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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樹木修剪作業規範  
           中華民國 103年 9月 26日臺北市政府府授工公字第 10334383100號函頒 

1 通則  

1.1 概要 

1.1.1  本規範適用於本府所轄管之樹木。 

1.1.2  樹木修剪應經樹木管理單位同意後方可施作。 

1.1.3  本市受保護樹木之修剪應依「臺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1.1.4  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與廠商簽訂之契約，如涉及樹木修剪工程，除應於契

約明定廠商應遵守本規範外，並應於契約明定廠商違反本規範時之違約處

理機制。 

1.1.5  本規範為製作修剪施工計畫書的標準指引，以確保修剪工作正確的執行，

修剪施工計畫書應確實依照本規範製作。  

1.1.6  農業、園藝生產或以造林為目的之修枝方法，則不屬本規範範圍。 

 

1.2 工作內容 

1.2.1  適用本規範者，除本規範另有規定外，應擬定修剪施工計畫書，修剪施工

計畫書內容應至少包括施工期程、內容、修剪目的，明確的修剪標的樹

木，正確的修剪部位、類型、修剪範圍（位置、比例、修剪的規模等等）

及修剪作業時間等項目，得參考修剪施工計畫書範本(如附錄 1)。  

1.2.2  若有防災、公共安全、緊急通報等急迫性須限時處理之情形，得不擬定修

剪施工計畫書逕行緊急處理，惟仍應依本規範所訂事項辦理修剪工作。 

1.2.3  各機關由同仁自行修剪非屬委外辦理之工程時，得不擬定修剪施工計畫

書，仍應依本規範進行修剪。 

1.2.4  修剪應由修剪技術人員施行，修剪技術人員必須熟知修剪的操作過程及其

風險，以及所需器具的使用操作方法。 

2 名詞解釋 

2.1  修剪施工計畫書與修剪相關資料、文件所使用名詞，應採用本規範所定義之名詞。 

2.2  名詞種類 

2.2.1   基本名詞： 

2.2.1.1 修剪：選擇性去除樹體的部分以滿足特定目的和目標。 

2.2.1.2 修剪施工計畫書：為了提供修剪服務所提出，陳述細節及可量化的

計畫或企劃。  

2.2.1.3 機械修剪：使用動力設備修剪樹木。 

2.2.2   植物體 

2.2.2.1 莖：木質結構，帶有芽、樹葉及其它新生莖。  

2.2.2.2 芽：指尚未發育完成的枝條，依照著生位置可分為頂芽、側芽和不

定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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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 節間：芽與芽或側枝與側枝之間的區域。 

2.2.2.4 定芽：於特定位置長出的芽，包含莖頂著生的頂芽、葉腋著生的側

芽。 

2.2.2.5 不定芽：相對於定芽，於非特定位置長出的芽，例如由傷口形成層

分化長出的芽。 

2.2.2.6 頂芽優勢：指植物的頂芽優先生長，對側芽萌發、側枝生長的抑制

作用，也包括對側枝、葉子生長角度的影響。 

2.2.2.7 潛伏芽：一部份的芽由於受到頂芽優勢等影響，長期的進行休眠。

隨著樹木的生長成為埋在樹皮下的芽，在頂芽優勢失去後，即可萌

發成枝條。 

2.2.2.8 形成層：向內形成邊材（木質部），和向外形成內樹皮（韌皮部）的

細胞分裂層。 韌皮部輸送有機養分及木質部負責運輸供水及無機養

分。 

2.2.2.9 癒傷組織：由形成層圍繞在傷口週圍形成的未分化組織。 

2.2.2.10 癒合：木本植物修復修剪切口或傷害的過程（如圖一）。 

 

圖一：樹木傷口的癒合過程。 

2.2.2.11 腐朽：由微生物引起木質組織的腐壞分解。  

2.2.2.12 傷口：當一個活的枝條或樹幹的樹皮被切斷、穿透、破壞、移除或

風力等因素所產生的開口。  

2.2.2.13 整修傷口：去除傷口周圍或裡面已損壞的組織。  

2.2.2.14 傷害反應材：由癒傷組織衍生而成，可以癒合傷口的已分化組織。 

2.2.3   樹木構造 

2.2.3.1 樹幹：樹木的地上部骨架結構，架構整株植物。 

2.2.3.2 樹冠：樹木的地上部，包括所有的樹枝和樹葉。  

2.2.3.3 根基：指樹幹的基部區域與根的交界處或根系和主幹之間的過渡區

域。 

2.2.3.4 脊領線：主幹與側枝之間的樹皮凸起區域，為主幹與側枝分界之標

記。  

2.2.3.5 環枝組織：在側枝基部由主枝與側枝纖維交錯生長而成的腫脹結構

區域（如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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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環枝組織的位置及生長方向。 

