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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

日本推動森林療癒基地之過程與現況之研究－
以九州為例
曾宇良

1

佐藤 宣子

2

【摘要】所謂「森林療癒」是在有完善規劃的森林環境中，透過嚮導的解說，以身體的五感去體驗
森林及大自然的感動，並感受森林的生命力，達到恢復身心健康的狀態。日本在2004年，透過科
學的方式證實了森林具有「療癒效果」，並開始進行預防醫學方面的研究，並由林野廳、厚生勞動
省、各研究機關及大學、企業等組成了「森林療癒研究會」，開始進行相關研究與活動推廣。至
2011年，日本全國總共有44個森林療癒基地通過認定，實際進行森林療癒的活動。本研究選取了日
本九州三個案例，分別是位於都市近郊的福岡縣篠栗町，中山間地帶的福岡縣UKIHA市，以及位於
山村地區的宮崎縣日之影町等三個森林療癒基地，進行比較分析。透過三個不同案例，可發現不同
地理條件的森林，在發展森林療癒基地過程所面臨的問題及因應遊客需求並融入地方特色的行程規
劃，各有異同之處，相同的部分皆是為了振興地方發展，活用林地讓更多人親切森林，而不同之處
在於地方政府的政策會影響森林療癒的推動。因此本研究透過實際參與及深度訪談的方式，歸納出
不同地理屬性的森林，在發展森林療癒過程中的現況與面臨的課題。
【關鍵詞】森林療癒、地方活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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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est Therapy" is the fragrance of the forest landscape and natural forms saturation and skin
tone and by the forest life and feel the power, and intends to human mind and body back to life, with the
forest, "Healing effect "and has begun efforts to help validate scientific preventive medicine, business and
Forestry Ministry of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universities," Forest Therapy Study Group "has been
studying the organization. These results are used for site sele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forest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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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forest therapy base was 44 places across the country. Nonprofit Organization expanded to about 100
places in the country is that it will send information together.Current status and way of each municipality
to promote forest therapy is thought to be due to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local situation, this research base
near the city forest therapy-Sasaguri town, Fukuoka Prefecture, rural forest therapy base-Fukuoka Ukiha
City, the base of the mountain forest therapy-to target the city of Miyazaki Prefecture Hinokage made cle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of three forest
therapy.
【Key words】Forest Therapy, Regional activation

