多，那種十多噸的推土機、運輸車，都

是龐然大物，即在海外，也很少看到。……榮民大隊昨天共出動了七

十多部車分別代表了榮民防衛隊、醫療隊、生產隊、子女隊和建設

隊。車上坐的均係百戰退伍、功在國家的榮民，個個精神抖擻，威風

仍然不減當年。6 

那是1971年10月9日，森開處的運材卡車走北宜公路至臺北，在

中山南路一一停好位置。這時的許承蔚不再開運材車，不是計次論

酬，他已是森開處正式員工，擔任交通車駕駛，不再跑山區，每天

接送員工與眷屬往來市區了。他駕駛交通車載著參加遊行的榮民職

工隨後出發，先到立法院附近接卡車司機上車，當晚這30多人都住

新店清溪山莊。第二天一早4點起床，5點出發，參加6點的升旗典

禮。預備兼等待，興奮又緊張，依排定次序展開遊行。

榮民生產隊的三輛滿載耶誕樹的卡車，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尤

其許多外籍人士特感與趣。榮民們經營的伐木事業，也是相當有成

就的，這次國慶大遊行，他們將巨大的木材及鏈鋸伐木機器展示出

來。7 

報紙沒有寫到，第一臺是新車，第二臺是舊車，後面又是新

車，全部重新噴漆。為了這次大遊行，10幾天沒運材。大家穿上筆

挺的綠色工作服，精神抖擻站在車上，前三臺車各站6人，分3組，

呈現伐木工班的搭配，1人肩扛鏈鋸，1人背著油桶手執油管。鏈鋸

約重40公斤，油桶約重10公斤。後七臺車則展示巨型板材、大棵原

木，或立或臥。車上的大棵原木是做出來的，取三合板捲成樹幹

狀，外面貼樹皮，兩端貼以鋸下的橫切木段，旁側再擺一些育苗木裝

飾，很有看頭。還有豎立車上的巨型板材，也是三合板做出來的，氣

勢壯觀，維妙維肖。一車一車前進，森開處精銳盡出。代表士農工

商、反共義士、海外僑胞及榮民等單位的十大隊伍，最具特色，由大

會會場出發，經過重慶南路，左轉衡陽路，右轉博愛路，再右轉忠孝

西路，繼續東行至林森南路口解散。這次的國慶大遊行，展品全由生

產組製作，生產組的毛德麟出名了，這都是他想出來的點子。

從運材車改開交通車，是甚麼心情呢？後來，許承蔚外調支援

輔導會一段時間，開著交通車，載文化工作隊到全島表演。輔導會文

化工作隊有二支，一支是平劇隊，另一支是輕音樂隊。他記得很清

楚，當時輔導會下轄113個單位，文化工作隊就是到各單位慰勞榮

民，每地停留3-7天不等，像花蓮玉里就住了一個禮拜，3個月繞一圈

臺灣。輕音樂隊就是吹樂器、打鼓、唱歌跳舞，都是年輕女孩子。他

說，那真是充滿歡樂又辛勞的日子，3個月繞一圈臺灣。

我聽起來卻很幸福，因為84歲的他，臉上表情盡是笑容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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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市都市計劃圖，宜蘭市公所建設課製，1953年
紅色為籌議的宜蘭區林務管理處(包括棲蘭山林場)
預定地及房屋(縣農會所在)，藍色為貯木池預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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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火車站後站外一瞥，可見圳溝一脈連綿，左方遠處為宜蘭縣農會，正前

方稻田約二十公頃由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購置作為處本部與木工廠用

地，而圳溝約三公頃則向鐵路局洽借充做貯木場，圖中的道路即今林森路，

約1958年12月

棲蘭山，在日治早期的大比例臺灣全圖上皆可見到，但比較有

明確位置與正確海拔則出現於1907年的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標

高6410尺(約1923公尺，今1918公尺)，但棲蘭是甚麼意思，許多蘭

花附生於樹幹嗎？意象很美，但應不是原意。棲蘭與宜蘭一樣，皆

是原住民的語音。下澤伊八郎發表，泰雅族稱這座山為Babo Kan-

pilan，Babo是山，Kanpilan寫成棲蘭，原意則沒特別記載。1

 

這座山在日治末期的昭和18年(1943)2月，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向總督府殖產局提出棲蘭山森林利用開發計畫，從該年開始伐採生

產，預計年產量18萬立方公尺。主要伐採區為文山事業區76、77林

班、宜蘭事業區96、97、98林班與太平山事業區18、19、20、21林

班，以牛鬥為起點，新設濁水溪(今蘭陽溪)橫斷架空索道至蘭陽溪

北岸，再經專用鐵道1公里，以新設架空索道接至專用鐵道10公

里，順沿松羅溪右岸山坡朝西北方而行，至松羅溪上游後，再以架

空索道，可接至上濁水山的東南稜，最後是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續

向西北方延伸，此地靠近上濁水山的西側，可遙望棲蘭山了。預定

開發利用的設施計有：濁水溪橫斷架空索道、專用鐵道1公里、架

空索道、專用鐵道10公里、架空索道、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另外，

還有集材機6臺，柴油機關車6輛，蒸汽機關車2輛，運材臺車500

臺，運材車60輛，簡易製材所1處，電話線20公里。分2年度執行，

總經費151萬9000日圓。2

 

