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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目標 

為促進林地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並兼顧社會、經濟與環境三面向的均衡發

展，本公司針對所管理之林地制定下列經營目標： 

一、經濟面向：林地經營以經濟生產為導向，透過收穫材積量規劃林分經營管理

方法，期望在不影響林木永續生長的前提之下，達到最佳材積收穫量，確保

長期且持續之經濟效益，並促進產品多樣化。 

短期：收穫林地林木，生產製作太空包原料之枝椏材，並在伐採後於伐木跡

地復舊造林，藉此進行林相更新，將林地由外來種─銀合歡，轉變為

台灣原生之相思樹林，除能提升生長量外，亦更加適合製作太空包木

屑。 

中期：林相更新完成後，根據林木生長量規劃林地伐採作業，確保林地永續

經營。同時積極發展非木材林產品之經營與使用，促進產品多樣化，

避免仰賴單一林產品。 

長期：推動觀光與環境教育，提供更多元的收益方式。 

二、環境面向：配合當地環境，發展適地適木的林地經營管理策略，並以環境友

善之作業方式進行森林經營。 

短期：重視人工林地以及相關作業活動對環境的衝擊影響，有效保護與監控

經營期間對周圍環境之情形與變化，尤其在溪流兩側與陡坡區域，確

保降低環境衝擊。造林方面優先採用台灣原生的相思樹，取代過去栽

種之外來種，並保留一定面積復育天然林。 

中期：透過伐採與造林作業，逐步將林地轉換為異齡林之林相，並規劃適當

之疏伐與間植作業，營造複層林，提升林地結構多樣化。逐步納入公

司經營之其它林地，擴大驗證面積。 

長期：未來以使林地恢復至接近天然林狀態為目標。 

三、社會面向：適度與當地民眾溝通，尊重原住民與當地社區的文化及風俗習慣，

並幫助當地居民及整個社會享受利益。 

短期：提供林地週邊社區工作機會，增加當地居民經濟收入。工作時注重勞

工安全，保障勞工權益與福利，並遵守政府相關法律規範。 

中期：透過太空包、非木材林產品的發展，提供當地更多元的經濟收益。 

長期：透過發展觀光與環境教育，帶動當地經濟，並期望能促使台灣政府與

社會重視森林經營與林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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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現況分析 

一、林地概況 

(一) 自然環境 

1. 地理位置 

林地位於屏東縣車城鄉，東起東經 120 度 47 分，西至東經 120 度 45 分，北

起北緯 22 度 4 分，南迄北緯 22 度 3 分；總面積共 384.7846 公頃。 

 

2. 氣候 

林地所在之屏東縣車城鄉，該地區屬熱帶季風氣候，除 12 月至翌年 3 月外，

其餘月均溫皆約在 22℃以上；年雨量介於 1,500mm 至 2,500mm 間，但雨量分配

不均，降雨集中於夏季，11 月至隔年 4 月為旱季，僅佔全年雨量之 7%；每年 10

月至隔年 2 月因受地形影響，有強勁之落山風吹襲。林地所在海拔高約為 100

公尺至 450 公尺，該海拔原始之天然林分布屬榕楠林帶，以各種桑科榕屬和樟科

楠木類為主要喬木，乾燥地區則以相思樹為主要林型。 

3. 地形 

林地屬丘陵地形，海拔高度約在 100 公尺至 450 公尺之間，整體之平均坡率

約 23％，各地號林地平均坡率則介於 10％至 45％之間，整體來說坡度平緩，僅

不到一成之林地面積坡率高於 40％，最陡處坡率約為 100％，相當於坡度 45 度。 

4. 地質 

本公司林地所在位置，其地質年代皆屬中新世中晚期至晚期，地層為牡丹層，

其弟層組成為頁岩和薄砂岩互層，夾有厚層砂礫岩透鏡體。 

林地東側有大梅溪斷層經過，此斷層並非政府所公告之活動斷層，屬非活動

斷層。此斷層自楓港溪斷層南側開始，切過大梅溪河谷，經厚殼、滿州西側，到

啞狗路海岸。大梅溪斷層屬於高角度逆斷層，斷層面向西傾斜，西側為上升側，

此斷層之認定主要是在斷層的西側出露較老的石門礫岩，而其東側則出現較新的

地層，如獅子頭砂岩。此外，沿著大梅溪河谷經四重溪到達保力溪，兩側地層雖

然都是牡丹層，但是岩石層態變化相當大。 

5. 水文 

林地位於保力溪上游。保力溪位在恆春半島西南側，水系集水區北與四重溪

流域為鄰，東以四林格山經老佛山、三台山至赤牛嶺之山脊與港口溪流域為界，

南連至龍鑾潭水庫集水區，西至太平頂、龜山連線，屬恆春鎮及車城鄉境內。其

溪流域面積 103.46 平方公里，發源於四林格山西側之大石板溪，幹流長度 20.7

公里。而保力溪之支流─厚殼溪流經其間，將林地分成東西兩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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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地所有權 