2.2.4   枝條及芽構造 

2.2.4.1 主幹：有優勢性、主導性的莖 。一棵樹可以同時有多個主幹。 

2.2.4.2 結構主枝： 從主幹開始生長到樹冠層最外圍的枝條，是形成樹冠的

主體結構部分的主要枝條。  

2.2.4.3 側枝：從主幹或主枝生長出來的側枝或枝條（如圖三）。 

                     

圖三：主幹、側枝及脊領線位置示意圖。 

2.2.4.4 多主幹：源於一個共同的交界處，且具有相近直徑的多個主幹（如

圖四）。 

              
                      圖四：多主幹之樹木 

主幹 

側枝 

脊領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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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5 二次側枝：側枝上的側枝（如圖五）。 

 
                           圖五：側枝的種類。 

2.2.4.6 枝梢：一支枝幹和其上著生葉片的總稱，尤其是幼年期。通常分為

春梢與夏梢。  

2.2.4.7 主枝/相對主枝：一次側枝上長的枝條叫二次側枝，二次側枝上又可

長三次側枝。因此，所謂的主枝是相對性的，指的是上一階層的枝

條。例如二次側枝是三次側枝的主枝。 

2.2.4.8 原生枝條與次生枝條：潛伏芽或不定芽長出的新枝，不同於由基部

長出之不定芽枝(吸芽)。  

2.2.4.9 干擾枝：交錯生長的枝條、互相摩擦的枝條、有潛在威脅樹體結構

或健康的枝條。  

2.2.4.10 吸芽枝：由根部長出之樹枝。  

2.2.4.11 預備枝：預備作為替代主枝之側枝。 

 

2.2.5  修剪 

2.2.5.1 節間修剪：在節間的位置進行修剪，由於失去頂芽優勢會促進潛伏

芽、不定芽萌芽的二次枝生長，因為沒有葉片，缺乏葡萄糖的供

應，會導致枝條潰爛。  

2.2.5.2 截頂：把主幹或主枝進行節間截斷，同時側枝沒有成為取代性主

幹、主枝。 

2.2.5.3 樹冠截頂：為了進行短剪或矮化，對樹冠的枝條進行大量的節間修

剪 (如非有公共安全因素考量，樹冠截頂是應被禁止的修剪方法，

使用本方法修剪需經過審慎評估)。  

2.2.5.4 殘枝：在樹枝斷裂或是節間修剪之後所殘留的枝條。  

 

2.2.6   其他 

2.2.6.1 枝條清理：修剪或移除不良枝條，包括枯病死及腐朽、破裂的枝

條。   

2.2.6.2 樹冠高度比：樹冠層高度相對於樹高的比例。  

主幹 一次側枝 二次側枝 三次側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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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3 樹體重建：樹木移植之後，根系生長充足到可以提供樹體穩定生長

及固定的能力的過程。  

2.2.6.4 水平預想線：位於棕櫚類植物葉鞘分生處的修剪假想水平線。 

 

3 辦理修剪之目的 

3.1  修剪作業進行前，須了解及確認辦理修剪之目的，且具正當、充足與明確的理由，方

能辦理。 

3.2  修剪目的可包括下列項目：  

3.2.1   提升公共安全  

3.2.2   管理樹木健康  

3.2.3 清理不良枝條  

3.2.4 形成良好樹體力學結構  

3.2.5 營造景觀美質  

3.2.6 保障市民生活品質與權利  

3.2.7 矯正、修復樹體缺陷  

3.2.8 其他特殊需求時 

3.3  依不同之修剪目的，考慮樹木之生長週期、樹木結構、種類，訂出符合修剪的範圍及

修剪方法之計畫。 

 