後來，曾對宜蘭事業區第97林班的一部分伐採，供應戰時緊急

軍公用材。這時的棲蘭山，主要指松羅溪上游，巴博庫魯山以東，

芃芃溪左岸的這片中海拔山區。

戰後的1950年起，林產管理局太平山林場曾在宜蘭事業區第

96、 97林班架設簡單索道，進行初期開發，但太平山事業區的

11-15、17-37林班尚未伐採。1957年6月，宜蘭市長陳阿呆等人向省

府陳情，請確立棲蘭山開發計畫。

宜蘭濁水溪北岸棲蘭山暨附近一帶，有天然林七十四個林班，

總面積二萬二千餘公頃，據傳可砍伐林木材積有九百七十餘萬立方

公尺，按照一般估計，可值二百億元以上，數字之大，實佔全省林

木總蓄積量八分之一，其所蘊藏資源，不可不謂豐富。因此，自日

據時期，則為萬人所共注目，且若棲蘭山決定開發，同時並可將大

溪、文山兩事業區林班統合經營，若此則於作業上尤獲便宜，其產

量當更增大。

棲蘭山木材，因宜蘭濁水溪之隔絕，甚難運至該林場(註：太平

山林場)，是以如要開發棲蘭山，自須另設機構，專責經營，方能切

合實際，而顯事功，尤須配合公路出口決定為宜蘭之理由所在(軍事

上需要，交通上方便，資源開發上適合等，為政府所持理由)，並須

針對準戰時體制，物資疏散之大原則(木材不使集積一處，分開貯

藏)，以及均衡發展地方計，以其再行擴展太平山林場，何若將林區

管理處(或專管林場)新設於宜蘭市或其附近地帶，始為得策，亦為

眾所公許。3 

棲蘭山林區，是以棲蘭山(海拔1918公尺)為北界，然後向西南

方延伸，經過婆羅山(海拔1415公尺)、芃芃山(海拔1713公尺)、烏山

(海拔1626公尺)這條山系，再到東保津寒山(海拔1963公尺)、眉有岩

山(海拔2328公尺)的這片東南向坡面，蘭陽溪則為東界與南界。

1958年1月20日，太平山林場成立棲蘭山工作站及林道工務所，

做了初期開發的努力。至於未來是林產管理局經營棲蘭山林區，還

是由輔導會經營，雙方幾經一番折衝。同年10月29日，林產管理局

奉准成立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劃定經營範圍為棲蘭山林區，

面積48766公頃。

1959年是重要的一年，很多事如火如荼進行了。1月22日，行政

院院會核定「橫貫公路沿線森林資源開發方案」。1月31日，開發方

案頒行。3月1日，砍伐工作開始。4月1日，排骨溪15公里改線測量

開始。5月3日，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開始運材作業，蔣經國主

委偕林產管理局陶玉田局長、農復會及安全分署外籍人士多人蒞處

視察。5月24日，中橫宜蘭支線通車。8月6日至次年3月29日，開闢

排骨溪新線林道10公里。10月10日，臺灣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在宜

蘭成立(隸屬輔導會)。10月29日，銷售業務開始，從此全面展開伐木

製材事業。

此後的棲蘭山，多指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工作站所在(負責伐

木作業)，為現今台7線74K+800的100線林道守衛站再向西進去3.3公

里處(海拔1200公尺)；至於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養路段(負責林道

修築)，位置在台7線66K+600，日後轉為救國團的明池青年活動中

心。後來站、段合一，搬遷至現今台7線82K+700，1967年11月15日

改稱棲蘭山工作區。棲蘭山林道的一道班位於台7線82K，四道班位

於台7線71K+600，至於二道班位於現今的100線林道2K，三道班則

位於9K。現今棲蘭這個地名，多指台7甲線3K的棲蘭山莊(海拔420

公尺)與棲蘭苗圃，那是在蘭陽溪北岸，靠近家源橋的棲蘭森林遊樂

區內。海拔越降越低，越降越南，這就是棲蘭。

森林伐採過程的環節很多，第一線作業主要為伐木的鏈鋸手與

運材車的司機。

李水塗出生於1932年，今年83歲，宜蘭人。早先都在太平山工

作，1973年來森開處。他經歷手作的年代，也進入鏈鋸的年代。4手

作無聲，通常用二種工具：五齒仔與大剖鋸。伐倒前用五齒仔，伐

倒後將太粗的樹再剖分，就用大剖鋸。至於鏈鋸，重約40公斤，常

用的鋸長有36吋、42吋。樹木欲倒向哪裡，缺口就作那個方向。倒

前，要先找好退路位置，迅即放下鏈鋸，連跑10幾米躲開。因為手

作的鋸木響聲很小，聽不到，樹木傾倒那一刻很危險，怕傷到在附

近作業的人，要發出叫喊。示警倒木的方向，通常有二種情況，四

種組合：直倒(順山谷)，sakayama；橫倒(順稜線)，yokoyama；左，

hidari；右，migi。陡峭斜坡很少讓樹直倒，因為木材容易下滑，不

易控制，以橫倒居多，只有緩坡或平地才會直倒。遇到大樹或巨木

都不怕，因為這種樹很獨立，自己一株，容易作業。倒是中型樹的

枝枒易勾纏，打到彼此，很難應付。

在宜蘭地區，紅檜不是最粗最大的樹，思源的臺灣雲杉胸徑有

420公分，棲蘭的臺灣杉胸徑有200公分，大約1小時至1小時半可伐

倒。一般而言，棲蘭的臺灣扁柏、紅檜胸徑多為140-150公分，大約

半小時可伐倒，而他一天可伐7-8棵。鏈鋸伐木的速度約是手作的10

倍，手作時，可以感覺有些樹很難鋸，鋸不動，但碰到鏈鋸都一

樣，沒差，直接伐倒。生木還要剖成段材，方便運送，通常剖成6公

尺，最長達8.4公尺，還是載下去。

伐木通常2人1組，鏈鋸手1名，助手1名。後來，伐木組編入集

材組之內，總計約15人，成為一個生產單位，通力合作，再依工作

性質分配利潤。因為林木要運出來才有價值，才能計價，光伐倒是

沒有用的，還要製材(削除分枝、裁切成需要長度)，還要檢尺(量測

木材的長寬厚、直徑等，以計算材積並分級)，還要集材，還要裝

材，最後運下山至貯木場，生產前段作業才告結束。當年的作業情

形是如何？1964年10月，森開處出版了《五年專輯》，提到棲蘭山

工作站現況：

1.伐木造材：該站之直營伐木造材作業均以鏈鋸行之，計分7

組。每組配有技工3人鏈鋸1臺，由伐木造材工2人操作，負責立木及

倒木之砍伐造材，另有檢尺工一名隨同伐木造材工前往工地，專司

原木檢尺及驗收。現在作業以110號林道沿線之太平山事業區21、

22、23各林班為主，計有6組從事作業。100號林道沿線太平山事業

區42林班次之，有1組施行作業。本（53）年度預定造材材積為

53237立方公尺，目前使用鏈鋸有「麥可樂」1-82型鏈鋸7部。

2.集裝材：該站現有七組集裝材組，每組配有技工15名，集材

機，裝材機各乙部，集材架線均採李吉屋式，裝材機通常僅負責裝

材工作，但如馬力與集材機相同之裝材機有時負責集材、裝材兩項

工作。迄目前為止。該站共有美製Skagit 175馬力柴油引擎集材機4

部，Skagit 96馬力柴油引擎裝材機4部，臺灣機械公司130馬力柴油

引擎集材機1部，每組有司機2名擔任集裝材機之操縱及保養，一、

二及三等工各4名，並由其中一等工1名兼任領班，負責領導全組工

作，其餘者擔任架線、撤線、捆材、信號、卸材、裝車等工作，另

有檢尺工一名隨同裝車檢尺及驗收原木。主要作業地區亦在110號林

道沿線，計有6組，100號林道沿線為副，僅有1組作業，各組分布於

太平山事業區42林班（一組）， 24林班（二組）， 23林班（二

組），22林班（二組）從事作業。4

春夏秋冬，天氣多樣變化。寒天也做嗎？下雨也做嗎？起霧也

做嗎？熱天也做嗎？李水塗說，下雨天很難做，多停工；起霧因為

看不到樹頂，所以也停工；大熱天沒關係，但山上沒有夏天呀，他

反問我。噢，對呢。他補充，倒是下霜或下雪便不伐木，因為從高

高樹頂打下來的雪塊很麻煩，也停工休息。至於工資呢？咦，我手

頭正好有一本1987-1988年棲蘭山工作區的計件工資單，翻一翻，鏈

鋸手的收入其實起起伏伏，好的時候逼近5萬5，差的時候3萬出頭。

以1988年5月份來看，沒錯，李水塗的採集直接生產費39869元，加

上附屬作業工資1249元，合計41118元，大概是平均值。不過，這工

資在當年算豐厚，養家活口，綽綽有餘。

據說鏈鋸手因為長期操作機具，末梢神經震盪受損，食中指泛

白，手臂無法舉高，這就是白手病。沒有沒有，李水塗說，我都吃

虎骨酒好的。這時有人在旁提醒，哪有那麼多虎骨，你吃的是假

的。真的假的，真真假假，反正做了41年，當一輩子的鏈鋸手，沒

得白手病，李水塗覺得虎骨酒，有效。

他最初伐木還是手作階段，對於樹種，自有一番見解。棲蘭山

林區的鐵杉因為氣候太潮濕，生長慢，年輪密，材質硬，是「正鐵

杉」。立霧溪林區和平山上的鐵杉很多，那裡較乾旱，生長快，胸

徑很粗很大，年輪疏，材質軟，是「軟鐵杉」。至於臺灣杉俗稱亞

杉，他就很不服氣。日本人把柳杉當第一名，臺灣杉次之，所以稱

亞杉。但柳杉在臺灣卻不是好材，臺灣杉則很棒，不怕水，無論製

作冰櫃、攔水柵、木瓦，都是最好的材料。

想過這工作危險嗎？怎會沒有，他說。面對森林的感覺，那是

何等浩瀚的一種大海，這海，他死裡逃生很多次。改天到現場，那

比較有感覺，李水塗最後說。等等，我還有很多問題，比如他一生

砍多少株紅檜、多少株扁柏、多少株臺灣杉巨木？在棲蘭山林區像

他這樣的鏈鋸手有幾位？也就是說，他們全部加起來，合砍了多少

樹？與樹共渡一生的人，他曾否想過樹是有生命的嗎？我曉得，他

知道我想問甚麼，那片消失隱沒的大海，最後奔向哪裡？

「那些司機一看山路這麼迴繞，路況又差，一個不留神，連人帶車

就摔下萬丈溪谷，許多人頓時就打退堂鼓了，最後只有二個人留下，我

就是其中之一。」多年後回憶，擔任運材車司機的許承蔚這麼說。5 

1962年，中央日報刊載徵才啟事，森開處招募運材車司機，月

薪保証3000元，在石門水庫工作的許承蔚一看，就寄出履歷報名

