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會報 

提案成效表 

提案編號：9802A004 

提提 案案 獎獎 項項  ¢¢  創創新新獎獎  □□  精精進進獎獎  ((請請自自行行勾勾選選參參獎獎獎獎項項))  

提提 案案 機機 關關  臺臺北北市市文文山山區區公公所所  

提提 案案 人人  劉劉信信志志  

提提 案案 主主 題題  速速讀讀毒毒樹樹毒毒素素〜〜締締造造毒毒樹樹ｅｅ格格的的北北市市鄰鄰里里公公園園  

提提 案案 緣緣 起起  壹、議員批北市公園遍植毒花木且未善盡標示之責 

許淑華議員於九十七年十月十四日邀媒體赴林森公園，

批該公園遍植毒花木，並於議會質詢本府工務局公園處

未善盡管理之責，未明確將含毒植物標示清楚，以致臺

北市市民於休憩使用上，危機四伏。 

貳、體認面對有毒植物除了消極標示尚須積極教育 

有人主張雖應全面罷植毒花木，然絕大部分觀賞植物均存有毒性，爰此，罷植

恐流於因噎廢食，職認為當務之急在讓民眾對毒花木多一分理性的理解，而職

認為毒樹標示固然重要，但毒樹教育更加重要。畢竟，植物不會主動害人，一

些中毒事件的發生，多半肇始認識不深、未謹守只遠觀而不可褻玩焉的份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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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過 程 

及投入成本 
壹、問題分析與觀念溝通階段 

一、透過鳳梨酥與老鼠藥選擇試驗，闡述標示與教育的重要性 

左側的鳳梨酥與右側的老鼠藥雖然都是裝在白

色的袋子內，但因其包裝表面有文字與圖像的標

示，加上我們對其文字與圖像具有相當程度的認

識，因為我們才懂得趨鳳梨酥而避老鼠藥，此乃

闡明標示與教育是必要的。 
 

二、運用特性要因圖分析導致民眾誤觸、誤食有毒植物成因 

職運用特性要因圖分析導致民眾誤觸、誤食

有毒植物原因有很多，經加以分類歸納其主

要原因有下列三個面向： 

1. 管理單位毒栽標示待廣設。 

2. 民眾公民素養訓練待加強。 

3. 民眾有毒植物認識待提昇。 

 

三、用 SWOT分析本府內在優劣勢及外部機會威脅提出因應措施 

經 SWOT分析，我們瞭解促使上級遲遲

未認同正視設置毒樹標示之劣勢與威

脅，主要在因資訊與知識不足所衍生

之恐慌。爰此，藉強化毒栽意識，減

少民眾因招惹毒栽而蒙受其害情事發

生，使民眾皆能對有毒植物有更深的

認識，瞭解其毒性，進而謹守【只遠

觀而不褻玩】的和平共處默契。  
 

貳、以創意思維進行問題解決 

透過前揭各項分析，職認為毒樹標示雖為必然之措施，惟仍流於治標之策，欲

治本當從毒樹教育著手，故本所推出兼具毒樹標示與教化之獨樹一格四重奏。 

一一、、消消極極治治標標的的毒毒樹樹一一格格與與毒毒樹樹醫醫格格è實實體體鄰鄰里里公公園園設設置置標標示示看看板板  

  

  

  

二二、、積積極極治治本本的的毒毒樹樹 ee格格與與讀讀樹樹益益格格èè虛虛擬擬區區里里網網站站設設置置教教化化平平台台  

率率本本市市十十二二區區之之先先，，規規劃劃於於本本區區鄰鄰里里公公園園，，以以有有毒毒植植物物

為為主主題題，，設設計計六六十十個個有有毒毒植植物物有有毒毒部部份份及及其其中中毒毒症症狀狀情情

況況，，展展示示於於公公園園，，其其目目的的在在於於讓讓民民眾眾瞭瞭解解哪哪些些植植物物有有

毒毒，，避避免免因因對對有有毒毒植植物物的的認認識識不不足足，，而而遭遭受受毒毒害害。。  

率率本本市市十十二二區區之之先先，，就就不不慎慎誤誤食食、、誤誤觸觸有有毒毒植植物物時時，，提提

供供民民眾眾幾幾項項因因應應急急救救的的建建議議步步驟驟，，其其目目的的在在於於讓讓民民眾眾因因

不不慎慎植植物物中中毒毒，，可可以以於於抵抵達達醫醫院院就就醫醫前前之之黃黃金金時時間間，，預預

作作緊緊急急處處理理，，以以將將傷傷害害降降至至最最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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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落實創意作為過程 

