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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風險查核
1. 專案清查

本局 108 年「造林獎勵金補助」專案清查，就各林管

處 107 年受理申請及業經核定之獎勵輔導造林案件進行
書面查核計 175 案及實地查核計 33 案。清查結果未發現
重大違常事項，另研提 9 項行政興革建議供參。

2. 專案稽核

本局 108 年「國有林地出租管理」專案稽核，係為瞭

解租地造林案件之續 ( 換 ) 約申請流程是否確符相關規定，
並透過政風訪查、書面與現地查核等方式，瞭解各林管處

與工作站之案件執行現況及傾聽民眾心聲；本次各林管處

計辦理書面查核 188 案及現地查核 25 案，總計辦理 213
案。稽核結果未發現重大違常事項，另研提 5 項行政興
革建議供參。

3. 政風訪查

利用本局辦理 108 年「國有林地出租管理」專案稽核

時機，辦理政風訪查 125 案 ( 其中電話訪查 91 案，實地
訪查 34 案 )，經綜整承租人意見，除對本局提出 11 項業

務建議外，另表示因巡護員經常至租地巡查，承租人與巡

護員多屬熟稔，所接觸之各林管處工作站人員認真專業

且態度親切，對於所提疑問多能協助解決及改善，顯示同
仁之專業與操守獲得承租人的支持與肯定。

4. 登錄廉政倫理事件

本局暨各林管處 108 年廉政倫理事件共計受理 59 件，

其中受贈財物 24 件、請託關說 0 件、飲宴應酬 1 件、其
他廉政倫理事件 34 件。

5. 受理財產申報

本局暨各管理處 ( 所 )108 年應辦理公職人員財產申

報之人員均依規定完成申報作業，共計受理 75 件，包含
定期申報 43 件、就 ( 到 ) 職申報 23 件及卸 ( 離 ) 職申報
9 件。另辦理實質審查 12 人，前後年財產比對 6 人。

6. 監辦採購案件

本局暨各管 理 處 ( 所 )108 年 辦 理 採 購監 辦 案件計

1,392 案，其中工程採購 346 案、財物採購 143 案及勞務

採購 903 案，經進行年度採購案件彙整比對，研析潛存
風險及改善建議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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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安全維護
1. 資安稽核
辦理本局 108 年機關資訊安全稽核作業，並彙整「資

訊安全內部稽核彙整報告」，計有優點 4 項、應改進缺失

25 項及觀察事項 25 項，並提出建議事項 42 項，加強資
安風險管理。

2. 重大活動專案維護
辦理本局 108 年「中樞植樹活動」、「林業及自然保

育有功表揚大會」及「延伸島嶼生命綠贈苗活動」等專案
安全維護，活動期間無發生重大危安事件。

3. 處理民眾陳抗
本局暨各管理處 ( 所 ) 政風室 108 年協助各所屬機

關處理危安、陳情請願事件共計 15 次，除加強蒐報陳抗

預警資料，並提供相關因應對策及防範措施，圓滿完成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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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組 織架構圖

出版品目錄

110

永續分享生態系多元之服務惠益

技術應 用

行政 管理

附

錄

本局榮耀
1. 本局屏東林區管理處與永在林業合作社共同合作，以

5. 本 局 108 年 11 月 20 日榮 獲 內 政 部「107 年 度 TGOS

成功取得 FSC 標章，並於 108 年 9 月 27 日舉行授證儀式。

獎」；本局農林航空測量所建置之「航攝影像圖資瀏覽服

潮洲事業區 8,695 公頃林地申請 FSC 森林經營團體驗證、

2.「阿里山林業暨鐵道文化景觀」於 108 年 7 月 9 日獲
文化部公告登錄並授證為全國第一處「重要文化景觀」。

加值應用及加盟單位績效評獎活動」之「TGOS 流通服務
務平臺」榮獲「TGOS 加值應用奬」。

6. 本局南投林區管理處辦理「北港溪集水區第 5 期國有

林地整治工程」，榮獲第 19 屆公共工程金質獎水利工程
類「優等」；本局嘉義林區管理處辦理「阿里山森林遊樂
區木蘭園排水工程」，榮獲第 19 屆公共工程金質獎水利
工程類「優等」。