了。當時有20幾人來考，在臺北通過體檢與面試之後，錄取10幾

人，再到宜蘭複試。森開處準備了一臺運材車，讓這些司機從牛鬥

開到英士，這頭5人，那頭5人，開過換手，再開回去，如此交替，

挑出7、8人，最後到山上見習，實際開一次山路，那時路面又窄，

坡度又陡，卡車行駛其上實在很危險。

森開處當時伐木的主力有二處，各3機組，一在池端，一在棲蘭

(今100線林道內)，總共6組機具運轉。每天有10部大卡車從宜蘭貯木

場開至伐木現場，單趟里程至少68-70公里，車行約2小時多，一天

至多來回4趟。因為作業限制，10部大卡車只有前6部車子才能裝2次

材，後4部車子當日只能裝1次材。通常深夜3點發車，天未亮5點多

開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10點至10點半回至貯木場。最初是人工下

材，需時1小時半至2小時，後改成吊車下材，需時半小時至40分

鐘。接著就急忙上山，下午3點又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8點至8點半

回至貯木場。因為貯木場晚上9點關門，眼看時間來不及了，司機遠

遠地就會猛按喇叭，示意卡車就快到了。如果一關門，要到明晨才

進場下材，第二天早上就算白白浪費了。上山時，空車行進速度很

快，一路飆到底；下山時，木材滿載，車就龜速了，尤其從伐木現

場至百韜橋這段，真是很慢很慢。過了百韜橋，運材車似乎恢復體

力，朝宜蘭快速前進。運材車司機不是領月薪，是依出車次數加運

材量計酬。許承蔚是榮民，江西會昌人，1931年出生，1962年(當時

31歲)來森開處上班，一心只想多出幾趟車，多賺一些錢，努力不懈。

一臺運材車最多可載18立方公尺，1立方公尺鐵杉約重1200公

斤，一臺運材車最多載22公噸，但有時塞到24公噸。後來伐木機組

的人累積經驗後，會決定木材怎麼分配載運，鐵杉較重，放下面；

扁柏較輕，放上面。而紅檜更輕，1立方公尺約重900公斤，運材車

滿載只有16公噸。木材長度最長載過6.2-6.4公尺，但這樣就會突出

車尾，也會導致車頭抬起，俗稱翹頭，所以還要把長木材放上超出

車頭，俗稱壓頭，以求平衡，這也是運材車舊照常見的現象。1964

年出版的《五年專輯》裡，刊載了運材車結隊下山的照片，旁註寫

著：「滿載而歸」，那是當時全力投入森林資源開發的真實寫照。

山區車輛很少，又沒有交通車，往來進出多搭運材車，司機旁

可坐二人，左右車門外的踏板站1-2人，車頂木材上也擠坐好幾人，

就這樣浩浩蕩蕩地上山下山，或迎風，或緊緊扒住，威猛前行。說

到搭乘運材車，連駐地警察也會先來吩咐，拜託載一程哪。至於天

候影響，運材車夠重，不易打滑，下雪還是照開，風霜雨雪都不

怕。但山區下午4點就起霧，車至霧濃處無法前進，扒在車門外的人

會跳下去，拿手電筒前行，他就研判路緣邊界，一邊緩緩推進。霧

是一段一段，衝出濃霧，突然路就亮了，風景開了。

1960年9月，森開處買了10部KW(Kenworth)10輪大卡車，280

匹馬力，前輪的翼子板(前葉子板)為弧形。後來業務擴張，再買5部

KW(Kenworth)新型10輪大卡車，前輪的翼子板為方拱形。這種10

輪大卡車成本很高，載重12公噸，但常超載，汰舊更新時，添置了5

部五十鈴ISUZU的160匹馬力6輪大卡車，最後添置是5部福特FORD

的6輪大卡車。至於民間承攬運材多為三菱F USO的6輪大卡車與日

野HINO的6輪大卡車。

運材車不是只有在山上跑，為了建國60年國慶大典，森開處派

出10臺大卡車，30餘人參加遊行。二十五萬人的國慶大遊行，上午

十時正，在總統府前廣場出發，鼓樂喧天，彩幟飛舞。在警車前導之

下，遊行隊伍分青年、義士義胞、後備軍人、文教、勞工、婦女、農

民、民防、工商、榮民等十個大隊。代表二十萬榮民的榮民大隊，穿

著整齊的制服，代表著不同的單位，展示了他們辛勤的成果。

(僑胞)他們看到榮民事業管理處所出動的遊行隊伍，最感興趣

了。菲律賓僑胞施性然指出：榮民大隊的行列，不但旗幟鮮明，制服

整齊，而且他們的機動車輛最多，那種十多噸的推土機、運輸車，都

是龐然大物，即在海外，也很少看到。……榮民大隊昨天共出動了七

十多部車分別代表了榮民防衛隊、醫療隊、生產隊、子女隊和建設

隊。車上坐的均係百戰退伍、功在國家的榮民，個個精神抖擻，威風

仍然不減當年。6 

那是1971年10月9日，森開處的運材卡車走北宜公路至臺北，在

中山南路一一停好位置。這時的許承蔚不再開運材車，不是計次論

酬，他已是森開處正式員工，擔任交通車駕駛，不再跑山區，每天

接送員工與眷屬往來市區了。他駕駛交通車載著參加遊行的榮民職

工隨後出發，先到立法院附近接卡車司機上車，當晚這30多人都住

新店清溪山莊。第二天一早4點起床，5點出發，參加6點的升旗典

禮。預備兼等待，興奮又緊張，依排定次序展開遊行。

榮民生產隊的三輛滿載耶誕樹的卡車，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尤

其許多外籍人士特感與趣。榮民們經營的伐木事業，也是相當有成

就的，這次國慶大遊行，他們將巨大的木材及鏈鋸伐木機器展示出

來。7 

報紙沒有寫到，第一臺是新車，第二臺是舊車，後面又是新

車，全部重新噴漆。為了這次大遊行，10幾天沒運材。大家穿上筆

挺的綠色工作服，精神抖擻站在車上，前三臺車各站6人，分3組，

呈現伐木工班的搭配，1人肩扛鏈鋸，1人背著油桶手執油管。鏈鋸

約重40公斤，油桶約重10公斤。後七臺車則展示巨型板材、大棵原

木，或立或臥。車上的大棵原木是做出來的，取三合板捲成樹幹

狀，外面貼樹皮，兩端貼以鋸下的橫切木段，旁側再擺一些育苗木裝

飾，很有看頭。還有豎立車上的巨型板材，也是三合板做出來的，氣

勢壯觀，維妙維肖。一車一車前進，森開處精銳盡出。代表士農工

商、反共義士、海外僑胞及榮民等單位的十大隊伍，最具特色，由大

會會場出發，經過重慶南路，左轉衡陽路，右轉博愛路，再右轉忠孝

西路，繼續東行至林森南路口解散。這次的國慶大遊行，展品全由生

產組製作，生產組的毛德麟出名了，這都是他想出來的點子。

從運材車改開交通車，是甚麼心情呢？後來，許承蔚外調支援

輔導會一段時間，開著交通車，載文化工作隊到全島表演。輔導會文

化工作隊有二支，一支是平劇隊，另一支是輕音樂隊。他記得很清

楚，當時輔導會下轄113個單位，文化工作隊就是到各單位慰勞榮

民，每地停留3-7天不等，像花蓮玉里就住了一個禮拜，3個月繞一圈

臺灣。輕音樂隊就是吹樂器、打鼓、唱歌跳舞，都是年輕女孩子。他

說，那真是充滿歡樂又辛勞的日子，3個月繞一圈臺灣。

我聽起來卻很幸福，因為84歲的他，臉上表情盡是笑容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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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作伐木，以斧頭(左)與五齒仔(右)共同操作，將樹木伐倒，約1950年代

手作伐木，粗大伐倒木再以大剖鋸分剖，約1950年代

鏈鋸伐木，約1960年

集材機操作，約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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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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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裝材作業，以索道吊運木材至卡車，約1962年

棲蘭山，在日治早期的大比例臺灣全圖上皆可見到，但比較有

明確位置與正確海拔則出現於1907年的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標

高6410尺(約1923公尺，今1918公尺)，但棲蘭是甚麼意思，許多蘭

花附生於樹幹嗎？意象很美，但應不是原意。棲蘭與宜蘭一樣，皆

是原住民的語音。下澤伊八郎發表，泰雅族稱這座山為Babo Kan-

pilan，Babo是山，Kanpilan寫成棲蘭，原意則沒特別記載。1

 

這座山在日治末期的昭和18年(1943)2月，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向總督府殖產局提出棲蘭山森林利用開發計畫，從該年開始伐採生

產，預計年產量18萬立方公尺。主要伐採區為文山事業區76、77林

班、宜蘭事業區96、97、98林班與太平山事業區18、19、20、21林

班，以牛鬥為起點，新設濁水溪(今蘭陽溪)橫斷架空索道至蘭陽溪

北岸，再經專用鐵道1公里，以新設架空索道接至專用鐵道10公

里，順沿松羅溪右岸山坡朝西北方而行，至松羅溪上游後，再以架

空索道，可接至上濁水山的東南稜，最後是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續

向西北方延伸，此地靠近上濁水山的西側，可遙望棲蘭山了。預定

開發利用的設施計有：濁水溪橫斷架空索道、專用鐵道1公里、架

空索道、專用鐵道10公里、架空索道、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另外，

還有集材機6臺，柴油機關車6輛，蒸汽機關車2輛，運材臺車500

臺，運材車60輛，簡易製材所1處，電話線20公里。分2年度執行，

總經費151萬9000日圓。2

 

