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驗林管理處 106 年 2 月~106 年 8 月工作報告
一、工作概況(含支援教學研究與推廣服務情形)
(一)經營組
1.租約管理
(1)租地造林契約：已完成東勢林場約 3 戶之租地造林繼承續約契約。
(2)東勢林場特六戶 106 年暫准租地租金，已函請承租人於 9 月底前
繳交。
(3)東勢林場租地 1 筆超限利用，已請林場於 11 月底前改正。
(4)文山林場之暫准租地台電公司契約到期，已完成契約並提高租金。
(5)惠蓀林場之中華電信租地預計遷移位置，已完成現勘，由該公司
修正計畫中。
2.林地管理
(1)已提報 106 年 1~6 月教育部列管之國有公用不動產被占用處理情
形。
(2)新化林場非西拉雅族占用戶 1 戶，已移請歸仁區調解委員會調解
中。另 1 戶已通知於 8 月 25 日前，請自行排除。
(3)已請新化林場向占用戶收取 105 年度土地使用補償金完竣。
(4)新化林場因梅姬颱風造成風倒木壓損王安女民宅，已協調完成，王
君已撤回國賠申請書。
(5)惠蓀林場原住民族地區共同管理會設置，教育部列管且每季需陳
報成果，已陳報 106 年第 1~2 季成果完竣。
(6)惠蓀林場原住民族共管會第一屆委員任期將屆滿，現請惠蓀林場
籌劃第二屆原住民委員人選中。
(7)林務局嘉義林區管理處辦理 2002 區外保安林檢訂工作，發現新化
林場內有設施物，已完成鑑界，並請新化林場持續辦理排除工作。
(8)本處已提送東勢、新化林場林地收回補償構想，與台大實驗林向教
育部溝通完竣，教育部初步同意辦理，目前正擬定收回補償計畫
中。
3.森林保護
(1)林班巡視：本處 4 個林場，巡視人員至 106 年 7 月止，共巡護約
415 人次，除惠蓀林場關刀山、丁字山附近發現盜取扁柏樹頭材外，
其它林場尚無發現林木盜採案件。
(2)惠蓀林場 6 林班與林務局土地交界處，由惠蓀林場與南投處人員，
進行聯合巡任務。南投處至關刀山附近深山巡護中，仍發現零星樹
頭材遭鋸，已請林場加強巡護。
(3)已參加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舉辦之國土保育 106 年第一季檢討會
完竣，已請惠蓀林場依該會議結論辦理。
(4)東勢林場被傾倒垃圾，已請林場加裝監視器，並加強巡護以杜不
法情事發生。
(5)河川地防治：
A.林務局南投林管處協助辦理惠蓀林場河川地治理工程，預定
於 106 年 8 月底進行惠蓀林場北港溪治理工程護岸施作。
B.106 年 6 月超大豪雨，造成惠蓀林場第 1 號橋野溪土石滿溢，
道路中斷，已由開口契約進行清淤完竣。另將災損情形，陳報
農委會，請該會補助治山防災經費。

C.106、107 年惠蓀林場土石清淤開口契約，已完成採購，將於 8
月份進行蘭島溪上游清淤工作。
(6)林道系統維護：
A.投 80 線惠蓀林場收費站後路段，南投縣政府研議解除鄉道，
目前正辦理專案公路申請，縣府函復該路段為本校自用，故難
辦理，現請委託之顧問公司評估中。
B.惠蓀林場關刀山林道，業已發包 106、107 年度維護開口契約，
6 月份已進行第一期施作完竣。
(7)本校環境敏感地區查詢收費標準，業經財政部同意，現陳報教育
部轉立法院備查中。
(二)育林組
1.苗圃育苗
(1)惠蓀林場培育喬木：銀杏 50 株、無患子 300 株、光臘樹 600 株、
楊梅 100 株、七里香 3000 株。
(2)新化林場培育喬木：桃花心木 3000 株、竹蕉 1000 株、變葉木 1000
株。
2.計畫之造林地新植及撫育
(1)辦理 106 年度「植樹造林示範計畫」，林務局補助經費補助約 55.5
萬元，目前執行中。
(2)辦理 106 年度「環境綠化育苗計畫」，環保署申請經費補助 75 萬
元，由惠蓀林場培育苗木 6000 株，執行中
3.企業合作造林
(1)現進行 106 年度台南市歸仁獅子會「愛護地球植樹活動」新化林
場撫育工作。
(2)現進行 106 年度三菱商事企業造林惠蓀林場撫育工作。
(3)現進行 106 年度玉山銀行「一生一樹玉山植樹」新化林場撫育工
作。
(4)現進行 106 年度群創植樹森情滿惠蓀計畫撫育工作。
(5)現進行 106 年度奇美植樹森情滿惠蓀計畫撫育工作。
4.林產物利用
(1)惠蓀林場人工林，因長期未進行撫育及疏伐工作，致原杉木人工