一、前言

森林療癒嚮導的帶領，提供各種運動選項，

近年來，日本國民對於森林的期待產生多

以及提供具有提振精神的項目 (如芳香療法按

樣化及高度化的需求，同時伴隨著急速的人口

摩、森林瑜珈)、享用地方特色料理 (利用當地

高齡化社會的到來，以及中高齡者對於回歸自

食材的慢食、健康料理)，並提供健康講座等

然的意向顯著出現後，森林空間成為一個可以

活動，將森林的機能重新定位，透過科學證明

提供遊憩與健康營造的場域而被重新思考。

「療癒」的效果，同時與觀光結合產生森林新

一般民眾對於森林浴這個名詞應該不陌

的附加價值。大多數申請為森林療癒基地的地

生，但是森林浴的功效並未有太多的醫學資料

方，都是為了振興地方發展為目的，為了提振

與客觀的證明。近年來，透過先進醫學技術的

地方活力，發掘地方的資源，透過森林的導覽

測量與評估，已經可以證實森林對人的生理反

解說與地方料理的提供，讓地方居民也能夠提

應有正面的效果。經過森林浴後，可利用簡單

出活動企劃及積極參與，達到活化地方的目

的儀器測量人體唾液中的壓力荷爾蒙，以及心

的。森林療癒的基地，並非只存在於偏遠山

跳脈搏的變化，了解身體的反應，可以確認森

區，位於都市近郊可提供地方居民散步的一天

林的效果。這樣透過醫學儀器的測量，以科

來回的行程，或是可以住宿一兩天的郊外型森

學的方式證明森林的功效，被稱為森林療癒

林，或是可提供中長期住宿的森林保養地，都

(Forest therapy)。 森林療癒主要是利用森林環

可成為森林療癒的基地。近年來，日本國民對

境，維持身心健康，並期望能達到預防疾病的

於森林的期待產生多樣化及高度化的需求，同

目標 。具體而言，一般民眾在森林裡，利用森

時伴隨著急速的人口高齡化社會的到來，以及

林的地形進行散步、運動、森林遊樂、營養及

中高齡者對於回歸自然的意向顯著出現後，森

生活型態指導等方式，可以達到療癒的目的。

林空間成為一個可以提供遊憩與健康營造的場

換言之，這是更進一步的森林浴，透過體驗森

域而被重新思考，而擔任吸引民眾進行森林療

林的樂趣，提升身心的舒適度，並達到健康促

癒的是被稱為森林療癒者的森林嚮導，日本在

進的功效。

2009年推動了全國統一的資格檢定，經過認定

日本在2004年，透過科學的方式證實了
森林具有「療癒效果」，並開始進行預防醫學

的森林療癒嚮導可以透過森林療癒維持並促進
心靈與身體的健康，而提供建言。

方面的研究，並由林野廳、厚生勞動省、各研

要成為森林療癒基地，必須經過森林醫學

究機關及大學、企業等組成了「森林療癒研究

專家的實證，證明具有療癒效果外，還必須要

會」，開始進行相關研究與活動推廣。森林療

有一定水準的相關設施。被認定具有「生理、

癒基地的活動項目，依地方特性不同有各自的

心理的效果」之後，才可繼續申請森林療癒基

作法，具體而言，主要是利用地方特色，經由

地的認定，獲得認定之後，必須提供造訪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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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具有促進健康與釋放壓力為目的之森林