後來，曾對宜蘭事業區第97林班的一部分伐採，供應戰時緊急

軍公用材。這時的棲蘭山，主要指松羅溪上游，巴博庫魯山以東，

芃芃溪左岸的這片中海拔山區。

戰後的1950年起，林產管理局太平山林場曾在宜蘭事業區第

96、 97林班架設簡單索道，進行初期開發，但太平山事業區的

11-15、17-37林班尚未伐採。1957年6月，宜蘭市長陳阿呆等人向省

府陳情，請確立棲蘭山開發計畫。

宜蘭濁水溪北岸棲蘭山暨附近一帶，有天然林七十四個林班，

總面積二萬二千餘公頃，據傳可砍伐林木材積有九百七十餘萬立方

公尺，按照一般估計，可值二百億元以上，數字之大，實佔全省林

木總蓄積量八分之一，其所蘊藏資源，不可不謂豐富。因此，自日

據時期，則為萬人所共注目，且若棲蘭山決定開發，同時並可將大

溪、文山兩事業區林班統合經營，若此則於作業上尤獲便宜，其產

量當更增大。

棲蘭山木材，因宜蘭濁水溪之隔絕，甚難運至該林場(註：太平

山林場)，是以如要開發棲蘭山，自須另設機構，專責經營，方能切

合實際，而顯事功，尤須配合公路出口決定為宜蘭之理由所在(軍事

上需要，交通上方便，資源開發上適合等，為政府所持理由)，並須

針對準戰時體制，物資疏散之大原則(木材不使集積一處，分開貯

藏)，以及均衡發展地方計，以其再行擴展太平山林場，何若將林區

管理處(或專管林場)新設於宜蘭市或其附近地帶，始為得策，亦為

眾所公許。3 

棲蘭山林區，是以棲蘭山(海拔1918公尺)為北界，然後向西南

方延伸，經過婆羅山(海拔1415公尺)、芃芃山(海拔1713公尺)、烏山

(海拔1626公尺)這條山系，再到東保津寒山(海拔1963公尺)、眉有岩

山(海拔2328公尺)的這片東南向坡面，蘭陽溪則為東界與南界。

1958年1月20日，太平山林場成立棲蘭山工作站及林道工務所，

做了初期開發的努力。至於未來是林產管理局經營棲蘭山林區，還

是由輔導會經營，雙方幾經一番折衝。同年10月29日，林產管理局

奉准成立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劃定經營範圍為棲蘭山林區，

面積48766公頃。

1959年是重要的一年，很多事如火如荼進行了。1月22日，行政

院院會核定「橫貫公路沿線森林資源開發方案」。1月31日，開發方

案頒行。3月1日，砍伐工作開始。4月1日，排骨溪15公里改線測量

開始。5月3日，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開始運材作業，蔣經國主

委偕林產管理局陶玉田局長、農復會及安全分署外籍人士多人蒞處

視察。5月24日，中橫宜蘭支線通車。8月6日至次年3月29日，開闢

排骨溪新線林道10公里。10月10日，臺灣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在宜

蘭成立(隸屬輔導會)。10月29日，銷售業務開始，從此全面展開伐木

製材事業。

此後的棲蘭山，多指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工作站所在(負責伐

木作業)，為現今台7線74K+800的100線林道守衛站再向西進去3.3公

里處(海拔1200公尺)；至於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養路段(負責林道

修築)，位置在台7線66K+600，日後轉為救國團的明池青年活動中

心。後來站、段合一，搬遷至現今台7線82K+700，1967年11月15日

改稱棲蘭山工作區。棲蘭山林道的一道班位於台7線82K，四道班位

於台7線71K+600，至於二道班位於現今的100線林道2K，三道班則

位於9K。現今棲蘭這個地名，多指台7甲線3K的棲蘭山莊(海拔420

公尺)與棲蘭苗圃，那是在蘭陽溪北岸，靠近家源橋的棲蘭森林遊樂

區內。海拔越降越低，越降越南，這就是棲蘭。

森林伐採過程的環節很多，第一線作業主要為伐木的鏈鋸手與

運材車的司機。

李水塗出生於1932年，今年83歲，宜蘭人。早先都在太平山工

作，1973年來森開處。他經歷手作的年代，也進入鏈鋸的年代。4手

作無聲，通常用二種工具：五齒仔與大剖鋸。伐倒前用五齒仔，伐

倒後將太粗的樹再剖分，就用大剖鋸。至於鏈鋸，重約40公斤，常

用的鋸長有36吋、42吋。樹木欲倒向哪裡，缺口就作那個方向。倒

前，要先找好退路位置，迅即放下鏈鋸，連跑10幾米躲開。因為手

作的鋸木響聲很小，聽不到，樹木傾倒那一刻很危險，怕傷到在附

近作業的人，要發出叫喊。示警倒木的方向，通常有二種情況，四

種組合：直倒(順山谷)，sakayama；橫倒(順稜線)，yokoyama；左，

hidari；右，migi。陡峭斜坡很少讓樹直倒，因為木材容易下滑，不

易控制，以橫倒居多，只有緩坡或平地才會直倒。遇到大樹或巨木

都不怕，因為這種樹很獨立，自己一株，容易作業。倒是中型樹的

枝枒易勾纏，打到彼此，很難應付。

在宜蘭地區，紅檜不是最粗最大的樹，思源的臺灣雲杉胸徑有

420公分，棲蘭的臺灣杉胸徑有200公分，大約1小時至1小時半可伐

倒。一般而言，棲蘭的臺灣扁柏、紅檜胸徑多為140-150公分，大約

半小時可伐倒，而他一天可伐7-8棵。鏈鋸伐木的速度約是手作的10

倍，手作時，可以感覺有些樹很難鋸，鋸不動，但碰到鏈鋸都一

樣，沒差，直接伐倒。生木還要剖成段材，方便運送，通常剖成6公

尺，最長達8.4公尺，還是載下去。

伐木通常2人1組，鏈鋸手1名，助手1名。後來，伐木組編入集

材組之內，總計約15人，成為一個生產單位，通力合作，再依工作

性質分配利潤。因為林木要運出來才有價值，才能計價，光伐倒是

沒有用的，還要製材(削除分枝、裁切成需要長度)，還要檢尺(量測

木材的長寬厚、直徑等，以計算材積並分級)，還要集材，還要裝

材，最後運下山至貯木場，生產前段作業才告結束。當年的作業情

形是如何？1964年10月，森開處出版了《五年專輯》，提到棲蘭山

工作站現況：

1.伐木造材：該站之直營伐木造材作業均以鏈鋸行之，計分7

組。每組配有技工3人鏈鋸1臺，由伐木造材工2人操作，負責立木及

倒木之砍伐造材，另有檢尺工一名隨同伐木造材工前往工地，專司

原木檢尺及驗收。現在作業以110號林道沿線之太平山事業區21、

22、23各林班為主，計有6組從事作業。100號林道沿線太平山事業

區42林班次之，有1組施行作業。本（53）年度預定造材材積為

53237立方公尺，目前使用鏈鋸有「麥可樂」1-82型鏈鋸7部。

2.集裝材：該站現有七組集裝材組，每組配有技工15名，集材

機，裝材機各乙部，集材架線均採李吉屋式，裝材機通常僅負責裝

材工作，但如馬力與集材機相同之裝材機有時負責集材、裝材兩項

工作。迄目前為止。該站共有美製Skagit 175馬力柴油引擎集材機4

部，Skagit 96馬力柴油引擎裝材機4部，臺灣機械公司130馬力柴油

引擎集材機1部，每組有司機2名擔任集裝材機之操縱及保養，一、

二及三等工各4名，並由其中一等工1名兼任領班，負責領導全組工

作，其餘者擔任架線、撤線、捆材、信號、卸材、裝車等工作，另

有檢尺工一名隨同裝車檢尺及驗收原木。主要作業地區亦在110號林

道沿線，計有6組，100號林道沿線為副，僅有1組作業，各組分布於

太平山事業區42林班（一組）， 24林班（二組）， 23林班（二

組），22林班（二組）從事作業。4

春夏秋冬，天氣多樣變化。寒天也做嗎？下雨也做嗎？起霧也

做嗎？熱天也做嗎？李水塗說，下雨天很難做，多停工；起霧因為

看不到樹頂，所以也停工；大熱天沒關係，但山上沒有夏天呀，他

反問我。噢，對呢。他補充，倒是下霜或下雪便不伐木，因為從高

高樹頂打下來的雪塊很麻煩，也停工休息。至於工資呢？咦，我手

頭正好有一本1987-1988年棲蘭山工作區的計件工資單，翻一翻，鏈

鋸手的收入其實起起伏伏，好的時候逼近5萬5，差的時候3萬出頭。

以1988年5月份來看，沒錯，李水塗的採集直接生產費39869元，加

上附屬作業工資1249元，合計41118元，大概是平均值。不過，這工

資在當年算豐厚，養家活口，綽綽有餘。

據說鏈鋸手因為長期操作機具，末梢神經震盪受損，食中指泛

白，手臂無法舉高，這就是白手病。沒有沒有，李水塗說，我都吃

虎骨酒好的。這時有人在旁提醒，哪有那麼多虎骨，你吃的是假

的。真的假的，真真假假，反正做了41年，當一輩子的鏈鋸手，沒

得白手病，李水塗覺得虎骨酒，有效。

他最初伐木還是手作階段，對於樹種，自有一番見解。棲蘭山

林區的鐵杉因為氣候太潮濕，生長慢，年輪密，材質硬，是「正鐵

杉」。立霧溪林區和平山上的鐵杉很多，那裡較乾旱，生長快，胸

徑很粗很大，年輪疏，材質軟，是「軟鐵杉」。至於臺灣杉俗稱亞

杉，他就很不服氣。日本人把柳杉當第一名，臺灣杉次之，所以稱

亞杉。但柳杉在臺灣卻不是好材，臺灣杉則很棒，不怕水，無論製

作冰櫃、攔水柵、木瓦，都是最好的材料。

想過這工作危險嗎？怎會沒有，他說。面對森林的感覺，那是

何等浩瀚的一種大海，這海，他死裡逃生很多次。改天到現場，那

比較有感覺，李水塗最後說。等等，我還有很多問題，比如他一生

砍多少株紅檜、多少株扁柏、多少株臺灣杉巨木？在棲蘭山林區像

他這樣的鏈鋸手有幾位？也就是說，他們全部加起來，合砍了多少

樹？與樹共渡一生的人，他曾否想過樹是有生命的嗎？我曉得，他

