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第 231 次系務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95 年 2月 22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地點：森林館二樓會議室 
主席：郭主任幸榮 
出席：陳信雄  胡弘道  李國忠  羅漢強  王亞男  應紹舜 

鄭欽龍  陳明杰  關秉宗  袁孝維  王立志  邱祈榮 
柯淳涵  盧道杰  丁宗蘇  鹿兒陽  曲芳華  張惠婷 
林法勤 

出國：王松永  蔡明哲 
請假：張上鎮 
列席：詹明勳  劉啟福 
   徐悅恆  陳歆寧  陳柏因  楊介中  陳品叡  劉宇安 
   孫世鐸 
 
壹、確認事項：確認第 230次系務會議記錄(95 年 1月 5日)及執行情形： 

一、本系師資聘用相關作業。 
決議： 

1.「森林植群生態學或森林復育生態學」專長成立一個委員會，

本系委員由系主任、羅漢強教授、應紹舜教授、關秉宗教授及

袁孝維教授擔任，請袁孝維教授協助相關事宜。 
2.「森林遊樂及生態旅遊規劃與經營」、「森林資源調查與森林測

計，或林木生長與收穫」及「森林航遙測及空間資訊管理」專

長共同組成一個委員會，委員及委員會執行秘書授權系主任協

調本系教師擔任，於下次系務會議追認。(經系主任協調結果，
本委員會委員由系主任、陳信雄教授、李國忠教授、張上鎮教

授、鄭欽龍教授組成，請鄭欽龍教授協助相關事宜。) 
執行情形：本案已簽報院長核定並指派下列委員： 

1.「森林植群生態學或森林復育生態學」：林曜松院長、謝長富

教授、高景輝教授、吳文哲教授。 
2.「森林遊樂及生態旅遊規劃與經營」、「森林資源調查與森林測

計，或林木生長與收穫」及「森林航遙測及空間資訊管理」專

長：許銘熙教授、謝雨生教授、陳尊賢教授、吳文哲教授。 
二、本系林場實習規劃有關資源保育與管理領域部分課程案。 
決議： 

1.課程名稱修正為「社區調查」，資源保育與管理領域課程規劃

如附件六(附件略)。 
2.各實習之實驗林人員部分，若本系教師未有建議人選，則請實

驗林指派適當人員協助。 
3.修正後之各林場實習規劃案如附件三(附件略)。 

執行情形：本案已彙整送實驗林辦理，實驗林亦已將詳細規劃案提送本

次會議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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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臨時動議一：本系 95學年度碩士班甄試名額流用案。 
決議：甲組(森林生物、森林環境、森林資源保育及管理)一般生 3名，

乙組(生物材料)一般生 1名。 
執行情形：本案已送教務處辦理。 

四、臨時動議二：本系簡介規劃案。 
決議：依與會教師所提供之意見修正。 
執行情形：本系摺頁草案已編排完成，如傳閱之附件。 

五、臨時動議三：配合生農學院所訂新聘專任教師聘任作業準則及本系新聘

教師甄選委員會設置辦法之內容，建議付委提出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辦法修正草案。 
決議： 