4 修剪的類型 

    分為枝條之修剪類型及整體樹型調整之修剪類型。 

4.1  枝條的修剪類型 

4.1.1   枝條清理：清理包括修剪或移除不良的枝幹，例如：枯枝、病枝、腐朽

枝、破裂枝（如圖六）。 

4.1.1.1 一般的樹木維護，進行基本維護之修剪類型。 

4.1.1.2 各種目的性修剪進行時，都應先進行清理枝條修剪後，再進行目的

性修剪。 

4.1.1.3 內向的交錯枝常因樹枝間的摩擦引發傷口，造成腐朽。因此必須依

照內空外實的原則(以主幹為中心，向外伸展的枝條分佈型態)將交

錯枝條進行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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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六：需清理之枝條類型 

 

4.1.2   短剪：修剪枝幹，以降低高度或寬幅的修剪方式（如圖七）。  

4.1.2.1 應考慮個別樹種對於短剪的耐受性。  

4.1.2.2 樹木原則應保持其原生型，確認須減少之高度及寬幅，針對每一枝

條相對的主枝，以修剪主枝 (幹)之方法進行修剪。 

4.1.2.3 不可進行樹冠截頂，易造成樹木中空腐朽，同時產生無結構之危險

枝條。 

4.1.2.4 每季修剪葉量原則不超過總葉量 25%。 

 

                       

圖七：短剪之正確及錯誤樣態 

 

4.1.3   矮剪：修剪主要主幹、主枝，以達到降低樹木高度的修剪（如圖八）。  

4.1.3.1 應考慮個別樹種對於矮剪的耐受性。  

4.1.3.2 需依主枝的修剪方式，有主枝 1/3粗細以上之側枝，取代主枝。 

 樹木應保持其原生型，儘量維持其主枝

(幹)生長。請遵守主枝(幹)修剪方法。 

不可截頂。截頂易造成樹木中空腐朽， 

同時產生無法結構的危險枝條。 

每季修剪葉量原則不超過總葉量

25%。 

不可進行樹冠截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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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八：矮剪之正確及錯誤樣態 

 

4.1.4   疏剪： 修剪以減低枝條的密度（如圖九）。  

4.1.4.1 疏剪應該使個別枝條與所有枝條呈現均勻分布之狀態。  

4.1.4.2 依側枝修剪方式，確認環枝組織位置，進行修剪。 

4.1.4.3 不可過度提升樹冠。(獅尾剪)。 

4.1.4.4 依照內空外實的原則，修剪各型態的交錯枝。 

4.1.4.5 每季修剪葉量不超過總葉量 25%。 

 

 

                       

圖九：疏剪之正確及錯誤樣態 

 

4.2  整體樹型調整之修剪類型 

4.2.1   矯正修剪：為了因錯誤修剪、破壞或受傷的樹木重建樹體結構、形式和外

觀。  

4.2.1.1 考量整體樹型，如已無可作為結構之枝條，應俟其生長位置長出新

芽之後，擇定未來枝條重建樹體結構。 

4.2.1.2 考量整體樹形，已產生偏斜、左右不對稱、枝條分布不平均現象

時，應以原樹型考量，才進行矯正修剪。 

4.2.1.3 針對修剪位置不佳(如有撕裂傷口、不平整、殘留枝條過長)之部

位，以正確的修剪方式重新修剪。 

4.2.2   樹冠提高修剪：是垂直方向清理主幹的下位側枝的修剪（如圖十）。  

4.2.2.1 提高樹冠，淨空下位枝的修剪工作。為了交通與行人之安全，人行

道樹木下位枝淨空高度為 2至 2.5公尺，車行道下位枝淨空高度為 4

至 4.5公尺。 

不可過度提升樹冠。(獅尾剪) 依照內空外實的原則，修剪各型態

的交錯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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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枝下高提高修剪 

