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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林產物採運工作

作 業 規 範
第一條 開工與前置作業

1.
2.

3.
4.
5.
6.

承採商與機關訂定採運契約書後即可申請開工，惟開工後應完成下列事
項始可進行伐木作業：
參加機關舉辦之開工暨危害告知說明會，另承採商需自行召開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並將訓練紀錄報機關備查，紀錄詳如附件。
承採商應於作業期間辦理雇主意外責任險，其屬自然人者，應自行投保
人身意外險。承採商依前段辦理之保險內容如下：
(1) 被保險人：以承採商為被保險人。
(2) 保險金額：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新台幣 500 萬元。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新台幣 1,500 萬元。
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新台幣 3,000 萬元。
(3) 每一事故之承採商自負額上限：新台幣 2 萬元。
(4) 保險期間：自開工之日起至本契約核發之採取許可證所載採運期間
(如有申請延期採運者，保險期間需比照順延)。
完成設立採運作業告示牌 2 面，樣式與內容由機關提供(如附錄一)，豎立
位置由機關監工指定。
配合機關辦理界木及保留木點交作業。
配合機關辦理防火安全檢查合格。
承採商提交工作人員名冊，如有人員變更，應於 15 日內將變更人員名冊
報請機關備查。

第二條 作業設備與安全裝備
(一) 伐木作業所採用之設備包括「鏈鋸」
、
「手鋸」及「板斧」
，必要時得採
用「怪手」等重機械協助作業。
(二) 集材時依現地狀況使用「怪手」或架設「索道」及「集材機」
，並以「貨
車」或「鐵牛」運輸林木。
(三) 現場工作人員均應配戴「安全帽」
、
「反光背心」
、
「安全鞋」
，並穿著適
當之「工作服」及「工作褲」
；鏈鋸操作人員須配備「面罩」
、
「隔音耳
罩」、
「防護手套」，以及穿著「防割褲」
。
(四) 如現場工作人員未穿戴防護裝備、防護裝備配戴不齊全或防護裝備規
格不符合前款標準，經機關監工查獲或由民眾檢舉查證屬實者，機關
應通知承採商改善，如通知日次日起 3 日內仍未改善，機關有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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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採商立即停工，待承採商改善後始得復工。(該停工期間照計工期，
日數不得補足。)
第三條 作業標準及注意事項：
(一) 伐木
1. 各伐區內林木除已註記之母樹或貴重木應予保留外，餘造林木及雜木應
全數砍伐。
2. 伐木作業不得損傷留存木(含界木及保留木，已以繩索、噴漆或烙印等方
式進行標示)，留存木損傷株數超過 20 株時，廠商應依受損害林產物山價
賠償機關，另依山價一點五倍作為懲罰性違約金。
3. 砍伐前，應先擬定伐倒方向以免損傷留存木，林木砍伐之切點高度，規
定為上坡地面之 30 公分處(但環境不許可時允許公差 20 公分)；處分之林
木，其在切點以下部分，非經機關許可不得挖掘採取，違者移請檢察機
關偵辦，除應依山價賠償外，並按山價 3 倍賠償作為違約金。
4. 伐區內伐除之林木應全數搬出，惟因伐採作業產生之殘材、腐朽材、瑕
疵材，如不搬出，應依機關監工指示截斷，整齊堆疊置於伐區周邊、形
成堆積帶或就近排列於林地地形凹陷處，應使其不易移動，不得妨礙後
續造林木與留存木之生長，亦不得留置於溪床。
5. 伐區內已註記之保留木及早期伐採後留存之樹頭，均不得砍伐、搬運及
損傷，違者按山價 3 倍賠償作為違約金，情節嚴重者移請檢察機關偵辦。
(二) 集材整堆
1. 為保護留存木及水土保持，伐木集材作業應盡可能維持原有地被，處分
之林木不得任意由山上向山下轉材或利用土滑路段集材，亦不得利用地
曳方式拖行木材。
2. 為減少砍伐集材線障礙木破壞林相，承採商應接受機關監督集材。如需
機械集材，應在不破壞林相之原則下，架設集材線，並應儘量利用山溝、
谷地及障礙木較少地區架設，並設置保護措施，集材時不得傷及留存木。
