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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林產類生產、初級加工技術及作業人員與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課程報名簡章 

一、 目標： 

林務局為振興臺灣林產業，希透過市場需求來帶動臺灣人工林永續經

營生產，鏈結林業上中下游整體以推動林產業六級化，近年已陸續推動公

私有林林產產銷輔導、林業永續多元輔導方案等政策，並已建置 CAS、 TAP

驗證標章及台灣林產品生產追溯條碼（QR code）等國產林產品生產驗證與

溯源管理相關制度，以推廣國產木竹材利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已依民國

108 年底修正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 18 條規定，於去(109)年 3 月發布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管理辦法」，輔導農民、農民團體以國產、通過驗證或

指定農產品為原料，於一定規模以下且合法之農產品加工設施，進行特定

品項之初級加工，由農委會管理「農產品初級加工場」替代「工廠」登

記之政策。因前開農產品亦包括林產品，林務局為輔導實際從事林業生產

林農或林業合作社、農會等農民團體，在具備林業機具室之合法林業設施

下，亦能具備申請林產類「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資格，特別委託臺北

市林業技師公會辦理 40 小時以上林產類之初級加工技術及作業人員與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課程，以加強林農或農民團體之林業從業人員具備林業經營、

林產物生產與初級加工技術能力。該課程結束後將隨即進行考試檢定，及

格者林務局將頒發考試「及格證書」，供林農、農民團體作為申請林產類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之證明文件。 

二、 主辦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三、 承辦單位：臺北市林業技師公會 

四、 培訓對象： 

(一) 農民(以實際經營森林，具備森林所有人或森林法第 4 條所定視為森林所有

人資格之農民)；農民團體(有經營森林業務之農業合作社、林業合作社、

農會等農民團體)；有意願投入林業經營生產之自然人。 

(二) 報名後優先錄取對象順序如下：已具林業機具室之加工設施且為自有或配

偶、直系血親所有者；已參加林業永續多元輔導方案者；符合「農產品初

級加工場管理辦法」第 4條規定對象；有意願投入林業經營生產之自然人。 

(三) 配合防疫，本場次以 30 人為限，主辦機關保留篩選名單的權利，錄取訊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M003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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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於 110 年 10 月 27 日以 E-mail 通知。 

五、 培訓時間與課程： 

(一) 本訓練班課程於 110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一)至 110 年 11 月 5 日(星期五)，共

計 5 日。 

(二) 本訓練班總時數 43 小時(含考試與綜合討論)，課程總目錄，如附件一，各

課程上課時間如附件二。 

六、 培訓地點： 

(一) 室內課程：新竹林區管理處竹東工作站二樓會議室（新竹縣竹東鎮林森路

40 號）。 

(二) 參訪課程：正昌製材廠(新竹縣橫山鄉橫山街一段 152 號)。 

七、 考試與發證資格： 

(一) 考試及格證書：本次訓練課程結束前辦理學習成果測驗。 

1. 考試及格者： 

全程參與並經考試及格(70 分)，由承辦單位函報農委會林務局，由林務局

另行頒發考試及格證書。 

2. 考試不及格者： 

未全程參與或考試不及格者(未達 70 分)，得依技師公會頒發之結訓證書，

作受訓時數證明，得以參與補考（補考方式屆時依公告為準）。 

(二) 考試成績將於課後 14 個工作天內，以 E-mail 方式通知各位受訓學員，請

注意信件訊息。 

八、 報名資訊： 

(一)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25 日止。 

(二) 報名費用：免報名費。 

(三) 通訊報名：填具報名表(附件三)後，請傳真(02-23432253)或掃描 E-mail 至

指定信箱 forestry.ass@gmail.com。 

(四) 網路報名：林務局線上報名系統(https://theme.forest.gov.tw/signup/)報名。 

九、 餐飲： 

訓練課程期間僅供應午餐及茶水（為環保請自備餐具、水杯）。 

 

https://theme.forest.gov.tw/sign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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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交通&住宿： 

(一) 訓練期間交通及住宿請自理。 

(二) 承辦單位僅負責正昌製材廠參訪課程（11 月 5 日），從竹東工作站往返正

昌製材廠之接駁。 

十一、 新竹林區管理處竹東工作站相對位置圖： 

十二、 保險 

針對訓練期間其教育場所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6,600萬元，如需額外

加保旅行平安險請自行投保。 

十三、 聯絡資訊 

(一) 計畫主持人：臺北市林業技師公會 邱志明 林業技師   

(二) 報名聯絡人：臺北市林業技師公會  王先生     

電子信箱：forestry.ass@gmail.com 

電話：02-23432253 

  

mailto:forestry.as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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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林產類加工技術及作業人員與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 