一、從本市公園種植之植物中，找出具有毒性之花木，準備進行相關毒花木標

示及教化素材。 

二二、、獨獨樹樹一一格格首首部部曲曲〜〜毒毒樹樹一一格格  

為了讓小朋友也看得懂，本所將有毒植物

的介紹，採取國字注音並列的方式，以一

格方式呈現，本所共製作六十種有毒植物

圖鑑，預計設置於社區鄰里公園中。 

施施行行程程序序：：  

1. 以國字注音並茂之毒樹標示，介紹植物有毒部位及中毒症狀。 

2. 將已製作完成之毒樹標示列印輸出，加以護貝處理。 

3. 交由本所經建課公園班同仁於維護鄰里公園時，放置適當位置，提供
民眾休憩之餘，增長對有毒植物的認知與瞭解。 

三三、、獨獨樹樹一一格格貳貳部部曲曲〜〜毒毒樹樹醫醫格格  

為預防民眾不慎遭有毒植物傷害時，驚慌無措，本所亦規劃相關緊急處理

之建議，一方面疏緩中毒症狀，一方面於抵達醫院就醫前之黃金時間，進

行將傷害程度降低之必要處置。 

施施行行程程序序：：  

1. 以國字注音並茂中毒處理建議，提供紓緩中毒症狀與減輕中毒傷害。 

2. 將已製作完成之中毒處理建議列印輸出，加以護貝處理。 

3. 交由本所經建課公園班同仁於維護鄰里公園時，放置適當位置，提供
民眾不慎為毒花木所傷時，不致於手足無措，得從容處理，減少中毒

的痛苦，將傷害降到最低。 

四四、、獨獨樹樹一一格格參參部部曲曲〜〜毒毒樹樹 ee格格  

除了在實體鄰里公園進行毒花木教化外，亦於本區各里鄰網站內，規劃一

個毒花木教學窗格，運用隨機輪播的概念，提供瀏覽里鄰網站民眾，順便

獲致毒樹常識的教化機會。 

率率本本市市十十二二區區之之先先，，規規劃劃於於本本區區里里鄰鄰網網站站內內，，以以有有毒毒植植

物物為為主主題題，，設設計計六六十十個個有有毒毒植植物物有有毒毒部部份份及及其其中中毒毒症症狀狀

情情況況，，以以隨隨機機方方式式展展示示於於里里鄰鄰網網站站首首頁頁，，其其旨旨在在於於讓讓民民

眾眾瞭瞭解解哪哪些些植植物物有有毒毒，，避避免免因因對對有有毒毒植植物物的的認認識識不不足足，，

而而遭遭受受毒毒害害。。  

率率本本市市十十二二區區之之先先，，規規劃劃於於本本區區網網站站內內，，以以有有毒毒植植物物及及鄰鄰

里里公公園園為為主主題題，，製製作作相相關關網網頁頁及及電電子子書書，，並並製製成成光光碟碟函函送送

轄轄內內小小學學，，以以作作為為自自然然教教學學之之參參考考教教材材。。其其目目的的在在於於讓讓民民

眾眾瞭瞭解解哪哪些些植植物物有有毒毒，，避避免免因因民民眾眾對對於於有有毒毒植植物物的的認認識識不不

足足，，而而遭遭受受毒毒害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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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施行行程程序序：：  

1. 沿用先前製作《毒樹一格》之毒樹標
示圖鑑，上傳至本區萬興里鄰網站空

間內。 

2. 撰寫網頁程式以民眾進入時之秒數，
隨機決定呈現之毒樹圖鑑。 

3. 透過崁入式語法，達到一處維護，本區三十九里之里鄰網站同步於首
頁呈現《毒樹ｅ格》的共通視窗。 

五五、、獨獨樹樹一一格格肆肆部部曲曲〜〜讀讀樹樹益益格格  

運用 FALSH 技術，以陳述事件故事的方

式，製作一本以毒樹及本區鄰里公園為主

題，約計 150餘頁的電子書，放置於本區

網頁上，提供瀏覽里鄰網站民眾，順便獲

致毒樹常識的教化機會。 

施施行行程程序序：：  

1. 沿用先前製作《毒樹一格》之毒樹標
示圖鑑，為基本素材。 

2. 設計 FLASH 電子書，全冊約 150頁，以一個中毒事件小故事，帶領小

朋友一步步認識有毒植物與本區的鄰里公園。 

3. 將已設計完成之 FLASH 電子書，上傳至本區網站中，並於坊間常用搜

尋網站登錄，只要直接進入本區網站或經由 GOOGLE 鍵入關鍵字：毒

樹，即可找到毒樹一格開啟該電子書。 

 

