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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木疫情中心－成長過程

87年5月依臺灣省政府「建立林木疫情監測體系
專案計畫」建立林木疫情監測體系。

97年8月依原有監測架構調整修正為「林木疫情
監測體系組織分工及工作流程」。

為再加強林木疫病蟲害之管理工作，

於98年9月訂定「林木疫情監測及防治體系」。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於民國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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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建置「林木疫情監測及防治體系」網站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木疫情管制、策
劃與防治中心
(林務局)

林木疫情鑑定與
資訊中心
(林試所)

「林木疫情監測及防治體系」

農委會

「林木疫情管制、策劃與防治中心」「林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
(http://health.forest.gov.tw/)

林務局 林業試驗所

農委會林木疫情監測與防治體系分工



統合行政資源，落實疫情管制

已完成建置農委會「林木疫情監測及防治
體系」、林務局「林木疫情管制、策劃與
防治中心」及林業試驗所「林木疫情鑑定
與資訊中心」三網站網狀聯繫系統，統合
行政資源，落實全國林木疫情管制效能。



林木疫情管制、策畫與防治中心
重大疫情發佈管理

重大疫情發佈區
由林木疫情鑑定與

資訊中心網站
申請線上診斷

線上診斷疫情統計



林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
疫情診斷鑑定與防治諮詢



99年林木疫情中心正式揭牌



提供線上申請、診斷進
度查詢、診斷報告線上
調閱下載

管理區受理
林木疫病蟲害案件申請



98~100年能量累積
已建立之研究成果



透過無限網路，
提供遠距離林木疫情服務

100年度達

914件數統計

提供多功能、
便利性及

互動性

資訊平台

公開透明化。



2006-2011年林木疫情申報案件統計分析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總合

病害 149 146 262 204 562 444 1767

蟲害 80 89 116 110 129 149 673

其他原因 39 94 169 186 238 321 1047

總合 268 329 547 500 929 914 3487

單位：件



2006-2011年各地區林木疫情通報案件分析



2006-2011年病害前五名統計分析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總計

褐根病 97 92 176 83 450 230 1128
腐朽菌 2 12 8 27 32 98 179
枝枯病 7 3 16 17 13 19 75
炭疽病 3 3 7 8 7 9 37
疫病 9 3 8 3 1 1 25 單位：件



2006-2011年蟲害前五名統計分析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總計

介殼蟲 16 22 33 25 38 46 180
釉小蜂 21 31 16 7 11 5 91
白蟻 6 6 12 8 16 14 62
蚜蟲 0 0 4 12 10 4 30
葉蟬 3 5 3 7 0 12 30 單位：件



「常見問題集FAQ」
管理機制

E化林木保護資訊：
提供防治教學文件下載

簡易快速檢索服務：
提供歷史案件查詢



各縣市
政府

23單位

各國家
公園
6單位

農委會
所屬單位

9單位

林木疫情
鑑定與
資訊中心
網站

機關垂直水平整合
重大疫情通報及早，
疫情控管拿捏得宜



簡易搜尋-支援關鍵字
自動完成輸入

樹木褐根病調查通報系統

提供多功能、
便利性及互動性

樹木褐根病調查通報系統網
1.褐根病調查申請
2.地圖收尋資料系統
3.疫情追蹤調查申請
4.建立完整的資料庫管理
5. 提供案件統計與報表匯出



疫情防治追蹤調查表

樹木褐根病調查表



提供地圖搜尋系統服務



筆筒樹疫情監測網資訊網首頁

筆筒樹相關消息

調查現況相簿

行事曆可與
最新消息連
結，即可直
接點選行事
曆得知消息



筆筒樹調查資料查詢系統
筆筒樹普查資料 昆蟲相調查點資料 筆筒樹空間分布資料

已將調查資料點轉換為地圖標記，因此
可利用地圖介面點選任一調查點查看詳
細調查資料，並聯結至資料頁面。

提供筆筒樹各罹病
時期特徵與處理方
式查詢。

提供此研究調查方式與
測試初步成果，未來會
將此研究完整資料動態
呈現於網頁上。



診斷試劑創新突破，
黃金時間即刻掌握

縮短病蟲害診斷時間，掌握防治黃金時機。

大幅地減少診斷時間，且檢測樣本數增多。

林木褐根病單元抗體
診斷試劑製備。

松材線蟲之分子診斷
鑑定技術開發與防治。

松材線蟲診斷技術及防治。



建立超音波木材腐朽鑑定技術，
為老樹健康診斷

樹木健康檢測



搶救刺桐大作戰I：刺桐釉小蜂的入侵與防治

防範入侵種對國內原生植物的威脅



建立
「林木外來入侵種病蟲害查詢系統」



入侵種資料庫建立 一、分類地位科名學名普通名
二、經濟重要性
三、分布
四、寄主範圍
五、寄主感受性
六、在寄主上引起之症狀
七、監測及診斷鑑定方法建立



推動國際標準認證，
建立全面品質提升

以ISO9001訂定之理想目標為效益值分析之基準。林木疫情鑑定
與資訊網於96年11月通過法國標準協會AFAQ-AFNOR之驗證，
符合ISO9001：2000國際品質管理系統標準。並於97、98年通過
續評。

