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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臺灣與國際的接軌，我國林業發展正邁向一個新的紀元，為了

因應近年來國內林木疫病蟲害日益嚴重，要維護這些林木免於受病蟲害

侵襲，必須仰賴全民對樹林的共同關懷。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2010 年

發布「林木疫情監測及防治體系」，由林務局執掌「林木疫情管制、策

劃與防治中心」，並於林業試驗所設置「林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負

責全國林木疫情通報、鑑定及諮詢服務，統合行政資源，加速疫情傳遞

及處理時效，以減低森林及其他林木資源遭受嚴重病蟲為害之可能，維

護森林健康，營造永續生態，並持續 e 化林木疫情監測服務網絡，以落

實全國林木病蟲害之防治管理。「林木疫情監測及防治體系」下之「林

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主要提供林木疫情診斷線上申請、林木疫情

最新消息通報、常見病蟲害簡介、樹木保護相關電子書及遠距離教學功

能等；同時也針對重大林木病蟲害建立多種防治技術；網站也提供多樣

性、便利性及互動性兼具的林木疫情診斷服務，讓疫情資訊更為流通，

縮短病蟲害診斷時間，掌握疫情動態現況。同時鑒於樹木保護的技術發

展及制度建立日益重要，林業試驗所亦於 2012 年正式成立我國官方第

一個「樹木醫學中心」，整合樹木健康醫療體系的相關技術研究團隊，

並結合產官學資源，以提供林木健康管理諮詢、診斷及培訓樹木醫療專

業人才，進而落實我國的樹木健康管理及居住環境保護。 

 關鍵詞：林木疫情監測及防治體系、林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 

前言 

臺灣地區自然生態資源豐富，具有許多獨特的生物，而森林為這些生物的棲

地，在物種保存上，森林保育扮演了相當重要的角色。近年來節能減碳的概念已

逐漸烙印在人類的心中，森林保護與積極植樹也已成為人類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

要維護這些林木免於受病蟲害侵襲，必須仰賴全民對樹林的共同關懷。森林健康

管理與樹木醫學之研究，是國際趨勢也是國內具急迫性之行動，隨著臺灣與國際

的接軌，我國林業發展正邁向一個新的紀元，為了因應近年來國內林木疫病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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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嚴重之情況。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2010 年設置「林木疫情監測及防治體系」

(圖一)，由林務局執掌「林木疫情管制、策劃與防治中心」，並於林業試驗所設

置「林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負責全國林木疫情通報、鑑定及諮詢服務，統

合行政資源，加速疫情傳遞及處理時效，以減低森林及其他林木資源遭受嚴重病

蟲為害之可能，維護森林健康，營造永續生態。 

圖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2010 年發布「林木疫情監測及防治體系」，由林務局執掌「林
木疫情管制、策劃與防治中心」，並於林業試驗所設置「林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
負責全國林木疫情通報、鑑定及諮詢服務，統合行政資源，加速疫情傳遞及處理
時效，以減低森林及其他林木資源遭受嚴重病蟲為害之可能，維護森林健康，營
造永續生態。 

Fig.1.“Forest Epidemic Diseases Monitoring and Prevention System” 
announced by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ng “Forest disease & 
pests control, planning and prevention center” and “Diagnosis and 
information center of forest diseases and pests”, to integrating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accelerate diseases promulgation and control 
of forest diseases. The content of project focuses on building website 
system and opening it to relevant institutions and public, and 
continued updating regularly. “Diagnosis and information center of 
forest diseases and pests” has raised the online promulgation system, 
consult for disease identification service, establishment of forest health 
service net, update forest diseases library and provided the analysis of 
“forest disease identification and diagnosis” to assist relevant 
institutions in diseases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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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林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對於國內林木疫情，不僅提供診斷鑑定

及防治上的建議，更整合林業試驗所之樹醫團隊，利用林木疫情服務網絡，可即

時掌握了疫病防治黃金時機，大大的提高了防疫效能，同時也加強與林務局的聯

繫工作，局所透過網路聯絡，讓林木疫情通報及防治更加完善。(圖二) 

 

圖二 「林木疫情監測及防治體系」跨部會合作流程。 
Fig.2. Across Ministries flow path of “Forest Epidemic Diseases Monitoring 

and Prevention System”. 