將會使人的心靈獲得慰藉。

療癒行程，並透過參加森林散步等項目以達到

(三) 看－透過視覺得到療癒的力量

森林療癒目的。其中森林療癒基地內的森林療

觀賞森林的風景可以使人體感受到放鬆效

癒路線，亦可稱為森林散步道，必須經由森林

果，即使只有觀賞綠色的森林就能使人體血壓

療癒實行委員會認定的散步道。透過實驗後選

降低並使腦部活動鎮靜。

定以20分鐘步行的距離為一單位，並交互著具

(四) 嗅覺－利用鼻子感受清新效果

有風景及地形變化為組合的複合式散步道。另

香氣對於腦部的作動是非常有效果的，透

外，步道必須選擇以平緩的步道以及寬於一般

過特殊的杉木的香氣，可以降低血壓及鎮靜腦

步道、容易行走為準則 (李卿，2007a；谷川

部，並有緩和生氣或緊張效果。

等，2008)。
為了活用森林資源、空間並提供健康促
進與復健的場域為目的，2004年在產官學合作

另外，透過深呼吸可以吸收森林釋放出來
的芬多精。
(五) 味覺－享受自然的味道

下，由林野廳主導的「森林療癒研究會」成

森林是自然的寶庫，在認定的森林療癒的

立，並且透過各項實驗以科學的方式呈現森

基地裡樹的果實、香菇及湧出的泉水，可以嘗

林療癒的效果 (李卿，2007b；岩崎，2008)。

試其滋味並享受當季當地新鮮的食材，除了可

2005年為了推動森林療癒，由森林療癒實行委

以滿足心靈之外 也讓身體享受到效果。

員會提出森林療癒為振興地方發展的方式為號

本研究選取了九州三個森林療癒基地，分

召，公開招募有意願成立「森林療癒基地」與

別是位於福岡縣的篠栗町、福岡縣UKIHA市與

「森林療癒路線」的地方團體，開始進行資格

宮崎縣日之影町，透過實際體驗參與及深度訪

認定，到2011年為止共有44個森林療癒基地認

談的方式，了解三個不同區位的森林療癒基地

定，預計推動認定100個森林療癒基地 (圖1)。

的發展過程與課題。

森林療癒係經由森林療癒嚮導的指導下，透過
五感體驗森林的能量。人類原本就生活在自然

二、方法

環境中，但在現代的人工環境下生活與原本人

森林療癒基地的活動項目，依地方特性

類的生活有所差異，也帶來生活壓力。而森林

不同有各自的作法，具體而言，主要是利用地

療癒是可以提供減輕日常生活壓力的效果，並

方特色，經由森林療癒嚮導的帶領，提供各種

改善心靈狀態可產生療癒的效用。而為了使身

運動選項，以及提供具有提振精神的項目 (如

心感受到 (森林力) 的方法，最基本的就是讓五

芳香療法按摩、森林瑜珈)、享用地方特色料

感發揮作用，在森林中透過眼、耳、鼻、手腳

理 (利用當地食材的慢食、健康料理)，並提供

觸覺、味覺等五感去體驗森林。

健康講座等活動，將森林的機能重新定位，透

(一) 聽覺

過科學證明「療癒」的效果，同時與觀光結合

森林的聲音有天然的鎮靜效果，在寧靜的

產生森林新的附加價值 (佐藤，2005；綛谷，

森林裡，傾聽樹葉的搖擺聲、小鳥的叫聲、流

2009)。大多數申請為森林療癒基地的地方，

水聲等源源不絕自然的聲音，可以使人體的血

都是為了振興地方發展為目的。為了提振地方

壓下降並使腦活動鎮靜等效果。此外，閉上眼

活力，發掘地方的資源，透過森林的導覽解說

睛只靠耳朵去感受自然更可讓精神集中。

與地方料理的提供，讓地方居民也能夠提出活

(二) 觸摸－享受自然的感觸

動企劃及積極參與，達到活化地方的目的。森

透過手掌或腳抵直接碰觸樹葉或樹幹，可

林療癒的基地，並非只存在於偏遠山區，位於

以感受到真實自然的魅力，另外 若能擁抱大樹

都市近郊可提供地方居民散步的一天來回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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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日本森林療癒基地分布圖 (http://www.fo-society.jp)
Fig. 1. Location of Japanese Forest therapy bases.
程，或是可以住宿一兩天的郊外型森林，或是

體驗瞭解森林療癒的過程，並透過參與過程發

可提供中長期住宿的森林保養地，都可成為森

掘問題，並進行觀察紀錄，同時在體驗過程中

林療癒的基地。

與森林療癒嚮導及遊客互動。在森林療癒行程

(一) 研究方法

結束後，至公所對森林療癒承辦人進行深度訪

以參與體驗式及深度訪談進行，報名參加
森林療癒行程，實際融入森林療癒體驗，透過

談，以瞭解推動森林療癒的背景及問題。
(二) 研究地點與調查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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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福岡縣篠栗町
(1) 負責人深度訪談時間：2010年7月19日、
8月20日。
(2) 參與森林療癒體驗調查：2010年7月31
日、2010年8月28、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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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沒落，這也是希望透過推動森林療癒再造地
方活力。
2. 獲得森林療癒基地認定的問題與時間
從申請森林療癒開始到認證約花了一年。
這段期間，必須提出書面審查及現場實地調

(3) 訪談對象：篠栗町長三浦先生、產業觀

查、生理實驗、第二次審查等，必須要證實當

光課林業組森林療癒負責人栗原先生、

地的森林對於人體是否有療癒的效果，必須透

森林療癒嚮導。

過實驗結果證明才可獲得認證。在申請過程中

2. 福岡縣UKIHA市
(1) 負責人深度訪談時間：2010年7月24日、
7月25日。
(2) 參與森林療癒體驗調查：2010年7月24
日、2010年7月25日。
(3) 訪談對象：農林觀光課觀光山村振興組
森林療癒經理人吉弘 先生、森林療癒嚮
導。
3. 宮崎縣日之影町

所遇到的困難為經費部分，提出申請需要500
萬日幣的審查費。另外，進行實驗前的森林療
癒道路選擇 (必須為平坦道路) 及整理等相關費
用的支出。實驗過程中，對於被實驗對象必須
做到與接待遊客同樣的環境，而且必須注意到
夏季中暑的對策。
3. 推動森林療癒的機關團體配合情況
因2010年調查時還未正式開放，因此目前
為止並沒有企業的協助，但是面對正式對外開