知道我想問甚麼，那片消失隱沒的大海，最後奔向哪裡？

「那些司機一看山路這麼迴繞，路況又差，一個不留神，連人帶車

就摔下萬丈溪谷，許多人頓時就打退堂鼓了，最後只有二個人留下，我

就是其中之一。」多年後回憶，擔任運材車司機的許承蔚這麼說。5 

1962年，中央日報刊載徵才啟事，森開處招募運材車司機，月

薪保証3000元，在石門水庫工作的許承蔚一看，就寄出履歷報名

了。當時有20幾人來考，在臺北通過體檢與面試之後，錄取10幾

人，再到宜蘭複試。森開處準備了一臺運材車，讓這些司機從牛鬥

開到英士，這頭5人，那頭5人，開過換手，再開回去，如此交替，

挑出7、8人，最後到山上見習，實際開一次山路，那時路面又窄，

坡度又陡，卡車行駛其上實在很危險。

森開處當時伐木的主力有二處，各3機組，一在池端，一在棲蘭

(今100線林道內)，總共6組機具運轉。每天有10部大卡車從宜蘭貯木

場開至伐木現場，單趟里程至少68-70公里，車行約2小時多，一天

至多來回4趟。因為作業限制，10部大卡車只有前6部車子才能裝2次

材，後4部車子當日只能裝1次材。通常深夜3點發車，天未亮5點多

開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10點至10點半回至貯木場。最初是人工下

材，需時1小時半至2小時，後改成吊車下材，需時半小時至40分

鐘。接著就急忙上山，下午3點又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8點至8點半

回至貯木場。因為貯木場晚上9點關門，眼看時間來不及了，司機遠

遠地就會猛按喇叭，示意卡車就快到了。如果一關門，要到明晨才

進場下材，第二天早上就算白白浪費了。上山時，空車行進速度很

快，一路飆到底；下山時，木材滿載，車就龜速了，尤其從伐木現

場至百韜橋這段，真是很慢很慢。過了百韜橋，運材車似乎恢復體

力，朝宜蘭快速前進。運材車司機不是領月薪，是依出車次數加運

材量計酬。許承蔚是榮民，江西會昌人，1931年出生，1962年(當時

31歲)來森開處上班，一心只想多出幾趟車，多賺一些錢，努力不懈。

一臺運材車最多可載18立方公尺，1立方公尺鐵杉約重1200公

斤，一臺運材車最多載22公噸，但有時塞到24公噸。後來伐木機組

的人累積經驗後，會決定木材怎麼分配載運，鐵杉較重，放下面；

扁柏較輕，放上面。而紅檜更輕，1立方公尺約重900公斤，運材車

滿載只有16公噸。木材長度最長載過6.2-6.4公尺，但這樣就會突出

車尾，也會導致車頭抬起，俗稱翹頭，所以還要把長木材放上超出

車頭，俗稱壓頭，以求平衡，這也是運材車舊照常見的現象。1964

年出版的《五年專輯》裡，刊載了運材車結隊下山的照片，旁註寫

著：「滿載而歸」，那是當時全力投入森林資源開發的真實寫照。

山區車輛很少，又沒有交通車，往來進出多搭運材車，司機旁

可坐二人，左右車門外的踏板站1-2人，車頂木材上也擠坐好幾人，

就這樣浩浩蕩蕩地上山下山，或迎風，或緊緊扒住，威猛前行。說

到搭乘運材車，連駐地警察也會先來吩咐，拜託載一程哪。至於天

候影響，運材車夠重，不易打滑，下雪還是照開，風霜雨雪都不

怕。但山區下午4點就起霧，車至霧濃處無法前進，扒在車門外的人

會跳下去，拿手電筒前行，他就研判路緣邊界，一邊緩緩推進。霧

是一段一段，衝出濃霧，突然路就亮了，風景開了。

1960年9月，森開處買了10部KW(Kenworth)10輪大卡車，280

匹馬力，前輪的翼子板(前葉子板)為弧形。後來業務擴張，再買5部

KW(Kenworth)新型10輪大卡車，前輪的翼子板為方拱形。這種10

輪大卡車成本很高，載重12公噸，但常超載，汰舊更新時，添置了5

部五十鈴ISUZU的160匹馬力6輪大卡車，最後添置是5部福特FORD

的6輪大卡車。至於民間承攬運材多為三菱F USO的6輪大卡車與日

野HINO的6輪大卡車。

運材車不是只有在山上跑，為了建國60年國慶大典，森開處派

出10臺大卡車，30餘人參加遊行。二十五萬人的國慶大遊行，上午

十時正，在總統府前廣場出發，鼓樂喧天，彩幟飛舞。在警車前導之

下，遊行隊伍分青年、義士義胞、後備軍人、文教、勞工、婦女、農

民、民防、工商、榮民等十個大隊。代表二十萬榮民的榮民大隊，穿

著整齊的制服，代表著不同的單位，展示了他們辛勤的成果。

(僑胞)他們看到榮民事業管理處所出動的遊行隊伍，最感興趣

了。菲律賓僑胞施性然指出：榮民大隊的行列，不但旗幟鮮明，制服

整齊，而且他們的機動車輛最多，那種十多噸的推土機、運輸車，都

是龐然大物，即在海外，也很少看到。……榮民大隊昨天共出動了七

十多部車分別代表了榮民防衛隊、醫療隊、生產隊、子女隊和建設

隊。車上坐的均係百戰退伍、功在國家的榮民，個個精神抖擻，威風

仍然不減當年。6 

那是1971年10月9日，森開處的運材卡車走北宜公路至臺北，在

中山南路一一停好位置。這時的許承蔚不再開運材車，不是計次論

酬，他已是森開處正式員工，擔任交通車駕駛，不再跑山區，每天

接送員工與眷屬往來市區了。他駕駛交通車載著參加遊行的榮民職

工隨後出發，先到立法院附近接卡車司機上車，當晚這30多人都住

新店清溪山莊。第二天一早4點起床，5點出發，參加6點的升旗典

禮。預備兼等待，興奮又緊張，依排定次序展開遊行。

榮民生產隊的三輛滿載耶誕樹的卡車，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尤

其許多外籍人士特感與趣。榮民們經營的伐木事業，也是相當有成

就的，這次國慶大遊行，他們將巨大的木材及鏈鋸伐木機器展示出

來。7 

報紙沒有寫到，第一臺是新車，第二臺是舊車，後面又是新

車，全部重新噴漆。為了這次大遊行，10幾天沒運材。大家穿上筆

挺的綠色工作服，精神抖擻站在車上，前三臺車各站6人，分3組，

呈現伐木工班的搭配，1人肩扛鏈鋸，1人背著油桶手執油管。鏈鋸

約重40公斤，油桶約重10公斤。後七臺車則展示巨型板材、大棵原

木，或立或臥。車上的大棵原木是做出來的，取三合板捲成樹幹

狀，外面貼樹皮，兩端貼以鋸下的橫切木段，旁側再擺一些育苗木裝

飾，很有看頭。還有豎立車上的巨型板材，也是三合板做出來的，氣

勢壯觀，維妙維肖。一車一車前進，森開處精銳盡出。代表士農工

商、反共義士、海外僑胞及榮民等單位的十大隊伍，最具特色，由大

會會場出發，經過重慶南路，左轉衡陽路，右轉博愛路，再右轉忠孝

西路，繼續東行至林森南路口解散。這次的國慶大遊行，展品全由生

產組製作，生產組的毛德麟出名了，這都是他想出來的點子。

從運材車改開交通車，是甚麼心情呢？後來，許承蔚外調支援

輔導會一段時間，開著交通車，載文化工作隊到全島表演。輔導會文

化工作隊有二支，一支是平劇隊，另一支是輕音樂隊。他記得很清

楚，當時輔導會下轄113個單位，文化工作隊就是到各單位慰勞榮

民，每地停留3-7天不等，像花蓮玉里就住了一個禮拜，3個月繞一圈

臺灣。輕音樂隊就是吹樂器、打鼓、唱歌跳舞，都是年輕女孩子。他

說，那真是充滿歡樂又辛勞的日子，3個月繞一圈臺灣。

我聽起來卻很幸福，因為84歲的他，臉上表情盡是笑容哪。

28 29



山
名
棲
蘭

第
一
章

Kenworth 10輪新型大卡車，前輪的翼子板(前葉子板)為方拱型，全車為紅

色，約1964年

Kenworth 10輪大卡車，280匹馬力，前輪的翼子板(前葉子板)為弧形，全車

為紅色，約1962年

棲蘭山，在日治早期的大比例臺灣全圖上皆可見到，但比較有

明確位置與正確海拔則出現於1907年的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標

高6410尺(約1923公尺，今1918公尺)，但棲蘭是甚麼意思，許多蘭

花附生於樹幹嗎？意象很美，但應不是原意。棲蘭與宜蘭一樣，皆

是原住民的語音。下澤伊八郎發表，泰雅族稱這座山為Babo Kan-

pilan，Babo是山，Kanpilan寫成棲蘭，原意則沒特別記載。1

 

這座山在日治末期的昭和18年(1943)2月，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向總督府殖產局提出棲蘭山森林利用開發計畫，從該年開始伐採生

產，預計年產量18萬立方公尺。主要伐採區為文山事業區76、77林

班、宜蘭事業區96、97、98林班與太平山事業區18、19、20、21林

班，以牛鬥為起點，新設濁水溪(今蘭陽溪)橫斷架空索道至蘭陽溪

北岸，再經專用鐵道1公里，以新設架空索道接至專用鐵道10公

里，順沿松羅溪右岸山坡朝西北方而行，至松羅溪上游後，再以架

空索道，可接至上濁水山的東南稜，最後是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續

向西北方延伸，此地靠近上濁水山的西側，可遙望棲蘭山了。預定

開發利用的設施計有：濁水溪橫斷架空索道、專用鐵道1公里、架

空索道、專用鐵道10公里、架空索道、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另外，

還有集材機6臺，柴油機關車6輛，蒸汽機關車2輛，運材臺車500

臺，運材車60輛，簡易製材所1處，電話線20公里。分2年度執行，

總經費151萬9000日圓。2

 