材料與方法 

「林木疫情監測及防治體系」介紹 

根據臺灣省政府頒布之「建立林木疫情監測體系專案計畫」，我國的林木疫

情監測及防治工作在 1998 年 5 月就已經開始啟動，直至 2008 年 8 月為了強化林

木疫情通報行動，將原有之監測架構調整為「林木疫情監測體系組織分工及工作

流程」；然而，為了使林務局與林業試驗所間之合作更加完備，2009 年 9 月由農

業委員會訂定「林木疫情監測及防治體系」，依此體系局所啟動 e 化林木疫情監

測服務網絡，由林業試驗所資訊小組共同協力建置 e 化網絡服務系統，以落實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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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病蟲害之防治管理。林業試驗所並於 2010 年正式揭牌成立我國「林木疫情鑑

定與資訊中心」。 

「林木疫情監測及防治體系」網站是農委會整合國內林木疫情的總指揮部，

並在其下建置二中心，一為林務局執掌之「林木疫情管制、策劃與防治中心」，

負責執行林木疫情發布、管制、規劃、政策推動及相關行政業務；另一為林業試

驗所執掌之「林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負責研究、監測及風險評估等業務。

為使疫情監測防治體系能順利運作，由林業試驗所接受林務局之委辦計畫辦理，

並由林試所資訊小組大力幫忙下，使本體系下之林木疫情小組成員能順利運作及

提供網絡服務，自 2009 ~ 2011 年間林試所資訊小組負責完成林務局「林木疫情

管制、策劃與防治中心」網站建置，以及協助完善林業試驗所「林木疫情鑑定與

資訊中心」之網站功能。 

在落實方面，透過林務局與林業試驗所一同建立之我國林木疫情通報、鑑定、

防治及監測體系，共同組成「林木疫病小組」，期望完善「林木疫情監測及防治

體系」網站之相關功能，使農委會「林木疫情監測及防治體系」網站，與林務局

「林木疫情管制、策劃與防治中心」和林業試驗所「林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

二中心間，形成網狀聯繫，跨部會分工合作，加強疫情管制之效能。 

「林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提供林木疫情通報與診斷防治服務 

「林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為國內第一個官方提供之全國林木病蟲害防檢

疫監控資訊網，在此之前，林業試驗所提供林木病蟲害的診斷鑑定及防治諮詢服

務已有十餘年；至 2007 年，林業試驗所與林務局共同設置林木健康服務網站，

藉由網路的快速傳輸，開放線上診斷申請，提供民眾一個線上林木疫情服務窗口，

提供林木健康之診斷鑑定及防治諮詢，並建立林木病蟲害的防檢疫資料庫；提供

林木保護相關知識，並記錄林木病蟲害相關的診斷技術及資料，提供民眾查詢，

使全民能參與維護林木健康。根據 2007 至 2012 年線上申請之受理案件，比起傳

統透過郵寄、傳真、電話的方式，受理案件總數大幅成長了約四倍 (林木疫情鑑

定與資訊中心網站： http://health.forest.gov.tw)。 

「林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主要業務，包括提供林木疫情診斷線上申請、

林木疫情最新消息通報、常見病蟲害簡介、樹木保護相關電子書及遠距離教學功

能等；同時也針對重大林木病蟲害，如褐根病、腐朽菌、枝枯病、松材線蟲、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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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釉小蜂及蘇鐵白輪盾介殼蟲等，建立多種防治技術；同時也提供多樣性、便利