3. 機械集材時禁止使用留存木當集材主柱，集材柱木應組設護木，防止鋼
索(眼環索)沒入柱木，致減低柱木之強度，並達到保護柱木目的。
4. 承採商應將原木堆疊於指定臨時土場位置，或在不影響車輛通行下，整
齊堆置於林道兩側或臨時作業道上。
5. 堆材時應將原木末端以同方向堆放整齊，以便機關派員檢驗，倘有殘餘
木材、廢材等，應一併搬運處理，或依機關監工指示整理堆放，不得任
意留置土場內。
6. 材堆如需堆疊，以堆成梯形為原則，必要時應使用墊木等制動措施，彎
曲材盡量配合凹凸部分堆成穩定的狀態。
(三) 林產物查驗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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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木材積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規定 CNS442 計算。
2. 原木末端直徑 20 公分以上，應逐枝編號檢尺；枝梢材、廢材及末徑小於
20 公分之原木，得成堆放置，並以棚積法計算材積。
3. 承採商得分批申請查驗放行工作，如欲申請林產物交付，須於 10 日前填
具國有林產物查驗放行申請書，並檢附依前款檢尺方式辦理之材積明細
送交機關，待機關派員辦理放行作業後，始可進行木材搬運作業。
4. 如有材堆不整齊或材積明細不齊全，致機關查驗放行作業延誤者，由承
採商自行負責。
(四) 林產物搬運
1. 承採商於木材搬運時，應攜帶核許文件及搬運單，隨時供機關、警察單
位、森警隊查核。
2. 承採商應自行負責聯外道路之落石、簡易坍方之搶修作業，如屬嚴重天
災造成林道路基流失者，則得洽主責機關負責修復；惟如係承採商超載
或原木堆置超出車高、車長、車寬等原因，致道路、橋樑、公共設施或
其他私人財產之毀損時，承採商全權負責修復或相關賠償事宜。
3. 載運車輛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行經社區時，應安排前導車輛、
廣播或交通指揮人員，並請務必減速慢行。
4. 承採人應將搬運之木材後續流向作成紀錄(林產物登記帳簿)，並將紀錄
交由機關備查。
(五) 臨時作業道
伐區內舊有作業道得予整修，整修費用已計入林產物價金，整修路線需
依機關監工指示辦理，不得損傷林木，亦不得擅自新設作業路線。
(六) 跡地檢查驗收
承採商於採運期限屆滿前(包括核准延期之採運期限)完成林產物之伐
採後，應於 7 日內填具申請書報請機關辦理跡地檢查驗收，經機關檢查
合格後發給作業完畢證明書，標準如下：
1. 採取之林產物（含其製成品）全部伐採搬清。
2. 伐區內不搬出之殘材、腐朽材、瑕疵材，皆已依作業規範第 3 條第 1 項
第 1 款第 4 目處理完畢。
3. 完成採運作業告示牌 2 面。
4. 林木砍伐之切點高度不超過 30 公分，允許公差 20 公分。
5. 留存木損傷數量不超過 20 株，超過應依契約書第 24 條及作業規範第 3 條
第 1 項第 1 款第 2 目扣罰。
6. 環境整理：土場清理、臨時工寮或其他設施清理、殘材、垃圾、鋼索、
燃料等清理。
若跡地檢查不合格，機關將通知承採商於指定期限內改正，未能於期限
內改正或拒絕不改正者，履約保證金將不予發還，亦不發給作業完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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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書。
第四條 油料、廢棄物管理
(一) 環境管理
1. 承採商需於作業現場周邊設置臨時廢棄物集中區，將作業過程中所產生
的廢棄物集中管理。
2. 承採商需於作業現場通風處(下風處)設置臨時危險物品存放區，包括易
燃、易揮發或有毒物品存放區，如機具所使用之潤滑油、機油及燃油與
殺蟲劑等化學藥品等，並於臨時存放區配置滅火器。
3. 承採商需設置臨時油料或化學藥劑添加區，需特別注意避免滲漏而造成
土壤危害，並於區域內配置滅火器。
4. 運作中之機具，若有潤滑油滲漏或溢出之現象，應採取措施避面土壤污
染。
5. 管理人員應不定時巡視林場內的環境衛生狀況。
(二) 廢棄物之分類處理
1. 屬於一般容器類的廢棄物，包括苗木容器及生活廢棄物等，應集中放置