(1) 負責人深度訪談時間：2010年8月9日。

放後，目前町內的觀光協會 (旅館公會、餐飲

(2) 參與森林療癒體驗調查：2010年8月7

工會、觀光商店會、靈場會、若杉靈峰會) 等

日、2010年8月8、9日。

各團正積極參與森林療癒的討論，由各團體提

(3) 訪談對象：日之影町地域振興組組長工

供意見，製作森林療癒體驗行程及森林療癒便

藤先生、主查飯干先生 、森林療癒嚮導

當等進行討論。另外，地方教育委員會也會考

代表吉見先生。

慮如何讓中小學生參與當地的森林療癒事業。
在公部門部分，會向福岡縣內已成立森林療癒

三、結果

基地的UKIHA市與八女市請益，參考各地方的

(一) 都市近郊森林－福岡縣篠栗町

做法。

福岡縣篠栗町位於福岡市近郊，正式獲得
森林療癒基地認定為2009年3月，經過多次實
驗與行程規劃後，森林療癒基地在2010年9月

4. 成為森林療癒基地的整備及軟硬體建設、經
費等
硬體費用約1500萬日幣，包括步道整修、

25日開放。以下為訪談結果之整理：

解說牌的設立、地圖指標等。軟體部分約500

1. 推動森林療癒目的

萬日幣，包括委託NPO團體經營費用、架設網

篠栗町地土地面積約70%為綠色森林，為

站、解說摺頁製作等。經費來源無任何補助全

了活用這片森林，希望吸引更多人造訪，以促

部為公所財源。

進地方活力為目標而推動森林療癒。篠栗町自

5. 森林療癒行程之特色

古以來就和知多四國、小豆島四國並列為日本

主要分為一日遊及二日遊的規劃，一日

三大四國靈場 (宗教朝聖地) 之一，過去有很多

遊主要對象為福岡市居民，因距離福岡市區不

信徒來參拜，並在當地旅館住宿，進入汽車時

遠，可提供大眾假日之森林療癒活動，並配合

代後，許多參拜者都選擇當日來回，原本有50

地方餐飲業者推出森林療癒便當，活動結束後

家以上旅館規模的篠栗町，現在僅存21家而顯

並贈送泡湯券免費使用公所的溫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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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遊主要對象為全國各地遊客，希望透
過森林的四季魅力推出不同的套裝行程，享用

進行人才培育、餐飲及旅遊憩規畫等。3年期
間由當地森林組合配合進行。

地方特色產引並住宿在具有傳統的和風旅館，

在推動森林療癒基地前，「森林療癒」這

體驗森林療癒另外的特色，未來並希望鎖定九

個名詞難以向當地居民傳達，大多數居民認為

州眾多的韓國旅客。

療癒與醫療有絕對關係，擔心會有許多病患進

6. 與公部門及旅行業者的合作

入。此外，許多步道會經過私有林地，爭取地

現在福岡縣內並不太重視森林療癒事業，

主同意使用也花了相當時間進行溝通協調。為

因此感到些許不安。目前合作的對象為福岡縣

了讓地方居民理解並支持森林療癒，接觸反對

內的UKIHA市及八女市，每個月定期舉行福岡

的居民並尋求各地方團體領袖的支持，舉辦各

縣森林療癒基地網絡會議，進行意見交換與整

項說明會等約了1年的時間。因為過去該地區

合，並提出各項新方案。在旅行業方面，由觀

曾經接受政府補助發展綠色旅遊，但因成效不

光協會代表及日本九州鐵道公司 (簡稱JR九州)

