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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經營目標 

為保護台灣自然生態環境的永續，保育及復育珍貴台灣原生牛樟樹種源，並響應政府及

全球對森林碳匯總量管制與世界環保潮流接軌，本公司與林業試驗所及國內相關產學研究機

構合作，積極推動牛樟的長期復育。本公司以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大湖事業區第 45 林班

之苗栗縣泰安鄉打比厝段 109、111 及 112 地號為範圍，實施伐木造林更新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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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以本計畫書進

行經營管理，以達成下列經營目標： 

一、經濟面向 

短期：以分期分區的更新造林方式，對現有林地進行林相改良，以伐採收穫之柳杉及

其它次生林林木之利用，以補貼伐木及造林更新之成本支出。 

將牛樟樹撫育之枝葉、密植疏伐之幼齡木、立枯木、風倒木及樹皮進行成分萃

取及分析，開發保健食品及清潔用品等功能性物質，提升造林多元效益。 

長期：以永續林分蓄積收穫為基礎，掌控牛樟段木栽培子實體原物料供應的永續來源，

確保本公司台灣牛樟木優質種源的取得，提升林地生產力及牛樟木的自給率，

同時創造牛樟造林木的附加價值。 

二、環境面向 

短期：進行林相改良更新，將過去生長不佳之柳杉人工林，更新為牛樟樹、台灣櫸、

殼斗科及杜英等台灣原生樹種，提供牛樟段木栽培子實體原物料。 

作業時，重視人工林地以及相關作業活動對環境的衝擊影響，經營區設置天然

林復育區、溪流保護帶及保留帶，以增加經營區之生物多樣性，經營期間對於

周圍環境及敏感地區之溪流兩側與陡坡區域，進行定期監測，降低森林作業對

生態環境的衝擊。 

長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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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適當的經營管理作業，將早期營造的同齡林逐步轉換成異齡

林之林相，以提升林地結構多樣化，同時保留一定面積之林地復育天然林，以

促進林地恢復至天然林狀態為長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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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面向 

短期：提供勞工安全的工作環境，保障勞工權益與福利，並遵守政府相關法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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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對台灣牛樟樹的組織培育人工育種、種植與撫育，提出完整示範，藉此扶植森

林產業，增加就業機會。藉由生產之牛樟木建立合法公平交易平台，供應市場

需求，降低牛樟木遭莠民惡意濫伐盜取與林政案件之發生。 

貳、環境及資源 

一、林地概況 

(一)林地環境 

1.地理位置 

林地位於苗栗縣泰安鄉，屬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大湖事業區第 45 林班，總面積共 

58.02  公頃。 

2.氣候 

收集該氣象站 2008 年至 2020 年的氣象資料。計畫區年平均溫度約 18.99℃，以 1 月月

均溫 12.79℃最低，7月均溫 23.71℃最高；年雨量介於 1,500mm 至 2,800mm 間，但雨量分

配不均，降雨集中 3月至 9月，10月至隔年 2月為屬乾季期間，僅佔全年雨量之 15.4%；全

年相對溼度皆高平均 83.9％，全年皆屬於相對潮濕，冬季吹東北風，夏季則吹西南風。 

3.地形 

經營計畫區海拔高度約在 800~1,250 m之間，高低差約 450 m。林班地之地勢為北低南

高，主要脊線圍繞在南側，坡向由東南向北逐漸遞減，南段地勢起伏較大。平均坡度百分

率分級宜林地占全部面積的 99.77%，而六級地占全部面積的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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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文 