4.2.2.2 考量樹高及環境等因素進行修剪，且樹冠高度不應該被減少到小於

50％樹高。 

4.2.2.3 不影響交通、行人安全之樹木，應儘量保持下位枝。  

4.2.3   樹體結構修剪：修剪以增進樹體力學結構的發展。 

結構修剪應是選擇性的修剪，主要針對幼年和老年樹木，以改善樹幹和樹

枝結構。  

4.2.3.1 主幹、主枝，預備枝及需移除枝條的尺寸和位置，均須一併考量後

再進行修剪。  

4.2.3.2 為了樹木長久的良好生長，樹木的主幹與結構主枝應予保留及保

護。  

4.2.3.3 選定強壯且具適當生長空間的結構主枝，優先保留向外放射方向生

長枝條。  

4.2.3.4 干擾枝、過長枝、受感染的、脆弱、即將掉落的枝條，在修剪工作

進行時應優先修剪。  

4.2.4   樹體控制修剪：修剪以控制樹形大小或增加枝條的生長率。   

4.2.4.1 針對生長旺盛及快速之樹種(如榕樹、橡膠樹等)，進行修剪作業，

以減少過度伸長之枝條，應計畫性進行修剪，以避免一次修剪過大

之枝條。 

4.2.4.2 針對較小之樹木，枝條數量較少(如為擴展型樹種僅有單一主枝)

時，修剪促進分枝生長。 

每季修剪葉量不超過總葉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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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主幹截頂修剪：是被禁止的修剪方法，為了降低樹木高度，忽略樹木的健

康或結構完整性，進行主幹、主枝的節間修剪。 

4.2.5.1 截頂會造成主幹腐朽，嚴重影響樹木生長，非必要之公共安全因素

時，不可進行本項修剪。 

4.2.5.2 進行主枝截頂修剪時，應確認可替代該主枝之側枝大小、位置。 

4.2.6   側枝淨空修剪(獅尾剪)：大量去除主幹、主枝的下位側枝以及內部枝條。 

側枝淨空修剪是被禁止的修剪方式（如圖十一）。  

  

                       圖十一：錯誤的側枝淨空修剪 

 

4.2.7   反覆截冠修剪法：在進行截頂修剪後（需經審慎評估，一般不可操作），

之後則以不傷害癒傷組織為原則，在同部位進行例行性修剪。（如圖十

二） 

4.2.7.1 應考慮個別樹木對於反覆修剪的承受力及反應，只適用於休眠落葉

及逆境落葉的樹種。  

4.2.7.2 應在實施重複截頂修剪法的枝條產生次生枝條之前進行修剪，且每

年均需進行修剪及管理。  

4.2.7.3 以重複截頂修剪法為目的的斷頭修剪只能在特定位置執行，並且只

能執行一次斷頭修剪。   

4.2.7.4 在重複截頂修剪法狀況之下，從修剪切口處長出的次生枝條，應於

每年落葉休眠期間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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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截頂後以反覆截頂修剪處理，日後維護修剪正確及錯誤樣態 

 

5 修剪的方法  

5.1  檢查樹木  

5.1.1   修剪的施工人員在工作開始前應目視檢查每一棵樹。  

5.1.2   如果觀察後發現情況需要超出原本工作範圍的狀況，應立即向監造單位、

樹木管理單位或是業務負責人報告確認後再繼續進行。  

5.1.3 樹木如有鳥巢或其他生物、病蟲害傳播之虞或現場有民眾反映等因素時，           

應立即向監造單位、樹木管理單位或業務負責人報告確認後再繼續進行。  

5.2  工具和設備  

5.2.1   設備、工具和操作方式，應極力避免造成樹木組織和樹皮的損傷。 

5.2.2   使用鋒利的修剪器具，盡量使傷口平順。 

5.2.3   依照修剪部位不同，選擇適當的修剪機具、手鋸或芽剪等。 

5.2.4   車輛、爬梯、工作台及其他工具設備等，應依相關規定設置及保養。 

5.3  修剪枝條的方法  

5.3.1   修剪時使用之修剪工具應鋒利。  

5.3.2 進行主枝修剪時，應選擇適當比例的側枝，斜切主幹，使側枝的養份能供

應主幹，進而取代原主幹（如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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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三：主枝修剪應選擇適當大小側枝 

5.3.3 主枝修剪部位應沿著脊領線位置以斜切方式進行（如圖十四）。 

 

圖十四：主枝之正確及錯誤修剪樣態 

5.3.4 主枝或主幹修剪時，當修剪的目的是為了減少枝條長度時，順著預備側枝

的枝幹角度傾斜修剪，並不破壞保留的枝幹，切口越小越佳（如圖十

五）。 

    

                   圖十五：減少枝條長度時正確之修剪方式 

 