佳引起居民擔心是否森林療癒也會失敗。透過

篠栗站站長，還有其他相關旅行團體代表加入

說明會解釋森林療癒為地方自有財源，未接受

森林療癒推進協議會，以採納其他民間團體的

任何補助，所以全市會盡全力推動，不讓同樣

意見。

的事情發生。

7. 森林療癒之參加者型態

3. 推動森林療癒的機關團體配合情況

2010年正式開放為森林療癒基地前，總共
舉辦過四次體驗行程，來自各地方的遊客，年
齡層從年輕族群到年長者皆有，每梯次人數約

現在只有森林組合與觀光協會的配合。
4. 森林療癒道路決定因素
目前UKIHA市有兩條森林療癒路線，分

20人。

別是葛籠梯田與調音瀑布。選取的標準是是否

(二) 中山間地區森林－福岡縣UKIHA市

安全、有魅力及是否容易行走，由公所職員與

福岡縣UKIHA市為林業與農業之鄉村地

森林組合職員共同進行會勘調查，並舉辦體驗

區，獲得森林療癒基地認定為2008年4月，森

行程而決定。

林療癒基地開放為2009年4月29日，係福岡縣

5. 成為森林療癒基地的整備及軟硬體建設、經

第一個成立的森林療癒基地，以下為訪談結果

費等

之整理：

(1) 硬體方面：

1. 推動森林療癒目的

森林療癒路線活用既有的林道及農業道

UKIHA市是以發展林業為主的城鎮，面

路，不進行任何新開發行為，盡可能不

積有一半是屬於山區，同時存在農業、觀光農

花經費，將現有資源做最大的使用。硬

園、溫泉、白牆老街等資源，尋找如何將這些

體花費主要在解說牌的製作，製作了約

資源串連起來的工具，並能夠振興地方活化的

13面約100萬日幣，此外為了進行交通接

方法，市長提出了能整合所有資源與觀光串連
的方式，就是推動森林療癒。
2. 獲得森林療癒基地認定的問題與時間

駁，購買了一部12人座小巴士。
(2) 軟體方面：
為了培育森林嚮導，也募集了外地人加

獲得森林療癒基地認定前共歷經3年，其

入，整個訓練講座約半年，總費用約70

中申請到認可須1年的時間。提出申請成為森

萬日幣，全數由市公所負擔，目前共有

林療癒基地手續後，進行了森林療癒效果的實

34名嚮導，當地人與外地人各半，年

驗，但在申請之前以半年的時間進行解說牌的

齡層30歲到78歲，來自農業、林業、教

製作以及危險道路的修復，並利用半年的時間

師、警察、護士等各領域。訓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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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當地的林業發展、自然、觀光等導

特別合作對象，但與JR九州合作，已於2011年

覽解說方式。另外為了減少市公所的負

推出車站便當、特別列車等。同時配合原有的

擔，以190萬日幣 (全國平均600萬日幣)