林已呈現衰退現象，故進行惠蓀林場 3、4 林班林相更新工作，105
年規劃面積 1.44 公頃進行，施業面積 1.14 公頃進行行列疏伐工作。
產出材積 280 立方公尺。
(2)惠蓀林場咖啡樹撫育作業，已編定 106 年度惠蓀林場咖啡樹撫育
作業計畫，全區面積約 6 公頃，分為兩小區，106 年度進行西區截
幹更新，107 年度進行東區截幹更新，全區本年度已刈草 3 次，西
區正進行截幹更新中。
(三)森林育樂及推廣組
1. 惠蓀林場森林遊樂區計畫之檢討修改，業於 6 月 28 日函請林務局續
行審查修改後版本。目前由林務局辦理審查中。
2. 2 月 10 日檢陳惠蓀林場「遊客傷亡人數統計表」報教育部備查。
3. 本處與臺灣南投農田水利會「能高大圳關刀溪原水池及周邊設施抽取
原水使用」106 年 1 月 1 日至 107 年 12 月 31 日止契約書已辦理完
成。

4. 本處森林遊樂經營 105 年度績效獎金，由本組及惠蓀林場依該分配適
用對象造冊報處辦理完成。
5. 本組支援 3 月 3‐4 日本校楊長賢副校長執行教育部「生技產業創新創
業人才培育計畫」，於惠蓀林場辦理「2017 高階培訓課程」乙案。
6. 新化林場收費辦法業已報校本部核備完成。
7. 本處於 96 年申請之「中興大學惠蓀林場」及「興大惠蓀咖啡」商標，
專用期限分別於 106 年 11 月 15 日及 106 年 10 月 31 日到期，已辦理
延展完成，權利期限分別為 116 年 11 月 15 日及 116 年 10 月 31 日。
8. 3 月 24‐26 日參加林務局主辦之「2017 華山森林市集」。
9. 5 月 9‐10 日支援本校秘書室文書組於惠蓀林場辦理「106 年教育部所
屬機關(構)及大專校院檔案管理主管研習班課程」。
10. 辦理本處向經濟部水利署中區水資源局申請「惠蓀林場臨時用水登記
使用」執照，業已由經濟部核發執照，自 106 年 7 月 7 日至 108 年 7
月 6 日止。
11. 4 月 15 日辦理本處 106 年志工研習課程，已由林志銓場長及特生中
心林旭宏組長及施禮正老師完成課程。
12. 惠蓀林場第十屆木文化節訂於 9 月 9 日至 17 日舉行，已規劃完成。
13. 本處商品推廣至實習商店販售部份，除咖啡豆與咖啡杯、馬克杯外，
另有第二版「惠蓀饗宴植栽食藥用植物圖鑑」、「惠蓀林場 100 種常
見昆蟲」、「惠蓀林場植物解說手冊」等。
14. 辦理本處志工甄選，已於 7 月 31 日(以郵戳為準)截止報名，併完成初
審作業，現正進行複審作業中。
15. 本處執行林務局補助經費之「106 年度中興大學實驗林場優質森林經
營推廣計畫」
，惠蓀林場擬進行中後期撫育 30.49 公頃、新化林場擬進
行中後期撫育修枝 35.3 公頃，已完成招標作業，由長富企業工程行承
包。
16. 本年度「惠蓀森林探索營」，自 7 月 13 日至 8 月 2 日辦理完成。
(四)研發組
1. 教學實習
(1) 05.31-06.03 中興大學通識中心於惠蓀林場辦理「通識教育」課程
教學，共 75 人。
(2) 02.13-16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2017 寒假生態暨生物多樣
性實習活動，54 人至惠蓀林場。
(3) 04.22-23，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曲芳華教授，於惠蓀林場
辦理「育林學及實習二」課程教學，含教師共 14 人。
(4) 04.28-30，臺灣大學昆蟲學系蕭旭峰教授，於惠蓀林場辦理「昆蟲
分類學實習」課程教學，共 42 人。
(5) 04.28-29，中興大學昆蟲學系李後鋒副教授，於惠蓀林場辦理「森
林昆蟲學」實習課程，共 16 人。
(6) 05.06-05.07 淡江大學共通課程，於惠蓀林場辦理「森林生態與樹
木保護」之師生，共 260 人。
(7) 06.02-06.03 中興大學昆蟲學系李後鋒副教授，於惠蓀林場辦理「森
林昆蟲學」實習課程，共 16 人。
(8) 06.02-06.03，高雄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蘇詠超助理教
授惠蓀林場辦理「昆蟲學」課程，共 25 人。