本公司林地位於後龍溪主流上游─汶水溪附近，汶水溪主流並無直接流經林地，僅其支

流流經其間，且此溪溝僅於雨季有水，旱季則呈現乾枯狀態，屬間歇河或臨時河。 

5.土地所有權 

本經營計畫區自 102 年 4 月 8 日起，承租新竹林區管理處大湖事業區第 45 林班 58.02

公頃之林地，契約編號 24060451100001，屬於國有林班地之租地造林。 

6.毗鄰土地概況 

本公司林地位於國有林班地之邊界上，東南側與其他國有林班地相鄰，大多屬人工林，

一部分則為天然次生林。西北側則與原住民保留地相接，大多已開發為農田或種植果樹。 

(二)林地資源 

1.林木資源 

林地造林樹種以柳杉為主，由於缺乏撫育管理，林齡已達 40 年生，目前林分密度不均，

林中已散生山黃麻、楠木類、油桐、桂竹及其它雜木等。根據林地現況調查資料顯示，林

地蓄積量為蓄積量為 12,507.65 ± 1,017.32 m3，林齡為 40年，平均年生長量為 5.39 m3/ha/yr，

扣除天然林復育區、溪流區域、崩塌地、前期伐採面積及保留帶面積，更新作業面積為

40.41 ha。 

2.野生動物資源 

林地屬於人工造林地，周遭毗鄰大面積的次生林，動物資源豐富，除了山羌、鼬獾、

山豬、赤腹松鼠、台灣獼猴、長鬃山羊等哺乳類動物外，尚有爬蟲類及鳥類，如竹雞、雨

傘節、鳳頭蒼鷹、黃胸藪眉、大冠鷲等。而長鬃山羊、鳳頭蒼鷹與大冠鷲等物種屬於台灣

的保育等級為珍貴稀有(二級)或其他應予保育(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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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前期經營活動分析 

經濟層面 

 一、伐採作業 

伐採之樹種及收穫材積分別為如下： 

於 102 年申請伐採林地，伐採許可日期自 102 年至 103 年一年，採運許可證(102)竹運

字第 007號，伐採之樹種有柳杉、楠木及山黃麻三種，收穫材積分別如下(表 1)： 

表 1 102年伐採收穫材積表 

 

 

 

 

於

104 年申請伐採林地，伐採許可日期自 104 年至 105 年一年，採運許可證(104)竹運字第 004

及 008 號，伐採之樹種有柳杉、楠木、山黃麻、香杉、油桐及杉木六種，收穫材積分別如下

(表 2)： 

表 2 104 年伐採收穫材積表 

 

 

 

 

 

。 

 

107 年申請伐採林地，伐採許可日期自 107 年至 108 年一年，採運許可證(107)竹運字第

003號，伐採之樹種有柳杉、楠木、油桐、杉木四種，收穫材積分別如下(表 3)： 

 

  

樹種 材積(立方米) 總材積(立方米) 

柳杉 594.00 

619.00 楠木 6.00 

山黃麻 19.00 

樹種 材積(立方米) 總材積(立方米) 

柳杉 61.50 

171.48 

楠木 18.85 

山黃麻 5.83 

香杉 29.00 

油桐 31.70 

杉木 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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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07 年伐採收穫材積表 

樹種 材積(立方米) 總材積(立方米) 

柳杉 77.13 

154.41 
楠木 25.46 

油桐 41.82 

杉木 10.00 

107年 12月 19日至 109年 09月 22日未進行伐採作業。 

二、造林作業 

在 107 年 8 月進行第二期擇伐後，於 107 年底進行新植作業，共栽植了 1,194 株牛樟；

在 107 年樣區調查時發現，第一期擇伐及皆伐區因幼苗被野生動物啃食造成苗木大量死亡，

於 107 年底至 108 年進行牛樟及台灣櫸補植作業；而為了防範被啃食的問題，本公司於 107

年底開始執行牛樟小苗套袋，但發現套袋嚴重影響牛樟苗木生長，故參考「雪霸國家公園

管理處委託辦理(一○八年度)恢復武陵廢耕地之森林生態系復育對策與實踐計畫成果報告」

第 181 頁第四章結論與新竹林管處之建議，對於部分山羌偏愛取食之樹種，未來宜培育為

較大苗木(枝葉高約 60~120 cm 以上)再行出栽或利用大型米袋及固定方法，減少幼苗被野生

動物啃及被網袋限制影響苗木生長。將造林苗木馴化時間延長，並變更苗木出栽規格。造

林作業避開颱風期間及疫情影響，造林作業改於 110年第一季進行。 

表 4 先前造林面積及樹種 

階段 造林面積(ha) 造林樹種 

第零期 3.99 牛樟 

第一期 4.69 牛樟 

第二期 1.67 牛樟 

表 5 未來伐採造林計劃 

申請年度 預計伐採造林區域 預計執行時間 

108 1、7 109/Q4至 110/Q1 

110 3、5、8 110/Q4至 111/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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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撫育作業 

表 6  2019年至 2020年撫育時程 

撫育時間 撫育位置 撫育方式 

2019.01-2019.03 第二期擇伐及崩塌地 整地 

2019.03-2019.05 第一及第二期擇伐區 刈草、施肥(第一次) 