1年舉辦3次的JR九州ECOWALK運動，將原有

經費設置了24小時可申請森林療癒的網

的路線擴大到森林療癒路線，讓更多人接觸森

站，透過網路宣傳及申請的方式，減少

林療癒。

了傳真、郵寄等費用。另外，一年編列

7. 森林療癒參加者型態
根據統計，遊客有80%來自福岡都市圈，

30萬日幣的廣告預算。
目前參加一次森林療癒收費5千日幣 (全

其餘來自九州各地及東京等地。來自韓國的森

國平均5千，長野縣最高為2萬5千)，其

林療癒考察團幾乎每個月都有，最多為一個月

中1千日幣收入歸到導覽員協會，當作

5次。遊客年齡層以50到60歲夫婦居多。2009

基金並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推動森林療

年舉辦體驗行程以來遊客達到3,030人，超過預

癒基地的經費，全部是地方自有財源，

期目標1,000人的3倍。沒有報名活動的遊客，

沒有接受任何單位補助，以年度預算來

粗估約12,000人 ( 以發送出區的摺頁3萬份的

看2008年為1500萬日幣、2009年1800萬

一半的八成計算)。由於過去一整年的成功經

日幣、2010年1600萬日幣。森林療癒、

驗，經常被媒體介紹與報導，以不花大錢就可

促進定居、農工商連結，市長的政策公

以提升地方活力的森林療癒成功基地案例。

約，因此在財政困難情況下，仍然獲得

(三) 山村森林小鎮－宮崎縣日之影町

議會的支持，讓森林療癒得以推動。
5. 森林療癒行程之特色

宮崎縣日之影町為傳統的山村小鎮，主要
產業為農林業，森林療癒基地的認定是在2006

主要分為一日遊及二日遊的規劃，一日遊

年，為全國第一個森林療癒基地，森林療癒基

主要對象為福岡縣居民，以結合鐵道的方式，

地開放為2007年4月29日，目前正準備將森林

可提供大眾假日之森林療癒一日遊活動，並配

療癒轉向民間主導模式，以下為訪談內容之整

合地方老街與綠色旅遊農場及民宿業者，推出

理。

森林療癒套裝行程，森林活動結束後可直接前

1. 推動森林療癒目的

往鄰近相關設施進行DIY體驗活動。其中結合

日之影町是一個朝向人口外流與人口高齡

森林療癒自然食與芳療為其最大特色，主要客

化的山城，面積有92%為森林，為了將山區資

源為女性及追求健康之遊客，透過四季自然食

源利用達到最大限度為目的，前町長提出了成

材的創作料理，提供養生的理念外並配合當地

立森林療癒基地的概念而申請。此外，全力發

森林的植物萃取的香精，進行獨特的芳療活動

展森林療癒後，讓居民有了共同目標，對於活

而吸引許多遊客參與。

化整個城鎮有了很強烈的期望，希望藉由森林

二日遊主要對象為全國各地遊客，希望透
過森林的四季魅力推出不同的套裝行程，享用

療癒的推動可以促進地方的發展。
2. 獲得森林療癒基地認定的問題與時間

地方特色產引並住宿在具有傳統的民宿或溫泉

提出森林療癒基地申請後，經過一年的時

旅館，體驗森林療癒另外的特色，未來亦希望

間進行實驗程序。在2006年日之影町成為全國

鎖定九州眾多的韓國旅客。

第一個也是九州唯一被認定的森林療癒基地。

6. 與公部門及旅行業者的合作

取定認定後，為了培育森林療癒嚮導，運用公

目前與公部門並沒有合作，但是與在九州

所的補助金，到縣政府及在當地公所進行研修

內的森林療癒基地共同宣傳，並且定期舉辦森

活動後，讓嚮導取得證書。目前有13名專業森

林療癒嚮導意見交換會。在旅行業部分並沒有

林療癒嚮導在服務遊客。此外，為了推動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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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癒，與當地醫療機構及住宿設施合作。目前

的設置，同時重新整修吊橋。軟體經費部分，

所面臨的問題在於年輕人對森林療癒的興趣不

1年約500萬日幣，主要是作網站的維護管理及

高，因此，正積極推動與年輕人交流的活動。

人才培育。由於森林療癒是地方觀光振興的一

在交通方面，宮崎縣原本對外交通就不方便，

環，因此有一半經費是接受縣政府的補助。至

因此也會影響遊客的意願，但這是無法克服的

於廣告活動宣傳，因受限於經費，大部分是靠

問題。

參加過的遊客口耳相傳以及透過報章雜誌的報

3. 推動森林療癒的機關團體配合情況

導。

在公部門方面，宮崎縣政府全面提供支

7. 與公部門及旅行業者的合作

援，支援偏遠地區的政府相關部門及觀光宣

目 前 與 國 家 的 N O N P R O F I T

傳團體亦從旁協助。另外，縣內有5個民間團

ORGANIZATION (簡稱NPO) 合作，由國家的

體、森林療癒協議會、農會、商工會、旅館公

NPO當作宣傳窗口，此外與縣政府的中山間地

會、林業關係者、餐飲業者等亦提供協助。學

域振興部門及觀光部門有合作，同時積極參加

校則有九州保健福祉大學積極參與相關活動，

九州森林療癒網絡的會議。旅行業則與近畿旅

縣內中小學的環境教育活動亦會融入森林療

行社合作。

癒。

8. 森林療癒參加者型態

4. 森林療癒道路決定因素

參加由公所主辦的森林療癒行程的遊客

在決定森林療癒路線時，先判斷是否對振

量，第1年2006年為904人，2007年為1,587

興地方發展是否有幫助，然後進行實驗，再從

人，2008年為2,506人，2009年為2,904人，4年

中選取容易行走的路線。森林療癒路線全部都

期間共有7,901人參加。從參加遊客的餐飲及

是利用過去的林道，並考量年長者與身心障礙

住宿消費計算，經濟效果約38,319,000日幣。

者也能利用，由公所進行調查，活用現有資源

2010年因受口蹄疫的影響直到7月下旬繼續辦

並確保環境與安全層面，堅守不進行大規模開

理森林療癒。參加的遊客女性約佔70%，年齡

發的原則。現在並檢討森林療癒路線，接受地

層為50歲到70歲後半為最多，大部分來自縣內

方居民的建議，調查新的森林療癒路線。

與九州地區的遊客，旅遊型態縣以一日遊及兩

5. 森林療癒行程之特色

天一夜為最多。2006年剛開放森林療癒時，遊

該地區因交通不便位置偏遠，因此主要以

客大多是抱持著體驗鄉下旅遊的心情，但近來

二日遊的規劃為主，對象為宮崎縣居民。另外

遊客都是以真正追求森林療癒而來的，而且重

針對外縣市的遊客則推出三日遊的行程，以結

遊的遊客越來越多，可看出遊客意識的變化。

合地方資源的方式，可提供三日以上之森林療
活動，並配合地方歷史散步巡禮與住宿鐵道旅

四、討論

館及英國館礦業文化保存區、日本最高石牆等

本研究針對三個不同研究地點，整理出推

不同旅遊景點，推出六種森林療癒套裝行程，

動森林療癒後地方的變化及未來發展作出以下

森林活動結束後可直接前往鄰近相關設施進行

分析：

其他體驗活動。

(一) 福岡縣篠栗町－推廣森林療癒促進地方觀

6. 成為森林療癒基地的整備及軟硬體建設、經
費等

光產業發展
在推動住宿型的森林療癒行程後，除了原

日之影町的森林療癒為5年期計畫。在硬

本就存在的88所參拜信徒之外，會增加旅館的

體經費部分，一年約1,000萬日幣，主要是進行

住宿客人。因過去參拜者大多是春天或秋天，

防止落石、設置安全柵欄、路線解說牌及廁所

透過森林療癒的推動，將會使一年四季都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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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遊客，多少會促進旅館發展。另外，目前正