(9) 06.10-06.11，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許秋容及黃皓瑄老師，於惠蓀林
場進行「生物多樣性概論及生命科學實驗課程」校外教學與植物標

本採集，共 102 人。
(10) 06.24-06.30，中興大學森林系廖天賜教授，於惠蓀林場辦理「育林
學實習」課程，共 40 人。
(11) 06.25-07.01，嘉義大學森林系張坤城助理教授，於惠蓀林場辦理「樹
木學實習」課程，共 60 人。
(12) 06.25-07.01，中興大學森林系顏添明教授，於惠蓀林場辦理「測計
學實習」課程，44 人。
(13) 07.02-07.08，中興大學森林系曾彥學副教授，於惠蓀林場辦理「樹
木學實習，計 51 人。
(14) 07.02-07.08，興大附農森林科師生，於惠蓀林場辦理「樹木學實習」
課程，計 8 人。
(15) 07.02-07.08，苗栗高農森林科師生，於惠蓀林場辦理「樹木學實習」
課程，計 10 人。
2. 試驗研究
(1) 02.06-04.30 中興大學森林系顏添明老師至惠蓀林場進行遊客問卷
及人工林生長調查。
(2) 02.15-12.31 中興大學昆蟲系楊曼妙老師至惠蓀林場、北東眼山高
冷地試驗場進行昆蟲分類研究等調查研究等調查。
(3) 02.22 日本弘前大學農學生命科學部師生、中興大學水保系等一行，
參訪惠蓀林場攔砂壩試驗及林場經營管理。
(4) 02.27-28 中興大學昆蟲系為 5 月底舉辦昆蟲展等，前往惠蓀林場
採集。
(5) 03.01-12.31 自然科學博物館蔡經甫等研究人員，於惠蓀林場進行
「106 年度昆蟲標本蒐藏與研究計畫」
。
(6) 03.09-12.31 中興大學昆蟲學系李後鋒副教授，於惠蓀林場進行「臺
灣等翅目及喜蟻性昆蟲之多樣性研究」。
(7) 03.24-12.31 中興大學昆蟲學系葉文斌教授，於惠蓀林場進行「昆
蟲之多樣性研究」，進行白蟻與其共居生物之採集與研究。
(8) 04.14 中興大學水保系，於惠蓀林場進行蘭島溪實施堰塞湖潰壩試
驗。
(9) 04.19-04.24，中興大學水保系，於惠蓀林場進行蘭島溪堰塞湖潰決
試驗研究。
(10) 04.20-12.31，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蔡怡陞助研究員等研
究人員，擬前往本處所轄惠蓀、新化、東勢及文山等林場進行「我
國偏遠土壤真菌及微生動物多樣性」研究計畫案。
(11) 05.10-107.04.30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生物學系林宗岐副教授等研究
人員於惠蓀林場進行進行「臺灣螞蟻相與多樣性之研究」調查。
3.林業研究季刊
(1) 本處林業研究季刊：39 卷 1 期已出刊及網頁上線，39 卷 2 期正排
版校稿中。
(2) 本處之「林業研究季刊」目前授權學術期刊之使用，包括：碩亞數
碼科技有限公司、智慧藏學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華藝數位股份有
限公司、遠距圖書服務系統及凌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依華藝統計
資料，「林業研究季刊」2016 年於 Airiti Library 共被下載 1777 篇
次。

(五)總務組
1. 「惠蓀林場第二實習館大廳裝修工程」及「惠蓀林場楓林山莊整修工
程」案已完成規劃設計，簽辦上網招標中。
2. 「106 年度新化林場學生實習館整修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案訂於
106 年 8 月 16 日召開細部設計審查會議，俟審查通過後，即請規劃
單位函送預算書圖辦理招標作業。
3. 簽辦「惠蓀林場 LTER 舊辦公室裝修工程」招標作業。
4. 已陳報南投縣政府文化局補助埔里聯絡站維修經費，目前文化局簽核
中。
5. 辦理舊辦公室、咖啡學堂、員工宿舍及日式木屋等保存登記申請，埔
里地政事務所已完成現勘，待埔里地政事務所核發保存登記。
6. 辦理完成「106、107 年度關刀山林道維修整理及除草勞務委託採購」
招標作業，得標廠商為力儒工程行。
7. 辦理完成「106 年植樹造林示範計畫-惠蓀林場及新化林場撫育、東勢
林場新植作業勞務委託」招標作業，得標廠商為嘉娜人文自然景觀有