 

六六、、獨獨樹樹一一格格延延伸伸曲曲〜〜毒毒樹樹光光碟碟  

本所乘勝追擊更製作一張有毒植物光

碟，以網頁技術，採取自動播放及手動跑

馬燈兩互動模式，並且增加毒樹 e格小測

驗，透過隨機出題方式來驗收毒樹教學光

碟的成效，提供轄區小學進行自然教學課

程之參考教材。 

肆、實施《毒毒樹樹一一格格四四重重奏奏》投入成本分析 

施行《毒毒樹樹一一格格四四重重奏奏》為運用本所人力為之，由職查覽工務局公園處網站知

悉常見於本市之有毒植物後，經二個月時間利用下班之餘埋首圖書館蒐集相關

訊息，進行提案規劃，並獨立利用網頁及動畫技術，利用周休假日，耗時三天

三夜不眠不休研製（本來不會，邊做邊學），茲將其投入成本分述如下： 

一、製作告示牌之金錢成本 

每張有毒植物告示牌列印成本以十元計算，護貝成本以五元計算。本區有

四十五座鄰里公園，以平均每座鄰里公園植物告示牌需求量二十個計算，

其設置成本為：15 × 45 × 20 ＝ 13500，而其告示牌架的費用，係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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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之未設有毒標示之牌加以加工，故無新增成本。由於前揭告示牌較不

耐用，俟擬於九十八年進行既定維護鄰里公園經費施作時，在招商招標之

告示牌內容中，再將毒樹一格的概念列入施作重點。 

二、製作電子書及毒樹光碟之金錢成本 

完全由職自行設計，故無生委外撰寫成本。而製作毒樹光碟之空白光碟片

每片約５元，光碟封面約１元，光碟盒係運用發放消費券當天，由內政部

所提供之光碟片回收再使用，故零成本，平均每片毒樹光碟耗資六元。 

三、設立告示牌及製作電子書之人力成本 

告示牌乃運用本所經建課公園班園工於進行公園維護作業，順便設立，無

生委外僱工設立成本。而電子書部份，為職運用假日以學習網頁及動畫技

術為前提，無酬撰寫之產物。 

實 際 執 行 

成 效 
壹、有形效益方面 

一、成本效益分析 

1. 請廠商製作一個告示牌，要價約一千元，自行製作約需花費一百元以
內即可，每個節省九成之製作成本。 

2. 請廠商製作一本電子書，以一頁五百元計算，一百五十頁約需七萬五
千元，職自行製作零成本，百分之百節省製作成本。 

二、內部效益分析 

《毒毒樹樹一一格格四四重重奏奏》的推出，為本所經建課同仁於締造安全公園工作上，

提供一個新的思維，在推行初期，區長更透過主管會報及里幹事工作會報

上，除表示肯定外，亦要求同仁透過工作上將此觀念傳達給民眾知悉，不

少同仁亦私下向職索取毒樹光碟以為教導子女認識有毒植物。此外，以報

導本區新聞軼事主之文山小世界及自由時報北市地方新聞亦透過媒體對

本所此一創意作為表示肯定，有助於提昇本所及市府機關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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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外部效益分析 