在於住宿設施的不足，以目前可提供的住宿的

在積極開法森林療癒便當及午餐，透過餐飲的

民宿，最多只能容納30人，因此無法提供大團

銷售也會對地方餐飲業帶來好處。未來的目標

體的住宿。

是為了讓更多人體驗森林療癒，即使只有增加

(三) 宮崎縣日之影町－成立NPO組織交付民間

1人的效果，也會積極進行宣傳與舉辦活動。

經營創造就業

對於自然環境保護方面，不做任何新 開發行

剛開始推動森林療癒的時間，舉辦了多次

為，同時採取預約小人數制度，對自然破壞影

的地方說明會。總共花了1年的時間，每個月1

響不大。目前擁有資格的森林嚮導只有35人，

次在各地區公民館舉辦說明，並實際讓地方居

目前的做法是5-7人一組搭配2位嚮導，將來如

民先體驗森林療癒的內容，在正式成立森林療

果有大團體預約的情況發生，再考慮增加嚮導

癒基地後兩年，大約來了2、3千人遊客後，居

的認證。

民已能夠充分了解森林療癒的意涵與重要性。

(二) 福岡縣UKIHA市－擴大森林療癒範圍共創

由於遊客的造訪，對於嚮導的收入、在地的餐

地方發展

飲住宿等消費，對於活絡地方有正面的幫助。

在推動森林療癒基地後，地方居民的意

為了推動森林療癒，目前與原有的綠色旅

識明顯提升，特別是對地方認同感及驕傲感提

遊相結合，以振興地方發展為目標，並持續進

高，同時居民也會因遊客的造訪，自動自發的

行人才培育的工作，因此2011年將成立NPO組

進行環境清潔與綠美化活動。由於推動森林

織，將森林療癒從官方指導轉變為由民間完全

療癒而增加遊客的造訪，對於在地消費也會增

自主的模式。希望透過森林療癒綜合產業的推

加，將來推出森林療癒車站便當後，估計效果

動，讓原本沒有工作機會的山城，也能因為森

會更大。在負面影響部分，因為UKIHA有一

林療癒即使只有增加1人的工作機會，也要全

半是山區，另一半是平地，因此平地的居民都

力推動。

認為利益只留在山區部分，對平地沒有幫助，
因此，市公所目前全力推動結合森林療癒後，
繼續前往當地溫泉地區，並引導遊客至老街觀
光，希望藉此共創利益。

五、結論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與實際參與體驗後，發
現三個不同區域在發展森林療癒基地時，有類

由於遊客要抵達森林療癒路線的交通不

似的背景但卻因地理條件不同，而產生地方差

方便，加上電車班次不多的情況下，目前已向

異性，以下針對三個研究區域的共同點及差異

JR九州提出增班的要求。另外遊客重遊比率約

性進行分析。

2成，為了提高遊客重遊率，並確保一定的遊

(一) 成功推動森林療癒基地的關鍵因素

客量，目前正徵求福岡縣內企業的支援，例如

1. 有力的領導者共創地方發展

吸引企業進行森林研修或社會貢獻活動等，此

三個推動森林療癒的研究地點，在提出申

外，為了讓更多都繪小孩能夠多體驗森林，目

請時，都是由地方首長主導全力推動，目的皆

前已推動福岡縣的中小學社會科教學。在環境

為以新題材的方式，活用現有森林促進地方活

部分，考慮到森林療癒的功效，因此一條森林

化，透過森林療癒為手段進行產業整合達到共

療癒路線的遊客量以80人為上限，在森林療癒

創地方發展之成效。

基地內不設置垃圾桶，垃圾由遊客自行帶走，

2. 成立專業部門提升居民意識

森林療癒便當容器，也採用可重複使用自然素

三個森林療癒基地都成立專門的單位或由

材，讓遊客享用完便當後，可將容器帶回家作

專人負責相關業務，在不增加財源及行政負擔

紀念，盡量不破壞環境。未來可能出現的問題

下，由農林產業部門進行森林療癒申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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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行銷推廣等，並在推動森林療癒時，花費許