限公司。
8. 辦理完成「106 年度惠蓀林場房屋及公共設施維護工程」招標作業，
得標廠商為上和土木包工業。
9. 辦理完成「2017 惠蓀森林探索營遊覽車租賃採購」招標案，得標廠商
為富泰旅運有限公司。
10. 辦理完成「106 年惠蓀林場中後期撫育、新化林場中後期修枝作業勞
務採購」，得標廠商為長富企業工程行。
11. 完成「惠蓀林場第二實習館內裝工程」採購作業，得標廠商為齊力隆
營造有限公司。
12. 「惠蓀林場餐廳空調系統設備改善工程財物採購」以完成驗收作業，
現辦理核銷中。
13. 辦理完成「惠蓀林場輕食館整修工程」驗收及核銷作業。
14. 辦理迎翠橋安全評估作業，經評估後該橋狀況尚佳，無立即危險性。
15. 「惠蓀林場輕食館整修工程」案已完成驗收及核銷結案。
(六)主計室
1. 106 年 3 月~106 年 8 月辦理 107 年度附設農林畜牧作業組織預算編製
作業。
2. 106 年 7 月編造 106 年度附設農林畜牧作業組織半年結算報告。
3. 106 年 7 月編造 106 年度附設農林畜牧作業組織第二期收支估計表。
4. 本處 106 年度截至 7 月底止，經常收入 6,875 萬 1,800 元，經常支出
6,967 萬 6,664 元，累計短絀 92 萬 4,864 元。
(七)人事室
1. 106 年 3 月 15 日召開技工考核會審議 105 年績優技工推薦案:由主計
室廖文綺小姐當選。
2. 辦理本處退休技工 106 年端午節慰問金發放事宜，計 10 人，合計新
台幣 15,000 元整。
3. 辦理本處 106 年第 2 期月退休及月撫慰金發放，業於 106 年 7 月 16
日發放。
4. 辦理本處職工 106 年 1-4 月平時考核案。
5. 辦理惠蓀林場 2 名技工外補公開徵才（補欉正國、陳海碧缺）。
6. 106 學年公務人員人事甄審委員會、公務人員考績委員會、工友考核

委員、約用職員考核委員會、勞工申訴委員會，業於 106 年 7 月底完
成票選聘任事宜，聘期為 106 年 08 月 01 日至 107 年 07 月 31 日。
7. 106 年 6 月 27 日召開考績委員會，審議本處 106 年上半年度獎懲案完
竣。
8. 辦理本處研究人員 105 學年度年資加薪、年功加俸案。
(八)惠蓀林場
1. 1-7 月份總營收 34,573,240 元，較去年同期總營收 44,423,601 元，減
少 850,361 元。1-7 月總入園人數總計 98,676 人，較去年同期入園人
數 108,579 人，減少 9,903 人。
2. 6 月 1(半天) -4 日、6 月 15-17 因梅雨季超大豪雨辦理休園，及 7 月 30
日因妮莎颱風辦理休園，共計 7.5 日。
3. 惠蓀林場埔里連絡站歷史建築及周遭環境因埔里鎮公所不辦理續租，
由林場定期前往維護現場環境。
4. 例行性辦理育苗、苗圃管管理、造林撫育工作。
5. 例行性辦理關刀溪平台區林道、關刀山林道至肖楠保護區路段林班、
青蛙石步道、50 號孟宗竹林地、北東眼山林班至往合水溪保護所道路
巡視。
6. 3 月 12 本場所轄有勝山遊客 2 人失蹤 (非遊樂區範圍)，經本場及警
消人員協助搜尋於 14 日上午尋獲。
7. 支援教學研究共計 20 梯，1,176 人。
(1) 2/7-2/8 應數系研討會，計 185 人。
(2) 2/16-2/17 科技部跨校訓練，計 90 人。
(3) 3/3-3/4 教育部科技創業人材高階培訓，計 83 人。
(4) 3/4-3/5 植物分類學會研討會，計 95 人。
(5) 3/20-3/21 學校計畫能源課程與教學交流會，計 48 人。
(6) 4/14-4/15 中興昆蟲系實習課程，計 20 人。
(7) 4/27-4/28 全國高中教師學科中心研討會，計 120 人。
(8) 4/28-4/30 台大昆蟲系實習課程，計 40 人。
(9) 5/5-5/6 台灣濕地學會研討會，計 200 人。
(10) 5/6-5/7 淡江大學森林共同課程，計 292 人。
(11) 5/9-5/10 教育部文書研習，計 76 人。
(12) 5/31-6/3 通識中心研習課程(一)，計 75 人。
(13) 6/2-6/3 中興昆蟲系實習，計 20 人。
(14) 6/10-6/11 中興生科實習課程，計 99 人。
(15) 6/24-6/30 中興育林學實習-廖天賜，計 40 人。