2019.06-2019.08 第一及第二期擇伐區 刈草、施肥(第二次) 

2019.09-2019.11 第一及第二期擇伐區 刈草、施肥(第三次) 

2020.01-2020.03 第一及第二期擇伐區 刈草、施肥(第一次) 

2020.05-2020.08 第一及第二期擇伐區 刈草、施肥(第二次) 

四、經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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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層面 

一、造林生長量監測 

(一)樣區調查 

經營計畫區於更新完成之林地設有 12 個 20×25 m，0.05 ha 之長方形監測樣區，以監測

牛樟之存活率，樣區設置原則主要依據林地地形設置，每公頃規劃一至兩個樣區，監測頻率

訂為每年一次。 

109年度預計於 10月進行全伐區樣區調查，為避開颱風、梅雨季節及現地刈草時程，未

來每年預計於 10月至 12月進行。 

二、環境影響監測 

(一)環境影響調查 

本公司於 2020年 3月進行社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調查，根據訪談與問卷的結果顯示，

目前為止尚無當地居民的土地或資源受到侵害的情形發生。 

於作業開始前由林務課於預訂作業現場進行更加詳細之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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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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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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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地監測 

租地內之西南側有約 0.9公頃之早期崩塌地，將不定時巡護林地內之崩塌地，並每年監

測一次是否有持續惡化之情形。並將設有 1個 20×25 m，0.05 ha之長方形監測樣區，每年監

測崩塌地造林木之存活率，預計將於 2020年 10月進行樣區調查。 

(三)外來種監測 

本公司積極進行林相更新，砍伐外來種柳杉，並改種植牛樟、台灣欅、青剛櫟、相思樹

等台灣原生樹種。雖然有學者指出柳杉之天然更新情形不佳，但在更新期間，為了解尚未砍

伐之柳杉是否有擴散、影響造林木生長等情形，因此於造林監測樣區中將增加監測是否有柳

杉小苗天然更新的狀況，記錄其數量，以及是否對造林樹種造成影響。 

同時不定期巡視，若發現有特殊之物候情形會造成危害，將立即通報並擬定對策。另小

花蔓澤蘭亦屬外來種，因此主要以巡護作業觀察物候為主要監測作業，無柳杉小苗天然更新

的情形，林地未發現小花蔓澤蘭擴散問題。 

(四)高保育價值監測 

1.高保育價值 1 

承租林地內未包含政府所公告之保護區及重要棲息環境(12個沿海保護區、17個野生動

物保護區、37個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6個自然保護區，及 19個自然保留區)。 

而根據對當地居民、研究人員、林業主管機關等訪談，林地附近能發現名列台灣保育類

野生動物名錄：哺乳類(長鬃山羊、食蟹獴)、鳥類(黃胸藪眉、鳳頭蒼鷹及大冠鷲)。據當地

社區居民表示，曾在林地內或林地附近發現這些物種的蹤跡，顯示評估範圍內應有這些物種

族群活動的跡象。於每年乾季(10月~12月)常發現種植或補植牛樟苗木被山羌或山羊啃食嫩

葉，近年進行林地活動時，常見山豬(挖土、排遺)、山羌(叫聲)在林地活動，至於其他野生

動物警覺性高、夜行性等影響，並沒有肉眼所見過；於 2020年初利用自動相機進行監測，

想了解稀有或平常少見之物種，增加物種調查正確性及完整性(詳細調查報告請參考野生動

物監測報告 2020)。 

雖然這些物種為台灣保育類野生動物，但其種群數量皆未達全球、區域或國家水準上的

富集度，且附近林地也都是相同林型，對動物而言棲地選擇性高，故未符合高保育價值 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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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之類型。不過這些調查到的保育類物種，在台灣的保育等級為珍貴稀有(二級)或其他應