後來，曾對宜蘭事業區第97林班的一部分伐採，供應戰時緊急

軍公用材。這時的棲蘭山，主要指松羅溪上游，巴博庫魯山以東，

芃芃溪左岸的這片中海拔山區。

戰後的1950年起，林產管理局太平山林場曾在宜蘭事業區第

96、 97林班架設簡單索道，進行初期開發，但太平山事業區的

11-15、17-37林班尚未伐採。1957年6月，宜蘭市長陳阿呆等人向省

府陳情，請確立棲蘭山開發計畫。

宜蘭濁水溪北岸棲蘭山暨附近一帶，有天然林七十四個林班，

總面積二萬二千餘公頃，據傳可砍伐林木材積有九百七十餘萬立方

公尺，按照一般估計，可值二百億元以上，數字之大，實佔全省林

木總蓄積量八分之一，其所蘊藏資源，不可不謂豐富。因此，自日

據時期，則為萬人所共注目，且若棲蘭山決定開發，同時並可將大

溪、文山兩事業區林班統合經營，若此則於作業上尤獲便宜，其產

量當更增大。

棲蘭山木材，因宜蘭濁水溪之隔絕，甚難運至該林場(註：太平

山林場)，是以如要開發棲蘭山，自須另設機構，專責經營，方能切

合實際，而顯事功，尤須配合公路出口決定為宜蘭之理由所在(軍事

上需要，交通上方便，資源開發上適合等，為政府所持理由)，並須

針對準戰時體制，物資疏散之大原則(木材不使集積一處，分開貯

藏)，以及均衡發展地方計，以其再行擴展太平山林場，何若將林區

管理處(或專管林場)新設於宜蘭市或其附近地帶，始為得策，亦為

眾所公許。3 

棲蘭山林區，是以棲蘭山(海拔1918公尺)為北界，然後向西南

方延伸，經過婆羅山(海拔1415公尺)、芃芃山(海拔1713公尺)、烏山

(海拔1626公尺)這條山系，再到東保津寒山(海拔1963公尺)、眉有岩

山(海拔2328公尺)的這片東南向坡面，蘭陽溪則為東界與南界。

1958年1月20日，太平山林場成立棲蘭山工作站及林道工務所，

做了初期開發的努力。至於未來是林產管理局經營棲蘭山林區，還

是由輔導會經營，雙方幾經一番折衝。同年10月29日，林產管理局

奉准成立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劃定經營範圍為棲蘭山林區，

面積48766公頃。

1959年是重要的一年，很多事如火如荼進行了。1月22日，行政

院院會核定「橫貫公路沿線森林資源開發方案」。1月31日，開發方

案頒行。3月1日，砍伐工作開始。4月1日，排骨溪15公里改線測量

開始。5月3日，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開始運材作業，蔣經國主

委偕林產管理局陶玉田局長、農復會及安全分署外籍人士多人蒞處

視察。5月24日，中橫宜蘭支線通車。8月6日至次年3月29日，開闢

排骨溪新線林道10公里。10月10日，臺灣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在宜

蘭成立(隸屬輔導會)。10月29日，銷售業務開始，從此全面展開伐木

製材事業。

此後的棲蘭山，多指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工作站所在(負責伐

木作業)，為現今台7線74K+800的100線林道守衛站再向西進去3.3公

里處(海拔1200公尺)；至於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養路段(負責林道

修築)，位置在台7線66K+600，日後轉為救國團的明池青年活動中

心。後來站、段合一，搬遷至現今台7線82K+700，1967年11月15日

改稱棲蘭山工作區。棲蘭山林道的一道班位於台7線82K，四道班位

於台7線71K+600，至於二道班位於現今的100線林道2K，三道班則

位於9K。現今棲蘭這個地名，多指台7甲線3K的棲蘭山莊(海拔420

公尺)與棲蘭苗圃，那是在蘭陽溪北岸，靠近家源橋的棲蘭森林遊樂

區內。海拔越降越低，越降越南，這就是棲蘭。

森林伐採過程的環節很多，第一線作業主要為伐木的鏈鋸手與

運材車的司機。

李水塗出生於1932年，今年83歲，宜蘭人。早先都在太平山工

作，1973年來森開處。他經歷手作的年代，也進入鏈鋸的年代。4手

作無聲，通常用二種工具：五齒仔與大剖鋸。伐倒前用五齒仔，伐

倒後將太粗的樹再剖分，就用大剖鋸。至於鏈鋸，重約40公斤，常

用的鋸長有36吋、42吋。樹木欲倒向哪裡，缺口就作那個方向。倒

前，要先找好退路位置，迅即放下鏈鋸，連跑10幾米躲開。因為手

作的鋸木響聲很小，聽不到，樹木傾倒那一刻很危險，怕傷到在附

近作業的人，要發出叫喊。示警倒木的方向，通常有二種情況，四

種組合：直倒(順山谷)，sakayama；橫倒(順稜線)，yokoyama；左，

hidari；右，migi。陡峭斜坡很少讓樹直倒，因為木材容易下滑，不

易控制，以橫倒居多，只有緩坡或平地才會直倒。遇到大樹或巨木

都不怕，因為這種樹很獨立，自己一株，容易作業。倒是中型樹的

枝枒易勾纏，打到彼此，很難應付。

在宜蘭地區，紅檜不是最粗最大的樹，思源的臺灣雲杉胸徑有

420公分，棲蘭的臺灣杉胸徑有200公分，大約1小時至1小時半可伐

倒。一般而言，棲蘭的臺灣扁柏、紅檜胸徑多為140-150公分，大約

半小時可伐倒，而他一天可伐7-8棵。鏈鋸伐木的速度約是手作的10

倍，手作時，可以感覺有些樹很難鋸，鋸不動，但碰到鏈鋸都一

樣，沒差，直接伐倒。生木還要剖成段材，方便運送，通常剖成6公

尺，最長達8.4公尺，還是載下去。

伐木通常2人1組，鏈鋸手1名，助手1名。後來，伐木組編入集

材組之內，總計約15人，成為一個生產單位，通力合作，再依工作

性質分配利潤。因為林木要運出來才有價值，才能計價，光伐倒是

沒有用的，還要製材(削除分枝、裁切成需要長度)，還要檢尺(量測

木材的長寬厚、直徑等，以計算材積並分級)，還要集材，還要裝

材，最後運下山至貯木場，生產前段作業才告結束。當年的作業情

形是如何？1964年10月，森開處出版了《五年專輯》，提到棲蘭山

工作站現況：

1.伐木造材：該站之直營伐木造材作業均以鏈鋸行之，計分7

組。每組配有技工3人鏈鋸1臺，由伐木造材工2人操作，負責立木及

倒木之砍伐造材，另有檢尺工一名隨同伐木造材工前往工地，專司

原木檢尺及驗收。現在作業以110號林道沿線之太平山事業區21、

22、23各林班為主，計有6組從事作業。100號林道沿線太平山事業

區42林班次之，有1組施行作業。本（53）年度預定造材材積為

53237立方公尺，目前使用鏈鋸有「麥可樂」1-82型鏈鋸7部。

2.集裝材：該站現有七組集裝材組，每組配有技工15名，集材

機，裝材機各乙部，集材架線均採李吉屋式，裝材機通常僅負責裝

材工作，但如馬力與集材機相同之裝材機有時負責集材、裝材兩項

工作。迄目前為止。該站共有美製Skagit 175馬力柴油引擎集材機4

部，Skagit 96馬力柴油引擎裝材機4部，臺灣機械公司130馬力柴油

引擎集材機1部，每組有司機2名擔任集裝材機之操縱及保養，一、

二及三等工各4名，並由其中一等工1名兼任領班，負責領導全組工

作，其餘者擔任架線、撤線、捆材、信號、卸材、裝車等工作，另

有檢尺工一名隨同裝車檢尺及驗收原木。主要作業地區亦在110號林

道沿線，計有6組，100號林道沿線為副，僅有1組作業，各組分布於

太平山事業區42林班（一組）， 24林班（二組）， 23林班（二

組），22林班（二組）從事作業。4

春夏秋冬，天氣多樣變化。寒天也做嗎？下雨也做嗎？起霧也

做嗎？熱天也做嗎？李水塗說，下雨天很難做，多停工；起霧因為

看不到樹頂，所以也停工；大熱天沒關係，但山上沒有夏天呀，他

反問我。噢，對呢。他補充，倒是下霜或下雪便不伐木，因為從高

高樹頂打下來的雪塊很麻煩，也停工休息。至於工資呢？咦，我手

頭正好有一本1987-1988年棲蘭山工作區的計件工資單，翻一翻，鏈

鋸手的收入其實起起伏伏，好的時候逼近5萬5，差的時候3萬出頭。

以1988年5月份來看，沒錯，李水塗的採集直接生產費39869元，加

上附屬作業工資1249元，合計41118元，大概是平均值。不過，這工

資在當年算豐厚，養家活口，綽綽有餘。

據說鏈鋸手因為長期操作機具，末梢神經震盪受損，食中指泛

白，手臂無法舉高，這就是白手病。沒有沒有，李水塗說，我都吃

虎骨酒好的。這時有人在旁提醒，哪有那麼多虎骨，你吃的是假

的。真的假的，真真假假，反正做了41年，當一輩子的鏈鋸手，沒

得白手病，李水塗覺得虎骨酒，有效。

他最初伐木還是手作階段，對於樹種，自有一番見解。棲蘭山

林區的鐵杉因為氣候太潮濕，生長慢，年輪密，材質硬，是「正鐵

杉」。立霧溪林區和平山上的鐵杉很多，那裡較乾旱，生長快，胸

徑很粗很大，年輪疏，材質軟，是「軟鐵杉」。至於臺灣杉俗稱亞

杉，他就很不服氣。日本人把柳杉當第一名，臺灣杉次之，所以稱

亞杉。但柳杉在臺灣卻不是好材，臺灣杉則很棒，不怕水，無論製

作冰櫃、攔水柵、木瓦，都是最好的材料。

想過這工作危險嗎？怎會沒有，他說。面對森林的感覺，那是

何等浩瀚的一種大海，這海，他死裡逃生很多次。改天到現場，那

比較有感覺，李水塗最後說。等等，我還有很多問題，比如他一生

砍多少株紅檜、多少株扁柏、多少株臺灣杉巨木？在棲蘭山林區像

他這樣的鏈鋸手有幾位？也就是說，他們全部加起來，合砍了多少

樹？與樹共渡一生的人，他曾否想過樹是有生命的嗎？我曉得，他

知道我想問甚麼，那片消失隱沒的大海，最後奔向哪裡？

「那些司機一看山路這麼迴繞，路況又差，一個不留神，連人帶車

就摔下萬丈溪谷，許多人頓時就打退堂鼓了，最後只有二個人留下，我

就是其中之一。」多年後回憶，擔任運材車司機的許承蔚這麼說。5 

1962年，中央日報刊載徵才啟事，森開處招募運材車司機，月

薪保証3000元，在石門水庫工作的許承蔚一看，就寄出履歷報名

了。當時有20幾人來考，在臺北通過體檢與面試之後，錄取10幾

人，再到宜蘭複試。森開處準備了一臺運材車，讓這些司機從牛鬥

開到英士，這頭5人，那頭5人，開過換手，再開回去，如此交替，

挑出7、8人，最後到山上見習，實際開一次山路，那時路面又窄，

坡度又陡，卡車行駛其上實在很危險。

森開處當時伐木的主力有二處，各3機組，一在池端，一在棲蘭

(今100線林道內)，總共6組機具運轉。每天有10部大卡車從宜蘭貯木

場開至伐木現場，單趟里程至少68-70公里，車行約2小時多，一天

至多來回4趟。因為作業限制，10部大卡車只有前6部車子才能裝2次

材，後4部車子當日只能裝1次材。通常深夜3點發車，天未亮5點多

開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10點至10點半回至貯木場。最初是人工下

材，需時1小時半至2小時，後改成吊車下材，需時半小時至40分

鐘。接著就急忙上山，下午3點又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8點至8點半

回至貯木場。因為貯木場晚上9點關門，眼看時間來不及了，司機遠

遠地就會猛按喇叭，示意卡車就快到了。如果一關門，要到明晨才

進場下材，第二天早上就算白白浪費了。上山時，空車行進速度很

快，一路飆到底；下山時，木材滿載，車就龜速了，尤其從伐木現

場至百韜橋這段，真是很慢很慢。過了百韜橋，運材車似乎恢復體

力，朝宜蘭快速前進。運材車司機不是領月薪，是依出車次數加運

材量計酬。許承蔚是榮民，江西會昌人，1931年出生，1962年(當時

31歲)來森開處上班，一心只想多出幾趟車，多賺一些錢，努力不懈。

一臺運材車最多可載18立方公尺，1立方公尺鐵杉約重1200公

斤，一臺運材車最多載22公噸，但有時塞到24公噸。後來伐木機組

的人累積經驗後，會決定木材怎麼分配載運，鐵杉較重，放下面；

扁柏較輕，放上面。而紅檜更輕，1立方公尺約重900公斤，運材車

滿載只有16公噸。木材長度最長載過6.2-6.4公尺，但這樣就會突出

車尾，也會導致車頭抬起，俗稱翹頭，所以還要把長木材放上超出

車頭，俗稱壓頭，以求平衡，這也是運材車舊照常見的現象。1964

年出版的《五年專輯》裡，刊載了運材車結隊下山的照片，旁註寫

著：「滿載而歸」，那是當時全力投入森林資源開發的真實寫照。

山區車輛很少，又沒有交通車，往來進出多搭運材車，司機旁

可坐二人，左右車門外的踏板站1-2人，車頂木材上也擠坐好幾人，

就這樣浩浩蕩蕩地上山下山，或迎風，或緊緊扒住，威猛前行。說

到搭乘運材車，連駐地警察也會先來吩咐，拜託載一程哪。至於天

候影響，運材車夠重，不易打滑，下雪還是照開，風霜雨雪都不

怕。但山區下午4點就起霧，車至霧濃處無法前進，扒在車門外的人

會跳下去，拿手電筒前行，他就研判路緣邊界，一邊緩緩推進。霧

是一段一段，衝出濃霧，突然路就亮了，風景開了。

1960年9月，森開處買了10部KW(Kenworth)10輪大卡車，280

匹馬力，前輪的翼子板(前葉子板)為弧形。後來業務擴張，再買5部

KW(Kenworth)新型10輪大卡車，前輪的翼子板為方拱形。這種10

輪大卡車成本很高，載重12公噸，但常超載，汰舊更新時，添置了5

部五十鈴ISUZU的160匹馬力6輪大卡車，最後添置是5部福特FORD

的6輪大卡車。至於民間承攬運材多為三菱F USO的6輪大卡車與日

野HINO的6輪大卡車。

運材車不是只有在山上跑，為了建國60年國慶大典，森開處派

出10臺大卡車，30餘人參加遊行。二十五萬人的國慶大遊行，上午

十時正，在總統府前廣場出發，鼓樂喧天，彩幟飛舞。在警車前導之

下，遊行隊伍分青年、義士義胞、後備軍人、文教、勞工、婦女、農

民、民防、工商、榮民等十個大隊。代表二十萬榮民的榮民大隊，穿

著整齊的制服，代表著不同的單位，展示了他們辛勤的成果。

(僑胞)他們看到榮民事業管理處所出動的遊行隊伍，最感興趣

了。菲律賓僑胞施性然指出：榮民大隊的行列，不但旗幟鮮明，制服

整齊，而且他們的機動車輛最多，那種十多噸的推土機、運輸車，都

是龐然大物，即在海外，也很少看到。……榮民大隊昨天共出動了七

十多部車分別代表了榮民防衛隊、醫療隊、生產隊、子女隊和建設

隊。車上坐的均係百戰退伍、功在國家的榮民，個個精神抖擻，威風

仍然不減當年。6 

那是1971年10月9日，森開處的運材卡車走北宜公路至臺北，在

中山南路一一停好位置。這時的許承蔚不再開運材車，不是計次論

酬，他已是森開處正式員工，擔任交通車駕駛，不再跑山區，每天

接送員工與眷屬往來市區了。他駕駛交通車載著參加遊行的榮民職

工隨後出發，先到立法院附近接卡車司機上車，當晚這30多人都住

新店清溪山莊。第二天一早4點起床，5點出發，參加6點的升旗典

禮。預備兼等待，興奮又緊張，依排定次序展開遊行。

榮民生產隊的三輛滿載耶誕樹的卡車，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尤

其許多外籍人士特感與趣。榮民們經營的伐木事業，也是相當有成

就的，這次國慶大遊行，他們將巨大的木材及鏈鋸伐木機器展示出

來。7 

報紙沒有寫到，第一臺是新車，第二臺是舊車，後面又是新

車，全部重新噴漆。為了這次大遊行，10幾天沒運材。大家穿上筆

挺的綠色工作服，精神抖擻站在車上，前三臺車各站6人，分3組，

呈現伐木工班的搭配，1人肩扛鏈鋸，1人背著油桶手執油管。鏈鋸

約重40公斤，油桶約重10公斤。後七臺車則展示巨型板材、大棵原

木，或立或臥。車上的大棵原木是做出來的，取三合板捲成樹幹

狀，外面貼樹皮，兩端貼以鋸下的橫切木段，旁側再擺一些育苗木裝

飾，很有看頭。還有豎立車上的巨型板材，也是三合板做出來的，氣

勢壯觀，維妙維肖。一車一車前進，森開處精銳盡出。代表士農工

商、反共義士、海外僑胞及榮民等單位的十大隊伍，最具特色，由大

會會場出發，經過重慶南路，左轉衡陽路，右轉博愛路，再右轉忠孝

西路，繼續東行至林森南路口解散。這次的國慶大遊行，展品全由生

產組製作，生產組的毛德麟出名了，這都是他想出來的點子。

從運材車改開交通車，是甚麼心情呢？後來，許承蔚外調支援

輔導會一段時間，開著交通車，載文化工作隊到全島表演。輔導會文

化工作隊有二支，一支是平劇隊，另一支是輕音樂隊。他記得很清

楚，當時輔導會下轄113個單位，文化工作隊就是到各單位慰勞榮

民，每地停留3-7天不等，像花蓮玉里就住了一個禮拜，3個月繞一圈

臺灣。輕音樂隊就是吹樂器、打鼓、唱歌跳舞，都是年輕女孩子。他

說，那真是充滿歡樂又辛勞的日子，3個月繞一圈臺灣。

我聽起來卻很幸福，因為84歲的他，臉上表情盡是笑容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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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60年國慶大遊行，森開處派出大車隊駛過總統府前，前面三臺大卡車各