(16) 6/25-7/1 中興測計學實習-顏添明，計 40 人。
(17) 6/25-7/1 嘉義大學樹木學實習-張坤城，計 53 人。
(18) 7/2-7/8 中興樹木學實習-曾彥學，計 72 人。
(19) 7/23-7/26 2017 生命能科學研討會，計 30 人。
(20) 8/3-8/5 2017 微生物電池技術論壇，計 120 人。
8. 推廣服務共計 53 梯，4,019 人。
(1) 2/8-2/8 中興少年科學營，計 84 人。
(2) 2/9-2/12 中山醫大音樂營，計 37 人。
(3) 2/9-2/10 高億旅行社，計 31 人。
(4) 2/12-2/13 貴族旅行社，計 40 人。
(5) 2/13-2/16 師大生科營，計 52 人。

(6) 2/13-2/14 好客旅行社，計 40 人。
(7) 2/22-2/23 好客旅行社，計 30 人。
(8) 2/25-2/26 遨遊旅行社，計 50 人。
(9) 3/13-3/15 桃園諾瓦國小參訪(一)，計 61 人。
(10) 3/15-3/17 桃園諾瓦國小參訪(二)，計 62 人。
(11) 3/17-3/17 農業試驗所參訪(一)，計 94 人。
(12) 3/24-3/24 農業試驗所參訪(二)，計 96 人。
(13) 3/25-3/26 中華靜觀心靈協會，計 91 人。
(14) 3/30-3/30 農業試驗所參訪(三)，計 95 人。
(15) 4/7-4/8 屏東林管處志工參訪，計 20 人。
(16) 4/14-4/15 鋼友旅行社(一)，計 96 人。
(17) 4/17-4/19 桃園諾瓦國小參訪(一)，計 62 人。
(18) 4/15-4/16 高雄教會活動，計 140 人。
(19) 4/19-4/21 桃園諾瓦國小參訪(二)，計 62 人。
(20) 4/22-4/23 鋼友旅行社(二)，計 98 人。
(21) 4/28-4/29 大同國小戶外教學，計 40 人。
(22) 4/29-4/30 口埤國小戶外教學，計 20 人。
(23) 5/14-5/15 鋼友旅行社(三)，計 110 人。
(24) 5/15-5/16 東汴國小戶外教學，計 46 人。
(25) 5/17-5/18 法鼓山義工旅遊，計 80 人。
(26) 5/19-5/20 鋼友旅行社(四)，計 107 人。
(27) 5/23-5/23 均頭國中定向越野，計 575 人。
(28) 5/27-5/28 中一中美術班戶外教學，計 70 人。
(29) 5/20-5/21 暨南大學研習，計 40 人。
(30) 5/28-5/29 忠義路教會，計 43 人。
(31) 6/9-6/9 圓圓創作公司 HONDA 廣告拍攝，計 70 人。
(32) 6/10-6/11 新竹林管處志工參訪，計 40 人。
(33) 6/25-6/28 生活能量公司活動，計 120 人。
(34) 6/30-7/1 惠文高中優質計劃戶外教學，計 50 人。
(35) 7/4-7/7 樂高沃克夏令營，計 140 人。
(36) 7/9-7/12 香港培正中學戶外教學，計 124 人。
(37) 7/12-7/13 培英國中校外教學，計 92 人。
(38) 7/13-7/15 園藝系曾珮綺國際團體接待，計 32 人。
(39) 7/13-7/15 惠蓀森林營(一)，計 70 人。
(40) 7/13-7/14 西屯區公所員工旅遊，計 66 人。
(41) 7/17-7/19 惠蓀森林營(二)，計 80 人。
(42) 7/15-7/17 吉德堡夏令營，計 40 人。
(43) 7/16-7/22 中一中美術合唱團，計 100 人。
(44) 7/22-7/23 若瑟醫院共識營，計 48 人。
(45) 7/24-7/26 惠蓀森林營(四)，計 70 人。
(46) 7/27-7/28 中興有害生物防治暑期碩士班課程，計 40 人。
(47) 7/27-7/29 惠蓀森林營(五)，計 60 人。
(48) 8/2-8/4 中山兒童生態科學營，計 50 人。
(49) 8/5-8/9 馬禮遜美國學校戶外教學，計 68 人。
(50) 8/6-8/7 高雄教會旅遊，計 70 人。
(51) 8/9-8/10 台東師院同學會，計 45 人。
(52) 8/9-8/10 台南護專主管共識營，計 30 人。

(53) 8/12-8/14 自然攝影研究協會，計 42 人。