5.3.5 側枝修剪，修剪應靠近主幹或主枝，環枝組織外側不可切除脊領線及環枝

組織或留下殘枝（如圖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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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六：側枝之正確及錯誤修剪位置 

 

5.3.6 側枝修剪移除時，應避免損壞樹體的其他部分。枝條直徑超過 10公分以上

者，應採用三段式修剪法修剪(圖十七)，避免樹皮撕裂或樹體破裂。在必要

時，需使用繩索或其他設備將移除的枝條垂降到地面，枝條長度大於 3公尺

亦應分段裁切，以免落下時傷及人車。  

 

                    圖十七：三刀剪之順序  

 

5.3.7   修剪最後應使切口表面平坦，並且不可使樹皮剝離。  

5.3.8 當移除枯死枝時，修剪切口應該正好切在活組織外緣。  

5.3.9 狹角枝、夾皮枝修剪： 

5.3.9.1 當必須切除的枝條與另一枝條相連的夾角過窄時，應從外緣往裡切

除，避免傷害留下的枝條（如圖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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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八：夾角較小時之修剪方式 

 

5.3.9.2 夾角小於 30度者，若其直徑小於 10公分下，也應擇一修剪，避免

未來產生結構安全問題，宜在枝徑 3~5公分時處理，留下單一主

幹。（如圖十九）。 

 

               圖十九：修剪側枝之正確及錯誤樣態 

5.3.9.3 U字夾角的樹幹遭受外力扯裂的機率大於 V字夾角，枝條要選擇角度

愈大的作為預留枝（如圖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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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不同夾角之樹木內部情形，角度過小容易造成腐朽 

 

5.3.10 修剪下的枝條，應於修剪工作完成之前或是每日工作結束之前加以清除並

運棄。   

 

5.4  修剪量 

5.4.1 每一季修剪不應超過全葉量的 25％。修剪的百分比和位置分配應根據植

物的種類、年齡、健康和地點進行調整，若有特殊原因如遮擋號誌、安全

疑慮等，則視需求調整。 

5.4.2 當必須頻繁且過度修剪一棵樹，以避免與公共設施、視野、交通、或公共

設備互相衝突時，即應考慮適當的移植樹木的可能性。 

5.4.3 潛伏芽的幹生枝、根生枝是因為樹勢衰弱的自救生長(需枝葉進行光合作

用)，在樹勢衰弱的階段，不宜全數去除。 

5.4.4 新植之樹木，修剪應限於清理不良枝條。 

 

5.5  傷口處理 

5.5.1 除非徵詢專業人員有疾病、蟲害、寄生物、萌芽控制或美觀之必要，不得

隨意使用市售傷口處理藥劑於填補傷口或修剪切口。  

5.5.2 會損害到樹體組織之各式藥劑不得使用。  

5.5.3 整修傷口，只需去除壞死或損傷的組織。  

 

6 棕櫚科修剪  

6.1 若是棕櫚葉、果實、葉柄構成潛在危險時應修剪，並注意除有 7.2情形外，健康的

葉片不應修剪，不得過量、過度修剪造成樹勢衰弱。  

6.2 除有影響公共安全之虞，如與電線、號誌路燈等衝突之狀況等，高於水平預想線以

上的健康葉片不應修剪（如圖二十一）。    

6.3 修剪棕櫚葉時應盡量貼近葉柄基部，但應避免傷害樹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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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棕櫚科之樹木，僅移除水平以下之枯黃葉片 

 