站6人，分3組，為伐木工班的搭檔，1人肩扛鏈鋸，1人背著油桶，手執油

管，1971年10月10日

建國60年國慶大遊行，森開處大車隊後方七臺大卡車展示巨型板材、大棵原

木，或立或臥，聲勢壯觀，1971年10月10日

棲蘭山，在日治早期的大比例臺灣全圖上皆可見到，但比較有

明確位置與正確海拔則出現於1907年的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標

高6410尺(約1923公尺，今1918公尺)，但棲蘭是甚麼意思，許多蘭

花附生於樹幹嗎？意象很美，但應不是原意。棲蘭與宜蘭一樣，皆

是原住民的語音。下澤伊八郎發表，泰雅族稱這座山為Babo Kan-

pilan，Babo是山，Kanpilan寫成棲蘭，原意則沒特別記載。1

 

這座山在日治末期的昭和18年(1943)2月，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向總督府殖產局提出棲蘭山森林利用開發計畫，從該年開始伐採生

產，預計年產量18萬立方公尺。主要伐採區為文山事業區76、77林

班、宜蘭事業區96、97、98林班與太平山事業區18、19、20、21林

班，以牛鬥為起點，新設濁水溪(今蘭陽溪)橫斷架空索道至蘭陽溪

北岸，再經專用鐵道1公里，以新設架空索道接至專用鐵道10公

里，順沿松羅溪右岸山坡朝西北方而行，至松羅溪上游後，再以架

空索道，可接至上濁水山的東南稜，最後是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續

向西北方延伸，此地靠近上濁水山的西側，可遙望棲蘭山了。預定

開發利用的設施計有：濁水溪橫斷架空索道、專用鐵道1公里、架

空索道、專用鐵道10公里、架空索道、林內專用鐵道4公里。另外，

還有集材機6臺，柴油機關車6輛，蒸汽機關車2輛，運材臺車500

臺，運材車60輛，簡易製材所1處，電話線20公里。分2年度執行，

總經費151萬9000日圓。2

 