(九)新化林場
1.育樂業務
(1) 106 年 2 月 25 日完成新化林場電子發票系統安裝及上線使用，目前
林場安裝 3 台電子發票機。
(2) 辦理本場學生實習館修繕規劃，並邀請 2 家建築師事務所蒞場現勘
規劃評估，設計監造由莊欽淇建築師事務所得標。
(3) 洽訪台南市衛生局說明新化林場為台南市民最熱門登山路線有設
置 AED 設備需要，取得該局認同並媒介台南扶輪社轉贈 AED 設備 1
套，並於 106 年 6 月 9 日安裝和教育訓練完畢。
(4) 收費站大門假日常有登山遊客車輛違停影響行車視線及用路人安
全，經洽訪新化區公所協調劃設禁止臨時停車紅線，該所於 106 年
6 月 28 日辦理現勘並同意增設紅線（台南市新化區公所 106 年 7 月
3 日所農建字第 1060422750 號）。日後如有違停車輛可逕報派出所
開單處罰。
(5) 106 年 3 月 23 日起於收費站販賣興大冰淇淋，推廣興大產品及增加
林場收入。
(6) 辦理收費站新租 1 台咖啡機，作為販賣拿鐵、美式咖啡使用，並於
7 月 1 日起增加販賣興大惠蓀咖啡，拿鐵 80 元/杯、美式咖啡 70 元
/杯。
(7) 新化林場為因應假日遊客需求，106 年 6 月 27 日起收費站假日（六、
日及連續假日）提早至 6：30 分開始收費。
(8) 支援高雄市左營國中資優班學生生態教育活動，計 80 人次。
(9) 完成新化林場聯外道路路標指示牌新置及更新調查，規劃三條路線
分別為：(1)國道 8 新化交流道往新化林場(2)國道 3 與 86 東西向快
速公路號關廟交流道往新化林場(3)台南二寮觀日亭經岡林至新化
林場。
2.經營業務
(1) 105 年 9 月 27 日因梅姬颱風造成風倒木壓損王安女民宅，王君向中
興大學申請國家賠償，林場前往拜訪溝通協調，王君於本年（106）
4 月主動行文本校撤銷國賠申請案。
(2) 辦理 105 年新化林場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不動產土地使用補償金
96,861 元收繳完畢。
(3) 辦理張國恩工寮面積 49.8 平方公尺，王台生占用水泥鋪面面積 89.49
平方公尺拆除完畢。
(4) 林場與民眾比鄰土地，因雙方對界址有異議，為釐清異議會同林管
處經營組辦理蕭永騰（中興段 348）
、張國恩（中興段 424）
、黃吉成
（中興段 783）、劉芳瑜（中興段 901）土地鑑界。
3.育林業務
(1) 106 年 106 年 4 月份提供東勢林場桃花心木苗(3 吋)1,000 棵及提供
惠蓀林場桃花心木裸根苗 3,000 棵，作為造林使用。
(2) 配合梅雨季林場於 5 月份培育桃花心木苗 1,000 棵，金櫻子 300 棵。
(3) 蒐集新化地區特色植物，目前計有閉鞘薑、薑黃、术莪、密毛魔芋、
球薑各 50 棵於網室內培育。
4.總務業務
(1) 完成手推式割草機和掀蓋式垃圾桶採購事宜。

(2) 完成農特產中心旁木平台修繕木料及五金配件採購。
(3) 完成收費站電子發票機及空心磚（步道維修用）採購。
(十)東勢林場
1. 林區內道路兩側遭棄置廢物持續監測中。
2. 辦理造林承租戶歐綵蓁及吳春水繼承換約。
3. 本年度預定新植造林地面積計 2.83 公頃。
4. 8 月 15 日完成新設簡易溫室 1 棟，面積約 70 平方公尺。
(十一)文山林場
106 年 2 月至 106 年 8 月除例行巡視業務外，本場技工於 4 月 24 日~25
日支援惠蓀林場木工班，5 月 10 日~11 日支援惠蓀林場木工班，6 月 19 日~21
日支援新化林場，7 月 19 日~21 日支援新化林場木工修繕。
二、最近半年來重要措施及成果
(一)經營組
1.國有公用被占用不動產處理
本處被占用不動產處理 106 年已多次與占用戶協調，占用戶皆未騰
空返還，本案持續列管，並依規定陳報教育部。另持續與臺南市政府溝通，
並進行排除占用。
2.有效管理租地，增加租金收入
本處依森林法放租之林地，屬於暫准租地之契約，如有新訂契約或
續約換約案件，原則上將租金計算方式，由土地公告地價調整為以公告
現值為標準計收，並增加營業稅，以增加租金收入。
3.增加深山巡護工作，以保護森林資源
近來因不肖莠民，至惠蓀林場及林務局南投處交界處，盜伐樹頭材等
情，為保護林場之森林資源，透過惠蓀原住民共管會通知附近原住民部