7 修剪施工應注意事項 

7.1 2月至 4月修剪內容可包含矮剪、短剪、疏剪等修剪強度高者。5月至 8月針對危險

枝條、枯枝、腐朽枝、過長枝條等修剪強度低者。常綠樹宜於春季萌芽前修剪，落

葉樹宜於休眠期修剪。 

7.2 廠商應於施工前 3日通知樹木管理單位、監造單位、當地里長，並張貼公告周知、

電請當地里長協助廣播，讓里民了解行道樹修剪時間、地點，確實減少施作當日樹

下停車情形以避免車輛污損，並利工進。施工當日如仍有車輛停放於待修剪樹木下

方，則車輛應覆蓋帆布或其他保護設施防止樹枝、葉屑、樹汁等掉落污損車輛，所

需帆布由廠商自備，如有損及車輛概由廠商負責。 

7.3 廠商應自備修剪所需之掃把、手鋸、畚箕、鏈鋸、繩索、長柄鐮刀、毛刷、樹脂、

警示帶、員工安全帽及反光背心、安全帶等資材及高空作業車、碎木機等機具，且

員工穿著之工作服應明顯標示廠商名稱，所備之機具及工作方法應符合勞工安全衛

生等相關法令規定。 

7.4 當日修剪樹枝應即載運至指定地點或經核准之地點集中堆置並即覆蓋帆布保持整

潔，不得遺留現場，載運樹枝、葉之車輛應以黑網覆蓋，避免沿路散落，所需黑

網、帆布由廠商自備。 

7.5 為維護施工期間交通秩序確保安全，廠商應依「臺北市區道路施工交通安全設施須

知」規定設置交通安全設施，管制人、車通行，避免誤闖造成公安意外。施工期

間，廠商應確實做好交通管制、安全措施及勞工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若因廠商疏

失發生意外事故，法律責任與賠償費用概由廠商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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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樹木修剪應盡量避免封閉道路，如需封閉道路施工，應事前依程序向主管機關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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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剪施工計畫書參考範本 

一、工程概述： 

(一) 工程名稱： 

(二) 主辦機關： 

(三) 承包廠商： 

(四) 監造單位：  

(五) 工程地點： 

(六) 合約金額：新臺幣○○○○元整。 

(七) 工程期限：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八) 工程內容：○○○○○○ 

本工程係施作本市○○○○○○之樹木修剪。地點位於○○區○○、○○等，，樹

木有○○、○○、○○等幾種，共○○株。 

二、人員職責： 

(一) 專任工程人員  

1. 負責督察品管人員及現場施工人員，落實執行品質計畫，並填具督察紀錄表。 

2. 督察按圖施工、解決施工技術問題，查驗工程時到場說明，並於工程查驗文件

簽名或蓋章等。 

3. 負責撰寫修剪作業計畫書，並依核定之計畫書督導施工人員。 

4. 其他提升工程品質事宜。 

(二) 工地負責人 

1. 代表駐在工地，督導施工，管理其員工及器材，並負責一切應辦理事項。 

2. 工程勘驗、查核、竣工查驗驗收或其他經監造單位/工程司書面要求時，工地

負責人應在現場說明。 

3. 與監造單位協調溝通。 

4. 指揮及協調現場施工作業。 

5. 控制工程品質及進度。 

6. 界面協調及現場監造。 

(三) 施工人員 

負責執行本修剪工程現場專業工作。 

三、樹木基本資料及修剪目的： 

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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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樹種分類填寫樹木基本資料及修剪目的總表。 

(二) 依修剪目的不同請分開填寫，可分為： 

1. 提升公共安全：如防颱修剪(縮小樹體)，遮住交通號(標)誌、路燈或車行視線或與

電線競合等。 

2. 管理樹木健康 

3. 清理不良枝條：如腐朽及結構不安全枝條、夾皮夾角枝幹。 

4. 形成良好樹體力學結構：構成健康樹形，如徒長枝、內向枝、密生枝等修剪。 

5. 營造景觀美質：為達到防風、防火、遮蔽、景觀等機能的樹形調整修剪。 

6. 保障市民生活品質與權利：如枝條有碰觸並影響住家門窗造成安全疑慮者、減少花

或果實、種子造成嫌惡，如木棉、掌葉蘋婆等。 

7. 矯正、修復樹體缺陷 

8. 其它：請詳細敘述。 

表一：樹木基本資料及修剪目的總表 

【請依實際需求增刪。】 

 

四、施工期程及進度：     日（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 

 

樹 種 

編 號 

樹種名稱 

 

樹木類

型位置

敘述 

米高徑(cm) /數量

( 株 ) 

修 剪 總

數 量

( 株 ) 

修剪目的 備 註 

(樹籍編號、

地點位置、) 

1 樟樹 行道樹 

最大值 : 60/2 

一般值 : 55/17 

最小值 : 30/1 

20  A1234567 

2 

 

榕樹 

 

園樹 

  

 150 / 1 

  

 

1 

 OO 公園水池

旁 

3 

    

 

 

  

4 

    

 

 

  