1.成立委員會討論相關修正事宜。。 
2.委員會之委員由系主任、張上鎮教授、鄭欽龍教授、陳明杰教

授、關秉宗教授、王立志副教授、邱祈榮助理教授、鹿兒陽助

理教授、張惠婷助理教授擔任。 
3.寒假前初步架構先行討論。 
4.請系辦公室提供其他系所教評會之相關規定，以各院一系(所)
為原則。 

執行情形：本案刻正規劃中。 
 
貳、報告事項： 
一、報告第 68次課程委員會會議記錄(95 年 2月 15日)及執行情形： 

1.鹿助理教授兒陽新開本系碩士班「森林食植行為」案。 
決議：於鹿助理教授兒陽提供與本課程相關之相關著作後再行審議。 
執行情形：依決議事項辦理。 

2.王教授亞男原開授本系學士班選修兼通識課程「森林生物多樣性概論

(1)」及「森林生物多樣性概論(2)」增加授課人一案，請討論。 
決議： 

(1)通過。 
(2)未來「森林生物多樣性概論(1)」及「森林生物多樣性概論

(2)」增加授課教師時，循本模式提課程委員會討論。 
執行情形：依決議事項辦理。 

3.本系新制課程「遙感探測學」課程替代案。 
決議：地理系所開之「遙測學及實習」(3 學分)不列入本系選擇必修

課程。 
執行情形：依決議事項辦理。 

4.本系舊制育林組必修「育林學原理」課程替代案。 
決議：學生必須修完「育林學及實習上」(3 學分)與「育林學及實習

下」(3學分)共 6學分之課程後，方得替代「育林學原理」(3學
分)。 

執行情形：依決議事項辦理。 
二、本系 94學年度第 1學期林場實習之育林組實習檢討紀錄如附件一，請

本次領隊及相關教師協助撰寫答覆文，暑假實習則請二位領隊老師及指

導教師訂實習項目時惠予參酌，提升實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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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系森林館 303育林學共同實驗室改善整修案所需經費估計約 80萬，
由系分攤 20萬，院及校方各補助 30萬。本工程預計於 95 年 2月 23日
開始施工，預期至 3月初完工，屆時多有不便，請各位老師諒解。 

四、94學年度優良教師遴選作業目前正在進行，學生問卷調查表如附件二。 
五、為簡化系所委託訂購圖書撥款程序，自本(95)年度起，調整為以學院為

撥款單位，每系至少提撥新臺幣 10萬元。本系 94年度圖書費尚餘 44,526
元，將併入本系 95 年度圖書費。各位老師如有需訂購相關書籍，請將

圖書訂購單送系辦公室彙整。 
六、本系 94學年度木材保存科學獎學金於 95 年 2月 7日申請截止，大學部
部分計有大學部三年級李婉瑄、王妍庭、李慧琳等 3位同學申請，研究
所部分計有碩士班二年級高毓謙及李佳韋等 2位同學申請。本系已於 2
月 13 日召開審查委員會完成審查，其中，王妍庭及李慧琳同學之二年

級總成績雖符合本獎學金辦法規定，但其修課內容尚未符合本獎學金之

設立宗旨，爰僅推薦李婉瑄同學，另研究所部份，李佳韋同學所附相關

論文尚未取得接受證明，爰僅推薦高毓謙同學。 
七、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劃中，生農學院重點領域項目研提案 review 

committee紀錄如附件三。 
八、助教周巧盈本學期協助實習課程業依來系前訂辦法分配 5課程，星期四
尚可協助一實習課程，有意請周助教協助之教師請告知系辦公室以便安

排。 
九、本年度杜鵑花節系列活動本系學生已擬訂方案，請各位老師協助指導，

提供資料及籌措經費。 
十、陳教授永寬已辦妥退休手續離校，原使用之航測館空間及儀器設備已移

交系辦公室及相關教師，林產館研究室暫時使用中。 
十一、密西根理工大學蔡宗叡博士將於 95 年 3月 8日上午 10時至 12時於
本系森林館二樓會議室發表學術演講，講題為「Microarray and 
metabolite profiling of secondary metabolism in Populus.」，請本系本系師
生撥冗參加。 

 
參、討論事項： 
案由一：為邱助理教授祈榮成績更正一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一、依據邱助理教授祈榮成績更正申請書辦理。 
二、邱助理教授祈榮於 94 年度第 1學期所開授之「森林經營學及

實習」因學期成績計算時漏計作業、期末報告及課堂參與成

績，爰需辦理更正。 
三、依據本校教師繳交及更正成績辦法第 11 條規定，成績送交教

務處後不得更改，若需更改時，除誤填或筆誤外，皆需召開系

務會議或與教務相關之會議討論通過，送交院長會簽及教務長

核定後，成績始得更正。 
四、本次成績更正案之相關資料如傳閱之附件。 

決 議：同意，轉呈教務處更正。 
 

 3



案由二：為本系 95 年學年度「林場實習三」、「林場實習四」及「工廠實習

乙」課程時間、地點一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本系 95學年度「林場實習三(工業實習)」、「林場實習四(經營實習)」 