性及互動性兼具的林木疫情診斷服務，讓資訊更為流通，縮短病蟲害診斷時間，

掌握疫情動態現況。 

林木疫情中心提供的林木健康問診服務，讓民眾在發現林木出現不健康的情形

時，可經由服務網提出診斷申請，該中心將會盡快請樹醫專業人員提供相關的診

斷與防治建議，以幫助林木回復健康。林木疫情中心於 2007 年獲得 ISO9001：

2008 國際品質管理系統標準認證，為確保疫情服務流程更加嚴謹、滿意度及親

民化，才能提升為民樹醫服務。近年來更因安全農業備受重視，為了營造優質生

態環境，本網站亦加強宣導非農藥及生物防治，進行林木非農藥(生物製劑、礦

物油)防治之環保宣導，積極推動安全林業，以降低農藥使用量，避免環境汙染。 

結果與討論 

2006-2012 林木疫情統計分析 

根據2006至2012年林木疫情諮詢案件統計，七年間林試所林木疫情中心共受

理林木疫情諮詢服務總計4,597件，在通報案件中以病害最多(2,366件病害)，非

生物性因子對樹木造成的影響次之(1,446件，約佔31%)，蟲害則為第三名（785

件蟲害）。依據統計數據顯示，褐根病仍為本疫情中心受理最多之案件，因此使

得病害亦為總件數統計中第一名；另外，排名第二的並非蟲害，反而是與林木健

康生長的維護有關之生理性與物理性因子，因此可知除了考慮病原菌及昆蟲對樹

木的影響外，其他的環境因子，如陽光、空氣汙染、灌溉水的品質、土壤來源、

不當修枝、不正確移植及過多工程加入等問題，均為我們應該注重的項目。 

根據2006至2012年林木疫情案件通報地區之統計，其中通報案件第一名地區

為臺北市共1,522件(佔總案件的33.11％)；第二名為新北市425件(佔9.25％)；第三

名則為大臺南383件(佔8.33％)；第四名為大臺中323件(佔7.03％)；第五名為彰化

縣245件(佔5.33％)。然而各地區通報案件數的多寡，並不代表疫情危害的嚴重情

形，此結果可能與該地區公園綠地的覆蓋率，以及地區民眾對樹木病害的危機意

識較高有關，未來將持續針對全臺各縣市辦理宣導教育的工作，以提高民眾對樹

木病蟲害的認知，並持續擴大推動林木疫情通報系統的使用。 

2012年單年度林木疫情諮詢案件統計顯示褐根病與介殼蟲仍為國內林木的

5



 

102 年森林健康之管理與經營國際研討會 

2013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orest Health Management 

主要病蟲害 (圖三)。樹木褐根病，歷年來通報次數高居首位，為我國樹木需防

治的重大疫情。近年來配合宣導教育，成功讓民眾對此病害有充足的認識，同時

透過樹木褐根病調查、通報系統，全民共同參與褐根病的防治工作，讓全國感染

褐根病樹木的調查範圍遍及全臺各縣市，使統計樣本數逐年上升外，也讓資料更

具有代表性，發揮防治宣導工作之成效 (圖四-六)。 

圖三 2012 年「林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通報案件統計表。 
Fig.3. Disease analysis data derived from“Diagnosis and information center 

of forest diseases and pests”i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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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2008 至 2012 年「林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受理案件病蟲害及其他因素分析。 
Fig.4. Diseases, pests and other factors influence data analysis derived from 

“Diagnosis and information center of forest diseases and pests” 
during 2008-2012. 

 
圖五 2008 至 2012 年「林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受理病害案件分析。 
Fig.5. Disease analysis data derived from “Diagnosis and information center 

of forest diseases and pests” during 200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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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林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病害排行 (A) 及病害統計分析 (B)。 
Fig.6. Disease ranking (A) and statistics analysis (B) derived from“Diagnosis 

and information center of forest diseases and pests”during 2008-2012.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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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林木疫情蟲害之部分，歷年來通報案件數最多者為介殼蟲及刺桐釉小蜂。

其中介殼蟲為農林作物的重要害蟲，分布地區極為廣泛，尤以熱帶及亞熱帶地區

為多，介殼蟲所有種類都是植食性，其體微小，繁殖力強，防治困難，部份種類

更能傳播植物疾病，使植物遭受更大之損害，而造成我國樹木嚴重危害之介殼蟲

中，又以危害樟樹的樟白介殼蟲和危害蘇鐵的白輪盾介殼蟲最為嚴重，林業試驗

所已嘗試使用點滴注射的方式進行防治工作，希望透過不會造成環境汙染的藥劑

注射法，達到蟲害防治之目的 (圖六-八)。 

 

圖七 2008 至 2012 年「林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受理蟲害案件分析。 
Fig.7. Pests analysis data derived from “Diagnosis and information center of 

forest diseases and pests” during 200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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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林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蟲害排行 (A) 及統計分析 (B)。 
Fig.8. Pests ranking (A) and statistics analysis (B) derived from“Diagnosis and 

information center of forest diseases and pests” during 2008-2012.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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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木疫情追蹤與外來入侵種風險評估 