予保育(三級)，因此仍應採取適當的保護措施(林地內設置了水源保護區、崩塌地保留區及次

生林保護區，保護生態也維護了動物用水及其棲地)，未來在新的伐採作業進行前也會進行

動物及生態調查，有無需進行保育的動物及珍稀植物，伐採後則需注意動物有無數量上劇烈

變動，如有發現，應擬定相對應的保護計畫，避免造成生態破壞。 

2.高保育價值 2 

林地位於苗栗大湖事業區第 45林班，自 42年起做為國有林租地，已由天然林變更為人

工經濟林，雖林地上之造林木柳杉，林齡已 40年以上，超過主伐期，然其林木密度不均，

週遭原住民保留地亦開發農牧使用，種植果樹、薑等，因此未呈集中連片型態，且期間仍有

少許造林活動，故林地內未有高保育價值 2所定義之類型存在。 

3.高保育價值 3 

本公司經營之林地屬於人工林，造林樹種以柳杉、楠木類及山黃麻為主，並未有高保護

價值 3所定義之類型存在。 

4.高保育價值 4 

林地內無符合集水區保護、脆弱土壤及邊坡之沖蝕控制等高保育價值。 

目前林地內僅有輕微崩塌情形發生，已於 2019年進行崩塌地復育造林，進行種植約

1,809株台灣櫸，目前生長狀況良好(如圖)。 

5.高保育價值 5 

透過社會影響評估訪談及調查，發現林地週遭社區所使用之水資源皆來自於山上的山泉

水，除了作為飲用水外，亦會用來灌溉果園，為當地重要的日常用水來源，且無其它替代水

源。已於 2019年畫設水源及次生林保護區作為高保護價值區域，至於部分水管會經過本林

班地作業道旁，因此在進行經營作業時應注意，避免破壞取水水管與水塔，若不慎破壞，也

應立即搶修，並通知居民，避免用水受到影響。 

林地位在後龍溪主流上游─汶水溪附近，不過汶水溪主流並未直接流經林地，造林地非

為保護集水區的區域。上述列為高保護價值區域面積及位置如下：復育次生林條件面積 0.83 

ha；具有溪流保護帶面積 2.62 ha。 

6.高保育價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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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內並無政府公告之文化資產，而周邊社區與原住民村落的傳統文化，在歷史上亦未

有重要意義，因此無高保護價值 6所定義之類型存在。 

 

※野生動物保護措施 

林地範圍內之野生動物的活動與棲息區域相當廣泛，不限於本公司承租的林地內，附近

國有林地及原住民保留地中的森林區域，與本林地環境條件相似，亦屬其棲地範圍，又根據

附近居民表示，部分動物亦會於果園活動，因此若僅於林地內進行小面積伐採，對於保育類

動物棲地之破壞較小，故維護措施主要採管控現場作業的方式，避免作業過程傷及此類動物，

並於伐採後立即造林，使伐木跡地盡速恢復至森林狀態。以下根據不同之保育類動物擬定不

同的維護計畫： 

 

◎蛇類 

林務課人員於作業前，先以「LE-FSC-FM-011-04_環境影響評估調查表」進行評估，並

告知所有作業人員，作業過程中需特別留意。若作業過程中發現作業範圍內有百步蛇，應協

助引導其離開作業區後方能動工，避免傷及保育蛇類；而 7~9月為百步蛇之繁殖季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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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SC-FM-005_林場職業安全衛生控管程序」程序

進行教育訓練，使所有森林作業人員對此種保育蛇類之特徵及特性有所瞭解，不僅有助於其

保育，亦可有效避免因蛇咬所造成的工安意外。 

除此之外，將透過「LE-FSC-FM-008_林地護管程序」進行不定時巡護，避免蛇類被非

法捕抓或獵殺。而所有觀察到的紀錄，包括時間、地點與數量等，將保存下來，做為監測數

據。 

◎哺乳類(長鬃山羊、食蟹獴) 

林務人員於作業前，先以「LE-FSC-FM-011-04_環境影響評估調查表」進行評估，並告

知所有作業人員，作業過程中需多加留意。若作業過程中於作業範圍內有哺乳類保育動物現

蹤，應協助引導牠們離開作業區後方能繼續動工。對於哺乳類之相關資訊，將透過「LE-

FSC-FM-005_林場職業安全衛生控管程序」程序進行教育訓練，使所有森林作業人員對此些

保育哺乳類動物之特徵及特性有所瞭解，不僅有助於其保育，亦可有效避免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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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將透過「LE-FSC-FM-008_林地護管程序」進行不定時巡護，避免非法捕捉或獵

殺。而所有觀察到這類保育類動物的紀錄，包括時間、地點與數量等，將保存供後續監測依

據。 

◎鳥類(鳳頭蒼鷹、大冠鷲、黃胸藪眉) 