編號 施作地點 預計工作日數 工作日期起迄 備註 

1 民生東路一段 3 日 月  日~  月  日  

2 林森北路 2 日 月  日~  月  日  

3     

4     

 合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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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列各路段及地點，依實際需求增刪。】 

五、預計修剪時期：      月 

(注意：2月至 4月修剪內容可包含矮剪、短剪、疏剪等修剪強度高者。5月至 8月針

對危險枝條、枯枝、腐朽枝、過長枝條等修剪強度低者。常綠樹宜於春季萌芽前修

剪，落葉樹宜於休眠期修剪。) 

六、修剪圖說及說明 

依樹種不同，個別製作修剪圖說，內容應包括修剪的部位、類型、修剪範圍（位置、

比例、修剪的規模等等）。 

樹種編號  1、樟樹   全株計畫圖說 

原樹型照片: 

□原樹高       公尺，修剪計畫後樹高 

        公尺(注意:若非矮剪，樹高應不變) 

 

計畫後樹型示意圖:  

計畫修剪葉量: 5 %  (注意:每季最多僅能

修全葉量之 25%) 

 

修剪目的及類型詳述： 

例如修剪位置、比例、修剪的規模及被移除

的枝條、葉量的百分比均應具體說明。 

修剪類型的適當性評估： 

 

 

 

 

 

 

樹種編號  1、樟樹   細部計畫圖說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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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剪類型 :  

□枝條清理 

□矮剪(主幹、主枝修剪)  

□短剪(主幹、主枝修剪或側枝修剪) 

□疏剪(側枝修剪) 

□其他：＿＿＿＿ 

依勾選項目填寫以下圖說。 

樹木的主幹、側枝及節間結構都具有重要的力學功能，為達到修剪目的下需移除的部

位、位置、大小、需移除的部位、葉量比例應詳述。 

 

主幹、主枝修剪部位說明圖說: 

  

側枝修剪部位說明圖說: 

 

【請依樹木基本資料及修剪目的總表，每一樹種及不同目的者依序填寫。】 

七、注意事項 

(一) 修剪工作是切除植物的營養器官（如莖、葉），會造成樹木的衰弱及傷害，請在修

剪工作前，清楚瞭解修剪目的性及必要性。 

(二) 避免過度與高強度的截頂修剪。 

(三) 為使樹木受到的傷害減到最小，同時保護市民安全，請用正確的方法，修剪正確的

部位，在適當的時期進行安全的修剪工作。 

(四) 廠商應於施工前 3日通知樹木管理單位、監造單位、當地里長，並張貼公告周知、

電請當地里長協助廣播，讓里民了解行道樹修剪時間、地點，確實減少施作當日樹

下停車情形以避免車輛污損，並利工進。施工當日如仍有車輛停放於待修剪樹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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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則車輛應覆蓋帆布或其他保護設施防止樹枝、葉屑、樹汁等掉落污損車輛，所

需帆布由廠商自備，如有損及車輛概由廠商負責。 

(五) 廠商應自備修剪所需之掃把、手鋸、畚箕、鏈鋸、繩索、長柄鐮刀、毛刷、樹脂、

警示帶、員工安全帽及反光背心、安全帶等資材及高空作業車、碎木機等機具，且

員工穿著之工作服應明顯標示廠商名稱，所備之機具及工作方法應符合勞工安全衛

生等相關法令規定。 

(六) 當日修剪樹枝應即載運至指定地點或經核准之地點集中堆置並即覆蓋帆布保持整

潔，不得遺留現場，載運樹枝、葉之車輛應以黑網覆蓋，避免沿路散落，所需黑

網、帆布由廠商自備。 

(七) 為維護施工期間交通秩序確保安全，廠商應依「臺北市區道路施工交通安全設施須

知」規定設置交通安全設施，管制人、車通行，避免誤闖造成公安意外。施工期

間，廠商應確實做好交通管制、安全措施及勞工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若因廠商疏

失發生意外事故，法律責任與賠償費用概由廠商負責。 

(八) 樹木修剪應盡量避免封閉道路，如需封閉道路施工，應事前依程序向主管機關申

請。 

 

 

本工程願遵守「臺北市樹木修剪作業規範」及臺北市政府相關規範，並依本修剪施工計畫書

進行作業。  

專任工程人員簽章：                               工地負責人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