落，如提供有用之情資予派出所成案或破獲者，將由林場提供適當之獎
勵，並由林場增加巡護工作，以保護森林資源。
4.加強林道維護及河川地治理工作
惠蓀林場關刀山林道為目前最常使用林道之一，故已發包每年進行二
次維護工作，以維持林道通暢。另河川地治理，除與林務局南投處加強聯
繫，並請求協助外，另已發包緊急清淤開口契約，以因應緊急狀況。
(二)育林組
1.申請林務局新植造林計畫獲得補助
為增進實驗林營運績效，106 年度造林補助申請，已獲林務局補助
55.5 萬元。新植面積 2.835 公頃 (東勢林場)，撫育面積 5.378 公頃 (東勢、
新化、惠蓀林場)。
2.企業合作造林
持續推動企業合作造林，以增加林場營運績效。目前各林場需造林之
林地少，故現與企業合作撫育工作為主。未來則視林相更新結果，如有空
地，則可再與企業合作造林。
3.環保署苗圃育苗計畫
106 年度育苗計畫獲環保署補助 75 萬元，已完成採種、播種及移盆

工作，培育 6000 株苗木。
4.林相更新案
惠蓀林場 3、4 林班之造林地約 40 公頃，杉木已種植 60 餘年，已成
老熟林狀況，目前已規畫林相更新工作，105 年規劃行列疏伐工作 1.44 公
頃。已於今年初完成作業及驗收。
5.惠蓀林場咖啡樹撫育作業計畫
惠蓀咖啡具有相當知名度，但由惠蓀林場自產咖啡豆卻少之又少，
本年度已進行全區除草 3 次，及部分區域截幹更新中，期使惠蓀咖啡能
達到經濟規模。
(三)森林育樂及推廣組
1. 申請林務局優質森林經營推廣計畫 106 年度獲補助 220 萬
利用惠蓀林場及新化林場之疏伐木或風倒木製作木材的衍生產物
及中小徑木加工利用等。持續蒐集台灣食藥用植物，並進行活體展示規
劃，預計進行金櫻子育苗 1000 株以上，並進行食藥用植物 40 種以上之
蒐集。此外並進行棕梠科、桑科植物 40 種以上蒐集。以森林之資源、
主產物及副產物為主軸，進行一系列之活動，除於活動中展示與木材相
關之文化創意活動外，更結合環境教育、觀光產業等展售活動，預計舉
辦 2 場次以上之活動。藉由辦理希望之樹-台灣杉活動，同時透過贈苗
植樹活動，藉以鼓勵民眾愛護森林，節能減碳、珍惜資源。
2. 惠蓀林場森林遊樂區計畫之檢討修改
依據森林遊樂區設置管理辦法第五條規定，本遊樂區計畫報由台灣
省政府 82.3.19.八二府農林字第 156169 號函准予實施在案。另依據森
林遊樂區設置管理辦法第 6 條規定，將本遊樂區計畫報由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林務局 89.4.8 八十九林育字第八九一六 O 五七二二號函准予實
施在案。此次修改版本規劃至 114 年經營計畫。
3. 完成本處於 96 年申請之「中興大學惠蓀林場」及「興大惠蓀咖啡」商
標研展。
4. 辦理完成本處向經濟部水利署中區水資源局申請「惠蓀林場臨時用水登
記使用」執照，自 106 年 7 月 7 日至 108 年 7 月 6 日止。
(四)研發組
1. 辦理各項教學實習工作
提供各項教學及實習之場域，近半年來共計辦理 15 件。
2. 辦理各項試驗及研究
配合辦理各項試驗及研究，近半年來共計辦理校內 11 案。
3. 彙編「林業研究季刊」
39 卷 1 期已出刊及網頁上線，39 卷 2 期正排版校稿中。
(五)惠蓀林場
1. 完成輕食館整修案及周邊環境改善工程完工，提供林場餐飲更多元選擇。
2. 辦理春遊惠蓀「曉春入惠蓀，樂享自然，品咖啡」專案，自 4 月 1 日-6
月 30 日平日入住定價 7 折優惠，依房型贈送咖啡券，共辦理 1913 人
次。

3. 完成木屋區及輕食館用電整併及廢除,原用電區域分別由山莊高壓電及
研習中心供電。
4. 6/5 搶通蘭島溪北側因梅雨季土石清淤阻斷的道路，並於 6/17 完成河床
土石清淤。
5. 於本處惠蓀林場校木屋區域，完成木作涼亭 1 座、木椅鞦韆 1 座。
(六)新化林場
1. 完成新化林場營業設立登記，稅籍編號：742028134，統編：47883876，
負責人：吳佾鴻，營業地址：台南市新化區知義里口埤（財政部南區國
稅局 106 年 2 月 8 日南區國稅新化銷售一字第 1063541934 號函）。
2. 今年度新化林場收回自營，門票與興大咖啡、冰品銷售收入從 106 年 2
月 16 日至 7 月 31 日止，總收入計 1,809,706 元。
3. 林場收回自營後首次辦理夜間觀察及螢火蟲觀賞活動，從 4 月 21 日至