力及時間，選擇適合自己的步道後，即可以輕

多時間對居民舉辦公聽會進行推廣，以促進地

鬆的心情進行森林之旅，讓緊張的心境獲得解

方發展為出發點，並獲得居民認同得以順利推

放。以下提供選擇步道的要點：

動森林療癒。

1. 可令人放心的森林

3. 致力培育森林療癒嚮導人員

只要有森林存在，不管在何處都可享受

三個森林療癒基地對於森林療癒嚮導人員

到森林的放鬆效果，這樣的觀念是不正確的。

的培育，都以一年以上的時間積極訓練，讓各

因為有噪音、汙染或未經整理的步道，並無法

階層人士都能參與培訓，達到增加居民額外收

提供安心的療癒效果。因此選擇環境良好的步

入的機會。

道，甚至有解說員服務的步道，依照個人的喜

(二) 森林療癒基地的阻礙因素

好而進行森林之旅，可以得到最大的效果。

1. 縣級行政部門的動向

2. 找到自己的喜好

福岡縣政府與宮崎縣政府對於發展森林

是否感受到森林浴放鬆的效果，與個人的

療癒有不同的看法，福岡縣屬於比較消極的層

價值觀有極大的關係，因此選擇自己最喜歡的

面，因此對於地方政府推動森林療癒完成沒有

森林進行森林浴的效果最為顯著。因此，可以

任何補助，必須由地方公所自行推動，因此相

透過不同的森林步道體驗，並實際行走，體會

對於宮崎縣政府的強力支援，在財政上會比宮

四季的變化以及不同步道的風景、蟲鳴鳥叫、

崎縣困難。

植物及樹木的香氣、涼爽的微風情境組合，透

2. 交通區位與周邊資源

過五感體驗 (聽、觸、視、嗅、味) 實際體驗，

福岡縣篠栗町為都市近郊森林，從福岡
市區搭乘電車僅需20分鐘，因此可吸引大都會

找到適合自身需求的步道。
3. 緩慢的步調

居民輕鬆造訪，以交通易達性來看，對於提升

森林療癒是為了提供健康營造與休閒的場

地方經濟成效可能較為顯著，但因距離都會

域，因此，為了得到最大的效果，安排森林浴

區近，如何確保住宿客源是一課題。福岡縣

的時間不需要太緊迫，最好能夠忘了時間緩慢

UKIHA市位於鄉村地區，從福岡市區搭乘電

行走，讓自己的身體與心靈與大自然對話，得

車約需1小時以上，位置雖然比篠栗町偏遠，

到最佳的成效。在森林散步過程，可以用力呼

但UKIHA市擁有日本梯田百選景觀，並有四百

吸新鮮的空氣，並享受當地當季美食，透過適

年歷史老街及溫泉、農村體驗等遊憩資源，若

度的運動，慢慢找回規律的生活步調。

能透過森林療癒將資源整合，極具發展潛力。

在服裝及攜帶用品部分，為了充分體驗森

宮崎縣日之影町交通最為偏遠，大眾運輸工具

林的效果，並在森林中安心、安全的散步，必

只有公車，從福岡市必須花費近4小時車程，

須準備齊全的用品。在進入森林時，必須穿著

加上鄰近遊憩資源分散，難以吸引一般遊客造

季節性服裝，為了安全起見，以穿戴長袖、長

訪，但近年來推動火車旅館及強化森林療癒內

褲、帽子及平時穿習慣的鞋子為必備服裝。另

容，反而可以吸引真正想從事森林療癒的使用

外，不同的地方會有不同的動物及昆蟲出現，

者。

因此為了避免吸引動物及昆蟲，應該不要使用

(三) 在台灣從事森林療癒之建議

香水或是其他噴劑以及黑色服裝。在行程安排

森林步道，民眾或遊客可以依照自己的

方面，盡量不要被時間約束，否則會使森林療

需求選擇步道，在明亮及清爽的森林中緩慢行

癒得到反效果，因此在進行森林療癒時能夠安

走，聆聽大自然的聲音，如此簡單的方式即可

排充裕的時間。

讓身心獲得療癒的效果，因此只要考量自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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