林地附近上空可觀察到鳳頭蒼鷹與大冠鷲兩種保育鳥類，因此林地內亦可能為其停棲範

圍。林務課人員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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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範圍內發現此二種鳥類停棲，則應等候其離開作業範圍後再繼續作業，避免對牠們造成

傷害。若於林地內發現保育鳥類築巢，則應以鳥巢為中心劃設約 3-5公尺之保護區塊，保留

鳥巢週邊林木，於週邊伐木作業時，需特別留意伐木方向，避免傷及鳥巢。 

此外，將透過「LE-FSC-FM-008_林地護管程序」進行不定時巡護，嚴禁非法捕捉或獵

殺鳳頭蒼鷹與大冠鷲。而上述所有觀察到的鳳頭蒼鷹與大冠鷲，包括時間、地點與數量等，

將記錄保存以作為監測數據。 

 

(五)野生動物監測 

根據對當地居民、研究人員、林業主管機關等訪談及 2020年於林地架設自動相機進行

動物調查，發現哺乳類(長鬃山羊、食蟹獴)、鳥類(黃胸藪眉、鳳頭蒼鷹及大冠鷲)等物種在

林地周圍活動蹤跡。每年乾季(10月~12月)時常發現種植或補植牛樟苗木被山羌或山羊啃食

嫩葉，近年進行林地活動時，常見山豬(挖土、排遺)、山羌(叫聲)在林地活動。 

社會層面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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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依據監測評估，透過問卷與訪談

之方式，本公司作業結束後分別於 2017年 10月及 2018年 6月進行社會影響評估。經營活

動對當地社區帶來最主要的影響在於水資源部分，當地民眾取用水用水管常利用道路兩側接

管引水或放置水塔，故本公司於作業時留意避免破壞取水水管，平時巡視作業道路旁的取水

水管是否漏水，發現取水水管漏水，立即通知取水水管所有人，若確定損壞責任為本公司會

負責維修。於運送木材的卡車進出期間，確認是否造成錦安農路的路面受損，2018年 8月伐

採作業期間並無當地居民所稱運送木材的卡車進出造成路面損壞之情形。 

 

※2019/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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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林地內進行林相更新，李建葦先生認為影響到錦水及清安兩村居民用水，盼能畫

出水源保護區，以取水口方圓二百米為禁伐區，維持二村之用水。 

◎處理方式:雙方已達成共識，未來在伐採作業時，若接近取水設施同意保留適當區域，實

際依新竹林管處大湖工作站現場調查。詳回覆函文利得字第 20191218001號。 

※2020/06/19  

1.因本公司豢養之犬隻有時無繫繩，給予放風，導致鄰居巡水經過本林班地時，被本公司

的犬隻追逐，使其受驚嚇。 

2.因本公司接下來的伐採作業，會有大型重機具進入本林班地，居民擔心大型重機具進入

和後續伐採作業，會造成居民用水問題，希望本公司日後實施伐採作業前，能向部落說

明經營作業規劃。 

◎處理方式: 

1.犬隻已確實繫繩，放風時需有人拉繩。 

2.2020/08/04已取得圓墩部落聯絡窗口資訊，近期部落召開會議時，利得公司會派員進行

開會並報告公司未來伐採及經營規劃，如有影響部落，會與部落進行協商與討論。 

 

二、社區居民互動 

近兩年來積極與部落及鄉公所詢問當地居民有無願意從事撫育等相關工作，附近部落及

當地居民大多以農田與果樹為生，自顧不暇，大多以農忙為由婉拒，2020年 9月透過圓墩部

落窗口取得黃先生及其除草工班相關聯絡資訊，安排進行林地內刈草工作。 

 (一)維持良好互動關係 

1.居民陳奕生先生幫忙水電等維修工作 

2.聯外農路旁刈草除蔓等工作 

3.居民水源地水管堵塞，進行維護清除工作 

4.委託部落居民進行刈草等工作 

(二)提供居民資源及資訊 

1.逢年過節定時提供牛樟芝相關產品給鄰居使用 

2.提供牛樟芝相關知識及交流林農業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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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經營規劃方案 