後來，曾對宜蘭事業區第97林班的一部分伐採，供應戰時緊急

軍公用材。這時的棲蘭山，主要指松羅溪上游，巴博庫魯山以東，

芃芃溪左岸的這片中海拔山區。

戰後的1950年起，林產管理局太平山林場曾在宜蘭事業區第

96、 97林班架設簡單索道，進行初期開發，但太平山事業區的

11-15、17-37林班尚未伐採。1957年6月，宜蘭市長陳阿呆等人向省

府陳情，請確立棲蘭山開發計畫。

宜蘭濁水溪北岸棲蘭山暨附近一帶，有天然林七十四個林班，

總面積二萬二千餘公頃，據傳可砍伐林木材積有九百七十餘萬立方

公尺，按照一般估計，可值二百億元以上，數字之大，實佔全省林

木總蓄積量八分之一，其所蘊藏資源，不可不謂豐富。因此，自日

據時期，則為萬人所共注目，且若棲蘭山決定開發，同時並可將大

溪、文山兩事業區林班統合經營，若此則於作業上尤獲便宜，其產

量當更增大。

棲蘭山木材，因宜蘭濁水溪之隔絕，甚難運至該林場(註：太平

山林場)，是以如要開發棲蘭山，自須另設機構，專責經營，方能切

合實際，而顯事功，尤須配合公路出口決定為宜蘭之理由所在(軍事

上需要，交通上方便，資源開發上適合等，為政府所持理由)，並須

針對準戰時體制，物資疏散之大原則(木材不使集積一處，分開貯

藏)，以及均衡發展地方計，以其再行擴展太平山林場，何若將林區

管理處(或專管林場)新設於宜蘭市或其附近地帶，始為得策，亦為

眾所公許。3 

棲蘭山林區，是以棲蘭山(海拔1918公尺)為北界，然後向西南

方延伸，經過婆羅山(海拔1415公尺)、芃芃山(海拔1713公尺)、烏山

(海拔1626公尺)這條山系，再到東保津寒山(海拔1963公尺)、眉有岩

山(海拔2328公尺)的這片東南向坡面，蘭陽溪則為東界與南界。

1958年1月20日，太平山林場成立棲蘭山工作站及林道工務所，

做了初期開發的努力。至於未來是林產管理局經營棲蘭山林區，還

是由輔導會經營，雙方幾經一番折衝。同年10月29日，林產管理局

奉准成立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劃定經營範圍為棲蘭山林區，

面積48766公頃。

1959年是重要的一年，很多事如火如荼進行了。1月22日，行政

院院會核定「橫貫公路沿線森林資源開發方案」。1月31日，開發方

案頒行。3月1日，砍伐工作開始。4月1日，排骨溪15公里改線測量

開始。5月3日，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開始運材作業，蔣經國主

委偕林產管理局陶玉田局長、農復會及安全分署外籍人士多人蒞處

視察。5月24日，中橫宜蘭支線通車。8月6日至次年3月29日，開闢

排骨溪新線林道10公里。10月10日，臺灣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在宜

蘭成立(隸屬輔導會)。10月29日，銷售業務開始，從此全面展開伐木

製材事業。

此後的棲蘭山，多指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工作站所在(負責伐

木作業)，為現今台7線74K+800的100線林道守衛站再向西進去3.3公

里處(海拔1200公尺)；至於昔日森林開發處棲蘭山養路段(負責林道

修築)，位置在台7線66K+600，日後轉為救國團的明池青年活動中

心。後來站、段合一，搬遷至現今台7線82K+700，1967年11月15日

改稱棲蘭山工作區。棲蘭山林道的一道班位於台7線82K，四道班位

於台7線71K+600，至於二道班位於現今的100線林道2K，三道班則

位於9K。現今棲蘭這個地名，多指台7甲線3K的棲蘭山莊(海拔420

公尺)與棲蘭苗圃，那是在蘭陽溪北岸，靠近家源橋的棲蘭森林遊樂

區內。海拔越降越低，越降越南，這就是棲蘭。

森林伐採過程的環節很多，第一線作業主要為伐木的鏈鋸手與

運材車的司機。

李水塗出生於1932年，今年83歲，宜蘭人。早先都在太平山工

作，1973年來森開處。他經歷手作的年代，也進入鏈鋸的年代。4手

作無聲，通常用二種工具：五齒仔與大剖鋸。伐倒前用五齒仔，伐

倒後將太粗的樹再剖分，就用大剖鋸。至於鏈鋸，重約40公斤，常

用的鋸長有36吋、42吋。樹木欲倒向哪裡，缺口就作那個方向。倒

前，要先找好退路位置，迅即放下鏈鋸，連跑10幾米躲開。因為手

作的鋸木響聲很小，聽不到，樹木傾倒那一刻很危險，怕傷到在附

近作業的人，要發出叫喊。示警倒木的方向，通常有二種情況，四

種組合：直倒(順山谷)，sakayama；橫倒(順稜線)，yokoyama；左，

hidari；右，migi。陡峭斜坡很少讓樹直倒，因為木材容易下滑，不

易控制，以橫倒居多，只有緩坡或平地才會直倒。遇到大樹或巨木

都不怕，因為這種樹很獨立，自己一株，容易作業。倒是中型樹的

枝枒易勾纏，打到彼此，很難應付。

在宜蘭地區，紅檜不是最粗最大的樹，思源的臺灣雲杉胸徑有

420公分，棲蘭的臺灣杉胸徑有200公分，大約1小時至1小時半可伐

倒。一般而言，棲蘭的臺灣扁柏、紅檜胸徑多為140-150公分，大約

半小時可伐倒，而他一天可伐7-8棵。鏈鋸伐木的速度約是手作的10

倍，手作時，可以感覺有些樹很難鋸，鋸不動，但碰到鏈鋸都一

樣，沒差，直接伐倒。生木還要剖成段材，方便運送，通常剖成6公

尺，最長達8.4公尺，還是載下去。

伐木通常2人1組，鏈鋸手1名，助手1名。後來，伐木組編入集

材組之內，總計約15人，成為一個生產單位，通力合作，再依工作

性質分配利潤。因為林木要運出來才有價值，才能計價，光伐倒是

沒有用的，還要製材(削除分枝、裁切成需要長度)，還要檢尺(量測

木材的長寬厚、直徑等，以計算材積並分級)，還要集材，還要裝

材，最後運下山至貯木場，生產前段作業才告結束。當年的作業情

形是如何？1964年10月，森開處出版了《五年專輯》，提到棲蘭山

工作站現況：

1.伐木造材：該站之直營伐木造材作業均以鏈鋸行之，計分7

組。每組配有技工3人鏈鋸1臺，由伐木造材工2人操作，負責立木及

倒木之砍伐造材，另有檢尺工一名隨同伐木造材工前往工地，專司

原木檢尺及驗收。現在作業以110號林道沿線之太平山事業區21、

22、23各林班為主，計有6組從事作業。100號林道沿線太平山事業

區42林班次之，有1組施行作業。本（53）年度預定造材材積為

53237立方公尺，目前使用鏈鋸有「麥可樂」1-82型鏈鋸7部。

2.集裝材：該站現有七組集裝材組，每組配有技工15名，集材

機，裝材機各乙部，集材架線均採李吉屋式，裝材機通常僅負責裝

材工作，但如馬力與集材機相同之裝材機有時負責集材、裝材兩項

工作。迄目前為止。該站共有美製Skagit 175馬力柴油引擎集材機4

部，Skagit 96馬力柴油引擎裝材機4部，臺灣機械公司130馬力柴油

引擎集材機1部，每組有司機2名擔任集裝材機之操縱及保養，一、

二及三等工各4名，並由其中一等工1名兼任領班，負責領導全組工

作，其餘者擔任架線、撤線、捆材、信號、卸材、裝車等工作，另

有檢尺工一名隨同裝車檢尺及驗收原木。主要作業地區亦在110號林

道沿線，計有6組，100號林道沿線為副，僅有1組作業，各組分布於

太平山事業區42林班（一組）， 24林班（二組）， 23林班（二

組），22林班（二組）從事作業。4

春夏秋冬，天氣多樣變化。寒天也做嗎？下雨也做嗎？起霧也

做嗎？熱天也做嗎？李水塗說，下雨天很難做，多停工；起霧因為

看不到樹頂，所以也停工；大熱天沒關係，但山上沒有夏天呀，他

反問我。噢，對呢。他補充，倒是下霜或下雪便不伐木，因為從高

高樹頂打下來的雪塊很麻煩，也停工休息。至於工資呢？咦，我手

頭正好有一本1987-1988年棲蘭山工作區的計件工資單，翻一翻，鏈

鋸手的收入其實起起伏伏，好的時候逼近5萬5，差的時候3萬出頭。

以1988年5月份來看，沒錯，李水塗的採集直接生產費39869元，加

上附屬作業工資1249元，合計41118元，大概是平均值。不過，這工

資在當年算豐厚，養家活口，綽綽有餘。

據說鏈鋸手因為長期操作機具，末梢神經震盪受損，食中指泛

白，手臂無法舉高，這就是白手病。沒有沒有，李水塗說，我都吃

虎骨酒好的。這時有人在旁提醒，哪有那麼多虎骨，你吃的是假

的。真的假的，真真假假，反正做了41年，當一輩子的鏈鋸手，沒

得白手病，李水塗覺得虎骨酒，有效。

他最初伐木還是手作階段，對於樹種，自有一番見解。棲蘭山

林區的鐵杉因為氣候太潮濕，生長慢，年輪密，材質硬，是「正鐵

杉」。立霧溪林區和平山上的鐵杉很多，那裡較乾旱，生長快，胸

徑很粗很大，年輪疏，材質軟，是「軟鐵杉」。至於臺灣杉俗稱亞

杉，他就很不服氣。日本人把柳杉當第一名，臺灣杉次之，所以稱

亞杉。但柳杉在臺灣卻不是好材，臺灣杉則很棒，不怕水，無論製

作冰櫃、攔水柵、木瓦，都是最好的材料。

想過這工作危險嗎？怎會沒有，他說。面對森林的感覺，那是

何等浩瀚的一種大海，這海，他死裡逃生很多次。改天到現場，那

比較有感覺，李水塗最後說。等等，我還有很多問題，比如他一生

砍多少株紅檜、多少株扁柏、多少株臺灣杉巨木？在棲蘭山林區像

他這樣的鏈鋸手有幾位？也就是說，他們全部加起來，合砍了多少

樹？與樹共渡一生的人，他曾否想過樹是有生命的嗎？我曉得，他

知道我想問甚麼，那片消失隱沒的大海，最後奔向哪裡？

「那些司機一看山路這麼迴繞，路況又差，一個不留神，連人帶車

就摔下萬丈溪谷，許多人頓時就打退堂鼓了，最後只有二個人留下，我

就是其中之一。」多年後回憶，擔任運材車司機的許承蔚這麼說。5 

1962年，中央日報刊載徵才啟事，森開處招募運材車司機，月

薪保証3000元，在石門水庫工作的許承蔚一看，就寄出履歷報名

了。當時有20幾人來考，在臺北通過體檢與面試之後，錄取10幾

人，再到宜蘭複試。森開處準備了一臺運材車，讓這些司機從牛鬥

開到英士，這頭5人，那頭5人，開過換手，再開回去，如此交替，

挑出7、8人，最後到山上見習，實際開一次山路，那時路面又窄，

坡度又陡，卡車行駛其上實在很危險。

森開處當時伐木的主力有二處，各3機組，一在池端，一在棲蘭

(今100線林道內)，總共6組機具運轉。每天有10部大卡車從宜蘭貯木

場開至伐木現場，單趟里程至少68-70公里，車行約2小時多，一天

至多來回4趟。因為作業限制，10部大卡車只有前6部車子才能裝2次

材，後4部車子當日只能裝1次材。通常深夜3點發車，天未亮5點多

開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10點至10點半回至貯木場。最初是人工下

材，需時1小時半至2小時，後改成吊車下材，需時半小時至40分

鐘。接著就急忙上山，下午3點又到伐木現場裝材，約莫8點至8點半

回至貯木場。因為貯木場晚上9點關門，眼看時間來不及了，司機遠

遠地就會猛按喇叭，示意卡車就快到了。如果一關門，要到明晨才

進場下材，第二天早上就算白白浪費了。上山時，空車行進速度很

快，一路飆到底；下山時，木材滿載，車就龜速了，尤其從伐木現

場至百韜橋這段，真是很慢很慢。過了百韜橋，運材車似乎恢復體

力，朝宜蘭快速前進。運材車司機不是領月薪，是依出車次數加運

材量計酬。許承蔚是榮民，江西會昌人，1931年出生，1962年(當時

31歲)來森開處上班，一心只想多出幾趟車，多賺一些錢，努力不懈。

一臺運材車最多可載18立方公尺，1立方公尺鐵杉約重1200公

斤，一臺運材車最多載22公噸，但有時塞到24公噸。後來伐木機組

的人累積經驗後，會決定木材怎麼分配載運，鐵杉較重，放下面；

扁柏較輕，放上面。而紅檜更輕，1立方公尺約重900公斤，運材車

滿載只有16公噸。木材長度最長載過6.2-6.4公尺，但這樣就會突出

車尾，也會導致車頭抬起，俗稱翹頭，所以還要把長木材放上超出

車頭，俗稱壓頭，以求平衡，這也是運材車舊照常見的現象。1964

年出版的《五年專輯》裡，刊載了運材車結隊下山的照片，旁註寫

著：「滿載而歸」，那是當時全力投入森林資源開發的真實寫照。

山區車輛很少，又沒有交通車，往來進出多搭運材車，司機旁

可坐二人，左右車門外的踏板站1-2人，車頂木材上也擠坐好幾人，

就這樣浩浩蕩蕩地上山下山，或迎風，或緊緊扒住，威猛前行。說

到搭乘運材車，連駐地警察也會先來吩咐，拜託載一程哪。至於天

候影響，運材車夠重，不易打滑，下雪還是照開，風霜雨雪都不

怕。但山區下午4點就起霧，車至霧濃處無法前進，扒在車門外的人

會跳下去，拿手電筒前行，他就研判路緣邊界，一邊緩緩推進。霧

是一段一段，衝出濃霧，突然路就亮了，風景開了。

1960年9月，森開處買了10部KW(Kenworth)10輪大卡車，280

匹馬力，前輪的翼子板(前葉子板)為弧形。後來業務擴張，再買5部

KW(Kenworth)新型10輪大卡車，前輪的翼子板為方拱形。這種10

輪大卡車成本很高，載重12公噸，但常超載，汰舊更新時，添置了5

部五十鈴ISUZU的160匹馬力6輪大卡車，最後添置是5部福特FORD

的6輪大卡車。至於民間承攬運材多為三菱F USO的6輪大卡車與日

野HINO的6輪大卡車。

運材車不是只有在山上跑，為了建國60年國慶大典，森開處派

出10臺大卡車，30餘人參加遊行。二十五萬人的國慶大遊行，上午

十時正，在總統府前廣場出發，鼓樂喧天，彩幟飛舞。在警車前導之

下，遊行隊伍分青年、義士義胞、後備軍人、文教、勞工、婦女、農

民、民防、工商、榮民等十個大隊。代表二十萬榮民的榮民大隊，穿

著整齊的制服，代表著不同的單位，展示了他們辛勤的成果。

(僑胞)他們看到榮民事業管理處所出動的遊行隊伍，最感興趣

了。菲律賓僑胞施性然指出：榮民大隊的行列，不但旗幟鮮明，制服

整齊，而且他們的機動車輛最多，那種十多噸的推土機、運輸車，都

是龐然大物，即在海外，也很少看到。……榮民大隊昨天共出動了七

十多部車分別代表了榮民防衛隊、醫療隊、生產隊、子女隊和建設

隊。車上坐的均係百戰退伍、功在國家的榮民，個個精神抖擻，威風

仍然不減當年。6 

那是1971年10月9日，森開處的運材卡車走北宜公路至臺北，在

中山南路一一停好位置。這時的許承蔚不再開運材車，不是計次論

酬，他已是森開處正式員工，擔任交通車駕駛，不再跑山區，每天

接送員工與眷屬往來市區了。他駕駛交通車載著參加遊行的榮民職

工隨後出發，先到立法院附近接卡車司機上車，當晚這30多人都住

新店清溪山莊。第二天一早4點起床，5點出發，參加6點的升旗典

禮。預備兼等待，興奮又緊張，依排定次序展開遊行。

榮民生產隊的三輛滿載耶誕樹的卡車，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尤

其許多外籍人士特感與趣。榮民們經營的伐木事業，也是相當有成

就的，這次國慶大遊行，他們將巨大的木材及鏈鋸伐木機器展示出

來。7 

報紙沒有寫到，第一臺是新車，第二臺是舊車，後面又是新

車，全部重新噴漆。為了這次大遊行，10幾天沒運材。大家穿上筆

挺的綠色工作服，精神抖擻站在車上，前三臺車各站6人，分3組，

呈現伐木工班的搭配，1人肩扛鏈鋸，1人背著油桶手執油管。鏈鋸

約重40公斤，油桶約重10公斤。後七臺車則展示巨型板材、大棵原

木，或立或臥。車上的大棵原木是做出來的，取三合板捲成樹幹

狀，外面貼樹皮，兩端貼以鋸下的橫切木段，旁側再擺一些育苗木裝

飾，很有看頭。還有豎立車上的巨型板材，也是三合板做出來的，氣

勢壯觀，維妙維肖。一車一車前進，森開處精銳盡出。代表士農工

商、反共義士、海外僑胞及榮民等單位的十大隊伍，最具特色，由大

會會場出發，經過重慶南路，左轉衡陽路，右轉博愛路，再右轉忠孝

西路，繼續東行至林森南路口解散。這次的國慶大遊行，展品全由生

產組製作，生產組的毛德麟出名了，這都是他想出來的點子。

從運材車改開交通車，是甚麼心情呢？後來，許承蔚外調支援

輔導會一段時間，開著交通車，載文化工作隊到全島表演。輔導會文

化工作隊有二支，一支是平劇隊，另一支是輕音樂隊。他記得很清

楚，當時輔導會下轄113個單位，文化工作隊就是到各單位慰勞榮

民，每地停留3-7天不等，像花蓮玉里就住了一個禮拜，3個月繞一圈

臺灣。輕音樂隊就是吹樂器、打鼓、唱歌跳舞，都是年輕女孩子。他

說，那真是充滿歡樂又辛勞的日子，3個月繞一圈臺灣。

我聽起來卻很幸福，因為84歲的他，臉上表情盡是笑容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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