1. 透過網路及媒體將毒樹一格的觀念讓民眾重視 

l 97.10.14 許淑華議員於媒體上痛批本市公園遍植毒花木且欠缺適
當之標示，並於議會殿堂嚴厲質詢本府工務局公園處未善盡標示之

責。 

l 97.10.15 由職以《毒樹一格》為題，撰寫一份創意提案企劃書，
除解決議員痛批議題外，並以此為題參加本府民政團隊創意 盃

競賽。 

l 97.10.25 由職將《毒樹 e格》的毒花木常識以隨機輪播概念，首 

度透過臺北里鄰網站平台讓民眾認識有毒植物。 

l 97.12.05 由職將《讀樹益格》電子書首見於文山區公所機關網 

站，提昇民眾對有毒植物的認識。 

l 98.01.10 本府工務局公園處以《毒樹一格〜公園有毒植物告示牌 

變醒目了》為題，發布新聞稿，認同在公園設置有毒植物 告示牌

的作法。 

l 98.01.19 由本府民政局函請本市十二個行政區之區公所酌參本所
 之創意作為。 

l 98.01.20 自由時報將《毒樹 e格》的創意作為透過新聞廣為報導。 

l 98.01.21 《毒樹 e 格》獲頒九十七年度民政團隊下半年度創意提

案金獎，於區戶政聯席會報會議中，由職

將《毒樹 e 格》的概念向民政局長官及十

二區戶所首長及研考人員進行簡報。 

2. 獲得本府民政局創意盃金獎的肯定 

倘若站在以人類為主的角度出發，為保人類

之安全，則有毒植物應遠離人群，甚至於該

全面砍伐消滅，惟此種論調恐曝露人類的自私面。以大自然角度來

看，有毒植物通常不會侵犯人類，絕大多數情況是，人類招惹在先，

植物方使其中毒在後，爰此，職秉持應強化毒樹教育為本，發表了《毒

樹一格》的創意巧思，獲得民政團隊創意盃金獎的肯定，並榮膺創意

點子王頭銜。 

3. 媒體報導的肯定 

l 自由時報於 98年 01月 20日以《毒樹 e格〜有毒植物ｅ點就知》

為題，報導職獨力所製作之有毒植物電

子書，讓民眾知道本府對於有毒植物教

育的重視。 

l 小世界大文山社區報第 1941 期，於 98

年 03月 06日以《創意競賽 劉信志毒樹

e 格》為題，對於本所 97 年下半度三項創意提案，表示肯定及宣

導民眾知悉。 

4. 網站轉載的宣導 

透過網路的無遠弗屆，可以將創意的概念散佈到每個角落，計有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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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台灣黑皮囝仔國台灣環保風情網、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各知名電子報，均有轉載《毒樹 e格》相關報

導，且獲得高度推薦肯定。 

5. 轄區小學學童參訪熱烈的回響 

本所藉由轄區小學生蒞臨本行政大樓

參訪機會，向學童建立有毒植物的相

關概念，讓學童從小建立對於有毒植

物的認識，並且致贈由本所自行研製

的《讀樹益格》光碟片，讓老師將毒

樹的教學融入校園的自然教育中。 

貳、無形效益方面 

一、將有毒植物教育的概念向下紮根 

因職考量誤觸食毒花木者，多半為無知的孩童。爰此，在告示及教材的設

計上，採取國字注音並列的方式，並透過簡短的誤食毒果小故事，吸引小

朋友對於認識有毒植物的興趣。 

二、導正民眾對公部門愚民政策印象 

守舊的官僚體制多主張民知道的越少，官越好管理。讓民眾不知公園植物

有毒，其便不會來吵的心態衍然而生。而隨著資訊的進步，職一反此想法，

認為就是民眾不知，而政府才有責告知並教化，為使民眾面對有毒植物時

能不致恐慌，甚至於深受其傷害，職此作法既出，有導正民眾對以往公部

門愚民政策觀感的改變。 

三、為無辜的有毒植物洗脫害人罪嫌 

有毒植物不像蜘蛛、蜈蚣、蛇蠍及虎頭蜂會主動以毒攻擊奪取人類性命，

而通常人類遭有毒植物毒害損及健康、危及性命的情況，多數肇始於人類

的無知與對有毒植物知識不足所致，爰此，倘民眾經由《毒樹 e格》喚起

對有毒植物教育的重視，進而減少因無知所帶來的危害，無疑亦是為無辜

之有毒植物洗脫毒害民眾元凶之罪嫌。 

四、為地球維持大自然生態平衡法則 

其實地球萬物有其生存之道理，植物的毒性與藥性往往是一體兩面，在中

國醫學以毒攻毒的治療思想，啟示人們只要正確使用毒藥，毒藥並不可

怕，且常有意想不到的療效。倘因人類一己之私及對有毒植物知識的不

足，即剝奪其生存權利，進而破壞生態平衡，實屬不智。當人人因瞭解有

毒植物而能與其平和相處，則自然可讓這些俗稱的有毒植物免除一死，取

得在臺北市公園合法永久居留權。 

相 關 附 件 1. 【速讀《毒樹》毒素〜締造毒樹ｅ格的鄰里公園】提案企劃書 

2. 【讀樹益格】有毒植物教學光碟 

提 案 人 員 : 劉信志 

連 絡 電 話 : (02) 2936-5522 分機 325 
聯 絡 窗 口 

電 子 信 箱 : skliu133@ms35.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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