經濟層面 

一、林相更新及林木伐採計畫 

本經營計畫區自造林完成迄今，林齡已超過柳杉收穫期，為確保林地的永續經營，林地

伐採量不得超過(少於或等於)永續利用的基準，參考林地資源調查結果訂定容許伐採量，扣

除次生林、溪流保護帶、前期伐採面積及保留帶面積，更新作業面積為 40.41 ha。 

(一)林相更新 

過去的造林主要樹種為柳杉，柳杉原生於日本，由於林地過去未積極經營，使得林分生

長不佳，林地間造林地有有風倒木雜木生長，並有風倒木的狀況，在林分結構上亦有林分密

度不均的情形，本公司伐採後於伐木跡地復舊造林，藉此進行林相更新，以促進林分健康度。 

 (二)林木伐採 

1.伐採作業 

經樣區調查後，目前林地之林分生長情形不佳，需盡速展開林相更新作業，以整個林份

面積規劃各個塊狀面積，選擇各個塊狀面積進行伐採，各伐採列區作業面積均小於 4 ha，目

前規劃依序進行各伐區之林相更新作業，伐材作業規劃考量作業道路線、坡度等環境因子，

共計規劃有 21個塊狀作業區 。 

 

 

2.保留帶 

雖然全區均屬可經營林地，但考量到降低經營作業對環境的衝擊與天然災害之風險，將

造林地大於 45度之陡坡度地形及崩塌地等險惡地形，林相更新時將不進行砍伐，列入保留

帶，增加造林區的生物多樣性，保留帶 1.81 ha將不予以更新林向。  

 

二、造林計畫 

根據「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地管理要點」規範，林地必須於伐採後一年內完成造林工

作。為求快速成林達到鬱閉度，每公頃種植 1,500 株，並視地形調整栽植密度。造林時間於

伐採作業完成後即進行造林作業。 

表 7 經營計畫區預計造林作業、位置、造林樹種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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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別 
造林位置 

(伐採列區編號) 
作業別 造林樹種 

造林面積 

(ha) 

一 1、7 復舊造林 牛樟樹、台灣欅、殼斗科 2.43 

二 3、5、8 復舊造林 
牛樟樹、台灣欅、 

殼斗科、肖楠、杜英 
3.32 

 

三、森林撫育計畫 

新植完成後將進行撫育作業，於種植 3 個月後選用牛樟樹、台灣欅、殼斗科、肖楠、杜

英等樹種進行第一次補植，種植後二年進行第二次補植。新植後每年進行刈草撫育，第一至

二年每年刈草 3 次，第三年至第 4 年每年刈草 2 次，第五至六年每年刈草 1 次，於第六年後

形成新林相，即停止撫育。 

表 8 經營計畫區各撫育作業年度、位置及面積 

撫育區域(伐採列區編號) 作業別 撫育面積(ha) 

1、7 刈草 2.43 

1、7、3、5、8 刈草 5.75 

四、作業道計畫 

為達到森林經營的永續性，計畫實施除了注重國土保安，以發揮森林之公益功能及經濟

效益外，為加強林地森林資源的永續利用，必須積極進行有計畫性的造林工作，並加強造林

撫育管理，才能符合現今森林永續發展的目標。 

為了達成上述的目標，「作業道」的開設為達成伐木、更新造林、撫育管理工作不可或

缺的基礎設施，其可降低林業經營成本，提高森林經營管理的效率。為因應林相更新之伐採

及造林作業所需，本公司申請辦理「大湖事業區第 45 林班地租地造林伐採作業道水土保持

計畫」，已於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23 日經苗栗縣政府府水保字第 109146451 號同意核定，

將依伐採造林順序進行作業道開闢。 

五、苗木培育計畫 

種植苗木之培育選擇牛樟樹種，因該地區為樟科樹種原生地，此次更新造林之牛樟苗木，

係由林業試驗所之牛樟苗木營養品系，具有抗病蟲之能力，應為適當之樹種，並視土壤、地

勢、坡度之情況，於伐採區中混植台灣欅、殼斗科、肖楠、杜英。各期苗木之培育數量如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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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經營計畫區各期苗木培育數量 

期別 苗木培育位置 作業別 培育樹種 數量(株) 

一 臨時苗圃區 苗木培育 牛樟樹、台灣欅、殼斗科、肖楠、杜英 3,645  

二 臨時苗圃區 苗木培育 牛樟樹、台灣欅、殼斗科、肖楠、杜英 4,980  

環境層面 

一、次生林復育計畫 

目前經營計畫區之主要樹種以外來種柳杉為主，然因過去之承租人未妥善經營管理林地，

因此林下生長許多非造林樹種，甚至有部分小區塊已形成次生林，本公司依據經營計畫區之

資源調查結果，選定具有復育次生林條件面積 0.83 ha；具有溪流保護帶面積 2.76 ha。經營

作業將不干擾所設置之天然復育區，並適時進行保護措施，以演替方式復育至次生林的狀態。 

 