3. 本局羅東林區管理處出版之『霧林之歌－宜蘭古道自

然發現史』一書，榮獲文化部第 43 屆金鼎獎優良出版品。

7. 國產材臺灣館「樹屋•杉林」第 3 年榮獲國際建築建
材大展－優良參展企業形象獎。

4. 林務局與臺灣昆蟲協會合作出版臺灣的首部蟲癭圖鑑
《癭臺灣－蟲癭指南》， 108 年榮獲第 43 屆金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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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局榮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8 年「優良農業建設工
程」獎，得獎工程計有 33 件。

永續分享生態系多元之服務惠益

9. 本局南投林區管理處主計室主任陳時益榮獲 107 年優
秀主計人員，於 108 年 3 月 29 日接受主計長頒獎表揚。

10. 本局新竹林區管理處治山課技士張綸纖，獲選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 107 年廉能楷模，並於 108 年 6 月 19 日接
受公開頒獎表揚。

11. 本局花蓮林區管理處課員蔡文明榮膺農委會 108 年
模範公務人員。

12. 本局東勢林區管理處八仙山自然教育中心於 108 年

9 月 26 日參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第 7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榮獲國家環境教育獎臺中市初賽機關 ( 構 ) 組第 1 名。

13. 本局南投林區管理處埔里工作站技術士江盛中，經
南投林管處提報原住民族委員會「第 14 屆原曙獎」，榮獲

「傑出成就獎－土地管理類－原住民有功人士」，於 108
年 11 月 25 日接受頒獎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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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局南投林區管理處協助國家森林志工申請衛生福

利部志願服務獎勵，計有李秀霞 1 名獲得志願服務績優金
牌獎；廖玲惠、林照修等 2 名獲得志願服務績優銀牌獎。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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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本局農林航空測量所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推薦參評
「第 2 屆政府服務獎－整體服務類」，榮獲入圍肯定。

15. 本局屏東林區管理處之相關出版品，均同意授權國
家圖書館供「圖書館到你家數位頻道計畫」利用，獲國家
圖書館肯定並頒發感謝狀。

16. 本局花蓮林區管理處辦理「螢漫平森。在地創生－大
農大富賞螢生態旅遊之建立」，榮獲 108 行政院國家永
續發展獎。

20. 本局農林航空測量所榮獲國家安全局 108 年空間情
報圖資交流績效優良團體獎勵。

21. 本局嘉義林區管理處阿里山森林遊樂區香林神木周
邊景觀改善工程榮獲 2019 年嘉義縣公共建築景觀類建
築園冶獎殊榮。

22. 澎湖縣屬屏東林區管理處轄管之保安林眾多，屏東
17. 本局花 蓮 林區管 理 處池南自然 教育中心於 108 年
11 月 12 日榮獲「環保署 108 年度環境教育評鑑 績優單
位獎」。

林區管理處長期投入人力、經費協助澎湖縣辦理淨灘活
動，獲澎湖縣政府肯定並頒發感謝狀。

23. 本局屏東林區管理處國家森林志工劉倉任先生榮獲
屏東縣政府 108 年屏東縣志願服務銅質獎。

24. 本局局長林華慶獲選經理人月刊 2019 年「100MVP」
經理人，做為專業經理人學習、效法的典範。108 年 11 月
29 日假臺北遠東國際大飯店參加頒獎典禮。

18. 本局花蓮林區管理處出版品《森林・部落・人－太魯
閣林業史》、影像書《悠悠嵐山－林田山林業影像集》及

《憶森坂－林田山林業影像集》，108 年獲得「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獎勵出版文獻書刊」－推廣性書刊「佳作獎」。