本公司之林地是由各承租人向國有財產局承租，依《國有財產法》第 43 條

規定之期限訂定租賃期限，約定租賃期限屆滿時，得更新租約；而為配合林務局

林地、林政一元化政策，目前陸續有土地由國產局移交給林務局接管。 

(三) 森林資源 

1. 林木資源 

目前林地上之林木為民國 81 年起陸續申請獎勵造林所栽植，主要之造林年

度集中於 81-84 年，與 88-89 年兩個時期，大致之林齡為 21 年生與 14 年生。造

林樹種以相思樹、銀合歡為主，尚有印度紫檀、桉樹、欖仁等。整個林地之蓄積

量共23,229 m3，相思樹、銀合歡、印度紫檀與其它樹種分別為8,701 m3、4,404 m3、

1,178 m3 及 8,947 m3，資源調查時共記錄有 83 種樹種，當中並未發現珍稀樹種。 

調查樹種名錄 

中文名 學名 

耳莢相思樹 Acacia auriculiformis A. Cunn. ex Benth. 

相思樹 Acacia confusa Merr. 

樟葉槭 Acer albopurpurascens Hayata 

枯里珍 Antidesma pentandrum Merr. var. barbatum (C. Presl) Merr. 

肯氏南洋杉 Araucaria cunninghamii Sweet 

樹杞 Ardisia sieboldii Miq. 

瓊楠 Beilschmiedia erythrophloia Hayata 

茄苳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 

木棉 Bombax malabarica DC. 

土密樹 Bridelia tomentosa Blume 

構樹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 Her. ex Vent. 

臺灣紫珠 Callicarpa formosana Rolfe 

瓊崖海棠 Calophyllum inophyllum L. 

毛瓣蝴蝶木 Capparis sabiaefolia Hook. f. et Thoms. 

阿勃勒 Cassia fistula L. 

臺灣朴樹 Celtis formosana Hayata 

朴樹 Celtis sinensis Pers. 

海檬果 Cerbera manghas L. 

山柚子 Champereia manillana (Blume) Merr. 

山肉桂 Cinnamomoum osmophloeum Kanehira 

樟樹 Cinnamomum camphora (L.) J. Presl 

土樟 Cinnamomum reticulatum Hayata 

過山香 Clausena excavata Burm.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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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皮果 Clausena lansium Skeels. 

土楠 Cryptocarya concinna Hance 

咬人狗 Dendrocnide meyeniana (Walp.) Chew 

軟毛柿 Diospyros eriantha Champ. ex Benth. 

厚殼樹 Ehretia acuminata R. Br. 

破布烏 Ehretia dicksonii Hance 

山枇杷 Eriobotrya deflexa (Hemsl.) Nakai 

檸檬桉 Eucalyptus citriodora Hook. 

桉樹 Eucalyptus spp. 

米碎柃木 Eurya chinensis R. Br. 

金氏榕 Ficus ampelas Burm. f. 

牛奶榕 Ficus erecta Thunb. var. beecheyana (Hook. & Arn.) King 

台灣天仙果 Ficus formosana Maxim. 

糙葉榕 Ficus irisana Elmer 

菩提樹 Ficus religiosa L. 

稜果榕 Ficus septica Burm. f. 

白肉榕 Ficus virgata Reinw. ex Blume 

青桐 Firmiana simplex (L.) W. Wight 

白飯樹 Flueggea suffruticosa (Pall.) Baill. 

光蠟樹 Fraxinus griffithii C. B. Clarke 

山黃梔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菲律賓饅頭果 Glochidion philippicum (Cavan.) C. B. Rob. 

細葉饅頭果 Glochidion rubrum Blume 

木芙蓉 Hibiscus mutabilis L. 

小花鼠刺 Itea parviflora Hemsl 

克蘭樹 Kleinhovia hospita L. 

台灣欒樹 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 

九芎 Lagerstoemia subcostata Koehne 

銀合歡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內苳子 Lindera akoensis Hayata 

小梗木薑子 Litsea hypophaea Hayata 

血桐 Macaranga tanarius (L.) Mull. Arg. 

野桐 Mallotus japonicus (Thunb.) Muell. -Arg. 

白匏子 Mallotus paniculatus (Lam.) Mull. Arg. 

粗糠柴 Mallotus philippensis (Lam.) Mull. Arg. 

紫黃 Margaritaria indica (Dalz.) Airy Shaw 

刺裸實 Maytenus diversifolia (Maxim.) D. 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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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屎 Melanolepis multiglandulosa (Reinw.) Rchb. f. & Zoll. 