過去幾年來，各地均有林木疫情通報的案例，且件數逐年上升，顯示我國在

林木疫情通報體系的建立上，已獲得初步成效。而從各地通報的案件中，以褐根

病最多，因此建構「褐根病疫情通報系統」網站，建立完整的資料庫管理、提供

褐根病調查申請、地圖蒐尋資料系統、疫情追蹤調查申請、案件統計與報表匯出

等服務，加強臺灣人民對此一病害的了解和關注，避免此病害的規模擴大。對於

近年逐漸受到關注的筆筒樹疫情，亦建立一「筆筒樹疫情監測資訊網管理維護」

網站，提供筆筒樹相關資訊及全臺筆筒樹個體空間分布資訊，以監測疫情之發

展。 

林木疫情之監控，不僅侷限於定期追蹤我國現有病蟲害情形，對於有可能入

侵我國的病蟲害，亦需預先蒐集資料避免外來入侵種病蟲害破壞生物多樣性，進

而造成農林業嚴重危害及經濟損失。“外來種”(alien species) 指在其過去和現在

自然分佈區之外引進的一個物種、亞種或低級物類，在原生態系統中從未出現的

生物物種，即非本地原有的物種，包括可能存活和隨後繁殖的此類物種的任何部

分、配子、種子、卵或繁殖體。“外來入侵種”（入侵種）(invasive alien species, IAS) 

則指一個外來物種，其引進和/或傳播會對生物多樣性構成威脅，是原生態系統

中的外來新物種外，亦是造成經濟重大損失，威脅人類健康，破壞生態系統之入

侵種。由於國際間活動密切頻繁，外來入侵種入侵方式包括有交通運輸、農業、

林業、海洋、園藝、貿易、旅遊及國防活動等不同途徑。入侵種不僅包括動物、

植物甚至小至微生物病原菌，外來入侵的微生物病原菌問題，其影響是破壞生物

多樣性，讓植物嚴重危害，使對外經濟貿易受阻，為與國際入侵種資訊平臺接軌，

急需即時取得入侵種正確資訊，因此建立「林木外來入侵種病蟲害查詢系統」網

站，以針對我國國內的物種、環境和生態系統所危及程度，進行風險評估；同時

兼顧其所在區域和全球層級上的重要性，採取不同的管理計劃。 

成立官方第一個「樹木醫學中心」 

農委會林業試驗所鑒於樹木保護的技術發展及制度建立日益重要，於2012

年12月21日正式成立官方第一個「樹木醫學中心」，整合樹木健康醫療體系的相

關技術研究團隊，並結合產官學資源，以提供林木健康管理諮詢、診斷及培訓樹

木醫療專業人才，進而落實我國的樹木健康管理及居住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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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擴大樹木健康管理服務，「樹木醫學中心」下分設「林木疫病蟲害鑑定、

防治諮詢與資訊」、「林木健康診斷」及「林木修剪養護」三組。「林木疫病蟲害

鑑定、防治諮詢與資訊分組」提供林木病蟲害診斷鑑定及防治諮詢服務，建立林

木病蟲害防檢疫資料庫，整合林試所現有的「林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樹木

褐根病調查通報系統」及「筆筒樹疫情監測資訊網」三個資訊網絡維護及服務，

建立樹木病蟲害防檢疫資料庫，提供樹木病蟲害診斷鑑定及防治諮詢，定期維護

並統整資訊網絡；「林木健康診斷分組」主要協助建立與宣導國內林樹木預防醫

學之概念，提供林木健康檢查、危險等級評估及林木健康管理建議等服務；「林

木修剪養護分組」則提供林木正確栽植、移植、修枝、養護等技術訓練及諮詢服

務。 

我國在林木疫情管理與保護方面，早有許多足與國際「樹藝師」堪比的優秀

人才，為了讓專家有所發揮並傳承珍貴經驗，急需建立適合我國的樹醫認證制度，

設立一套完善的認證制度與持續的教育訓練，並配合林木疫情通報系統的運作。

林試所研究團隊在2010至2012年間，分別前往日本與美國研習樹醫制度及進行技

術交流，並邀集國內外專家學者舉辦多場研討會及座談會，透過經驗交換與學習，

為成立「樹木醫學中心」奠定良好的根基。 

透過「樹木醫學中心」的成立，整合國內樹木保護的技術與資源，並制定合

於國際規範的「樹木醫師」考試認證制度，將有利於我國樹木保護工作的長遠發

展，目前已與臺灣大學合作，開設樹醫課程，強化國內樹醫人才之培育。為積極

推展認證制度，「樹木醫學中心」亦將持續進行產、官、學等三方面的合作，未

來也將持續進行林木健康管理之研究、林木病蟲害防治規範之研究以及建立林木

健康偵測、管理資訊系統與知識庫等，促使我國樹木保護與自然保育的工作能更

上一層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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