113

願

景

確保生態系完整之服務 價值

永續分享生態系多元之服務惠益

重要記事
1月 7日

1月 9日

1月 18日
1月 19日
1月 22日
2月 19日

4月 23日

公告廢止「自然紀念物－珍貴稀有植物」臺灣油杉之

無人機作業的新時代。

4月 23日

於農委會舉辦「小熊要回家」記者會，說明南安小黑

錄」；「海洋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則由海洋委員會於

4月 29日

農林航空測量所舉辦「國產定翼型無人機交機儀式」
記者會，宣布以「熊鷹」命名，正式宣告專業航拍進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修正「陸域保育類野生動物名
同日公告。

農林航空測量所舉行「不可見的臺灣
異視界」新書發表會。

辦理「2019 高山與原住民生態旅遊國際研討會」。

農林航空測量所舉辦 60 週年慶祝大會，同時舉辦「航
測儀器典藏室」揭牌儀式。

本局與臺灣農民組合協會、彩田米友善農作公司協力

推動「金山地區生態網絡推動實踐計畫」，19 日將計
畫示範生態田區生產的友善稻米捐贈當地金美國小

2月 19日

2月 21日
3月 12日

108 學年營養午餐用米，縮短產地到餐桌的距離。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理「107 年度優良農建工程獎」

3月 21日

3月 27日
4月 3日
4月 15日
4月 20日

副總統陳建仁於屏東縣「部落之心－排灣民族學校」

參加 108 年總統植樹活動，共同植下象徵文化延續的
辦多項植樹、護樹與贈苗活動。

舉行「108 年度林業及自然保育有功表揚大會」，表揚

15 位林業及自然保育有功人士並頒發「推動野生動
臺灣生態環境之傑出團體。

我國受亞太森林組織（APFNet）邀請出席於蒙古烏
來巴托召開之第五屆理事會議，由本局代表出席。

本局再度攜手國際扶輪 3523 地區於國際森林日表彰
績優森林護管員，也首度表彰 7 名優秀女性森林護管

6月 11日

6月 18日
6月 20日

6月 21日

員。各林區管理處同步舉辦多項森林護管員體驗活動。

7月 1日

羅古道－楓火與綠金的故事》，27 日舉行新書發表。

7月 4日

與徐如林女士再次合作出版國家步道系列書籍《霞喀
辦理第 3 屆國際石虎保育研討會與實作工作坊，邀請
宣告推出全新「林業永續多元輔導方案」，扶植人工
林永續經營，提高臺灣木材自給率。

花蓮林區管理處 20 日於花蓮誠品書店舉辦《無盡藏．
哈崙時代》紀錄片分享會。該紀錄片同時獲得「2016

7月 9日
7月 15日

美國最佳電影短片競賽紀錄短片優異特別推薦獎」、

7月 16日

美國山地電影節紀錄片競賽之內華達山脈價值獎」及

7月 27日

「2017 休士頓影展生態 / 環境 / 保護類銀獎」，堪稱
奧斯卡等級的紀錄片。

申請作物項目為段木香菇及木耳、臺灣金線連、森林蜂
部落參訪族人林下養蜂，對發展林下養蜂表示肯定。

嘉義林區管理處結合登山團體、檢警及移民署等單位辦

理聯合巡護活動，並首創成立盜伐通報平臺「山老鼠雷
達站」，擴大建立友善通報管道，有效打擊山老鼠。

「造林與植林碳匯專案活動」溫室氣體抵換方案減量
方法學，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議通過。