苦楝 Melia azedarach L. 

桑 Morus alba L. 

小葉桑 Morus australis Poir 

月橘 Murraya paniculata (Linn.) Jack. 

臺灣海桐 Pittosporum pentandrum (Blanco) Merr. 

芭樂 Psidium guajava L. 

印度紫檀 Pterocarpus indicus Willd. 

狀元紅 Pyracantha koidzumii (Hayata) Rehder 

山菜豆 Radermachia sinica (Hance) Hemsl. 

華茜草樹 Randia sinensis (Lour.) Roem. & Schult. 

無患子 Sapindus mukorossii Gaertn. 

烏臼 Sapium sebiferum (L.) Roxb. 

魯花樹 Scolopia oldhamii Hance 

山柑仔 Severinia buxifolia (Poir.) Tenore 

掌葉蘋婆 Sterculia foetida L. 

桃花心木 Swietenia mahogoni (L.) Jacq. 

細脈赤楠 Syzygium euphlebium (Hayata) Mori 

洋紅風鈴木 Tabebuia pentaphylla (L.) Hemsl. 

欖仁 Terminalia catappa L. 

山黃麻 Trema orientalis (L.) Blume 

珊瑚樹 Viburnum odoratissimum Ker 

黃荊 Vitex negundo L. 

2. 動物資源 

林地之動物資源以鳥類與蛇類為主，如牛背鷺、小白鷺、樹鵲、紅嘴黑鵯、

竹雞、茶斑蛇、青蛇、百步蛇等，鄰近的保力林場則有觀察到紅隼、灰面鷲等冬

候鳥。哺乳類動物方面，根據當地原住民表示，林地中有兔子、山豬、白鼻心。

其他則有爬蟲類與節肢動物等，如攀木蜥蜴、人面蜘蛛、陸蟹、青山蝸牛。 

3. 林地內保育類資源 

本公司森林業務組協助技術專家，對林地範圍內保育類資源進行評估，林地

內未有高保護價值森林，但識別出數種於森林經營作業時需特別維護之物種

及區域： 

（1）保育類動物 

林地調查時，於本公司林地內發現百步蛇蹤跡，百步蛇屬瀕臨絕種保育類野

生動物（二級保育類動物），又根據當地工人表示，曾於保力林場附近看過不只

一次百步蛇，顯示出該區域範圍內有百步蛇族群活動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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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鄰近之保力林場於冬季時可觀察到紅隼、灰面鷲兩種冬候鳥，同樣屬於珍

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二級保育類動物），雖然並非於林地內直接觀察到，但

由於保力林場與本公司林地相當接近，因此林地仍可能位於牠們的活動範圍。 

另外在權益相關方的訪談過程中，得知附近林地有「領角鴞」及「山羌」兩

種列為保育類動物之物種出沒，其中「領角鴞」為二級保育動物，「山羌」為三

級保育動物，據權益相關方描述，「領角鴞」為夜行性動物，皆於夜間出沒，其

活動範圍廣泛，雖發現地點位於屏東科技大學保力林場範圍內，但公司林場與保

力林場相鄰，因此公司管轄林地內也有可能為「稜角鴞」活動範圍或棲息地；在

「山羌」部分，據權益相關方的描述，在保力林場範圍內有聽到叫聲，雖無實際

見到，但表示附近林地為「山羌」的活動範圍或棲息地，故本公司鄰近保力林場

的區域可能亦為「山羌」的活動範圍或棲息地。 

（2）溪流緩衝帶 

雖林地全區並非沖蝕嚴重、崩塌、地滑區域，無其它特殊保安用途，亦不會

對保力溪水質造成汙染，且保力溪亦無提供飲用水源，因此不在政府劃設之 86

個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但林地位於保力溪上游，其中保力溪主流流經林地北

側，故公司將保力溪沿岸 50 公尺之範圍內之林地保留作為水體之緩衝保護帶，

亦作為恢復天然林之區域，其面積共計有 4.81 公頃。 

（3）墳墓 

根據 2015 年 2 月 25 日的林地巡查報告，在地號 25-102 中的道路邊坡上， 

發現一座於 2002 年整建的墳墓，座標為Ｘ：228458，Ｙ：2441902，經訪談周邊

村民後，仍無法得知墳墓權屬，故此處需進行作業時，會針對此墳墓進行保護。 

 