及「工廠實習乙」將於本年 6月至 7月間辦理，為配合實驗林相關

作業需要，請討論此二次實習之時間及地點。 
決 議： 

一、林場實習四：於 6月 29日報到，實習期間為 6月 30日至 7月
4日，7月 4日下午 5時與林場實習三交接，實習地點為和社

林區。 
二、林場實習三：7月 4日下午 5時與林場實習四交接，實習期間

為 7月 5日至 7月 9日，7月 9日下午解散，實習地點為和社
林區、水里木材利用實習工廠，以及中部木業相關工廠。 

三、工廠實習乙：7 月 9 日下午報到，實習期間為 7 月 10 日至 7
月 13日，7月 13日下午解散，實習地點為水里木材利用實習

工廠以及中、南部相關工廠。 
 
案由三：為本系林場實習規劃一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實驗林管理處所提林場實習規劃案辦理情形工作報告如附件四。 
決 議： 

一、實習理念及內涵請進一步強化。 
二、請每個領域規劃實習手冊內容，並請實驗林協助印製手冊所需

之經費。 
三、建議將生物材料領域之實習時間更改於大二升大三的暑假期間

實施，由系主任邀集生物材料領域之相關教師研商可行性。 
 
案由四：為因應本校學術國際化，英文上課之課程如何開授，請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本校已積極推動教學研究國際化，招收外國籍學生為未來的重要目

標，因此，開授英文上課之課程為本系不可迴避之發展項目，如何

開課，提請討論。 
決 議： 

一、請課程委員會規劃。 
二、請各位教師提供意見以供課程委員會規劃時之參考。 

 
肆、臨時動議： 
案 由：為配合本系林場實習課程教學需要，擬請本系同意依學校聘用兼任

教師之程序，提聘實驗林人員為兼任教師。 
提案人：王亞男 
決 議：本系林場實習確需實驗林人員協助，請實驗林推薦人員，並依本校

兼任教師聘任之相關規定辦理。 
 
伍、散會：下午 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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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九十四學年度第一學期  林場實習之育林組實習檢討 
 
時間：2006 年 1月 26日 
地點：台大實驗林溪頭營林區紅樓會議室 
參與學生：大三實習生 58人（全體實習生 61人） 
參與教授：郭幸榮主任、王亞男處長、詹明勳組長、葉永廉主任 
 
討論事項： 
 
1.希望能提供適當之飯菜量，以減少廚餘的處理，同時並實施垃圾分類與資源回

收。 
2.希望能提供完整規劃之實習課程，讓整個實習之各項課程能彼此連結，教授學

生實用之實習內容，例如野外求生技巧。同時希望能減少類似育林學或樹木學

等理論課程之講授。 
3.希望能於實習課程開始前，即將完整之課程內容、講義、分組名單、房間名單
等整套教材，提前給予學生。 

4.課程教材缺乏整合性：希望能提供森林系各領域之整合教材，減少老師各自規

劃且缺乏連結性之教材。以增加學生對於森林系之核心價值與整體的關聯性學

習。 
5.希望能提倡學生自備餐具與清洗餐具之空間。 
6.希望協助實習之助教能在實習時段暫停抽菸。 
7.希望能明文規定實習工具之正確使用規範，並禁止學生隨意砍伐草本植被等植
栽。 

8.希望能增加小組報告的討論時間，並增加有趣的議題討論，如京都議定書等相

關時事。 
9.希望實習成果能有系統且具體的給予學生，如整地栽植存活率、嫁接存活率等。 
 
以上題問學生包括：黃聖焜、葉育欣、孫世鐸、陳柏因、張彧偉等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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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教學優良教師」遴選學生問卷調查表 
 
說明：  
一、本調查表是為協助本校選出「教學優良教師」，以便予以獎勵，來肯定其努

力與貢獻。調查之統計結果將是辦理該項遴選之重要依據，務請認真考慮，

慎重確實填寫。  
二、本調查每學年辦理一次，大學部或進修學士班或原夜間部三年級(含)以上與
研究所二年級(含)以上學生均可填寫。  

三、本問卷不記名，但蓋有系所章始為有效。  
 
 
填答人身分別： □ 大學部或進修學士班或原夜間部學生 □ 研究生  
 
問題一：你所修過的課程中，曾被那些老師教過？請於下表勾選曾教過你的老師。 
 
代 碼 姓 名  代 碼 姓 名   代 碼姓 名  代 碼 姓 名

01 □ 郭 幸 榮  06 □ 羅 漢 強   11 □ 陳 明 杰  16 □ 蔡 明 哲
02 □ 陳 信 雄  07 □ 張 上 鎮   12 □ 關 秉 宗  17 □ 柯 淳 涵
03 □ 王 松 永  08 □ 王 亞 男   13 □ 袁 孝 維  18 □ 盧 道 杰