17 至 20 日以悠遊臺灣山林展館參加「2019 台北國際

觀光博覽會」，提供國家森林遊樂區旅遊資訊，吸引
超過 3,400 人次參與。

舉辦生物多樣性論壇，同時發表新書《上課了！生物
多樣性五：愛知目標全球行動》。

本局、經濟部水利署與水土保持局於臺南市政府消防
局辦理「108 年水土林堰塞湖及土砂災害應變聯合演
練」，精進防災整備及應變能力。

行政院長蘇貞昌前往苗栗縣通霄鎮楓樹里「石虎米」
田區視察石虎棲地現況並聽取簡報，責成相關部會推
行石虎棲地保育方案。

臺東林區管理處結合利嘉國小畢業典禮，公開發表
《你是我的菜：利卡夢生活植物》一書及 DVD。

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香林神木周邊景觀改善工程

榮獲 2019 年嘉義縣公共建築景觀類建築園冶獎殊
榮，20 日舉行頒獎典禮。

第 3 屆「2019 森林市集」21 至 23 日在華山文創園區
揭開序幕，號召上百店家齊聚，10 場自然音樂會、8
堂森學堂工作坊。

本局與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2 日共同舉辦「第二屆亞
洲產業文化資產論壇」。

會銜原住民族委員會頒布「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
森林產物規則」，積極保障原住民族使用森林自然資

源的傳統權利，進而邁向與原住民族共同守護森林的

專家學者、地方政府等，共商石虎未來。

「2016 美 國 影 響 力影展 紀 錄 短 片優 秀 獎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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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7日

5月 27日

物生命教育楷模獎」予 3 個致力救護野生動物、維護

3月 20日

5月 3日

臺東林區管理處知本自然教育中心舉辦十週年活動

臺灣原生樹種。各林區管理處亦於 3 月植樹月期間舉

3月 16日

4月 30日

5月 22日

開幕暨木育教育教室啟用典禮。

訂頒「林下經濟經營使用審查作業要點」，第一階段開放
任委員陳吉仲前往新竹林區管理處轄內南庄蓬萊賽夏族

頒獎典禮，羅東、新竹、東勢、南投、嘉義、屏東、臺東、
花蓮及林鐵及文資等處，共計 35 件工程得獎。

熊收容安置及回歸棲地過程。

產品三項，於 29 日召開記者說明會；同日下午農委會主

農航影像下的

本局、交通部觀光局、原住民族委員與內政部營建署

指定，並修正臺灣穗花杉及清水圓柏說明內容。

目標。

阿里山林業暨鐵道獲文化部公告登錄為「重要文化景觀」。

自 15 日起，本局於 12 處國家森林遊樂區與太平山蹦
蹦車、烏來台車建置悠遊卡、一卡通感應設備。

南投林區管理處舉行原任處長李炎壽（屆齡退休）與
新任處長李政賢交接暨宣誓典禮。

臺東縣廣原村村民發現一隻負傷小黑熊，臺東林區管
理處獲報後即刻處理並進行緊急安置。

技術應 用

7月 31日

8月 5日
8月 7日

8月 8日

8月 13日
8月 15日

8月 26日

9月 10日
9月 12日

9月 19日

9月 20日

9月 24日
9月 25日
9月 27日

行政 管理

「世界巡護員日」林務局辦理「森林護管員論壇」，向社

會大眾分享山林守護者精采的經驗與故事，並向護管員
致敬。各林區管理處也於當日辦理多項體驗活動。

10月 25日

本局、屏東科技大學與相關社區共同發表「從臺 24

10月 30日

線道十八羅漢山的工作成果－『里山根經濟』十年有
成」記者會。

嘉義林區管理處、嘉義縣政府及鄒族於觸口自然教育
中心簽訂「鄒族狩獵自主管理合作意向書」。

綠島發生森林火災，臺東林區管理處立即派遣國家森
林救火隊員前往支援，總計投入 30 名人力，會同消防

隊、空勤總隊及花蓮林區管理處等單位共同撲滅火災。

新竹林區管理處舉行原任處長林澔貞與新任處長夏
榮生交接暨宣誓典禮，當日下午於林務局舉行新任副
局長林澔貞宣誓儀式。

臺南市野鳥學會歷時 19 年拍攝記錄的《雉在菱里》
羅東林區管理處出版《霧林之歌：宜蘭古道自然發現
史》一書，榮獲文化部第 43 屆金鼎獎優良出版品推
薦。

11月 20日
11月 22日

11月 26日

12月 5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業發布「臺灣林產品生產追溯管理

作業規範」，鼓勵及輔導林農、伐木業、木材或竹材
行與木竹材加工業者申請。

修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道管制執行要點」。

12月 10日
12月 12日

12月 24日

成果發表會」。

首度以「Trip 森林

揪 好森」主 題館參加「2019 ITF

臺北國際旅展」，向國內外遊客推薦臺灣最傲人的山
林美景。

與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於全臺 8 處合辦「環島守護

保安林」活動，20 日舉行啟動記者會，共同守護山林。
第二屆國產木竹材成果展於臺北歷史文化遺跡－剝
皮寮歷史街區揭開序幕，展出 38 件木創作品，讓國
人感受國產材之美。