本公司目前僅集中於 384.7846 公頃林地進行經營管理，規劃之伐採地點亦

僅限於此內，因此目前僅針對此範圍申請驗證，未來隨著其它林地開始經營，將

逐步納入，擴大驗證範圍。詳細之原因敘述如下： 

1. 由於本公司剛接管林地，為初期經營，受限於成本考量，故先取當中一部份

申請驗證。所管理之林地中又以此 384.7846 公頃林地地理位置較為集中，

北方有保力溪為界，南方以鄉鎮界作區隔，加上此處交通較為便利，為經營

管理考量，選擇集中區域驗證。 

2. 本公司管理之林地中僅申請驗證範圍內的兩百餘公頃超過獎勵造林 20 年之

限制，可進行伐採，其餘未驗證林地現階段因獎勵造林期限未到期，不得伐

採，而部分區域雖於證書期限五年內會陸續到期，但為方便本公司統一經營

管理，待該區域全部到齊後統一規劃經營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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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毗鄰土地概況 

與本公司林地毗鄰的土地，以森林為最主要的土地利用型，僅少部分為溪流

或村落等非森林土地利用型；若進一步探討毗鄰地的森林林型，左右兩側林地被

林坤木等人之租地所分隔，其林型為人工闊葉林，西南側則有一部分與本公司經

營的林地（未納入驗證範圍的林地）相鄰，同樣屬人工闊葉林，其餘部分因無從

得知林地所有人，以及是否造林，因此透過 82 年全國第三次森林資源調查圖層

與 98 年國土利用調查圖層來辨識，林地東北側與南側以人工闊葉林為主要的林

型，西側則多與天然闊葉林相鄰。 

 

二、前期經營活動分析 

由於此為本公司的第一期經營計畫，並無前期規劃之經營活動，因此分析對

象以過去所有於林地所進行之作業為主。 

(一) 獎勵造林 

林地自民國 81 年起陸續申請獎勵造林，僅有部分地號未申請，造林之樹種、

栽植密度皆依照合約書種植，並依《獎勵造林實施要點》規定進行成活率檢測，

前六年造林成活率達 70％以上，自造林第七年起，每年造林成活率得扣除自然

枯死率 2％。 

(二) 更新作業 

本公司林地以經濟生產為導向，於 103 年 4 月首次申請伐採林木，伐採作業

採用小面積皆伐的方式進行，皆伐地點位於地號 25-63 與 25-84 各 1.9 公頃之林

地，目前僅先取得伐採許可，尚未開始動工，許可之伐採量如下表所示。伐採區

域位於厚殼溪東側，距離溪邊留有 5 公尺之緩衝區，以降低伐採作業可能對溪流

造成之衝擊。 

伐採許可材積量 

 25-63 25-84 總計 

相思樹用材（m3） 11.97 67.83 79.80

雜木用材（m3） 66.76 10.37 77.13

相思樹薪材（m3） 0 7.22 7.22

雜木薪材（m3） 12.16 8.74 20.90

總計 
相思樹（m3） 

雜木（m3） 

11.97

78.92

75.05

19.11

87.02

98.03

 

(三) 監測作業 

監測調查樣區位置參考林地蓄積量調查以系統取樣所設置之 39 個樣區，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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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選出 10 個樣區，以長期監測樣區之方法設置，以供後續長期監測銀合歡影響

與林地生長量；選取之原則主要有三：一是均勻分布於林地範圍內（林地左右兩

側各 5 個樣區）；二為林地銀合歡的數量，樣區要能包含不同密度之銀合歡，甚

至是沒有銀合歡之樣區，以監測銀合歡擴散情形；第三則是樣區之可及性，可及

性高的樣區對於突發之環境衝擊（可能來自於天災或人為）能夠即時進行調查，

了解林地狀況，且有利於未來調整監測頻度。 

目前監測樣區中，以樣區11跟 25銀合歡數量最多，其株數比例佔一半以上，

為該區域的主要樹種，樣區 13、29 及 32 銀合歡約佔一至三成，樣區 3、19 及

37 銀合歡的比例則是在 10％以下，而樣區 17 跟 28 目前尚無銀合歡生長。未來

將持續觀察銀合歡天然更新之情形，了解是否有增加及擴散的趨勢。 

 

監測樣區各樹種株數比例 

進一步探討銀合歡分布情形，可以發現，在相思樹較多、生長較佳的區域，

銀合歡的比例相對也較低。若將蓄積量調查的成果一並放入討論，林地西南側與

東北側相思樹比例較高，林地中央則是銀合歡生長較好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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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蓄積量調查樣區各樹種株數比例 

貳、 經營活動評估 

一、環境影響評估 

(一) GIS 分析 

環境影響評估分成兩個層次進行，首先透過 GIS 分析，找出林地中環境敏

感之區域，此部分主要著重於經營作業可能對土壤與水資源造成之衝擊，如陡坡

與溪流兩側，於規劃經營活動時應特別留意，除作業上須謹慎小心，必要時應採

取保護措施或限制伐採，分析結果如下： 

1. 坡度 

依據《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坡率大於 55％區域為六級坡，非

沖蝕嚴重、崩塌、地滑區域劃設為宜林地，進行林業經營，各地號之林地皆符合

宜林地劃設要件。 

雖全區均屬可經營林地，但考量到在陡坡進行林業伐採作業或其它對林地衝

擊較大經營作業時，應在作業上更加謹慎小心，因此，參考國有林地分區之標準，

以坡度大於 35∘為條件，視為環境敏感區域，劃設出作業敏感區域，在此區域

進行各項經營作業，如伐採、造林等作業，將在作業規劃及勞工安全方面，更加

嚴格要求，希望在環境敏感地區，作業上能更加周延，達到環境無虞、作業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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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員安全的三贏局面。 

