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臺南樹藝系列講座─大樹修剪理論實務與修剪計畫撰寫
你認識十二不良枝嗎？你知道不良枝不一定都要修掉嗎？你會寫修剪計畫嗎？
近年樹木保護意識抬頭，在樹木保護團體的監督以及修剪證照的考訓制度下，斷頭
式的樹木修剪方式已越來越少。但當樹木管理人員面對大樹或年老的老樹，可能就不適
用一般行道樹的修剪方式。如何依樹木之生理健康狀況、環境狀況及修剪目的進行修剪，
考量不良枝的去與留，就是本次講座講述的重點。
在臺北、臺中以及臺南等縣市修剪列管老樹前，必須提交樹木修剪計畫，通過後才
可以進場修剪；臺南的工務局也在契約範例中，新增樹木修剪事項：「施作前提送樹木
修剪計畫書予機關審核」。到底甚麼是修剪計畫？要如何撰寫？
而修剪方式除了以吊車修剪之外，吊車無法到達的地方也可用安全攀樹的技術修剪，
甚至古蹟上方樹木的修剪，也可利用溜纜的手法讓修除的樹枝不會直接掉落。歡迎各位
蒞臨學習。
一、 研習時間：108 年 6 月 18-19 日
二、 研習地點：臺南市政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S706 教室(南臺科技大學內)、北區開元
振興公園
三、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四、 承辦單位：昕麟庭園藝有限公司
五、 參加名額：80 人，額滿為止。(全程參與者可登錄環境教育終身學習時數、志工可
登錄特殊訓練時數 12 小時)
六、 參加對象：樹木管理承辦人員 50 位、廠商 20 位、民眾 10 位。講座名額有限，各單
位請指派 1 位樹木管理人員參加，並以珍貴樹木管理人員優先錄取。
七、 課程表
(一)6 月 18 日室內課程
時間
課程內容
報到
9:00-9:25
長官及來賓致詞
9:25-9:30
樹木修剪對生理的反應
9:30-11:00
中場休息
11:00-11:10
大樹、公園樹與行道樹修剪的不同
11:10-12:0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2:00-13:30
吊車及攀樹修剪介紹與安全注意事項
13:30-15:00
中場休息
15:00-15:10
樹木修剪計畫撰寫指南
15:10-16:00
16:00-16:30
Q&A 時間
賦歸
16:30

(二)6 月 19 日室外觀摩
時間
課程內容
報到
9:00-9:30
樹木修剪前之評估與安全教育訓練
9:30-10:20
中場休息
10:20-10:30
10:30-12:00
大樹修剪觀摩與 Q & A 時間
午餐及休息時間
12:00-13:30
攀樹修剪前之評估與安全教育訓練
13:30-14:20
中場休息
14:20-14:30
14:30-16:30
攀樹修剪觀摩與 Q & A 時間
賦歸
17:00
八、 主講者介紹
講師：詹明勳
單位：國立嘉義大學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助理教授
經歷：全國性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 林業技術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林業技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助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技士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助理研究員兼對高岳林區主任、兼
教學研究組組長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助理教授
ISA 國際認證樹藝師(TW-0131A)
ISA 樹木風險評估証書
講師：藍梁文
單位：臺灣都市林健康美化協會 常務理事
經歷：ISA 國際認證樹藝師(TW-0161A)
ISA 國際樹藝協會認證攀樹師 (CTW/SC) 認證考試考官
臺中市樹木保護委員會
臺灣綠屋頂暨立體綠化協會 理事
日本樹木醫樹木危險度檢測及修剪訓練結業
中華民國景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景觀樹木修剪技術」監評委員
環保署 環境教育人員(證書編號：104EP105066)EP105066)
勞委會造園景觀乙級技術士、丙級技術士
勞委會園藝丙級技術士
行政院環保署「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
講師：廖偉健
單位：翠碧雅柏顧問有限公司 負責人
經歷：ISA 國際認證樹藝師(HK-0971AT)
ISA 國際樹藝協會認證攀樹師 (HK-0971T)

攀樹作業經歷：10 年
2017 台灣攀樹綿標賽
首席技術員
新加坡攀樹綿標賽
大師賽第二名
臺灣林業試驗所-樹藝課程導師
林業試驗所-105 年尼伯特颱風救援
大安森林之友基金會-105 年大安森林風災樹木修復工程
臺南市農業局珍貴老樹修剪及維養
臺中市文化局受保護樹修剪及維養
九、 交通資訊
(一) 6 月 18 日室內課程
 地點：南台科技大學 S 棟大樓 S706 教室(臺南市永康區南台街 1 號)
 搭火車：大橋火車站下，由南台街進入校園。
 自行開車：中正南路轉正南一街(見左側 VOLVO 招牌後進入牌樓巷內)，約
500 公尺後右轉南臺科技大學，校園可停車。
 地圖：

(二) 6 月 19 日樹木修剪觀摩
 地點：開元振興公園
 集合地點：華興振興里聯合活動中心(北區林森路三段 181 號)
 集合時間：9:00-9:30，9:30 準時帶至修剪場地
 地圖：

十、 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 網路報名：為減少紙張使用，請點選以下網頁後報名。
https://forms.gle/qcN27eeSomXUP6FG8

報名網址 QR code

(二) 傳真報名：無網路則填寫下頁表格後傳真至 06-252504EP105066)2 並來電確認
(三)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08 年 06 月 14EP105066) 日止或額滿為止，名額 80 人。
(四) 聯絡電話：請洽昕麟庭園藝有限公司 06-2525135，報名後請於當日準時與會，
若不克前往請立即告知，以備候補學員。
(五) 如遇風雨或講座時間地點更改，請至愛樹一生一世網站(http://
oldtree.tainan.gov.tw/) 最新資訊查詢。

大樹修剪理論實務與修剪計畫撰寫
傳真報名表
一、
二、
三、
四、

研習時間：108 年 6 月 18-19 日
研習地點：臺南市政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S706 教室(南臺科技大學內)、北區開元振興公園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承辦單位：昕麟庭園藝有限公司

服務單位
性別

姓名
□男 □女

身份證字號
E-mail

手機
餐食

□葷 □素

時數登錄

□公務人員學習時數

備註

請學員自行攜帶環保杯。
請閱讀以下個資使用說明，同意請簽名。

□志工特殊訓練時數

請傳真至 06-2525042 並來電 06-2525135 確認。
請詳填 e-mail，以備通知報名成功與否。
我們非常尊重您的個人資料與隱私權，也將妥善保護您提供給我們或是我們蒐集到之個人資料。
對於您個人的資料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並在保護個人隱私的原則下有限度的運
用。
二、 為針對參加本次「大樹修剪理論實務與修剪計畫撰寫」活動辦理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志
工時數」服務及本活動相關行政作業事項所需而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一、

本活動蒐集之個人資料包括您的姓名、電話號碼及身分證字號(不需學習時數者免填)。
四、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您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報名表上所填報的個人資料。如您欲行使這
項權利，請洽主辦單位辦理。
五、 為辦理本次研討會而需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時，您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您的個人資
料。若您選擇不提供資料或提供的資料不完整時，本局將無法為您辦理活動所需之登錄「公務人
員終身學習時數、教師研習時數、志工特殊訓練時數」服務及其他相關之服務。
三、

報名者請詳閱本簡章，並於下方簽名確定同意本簡章內容：
本人已閱讀並了解上述之聲明，並 □同意

簽名：

□不同意 提供本人個人之資料。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