新竹林區管理處為建立與賽夏族交誼聯繫平臺，活化

南庄一棟辦公廳舍為「森林小站」，26 日由本局與賽
果發表會」，分享雙方合作成果。

為提升合法國產材的市場並遏止盜伐，舉辦「臺灣林
產品生產追溯系統」記者會，說明利用區塊鏈「可溯

用區塊鏈技術記錄國產木竹材生產歷程的溯源系統。
於台江文化中心舉行山海圳國家級綠道成果發表會。
與臺大實驗林管理處共同主辦、17 家國產材業者合
力打造的國產材臺灣館，以「樹屋．杉林」主題第 3 度
3 度榮獲「優良參展企業形象獎」殊榮。

南投林區管理處辦理之「北港溪集水區第 5 期國有
林地整治工程」及嘉義林區管理處辦理之「阿里山森

林遊樂區木蘭園排水改善工程」榮獲第 19 屆公共工

程金質獎－水利類優等金質獎；東勢林區管理處治山

森林管理委員會（FSC）審查並獲得 FSC FM 標章，9

與天下雜誌微笑臺灣合作出版《Made In Forest 山

舉行「共生共好：臺日山村產業六級化國際研討會暨

參展，經第 31 屆國際建材委員會評選建築師評比，第

屏東林區管理處與永在林業公司合作，7 月 19 日通過

公頃。

機於農林應用研討會」。

障合法業者及消費者權益；此系統也是全球第一套運

辦理「保安林公私協力管理交流會」。

配合行政院向山致敬「全面開放、有效管理」政策原則，

農林航空測量所於本局國際會議廳辦理「108 年無人

源」、「不可竄改」的技術，記錄林產品生產歷程，保

導林農、伐木業、木材或竹材行與木竹材加工業者申
請。

民。

夏族雙方長官、長老共同揭幕，並舉辦「資源共管成

訂定發布「台灣木材標章使用管理規範」，鼓勵及輔

案例，臺灣累計獲得 FSC 認證的林地，一舉突破 1 萬

10月 9日

11月 8日

紀錄片，10 日在林務局國際會議廳舉行首映會。

私協力方式取得，也是國內迄今通過申請面積最大的

10月 5日

生態系所生之惠益合理、公平、永續地分享給全體國

長林華慶公開感謝並致贈感謝狀予協助救援的村民
們，感謝他們對野生動物保育的貢獻。

向山友獻禮」記者會，

宣布開放山林政策，宣布除國安及生態保育區外，將

確保森林生態系的多元服務價值，也將積極保護森林

林務局簽署「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合作協議」。

臺東林區管理處召開救援廣原小熊專家會議，會前局

行政院長蘇貞昌於「向山致敬

錄

以開放為原則，全面提升我國登山運動環境。本局除

舉辦「國土生態綠網成果交流會」，經濟部水利署與

月 27 日在本局舉行授證儀式。此次認證是首次以公

10月 3日

10月 21日

附

12月 25日

課課長邵龍雨亦榮獲第二類個人貢獻獎之殊榮。

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 25 日正式喬遷至
新址（嘉義市文化路 308 號），為林鐵及文資處帶來
一股嶄新的氣息。

林製造》一書，於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舉辦新書
發表會。

舉辦「翻轉女孩－繪製我的人生藍圖」座談會，邀請
女性森林護管員、採種員及司機員於臺灣女孩日前與
來賓暢談工作實況。

修正「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地管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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