透過 GIS 作業分析，林地內作業敏感區域約有 0.86 公頃。 

2. 水資源 

林地位於保力溪流域之上游，其中流經林地北方之溪流為保力溪主流，屬於

保高育價值，參考《保安林施業方法》，主要溪流兩岸應設置 50 公尺以上之保護

林帶，因此將溪流兩岸 50 公尺視為環境敏感區域，劃設為保護林帶，禁止砍伐，

以維護高保育價值。 

此外林地間尚有保力溪之支流─厚殼溪，以及其它小溪溝，由於大部分之小

溪僅於雨季有水，冬天旱季則呈現乾枯狀態，屬間歇河或臨時河，加上此些溪溝

不為當地社區的飲用水或日常用水來源，因此在環境與社會之重要性較低，但仍

會保留 5 公尺之緩衝帶，以降低雨水與溪水對土壤的沖刷。 

 

(二) 現地評估 

於作業開始前由森林作業組於預訂作業現場進行更加詳細之評估，以彌補

GIS 大尺度分析可能產生的誤差以及無法分析到的事項，評估的項目有：是否有

當地社區取水水管、坡度是否大於 35∘、有沒有崩塌的跡象、是否鄰近本公司

所保護之林地（溪流兩側、復育天然林區域）、林道與集材線狀況等，調查後再

根據評估結果告知現場作業人員應注意事項，並做為修訂經營計畫的依據。 

二、社會影響評估 

為了解經營活動是否對當地社區造成影響，以及當地社區對本公司之看法，

希望本公司提供哪些幫助，因而進行社會影響評估，以問卷與訪談的方式對林地

週邊之權益關係人進行評估，並將結果整理分析成「社會影響評估報告」，作為

制訂與修正經營計畫之參考依據。 

社會影響評估的對象以林地週邊的原住民村落與社區為主，原住民村落有保

力村第 4 鄰與四林村第 9 鄰，屬於排灣族村落，社區則是保力林場與保力農場；

此外林木從林地運送至工廠時，卡車會行經保力村後方之道路，因此也將保力村

納入評估範圍內。 

整體而言，本公司經營活動對當地社區最主要的影響在於水資源的部分，鄰

近社區皆以山泉水為主要用水，雖然本公司經營活動並不會對取水處的水質與水

量造成直接影響，但取水用水管行經林地範圍內，因此在經營作業上應特別留意，

避免破壞水管，若不慎對水管造成影響，也應立即補救，使衝擊降至最低。 

其次則是當地居民仰賴林地資源的部分，雖然原住民會於林地附近打獵，但

本公司林地並非唯一的狩獵場所，只是未來經營作業實施後，應持續監測是否對

原住民狩獵的資源造成影響。其它評估項目則顯示經營活動並不會對當地社區帶

來影響，如林地內或相鄰之林地並無當地居民所有之土地或資源，亦無特殊文化

或宗教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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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當地社區對於本公司之運作抱有高度期望，希望能提供當地工作機會，

增加經濟收入，因此本公司在伐木與造林等作業，將優先採用當地社區居民。而

當地社區亦期望隨著本公司之運作能吸引人潮前往，促進當地經濟收益。 

 

參、 經營規劃方案 

一、林相更新計畫 

目前林地樹冠已幾乎鬱閉，林分健康度不佳，將規劃伐採與造林作業進行林

相變更，未來林地的經營管理將以 20 年為輪伐期，伐採作業後於林地種植相思

樹，每公頃栽種 3,500-4,000 株，或採取天然更新的方式，造林後 5-6 年將進行

疏伐作業，每公頃保留 2,500 株林木，再過 5-6 年進行第二次疏伐，並於林下補

植，透過三階段之造林伐採作業，使林地形成複層林，增加結構多樣性，至 20

年生時進行皆伐作業，同時保留約 100 棵的林木作為下種的母樹。本期經營計畫

詳細之作業規劃如下： 

(一) 伐採計畫 

為確保林地得以永續經營，林地伐採量不得超過（少於或等於）永續利用的

水準，應參考林地資源調查結果來訂定容許伐採量。根據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結果，將 A、B 兩林分之蓄積量分別除上其林齡後，可得 A 林分每年生長 791 m3，