04 □ 胡 弘 道  09 □ 應 紹 舜   14 □ 王 立 志  19 □ 丁 宗 蘇
05 □ 李 國 忠  10 □ 鄭 欽 龍   15 □ 邱 祈 榮  20 □ 鹿 兒 陽

 
代 碼 姓 名          
21 □ 曲 芳 華             
22 □ 張 惠 婷             
               
               
               
問題二：請於問題一所勾選曾教過你的老師之中選填三位你認為最負責認真，教

學效果最好，而你特別感激與尊敬者：  
  代碼 姓名 

排名 第一 【     】  
排名 第二 【     】  
排名 第三 【     】  

本調查表務必

隨同加退選清

單繳回 

 
 學系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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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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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台大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林場實習規劃案工作報告 

 

 
時間：95 年 2 月 22 日 

地點：台大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會議室 

報告單位：台大實驗林教學研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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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林場實習規劃案工作報告 

 

壹、緣由與目標： 

 本校原「森林學系」爲(一)順應世界環境保護趨勢、(二)符合現代大學
森林學教育之目標、(三)配合本校農學教育之轉型、(四)破除刻板印象，吸
收優秀學生、(五)加強課程規劃，擴大教學及研究領域，而更名為「森林環

境暨資源學系」，由原(一)育林、(二)森林資源管理、(三)森林工業、(四)森
林資源保育四組，合併整合並依森林與環境特性，分為「森林環境」、「森林

資源保育與管理」、「森林生物」及「森林生物材料」四大教學領域 ，發展
為教學研究多樣性及學習選擇多元化之特色。爲因應前述發展變革，學生林

場實習課程，亦由原有分組課程整合調整為四大教學領域之實習課程。 

依據四大教學領域之課程內容與特性，並以長期性、連續性、制式性等

原則，規劃一常態性之教學實習課程與實習區域，培訓學生之實務作業方式

與應用。本林場實習之課程與場所除供本校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學生實習

外，亦可供其他學校、科系及相關單位人員之實習訓練，強化森林環境科學、

資源保育與管理等專業人才培育。 

 

貳、協調辦理事項： 

一、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依據「森林環境」、「森林資源保育與管理」、「森林生

物」及「森林生物材料」四大教學領域推派負責之老師一名，並由相關課

程老師提出實習構想與需求，再由各領域負責老師彙整後提出實習架構與

需求。 

二、實驗林依據各領域實習課程架構與需求，提出相關資訊並協同相關老師勘

察現場後負責實習區之設置及維護管理；另實習期間提供人力、車輛、器

材及膳宿安排等必要之協助。 

三、實習所需之貴重器材及儀器，除由實驗林調度現有數量提供外，若有不足

部分則由森環資系及實驗林協調編列預算購置 

 

參、辦理經過： 

一、本校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94.10.31 第 66 次課程委員會提案「本系林場實

習課程規劃案」，並決議辦理如附件一。 

二、本校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94.12.1 第 67 次課程委員會討論案提報各類林場

實習之主題及詳細課程內容如附件二，並決議辦理如附件三。 

三、本處 94.12.29 第 97 次業務技術討會，提案「為因應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寒暑假不分組實習新方案（分四大類組），暨教學實習區之教學應如何因

應，提請討論」本處初步規劃教學實習區以溪頭及和社自然教育園區內之

造林地與長期試驗地及木材利用實習工廠為實習區，並決議辦理如附件

四。 

四、95.1.16 原承辦人陳和田技士，交辦予劉啟福技士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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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95.1.20 依據本校 95.1.16 校生農字第 0950001803 號函，請本處預作實習場