課程 時數 師資 

林業政策法規 2 
林業試驗所森林經營組       

湯適謙 副研究員 

林產經營計畫編撰 2 
中興大學森林系 

楊德新 教授 

經營目標與收穫決策 2 
中興大學森林系 

顏添明 教授 

森林測計 2 
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系 

王兆桓 教授 

原木檢尺及分等 2 
中興大學森林系 

楊德新 教授 

材種辨識 2 
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系 

卓志隆 教授 

林業機具操
作與伐木造
材集運管理 

鏈鋸操作與維護 3 
植群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宋梧魁 負責人 

伐木造材集運管理 3 
植群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宋梧魁 負責人 

木材加工機械介紹 3 
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蘇文清 教授 

木材加工簡易實作參訪 3 
永泰林業合作社 

梁國興 負責人 

木材及竹材
性質與製材
(製炭)加工
技術 

良質材施業技術與評估 2 
臺北市林業技師公會 

邱志明 林業技師 

木竹材初級加工技術 2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王松永 名譽教授 

木材乾燥與保存 2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王松永 名譽教授 

木竹材之製材加工技術
與性質 

3 
中興大學森林系 

楊德新 教授 

木竹材之製炭加工技術
與性質 

3 
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 

羅盛峰 主任 

作業人員與
林場、加工
場現場安全
執行與注意
事項 

林場安全衛生 2 
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系 

卓志隆 教授 

加工場現場安全衛生 2 
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黃俊傑 教授 

考試、學習問卷調查與綜合討論 3  

總時數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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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10 年「林產類加工技術及作業人員與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 

課程時間表 

時間：110 年 11 月 1 日~11 月 5 日 

地點：新竹林區管理處竹東工作站二樓會議室（新竹縣竹東鎮林森路 40 號） 

行程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11/1 

第一天 

8:30-9:00 報到  

9:00-9:10 長官致詞 
 

9:10-12:00 伐木造材集運管理 宋梧魁 

12:00-13:00 午餐 

13:10-14:50 材種辨識 卓志隆 

15:10-17:00 良質材施業技術與評估 邱志明 

11/2 

第二天 

8:10-10:00 經營目標與收穫決策 顏添明 

10:10-12:00 加工場現場安全衛生 黃俊傑 

12:00-13:00 午餐 

13:10-15:40 木材加工機械介紹 蘇文清 

15:50-17:40 林場安全衛生 卓志隆 

11/3 

第三天 

 

8:10-10:00 林業政策法規 湯適謙 

10:10-12:00 原木檢尺及分等 楊德新 

12:00-13:00 午餐 

13:10-15:40 
木竹材之製材加工技術與

性質 
楊德新 

15:50-17:40 林產經營計畫編撰 楊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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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11/4 

第四天 

8:10-10:00 木竹材初級加工技術 王松永 

10:10-12:00 木材乾燥與保存 王松永 

12:00-13:00 午餐 

13:10-15:40 
木竹材之製炭加工技術與

性質 
羅盛峰 

15:50-17:40 森林測計 王兆桓 

11/5 

第五天 

8:20-11:00 鏈鋸操作與維護 宋梧魁 

11:00-12:00 午餐 

12:00-15:00 木材加工簡易實作參訪 梁國興 

15:00-17:40 
考試、學習問卷調查與綜合

討論 
王松永、邱志明 

備註：本次辦理之訓練課程，屆時如講師因故無法出席授課時，承辦單位會另

行安排專業師資進行授課或做部分課程調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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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林產類加工技術及作業人員與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 

報名表 

（報名截止日期： 民國 110 年 10 月 25 日止） 

姓 名  性 別 □ 男 □ 女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號 
 

聯 絡

電 話 
 

行動

電話 
 

聯 絡

地 址 

□□□□□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身 分 

□農民  □合作社  □農會  □有意願投入林業經營之自然人  □其他             

備註：因名額有限，符合下列情形，請勾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得優先錄取。 

1. □農地已取得設置林業設施－林業機具室之容許許可。 

2. □森林已參加林業永續多元輔導方案。 

3. □森林所有人或森林法第 4 條所定視為森林所有人。 

E-mail  

餐 點 □ 葷 □ 素 □ 其他 

備 註 

1、電話、聯絡地址及 E-mail 須能接收相關報名資訊與證書收件等重要事項，及配

合中央防疫規範實聯制，請務必詳實填寫，以免資訊或證書未能寄達。 

2、服務單位與身分作為報名優先順序之篩選，請詳實填寫完整資料。 

3、姓名與出生日期作為及格證書印製之必要訊息，請務必以正楷方式詳實填寫。 

4、為環保，請自備水杯。 

5、配合防疫，參加人員請全程佩戴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 

 

聯絡人：臺北市林業技師公會  王先生 

電話： 02-23432253     

傳真： 02-23432253           

電子信箱：forestry.ass@gmail.com 

網路報名：https://theme.forest.gov.tw/signup/ 

〈請以電子信箱、傳真或網路報名，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mailto:forestry.ass@gmail.com
https://theme.forest.gov.tw/sign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