B 林分生長 579 m3，即整個林地一年可增加 1,370 m3之蓄積量，於經營計畫的 5

年期間，伐採量不得超出 5 年之生長量，本經營計畫期程可砍伐 6,849 m3。 

然而，早期政府獎勵造林政策允許種植外來種銀合歡，但隨後發現其具有入

侵性，嚴重影響原生物種的生長，故現已取消銀合歡的獎勵造林，並著手整治、

移除銀合歡；又由於林地過去未積極經營，使得林分生長不佳，幾乎呈現停滯狀

態，相較於邱祈榮（2014），台灣南部人工相思樹林之年生長量約 8.7 m3/ha，其

它闊葉樹人工林年生長量為 5.9 m3/ha，人工闊葉混淆林年生長量則是 5.0 m3/ha，

理論上林地之年生長量應界於8.7-5.0 m3/ha之間，然A林分之年生長量5.05 m3/ha

勉強介於理論值間，但 B 林分年生長量僅 2.54 m3/ha，明顯偏低。因此本公司經

營初期為促進林相更新，提升林分生長，將採用強度較高的伐採作業，以求早日

移除銀合歡，轉變為台灣原生相思樹林。 

除了銀合歡屬於欲移除樹種，不受容許伐採量限制，若以文獻數據計算其餘

樹種之容許伐採量，相思樹、印度紫檀、桃花心木與其它樹種分別佔總蓄積量之

0.37、0.05、0.01 及 0.39，其單位面積年生長量為 3.3 m3/ha、0.3 m3/ha、0.06 m3/ha

及 2.3 m3/ha，5 年之容許伐採量則為 6,349 m3、577 m3、115 m3及 4,425 m3。未來

將搭配監測作業，了解更新後林分之生長量，藉此修正更新後林分之容許伐採量，

使林地在更新後能達永續利用的水準。 

本期經營計畫更新作業將集中於生長較差之 B 林分，各年度預計砍伐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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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如下表所示。確切之伐採位置將於每年年初制定年度計畫，進行規劃。 

伐採作業將採用帶狀皆伐的方式進行，採用帶狀皆伐是期望能在最短時間內

完成林相更新，因申請規定限制，每個地號最高僅能申請 2 公頃林地皆伐，若以

帶狀皆伐之方式，則一塊地最多四次即可完成更新。伐採帶之寬度預計 12 公尺，

將視現場每木調查的狀況再詳細規劃，如伐採區域內發現有 DBH 35 公分以上之

相思樹，應予以標記並定位，保留不伐，作為提供育苗種源的母樹。 

(二) 造林計畫 

為避免伐採後，地表因缺乏林木保護，導致水土流失，將於伐採作業後盡速

整地，只要氣候適宜將立即造林。過去申請獎勵造林需等伐木跡地檢查完成，取

得公文後，方能申請造林補助，由於上述程序相當費時，此外獎勵造林限制多，

於合約期限內不得伐採，無法進行疏伐作業，因此將自費自備苗木，不再參與獎

勵造林，以期能提升經營成效。造林樹種上選擇種植台灣原生樹種，林地所在之

海拔與氣候，原始天然林以相思樹為主要林型，因此樹種選擇以相思樹為主，同

時會搭配其它樹種，如杜英、楓香等，促進多樣性。 

本期經營計畫預定之造林規劃如下表所示： 

造林計畫表 

預定造林年度 造林面積（ha） 造林樹種 株數 

104 98 相思樹、杜英、楓香等 392,000 

105 40 相思樹、杜英、楓香等 160,000 

106 40 相思樹、杜英、楓香等 160,000 

107 50 相思樹、杜英、楓香等 200,000 

108 50 相思樹、杜英、楓香等 200,000 

 

圖 2、苗圃預定位置 

二、非木材林產品經營計畫 

為促進產品多樣化，避免仰賴單一林產品，本公司將積極開發非木材林產品，

預定開發之產品有： 

(一) 蚓肥 

利用回收之太空包木屑，並收購豆渣、菜葉，與稻草、稻殼等農業廢棄物，

於林地內飼養蚯蚓，製作蚓肥；除了做為商品販售外，林地土壤劣化時，亦可藉

此恢復地力，避免使用化學肥料。 

(二) 羊、雞 

利用林地之空間飼養雞與羊，平時將雞隻與羊群放牧至林地中，除可提供廣

闊的空間給雞、羊奔跑外，林下之植物、昆蟲等將作為天然的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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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混農林業 