於作業區附近。
2. 裝盛化學藥劑、燃油或機油等容器，應妥善集中於作業區附近且通風良
好處，並避免容器內殘餘之液體外漏造成污染。
3. 工作人員作業過程中所產生的生活廢棄物，應妥善分類處理。
4. 承採商作業過程所產生之各類廢棄物，應定時或定量，將廢棄物運出林
地。
(三) 作業完成，承採商需請機關監工檢視環境，確認無廢棄物殘留於林地
後，才可報請完工跡地檢查。
第五條 突發事件處理
(一) 作業期間，若發現保育類或高保護價值物種之棲息地，應立即停止於
該林木周邊之作業，並通報林管處前往標記、處理。
(二) 作業中遭遇毒蛇或蜂類等動物，應暫時停止作業，確保其離開無危害
時再接續作業。
(三) 界木或保留木如因天災、病蟲害或其他非可歸責於承採人之原因而傾
倒、死亡、或影響工程安全時，可由承採人報請機關補設界木或作妥
適之處置。
第六條 其它注意事項：
(一) 作業規範如有未盡事宜，應依據機關監工之指示辦理；如經機關監工
指示應改善而未改善，情節嚴重者，機關得扣減採運日數。
(二) 本工作具備高度技術及危險性，作業期間，承採商必須經常派員駐在
現場督率施工、工作程序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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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承採人作業應確實遵照「森林法」、
「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
、
「林場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營造安全衛
生設施標準」
、「勞動檢查法及其施行細則」
、「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
檢查辦法」、
「勞動基準法及其施行細則」、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
置規則」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隨時注意工地安全及水、火災
之防範，以維採運或搬運工作人員之安全，並應遵守作業所在地之單
位及其派駐現場之監督、護管、押運等人員監督指揮。
(四) 集運木材如經過私有土地，應告知土地所有人並取得同意，如有損及
第三者之權益，承採人應自行負責協調及補償事宜。
(五) 承採工作所使用之一切生產成本，其機具設施、路面養護、搬運、過
磅或保險之費用均已列在生產費用內，由承採商負責，除有採運契約
書第 37 條不可歸責事由外，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額外費用或主張任何
權利。
(六) 作業時如遇有立地環境特殊，部分留存木不予伐除確實有礙作業之情
形，應由機關現場監工勘察認定後，報請機關核定以障礙木處理，障
礙木處理程序未完成前，承採商不得擅自伐除。
(七) 本契約之各種書表格式，由機關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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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採運作業告示格式
 內容：
東勢林區管理處人工林伐採作業
施行目標及效益：
為落實人工林永續經營與合理利用，本伐區林木已
達伐期齡，且林分趨於老化，生長量減緩，伐採後再新
植苗木，促進森林資源利用與循環，以營造健康森林，
並提高國產木材自給率。
伐採後之林地光照量增加，可促進地表腐植質分解
提高土壤肥沃度，有利土壤種子庫發芽及地被植物正常
生長，以減緩土壤沖蝕。

採取許可證字號：(111)主木字第
採運期限：111 年

月

日至

號
年

月

日

採運樹種：
施行地點、面積：
施行單位、負責人：
管理單位：東勢林區管理處 04-25150855
現場監工：雙崎工作站

 樣式：A 字型直立型告示牌(如示意圖)
60 公分

9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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