所之強化及安排人員協助詳如附件五。 

六、95.1.25 召開本處各研究人員會議，協調與分配各實習項目之協辦人員名單

並請各協辦人員與負責老師協商實習內容、規劃原則及配合事項，供為本

組彙整辦理之依據。 

七、95.2.7-8聯繫系上四大領域之負責老師，安排討論規劃原則。 

八、95.2.9 於和社營林區與郭系主任討論相關事宜。 

九、95.2.10 於 95.2.10 至森環資系與郭幸榮系主任、鄭欽龍、陳明杰、蔡明哲

及邱祈榮等老師討論相關事宜。 

十、統籌各老師規劃構想，研擬工作報告。 

十一、2月 22 日森環資系系務會議報告初步辦理進度與構想。 

 

肆、林場實習之領域與課程內容：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94.12.1 第 67次課程委員會決議林場實習四大領域

之詳細課程內容及實習時間、地點。 

一、森林生物領域： 

課程名稱 負責老師 實習期間 日數 實習地點 
(一)樹種鑑別  

1.樹種鑑別 應紹舜 
寒假 1.0 溪頭 

(二)森林生態學   
2.林內光度變異 關秉宗 0.5 
3.森林生態系之組成與

結構 
郭幸榮、關秉宗、

丁宗蘇 

寒假 
0.5 

溪頭 

(三)林木與其他生物關係   
4.林木菌根 胡弘道 0.5 
5.森林病害調查及防治 曲芳華 0.5 

6.森林昆蟲觀察與調查 鹿兒陽 

寒假 

0.5 

溪頭 

(四)苗圃實務   
7.造床、播種(含箱籃播
種)、移植及苗木篩
選 

郭幸榮 0.5 

8.嫁接作業 鍾振德 (林業試驗
所) (暫訂) 

0.5 

9.扦插繁殖 王亞男 

寒假 

0.5 

溪頭 

(五)森林建造及撫育   
10.整地栽植(含生態復

育) 
 0.5 

11.修枝及除蔓作業  0.5 
12.疏伐作業  

寒假 

1.0 

溪頭 

合計天數   7.0  
 
 
 



 11

 
 
二、森林環境領域： 
課程名稱 負責老師 實習期間 日數 實習地點 

地形、地質 
邱祈榮 暑假 1.0 環境群教師規劃 

(預定溪頭) 
森林氣象 陳明杰 暑假 1.0 仝上 
森林水文 陳信雄 暑假 1.0 仝上 
溪流與水質 王立志 暑假 1.0 仝上 
土地利用調查 邱祈榮 暑假 0.5 仝上 
森林工程(土砂災害調查) 陳明杰 暑假 0.5 仝上 
水土保持(災害分析與治理

個案) 陳信雄 暑假 0.5 仝上 

集水區整合規劃與分析 陳信雄、陳明杰、

邱祈榮 
暑假 0.5 仝上 

合計天數   6.0  
實習地點前四年以溪頭營林區所轄 3,6 林班為主。 
 
三、森林生物材料領域： 
課程名稱 負責老師 實習期間 日數 實習地點 

複合生物材料加工製造 王松永 暑假 0.5 水里及中部地區 
木構造設計與施工 王松永、蔡明哲 暑假 0.5 水里及中部地區 
製漿膠合劑 柯淳涵 暑假 1.0 新營、岡山、屏東 
林木天然物開發利用 張上鎮 暑假 0.5 中部地區工廠參觀 
木材保存 張惠婷 暑假 0.5 中部地區工廠參觀 
木工實習(DIY) 林法勤 暑假 0.25 水里木材實習工廠 
木工機械簡介 林法勤 暑假 0.25 水里木材實習工廠 
製材與檢尺 林法勤 暑假 0.25 水里木材實習工廠 
分等與非破壞檢測 林法勤 暑假 0.25 水里木材實習工廠 
參訪大雪山製材廠 林法勤 暑假 1.0 豐原 
合計天數   5.0  
 
四、森林資源保育與管理領域： 
課程名稱 負責老師 實習期間 日數 實習地點 

(一)境界測量、調查規劃 鄭欽龍、邱祈榮 暑假 1.0 和社及對高岳 
(二)植群生態調查 羅漢強 暑假 1.0 和社及對高岳 
(三)野生動物調查 袁孝維、丁宗蘇  