當造林木長大成林，將利用林下空間栽植林下經濟作物，例如香菇、咖啡等。 

本經營計畫之五年期程主要著重於相關資料之收集，透過拜訪相關領域專家，

學習經營技術，同時尋找適宜之林地與設備，待上述資訊與前置作業準備完成後，

將著手制定程序書，作為後續經營作業之依據。 

三、崩塌地復育計畫 

林地內目前僅有小面積土石滑動，無大面積崩塌之情形，因此本期經營計畫

並未規劃崩塌地復育計畫。 

四、天然林復育計畫 

林地所在海拔，原始天然林屬榕楠林帶，以各種桑科榕屬和樟科楠木類為主

要喬木，因此決定以樹種較多之林分做為復育天然林區域。 

林地調查時，發現該區域闊葉樹種類繁多，且部份與河道相鄰，另一部分與

其他承租地未經營的林地相鄰，故選定於此處劃設 4.81 公頃的區域來復育天然

林，林相更新時將不進行砍伐，使其慢慢恢復至天然林的狀態，且為避免其它經

營活動不小心誤伐，於林地中以塑膠管及紅色尼龍繩拉出邊界，以作區隔。未來

林地將逐步進行林相更新，種植相思樹，待週邊區域林相更新完成後再逐步納入，

擴大復育範圍。 

五、高保育價值維護計畫 

本公司已根據林地範圍內之保育類物種擬定不同的維護計畫： 

(一) 高保育價值 1─百步蛇 

由於百步蛇的活動範圍相當廣泛，並非集中棲息於本公司林地中，週邊鄰近

之天然林與人工林皆為其活動範圍，因此若僅於林地內進行小面積伐採對於動物

棲地之破壞較小，週邊林地仍可提供足夠之棲息空間，故維護措施主要採管控現

場作業的方式，避免作業過程傷及百步蛇，並於伐採後立即造林，使伐木跡地盡

速恢復至森林狀態。 

若作業過程中發現作業範圍內有百步蛇，應協助引導百步蛇離開作業區後方

能動工，避免傷及百步蛇；而 7-8 月是百步蛇的生殖季節，評估時應額外留意，

若有母蛇在作業範圍內產卵、護卵，則應待蛇卵孵化後再開始動工。 

對於百步蛇之相關資訊，將透過教育訓練使所有森林作業人員對百步蛇之特

徵及特性有所瞭解，不僅有助於百步蛇之保育，亦可有效避免因蛇咬所造成之工

安意外。 

透過巡護避免百步蛇被非法捕抓或獵殺。此外，所有觀察到的紀錄，包括時

間、地點與數量等，將保存下來，做為監測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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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保育價值 1─紅隼、灰面鷲、領角鴞、山羌 

位於林地附近之保力林場於冬季時可觀察到「紅隼」與「灰面鷲」兩種保育

類候鳥，於該候鳥過境的 3-4 月與 9-10 月偶爾可見其於林地上空盤旋，但目前

尚未於林地內發現其棲息地；在「領角鴞」及「山羌」部分，亦是在保力林場附

近發現，且林地內尚未發現其蹤跡，但由於保力林場與本公司林地距離相當近，

仍有可能是牠們的活動範圍，因此於森林作業組人員在作業前應先進行評估，並

告知所有作業人員需多加留意，作業過程中若於作業範圍內發現候鳥、稜角鴞或

山羌的活動，則應等待該物種離開作業範圍後再於該區域進行作業，避免對牠們

造成傷害，若發現該物種之棲息地，則應立即停止作業，並通報公司進行標記、

保護，待保護區劃設完成後始可復工。 

透過巡護，嚴禁非法捕抓或獵殺。而上述所有觀察到紅隼與灰面鷲、領角鴞

及山羌的紀錄，包括時間、地點與數量等，將保存下來，做為監測數據。 

(三) 高保育價值 4─保力溪主流 

於保力溪主流兩側50公尺劃設為高保育價值的保護區，此區域內嚴禁伐採，

以保護水質與水量。同時每年將進行監測。 

(四) 高保育價值 6─墳墓 

於地號 25-102 中的道路邊坡上發現的無主墳墓，規劃以墳墓為中心，方圓 5

公尺內之林木皆列為保護帶，未來該區域進行森林作業時，需規劃保護帶進行保

護，確保墳墓不受森林作業影響。 

六、森林火災防治計畫 

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各林區管理處重要作業地區防火安全檢查要

點》，在進行林產處分前要先進行防火安全檢查，避免於作業期間對環境及工人

造成重大危害。 

七、病蟲害防治計畫 

本公司透過林地護管隨時注意林地內病蟲害發生之情形。雖然目前林地內並

無病蟲害之發生，但針對未來可能於林地內發生之病蟲害，本公司制定有病蟲害

防治程序，以期能在病蟲害發生初期即給予適當之處置，避免造成大規模的危害、

經濟損失或林木降級的情形。透過預防措施來避免病蟲害之發生，並建立巡護與

通報程序，使病蟲害在發生初期就得以控制，在處理方式上若非不得已盡量避免

化學藥劑之使用，使用化學藥劑應符合國家及 FSC 標準之規範，並只用於病蟲

害發生之區域，使用後也應清楚記錄所使用之藥品；詳細之處理措施見程序書。 

八、監測計畫 

為確保經營計畫與策略能夠符合社會及環境之變化，達到社會、環境及經濟

三層面的平衡，因此本公司對森林資源與經營活動進行監測，並根據監測結果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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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經營計畫。監測項目如下： 