5 月 20 日，增進林場收入。
4. 辦理園區特色植物步道規劃及整修，完成原濕地生態區整修 1 條寬約
2.5 公尺長約 200 公尺之步道，栽植野薑花 300 株，營造野薑花道。
5. 辦理林場棲地環境營造，計種植馬兜鈴、澤蘭、魚木、台灣香檬、馬利
筋、唐棉、長穗木、馬纓丹、繁星花等食草蜜源植物及芭蕉科植物。
6. 辦理浺融池進水處濕地步道整修完畢，共計寬 2.5 公尺、長 500 公尺，
並補植原生蜜源及食草植物，營造螢火蟲及蝴蝶棲地環境。
7. 辦理林場收費站廣場原木圍籬及電動柵欄和新購收費站伸縮大門施工
完畢。
8. 完成新化林場收費站入口意象建置及大草原咖啡休憩區綠美化施工作
為林場新景點。
9. 商請惠蓀林場、東勢林場及文山林場同仁進場協助農特產中心旁木平
台修繕，並於 7 月 21 日施工完工。
10. 建置新化林場官網，並於 106 年 6 月 30 日設計完成上線，官網網址：
【 www.forest76.com.tww 】。
11. 完成新化林場全區林道、步道路線 GPS 定位及規劃設計中英文全區導
覽圖及 Logo。
(七)東勢林場
8 月 15 日完成新設簡易溫室 1 棟，面積約 70 平方公尺。
三、今後發展方向與展望
(一)經營組
1. 森林經營理念以生態系為主軸，加強森林與林業經營管理，以環境可持
續性使用為目標，進行森林經營。
2. 持續提升服務品質，因應惠蓀林場投 80 線解編，除現正辦理專用公路
申請，以提高服務品質外，並計畫進行惠蓀林場 1、2 號橋附近之道路
路面重新舖設工作，並持續進行林道整修工作。
3. 本校接管林場時，即有部份土地有占用之情形，且部份為西拉族之山林
部落族人。為落實林地之管理，故持續與占用戶協商，並以完成排除占
用收回為目標。
4. 加強林地之收入效益，持續辦理特別放租之契約換約或新承租案件時，
以調高租金徵收基準，增加經營收入效益。

(二)育林組
1. 建立苗圃培育苗木之能力及能量，以滿足未來新植造林及遊樂區綠美化
之需求。
2. 持續進行植樹造林及林相更新工作，厚植校產，林木是學校有形資產，
並可留給後人使用，故本處亦積極進行造林及撫育工作。
3. 惠蓀咖啡永續經營，106 年開始進行全面精耕及更新，期使惠蓀咖啡能
量產，品牌及品質能精益求精。
(三)森林育樂及推廣組
1. 配合林務局國產材利用政策辦理木材文化節系列活動，呈現林產品利用
與生活關係，加強林產物開發利用推廣，以提升森林產品價值增進林農
收益，永續林業經營。
2. 持續修繕新化林場園區內步道、植物解說牌和指示牌更新等。
3. 辦理惠蓀林場楓林山莊及新化林場學生實習館整修。
4. 調查規劃新化林場園區步道路線及代表性動、植物，設計全區地圖及簡
介摺頁。
5. 藉由本處志工甄選新血，併加強各式解說服務訓練，以促進志工服務持
續進步。
(四)研發組
1. 進行教學、實驗、研究等重點工作，並配合本校通識中心、興大附農等
進行相關課程。
2. 持續與全國相關森林科、系、所學校合作，除進行實驗研究外，並提供
優質森林環境，供學生實習。
3. 積極彙編實驗林研究性期刊「林業研究季刊」，並每季定期出刊，提昇
本院及實驗林研究成果能見度。
(五)惠蓀林場
1. 持續改善水電及停車等各項基礎設施，提升客房及環境服務，配合強化
教學研究，提供遊客環境教育與與推廣服務；優先改善本處惠蓀林場會
議中心之週邊設施。
2. 積極改善內部管理制度，強化財務分析及管理，以期維持收支平衡。
3. 持續執行台灣原生食藥用植物保種中心計畫，針對台灣原生植物中具食
用及藥用潛力之植物，進行野外採集、苗木培育、出栽展示等工作。
4. 善用林場木材資源，利用林場之枯立木、疏伐木等木材資源，製作各式
具有獨特性之木桌、木椅、吊床、裝置藝術、遊憩器具。
(六)新化林場
1. 結合新化區公所、虎頭埤風景區管理所、口埤教會、大坑社區發展協會
和礁坑社區發展協會，發展地方特色農林產業，與地方墩親睦鄰、共榮
發展。
2. 新化林場收回自營後，將提供為本校各系、所及國內外相關院、系師生
從事各項教學實習、訓練、觀摩的場域，故本處將陸續建設相關基礎設
施，發展成為中興大學南部特色教學林場。
(七)東勢林場
1.持續辦理收回之出租地造林工作。
2.執行山村特色經濟植物之永續發展計畫，進行民俗植物野外採集、苗木
培育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