1.鳥類調查  1.0 
2.哺乳類調查  

暑假 
1.0 

和社及對高岳 

(四)社區調查 盧道杰 暑假 1.0 和社及對高岳 
(五)分區規劃、設施規劃與
經營計畫 

鄭欽龍、邱祈榮 
暑假 1.0 

和社及對高岳 

合計天數   6.0  



伍、各領域實習之初步構想： 
一、森林生物領域： 
1. 設計理念： 

以森林生態系經營之原則，從基本之育苗實務，培育健全苗木，提供

森林建造之材料，合理之撫育作業(除草、修枝、除蔓)促進林木生長，再

以有效之林分密度管理，施行中後期之疏伐撫育改善林分形質生長，建造

健全林分，讓學生充分了解林分建造之過程與技術。從多變異性之天然林

及單純之人工林，引領學生認識鑑別樹種，並由森林內之林木與生物關係

及微環境變化，了解森林生態系之組成與結構，訓練學生成為一良好之林

業經營管理人才。 
 

2. 課程架構： 

嫁接 
作業 

扦插 
繁殖 

苗圃實務 

森林建造與撫育 

天然林 

人工林 

樹種 
鑑別 

森林病蟲害 
調查與防治 

森林昆蟲
觀察調查

林木
菌根

林內 
光度變異 

森林生態系之 
組成與結構 

造床、播種 
移植、苗木篩選

除草修枝除蔓 整地栽植 疏伐

 
3. 實習區需求： 
 (1)生物多樣性之天然林。 
(2)設施與管理完善之苗圃地。 
(3)面積廣大並達中後期撫育之人工林。 
(4)林分稀疏或孔隙破裂之林地。 
 

4. 擬定實習區：(附件六) 
 (1)溪頭鳳凰山天然林保護區、溪頭苗圃、溪頭二林班觀音樹湖一帶人工林  

(優先選擇區域)。 
 (2)和社神木溪天然林保護區、和社苗圃、和社二十七林班瞭望台一帶(備用
區域)。 

 
5. 需用器材：尚待負責老師提供資料。 
 
6. 實驗林提供之資料與協助：尚待與負責老師協調安排。.  

 
二、森林環境領域： 
1. 設計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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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集水區觀點，從基本自然環境因子：地質、地形、水文、氣象及溪

流等因子，及人為使用情形：土地利用現況與水質之野外調查，配合土沙

災害的災害調查、個案分析及治理實例探討，讓學生建構集水區經營完整

的概念，最後輔以 GIS技術，進行集水區整合規劃與分析，讓學生能有宏

觀的概念與整體之分析能力。 
 

2. 課程架構： 

水文 溪流

自然環境因子 

集水區整合 
規劃與分析 

災害個案與 
治理分析 災害調查 

土地利用現況 

水質 土地利用地質

質
地形 氣象 

 
3. 實習區需求： 
 (1)完整之集水區域。 
(2)具有水文、氣象、地質、地形及溪流基本資料。 
(3)曾有土石災害治理實例。 
 

4. 擬定實習區： 
 (1)溪頭鳳凰山集水區(優先選擇區域) 
 (2)和社神木溪集水區(備用區域，該區域目前水文、氣象、地質、地形及溪

流基本資料尚不足，有待補強。) 
5. 需用器材： 

(1)測量儀器 
公尺級以上GPS兩部、一般GPS 用 10 部、羅盤儀 10 部、測繩 50 公尺

10 捲、皮尺 10 捲、水準儀 10 部、箱尺（5M）20 支。 

(2)調查工具 
林木調查工具：草刀 20 把、直徑捲尺 20 捲、測高器 10 部、望遠鏡 10

部 

(3)電腦 10 部 
  
6. 實驗林提供之資料與協助： 

(1)溪頭地區歷年航照影像、正射影像及基本GIS 資料。 
(2)集水區經營相關法律彙編（森林法及施行細則、水土保持法及施行細

則、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其他相關法規、命令）。 

(3)溪頭地區大比例尺之地質、地形及土壤圖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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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溪頭地區歷年氣象及水文摘要資料及相關研究文獻。 
(5)溪頭地區立體模型圖。 
(6)溪頭地區土砂災害復健工程規劃及設計報告。 
(7)溪頭地區林相、道路、土地利用圖。 
 