(一) 收穫監測 

本公司收穫林產品依據伐採許可證伐木，於伐採後須向主管單位提出放行申

請，放行許可後，再向主管單位提出搬運申請，因此對於林產品之收穫量有嚴格

管控，該程序所產生的紀錄將做為收獲監測之依據。 

伐採後，從集材運輸，一直到木材出入庫、銷售等後續作業，亦會依照規定

來管理木材數量。 

(二) 造林監測 

為確保林地得以永續經營，造林作業後將評估造林木之存活率與生長情形，

每塊造林地監測時間為期 6 年，每年監測一次，視林木生長情形得延長監測年限

或調整監測頻度，直至造林木穩定生長方能停止監測。監測成果將做為修訂經營

計畫之依據，若監測結果顯示造林成效不佳，將增加撫育作業頻度或規劃補植作

業。 

(三) 蓄積量調查 

妥善的經營管理應以林地內資源現況為基礎進行規劃，適度更新資源狀況是

必要的，因此於每期經營計畫期末將進行蓄積量調查，做為規劃下一期經營計畫

的依據，即每五年調查一次，本期調查時間規劃於 108 年 7-9 月進行。 

(四) 生長監測與外來種監測 

為掌控外來種─銀合歡對環境之影響，並了解是否對造林樹種生長造成影響，

將定期對林地造林樹種與銀合歡進行監測，為使監測成果具有對比性，將採用一

致之調查方式，分析項目有銀合歡與造林樹種的株數變化、小苗天然更新情形、

胸徑、樹高與材積的生長量等。 

林地目前林齡約14年與21年生，林木已長大，樹冠層也幾乎近於鬱閉狀態，

對於銀合歡生長有所抑制，因此目前之監測頻度設定為 5 年一次，同樣規劃於

108 年 7-9 月進行監測調查，而後分析數據，作為制訂下一期經營計畫之參考依

據。未來可視林地更新狀況與監測數據調整監測頻率。 

(五) 劣化與崩塌地監測 

林地內目前無劣化地與崩塌地。 

(六) 動物組成與變化監測 

對於動植物之變化將配合林地護管進行，若當中發現有特殊物種或瀕危動植

物出現，將制訂保護措施。 

(七) 環境影響監測 

針對經營活動是否對環境造成衝擊，將於作業結束後，評估環境破壞程度，

並搭配後續之造林作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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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社會影響監測 

為了解本公司經營活動對當地社區可能造成之衝擊，將透過問卷與訪談之方

式，定期於每年年底對當地社區進行社會影響評估；此外，當接獲當地社區抱怨

或投訴，也將額外對受影響地區進行評估。 

監測評估之結果將做為修訂本期經營計畫與制訂下一期經營計畫之參考依

據。 

(九) 高保育價值監測 

為確認已界定之高保育價值是否受到妥善的保護，每年將進行調查，了解高

保育價值狀況；將不定時巡護，上述所有觀察到高保育價值的紀錄，包括時間、

地點與數量等，將保存下來，做為監測數據。 

(十) 經營成本監測 

對於經營成本之監測則須保留所有經營活動之財務紀錄，包括伐木工資、繳

納之分收價金、造林工資等。 

九、人力資源 

本公司林地由林家鼎先生為經營管理之負責人，負責經營作業之規劃與行政

作業處理，或與行政主管機關聯繫接洽。 

並委派陳惠珊小姐擔任公司職業健康與安全代表，負責公司森林經營系統運

作之程序中，確保所有員工的職業健康與安全，也對所有員工進行健康、安全程

序及其他相關林地經營之教育訓練之統籌規劃。 

十、文件管理 

與森林經營及監管鏈有關之程序文件、紀錄等，為經營作業執行與管控的基

礎，為確保所有相關文件，均能保持其適用性與有效性，以符合實際作業情況，

並能安全有系統地被管制與使用，避免誤用不適用之文件。 

十一、經營計畫修訂 

本公司之經營計畫以五年為期程，於經營計畫實施期間，為使作業規劃能符

合實際經營現況，並確保經營作業能達成經營目標，應根據評估與監測結果適時

修訂經營計畫，修訂期限訂為一年一次，由行政作業組會同森林作業組，於每年

年底整理該年度所收集之評估、作業與監測結果，提出修訂內容，經公司主管級

部門主管同意後進行修改。 

並且於經營計畫期程最後半年，開始著手進行相關資料收集，以撰寫下一期

經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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