二、野生動物保護計畫 

本公司林地範圍內之野生動物的活動與棲息區域相當廣泛，不限於本公司承租的林地內，

附近國有林地及原住民保留地中的森林區域，與本林地環境條件相似，亦屬其棲地範圍，又

根據附近居民表示，部分動物亦會於果園活動，因此若僅於林地內進行小面積伐採，對於保

育類動物棲地之破壞較小，故維護措施主要採管控現場作業的方式，避免作業過程傷及此類

動物，並於伐採後立即造林，使伐木跡地盡速恢復至森林狀態。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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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在設置或廢止林道、防火線，搭建苗圃、工寮或其它有引起火源潛在風險之附屬工事時，則

依「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地管理要點」，應報請新竹林管處核准後實施。 

四、病蟲害防治計畫 

本公司透過「LE-FSC-FM-008_林地護管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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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FSC-FM-002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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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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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大規模的危害、經濟損失或林木降級的情形。需符合國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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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FSC森林認證計畫 

FSC FM/COC驗證單位於 104年 12月至本公司進行審查，105年 3月國際非營利組織雨

林聯盟到台灣授證 FSC FM/COC之證書，證書效期為 105年 1月 1日至 105年 12月 31日，

並成為牛樟芝業者唯一一家取得 FSC FM/COC認證業者。本公司驗證由 104年開始進行，

每年 9月~11月進行次年度續審，截至 108年年底共五年，將於 109年底 FSC FM/COC重新

更換新證書。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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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根據監測結果調整經營計畫。 

(一)收穫監測 

林木伐採依據林務局「主間伐申請程序」申請，對於相關林產物的收穫量有嚴格管控，

相關紀錄可以做為收穫監測之依據。 

(二)造林監測與生長量監測 

栽植完畢監測造林成效，監測項目有苗木存活率、苗高、天然更新與地被植物生長狀

況，監測頻率訂為一年一次。每公頃各設置一個監測樣區，監測樣區以 20 × 25 m之設置。 

 (三)崩塌地監測 

將不定時巡護林地內之劣化地與崩塌地，並持續監測是否有持續惡化之情形；將設有 1

個 20×25 m，0.05 ha之長方形監測樣區，每年監測崩塌地造林木之存活率。 

(四)野生動物監測 

對於林地內動植物的組成，每年進行一次自動相機監測，每次伐採前後再針對伐區內

進行自動相機監測，了解到伐採及撫育作業對野生動物造成的影響，如造成衝擊，應研擬

相對應保護計畫。 

社會層面 

一、社會影響評估計畫 

本公司希望與當地部落及居民達成良好互動關係，為了解本公司實施之經營活動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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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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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與訪談之方式，定期於每年年初對當地社區進行社會影響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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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權益相關方訪談紀錄 

不定期與當地居民與部落進行訪談及聊天，未來經營規劃、水源及水管維護、自然環境

及生態調查等透過談話方式了解到居民所需及維持良好互動。 

(二)社會影響評估問卷 

每一年度進行一次社會影響評估調查，希望透過問卷方式了解到權益相關方有無受到本

公司經營活動影響，提供改善及建議方式，並以此問卷作為社會影響評估報告編撰條件。 

(三)提供更多工作機會 

近兩年來積極與部落及鄉公所詢問當地居民有無願意從事撫育等相關工作，附近部落及

當地居民大多以農田與果樹為生，自顧不暇，大多以農忙為由婉拒，2020年 9月透過圓墩部

落窗口取得黃先生及其除草工班相關聯絡資訊，安排進行林地內刈草工作。 

(四)伐採作業前主動告知相關作業內容 

伐採作業時程確定後，應擬定相關作業規劃，告知附近居民及部落作業期間、作業內容、

如有破壞到水管或侵犯到土地，應立即通知相關權益人並解決問題。 

(五)維持良好互動關係 

1.居民陳先生幫忙水電等維修工作， 

2.聯外農路旁刈草除蔓等工作 

3.居民水源地水管堵塞，進行維護清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