7.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老師編撰林場實習手冊，手冊內容： 
(1)各課程課程說明、綱要及必要文件資料 

(2)溪頭營林區水系及等高線圖 

(3)歷年資源調查、氣象及水文文獻報告摘要（各組一份完整報告） 

(4)集水區經營相關法律彙編摘要（各組一份完整彙編） 
(5)溪頭地區重要地質、地形及土壤圖鑑 
(6)作業及參考範例 

 
 
三、森林生物材料領域： 

本領域之實習課程大多為相關林產工業工廠參觀及本處木材利用實

習工廠木工 DIY、木工機械介紹、製材與檢尺、木材分等與非破壞性檢
測實習，與往年之實習課程內容大同小異，且實習場所仍以本處木材利

用實習工廠為主，故實習課程規劃未有重大變化。 



四、森林資源保育與管理領域： 
1. 設計理念 

以保護區資源調查與保護規劃為主軸，選定台大實驗林神木溪保護區

及溪頭天然林保護區為實例，透過境界調查、植群及野生動物資源調查規

劃與實務調查，配合保護區法令規章、分區規劃、設施配置及收集社區與

管理相關單位的意見，研擬保護區經營計畫，以培養學生從調查、規劃與

編擬經營計畫的實務經驗。 
 

2. 課程架構 

調查規劃

植群調查 野生動物調查

分區規劃

設施規劃 社區調查

經營計畫

境界測量

 
3. 實習區需求： 
(1)具完整森林生態體系。 
(2)具有植群及相關資源調查基本資料。 
(3)已有分區規劃經營之初步計畫。 
 

4. 擬定實習區： 
 (1)和社、對高岳神木溪保護區。(優先選擇區域) 
 (2)溪頭鳳凰山天然林保護區。(備用區域) 
 
5. 需用器材： 
(1)測量儀器 
公尺級以上 GPS 兩部、一般 GPS用 10部、羅盤儀 10部、袖珍立體鏡

10部、測繩 50公尺 10捲、皮尺 10捲、簡易雷射測距儀 5部 
(2)調查工具 

林木調查工具：草刀 20把、直徑捲尺 20捲、測高器 10部、望遠鏡 10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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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腦 10部 
 

6. 實驗林提供之資料與協助： 
(1)對高岳樟樹神木自然保護區歷年航照影像、正射影像及基本 GIS資料。 
(2)自然保護區設置相關法律彙編（森林法及施行細則、野生動物保育法及

施行細則、自然保護區設置管理辦法、文化資產保存法）。 
(3)區域範圍重要植物圖鑑（瀕危、特有種及其他常見植物種類照片及特徵

說明）。 
(4)區域範圍歷年資源調查相關文獻。 
(5)區域範圍行政組織關係圖及重要相關單位、社區聯絡人姓名及電話。 
(6)自然保護區立體模型。(由邱祈榮老師協助製作準備) 

 
7.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老師編撰林場實習手冊，手冊內容： 
(1)各課程說明、綱要及必要文件資料。 
(2)對高岳樟樹神木自然保護區範圍等高線圖。 
(3)歷年資源調查文獻報告摘要（各組一份完整報告）。 
(4)自然保護區設置相關法律彙編摘要（各組一份完整彙編）。 
(5)區域範圍重要植物圖鑑。 
(6)區域範圍行政組織關係圖及說明。 
(7)作業及範例。 

 
陸、實驗林協助辦理事項： 
一、實習場地與教室準備。 
二、實習工具準備。(貴重器材另由森環資系或實驗林協調編列預算購置) 
三、實習師生住宿、膳食安排。 
四、車輛支援，必要時代租遊覽車。 
五、協助實習人員支援。(各課程協助人員詳附件七) 
六、其他。 
 

柒、後續辦理事項： 
一、請各實習課程負責老師提供各課程之實習內容、方法、需用器材及構想

等資訊。 
二、彙整相關資料，規劃實習區設置。 
三、現勘實習地點，強化實習區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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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頭二林班觀音樹湖一帶造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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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頭鳳凰山天然林保護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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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高岳神木溪天然林保護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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