ISO9001：2000
國際標準認證
中文證書。

ISO9001：2000
國際標準認證
英文證書。



確保「個人資料保護」
之資訊安全

本案為因應「個人資料保護法」，特別考
量民眾反映林木疫情後，確保個人資料保
密，以讓民眾更安心地使用本案之資訊系
統，加強系統安全防護措施。



客戶滿意度調查(%) 已回覆問卷數量: 31
項次 題目 滿意(20分) 可接受(15分) 須改進(12分)

1 受理案件服務態度 29 2 0
2 診察員服務態度 30 1 0

3 回覆案件內容滿意
度(診斷鑑定服務) 27 3 1

4 提供防治建議知識 27 4 0
5 回覆案件的時效性 29 2 0

分數小計 580 180 12
分數總和 3032

客戶滿意度(分數總和/
已回覆問卷數量＊100%) 97.80 

註：分數之方式同防治成功率

100年品質目標達成分析表



參與公部門綠化服務技術推廣實務
參與參與9999--100100年年國際花博國際花博活動活動



98~101年阿里山櫻花健康管理指導



101年苗栗縣油茶栽培技術指導



98~100年金門地區
林木病蟲害防治服務



馬祖松材線蟲防治會勘馬祖松材線蟲防治會勘



農業一日體驗活動(親子活動)
紫藤苗及森林昆蟲夏令營紫藤苗及森林昆蟲夏令營

96年龍安國小&紫藤盧 99年農委會林業試驗所



100年辦理「台日樹木醫學國際研討會」

拯救病倒老樹 樹木醫學中心明年成立
2011年11月23日16:08 蘋果即時

台日樹木醫學國際研討會
【聯合晚報╱記者彭宣雅／即時報導】 2011.11.23 01:10 pm

台日樹醫研討會建立國際合作平台



101年辦理國際樹藝協會(ISA)交流

何謂樹藝師？何謂樹藝師？
樹藝師是樹藝師是樹木健康偵探樹木健康偵探
也是也是樹木醫生樹木醫生。。



101年未來能量蓄積



研究更用心，服務更貼心

「樹木修剪養護」
服務網林木疫情中心

「樹木健康診療」
服務網

101年成立

樹木醫學中心



101年正式成立國內第一個官方
「樹木醫學中心」

林木健康醫療體系之主架構。

完善及落實目前我國林木疫情通報、鑑
定、防治及監測體系。

加速疫情傳遞及處理時效，以減低森林及
其他樹木資源遭受嚴重病蟲為害之風險。



102~103年建立樹木健檢服務系統
建立樹木修剪養護服務系統

定期健檢，及早發
現及早採取措施。

樹木修剪養護做得
好，樹木更健康。



104年樹木醫師、技術移轉民間

參考國內外植物(樹木)醫學中心，提升樹木
醫學中心之效能與服務。

研擬並建立樹木醫師訓練與認證制度。

可將相關技術移轉給民間廠商，及協助民間
成立地方性樹木醫療站。

辦理樹木醫學技術宣導及講習。



「林木疫情監測及防治體系」網站
推廣摺頁



願景

建立我國林木健康醫療體系，正式成立官方
「樹木醫學中心」，提供樹醫整合性服務。

技術移轉及協助民間成立地方性樹醫中心。

整合各地區樹木健康醫療站形成網絡服務。

與國內學界合作，提供樹醫臨床實習訓練。

建置國內樹醫相關驗證流程制度。

參考國內外樹醫中心，提升服務研究效能。



感謝聆聽，敬請指教!

保育國土，打擊疫情
永續生態，醫森醫樹


	台灣「林木疫情監測體系」介紹 
	林木疫情中心－成長過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民國98年發布「林木疫情監測及防治體系」
	統合行政資源，落實疫情管制
	林木疫情管制、策畫與防治中心�重大疫情發佈管理
	林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疫情診斷鑑定與防治諮詢
	99年林木疫情中心正式揭牌
	98~100年能量累積�已建立之研究成果
	2006-2011年林木疫情申報案件統計分析
	2006-2011年各地區林木疫情通報案件分析
	2006-2011年病害前五名統計分析
	2006-2011年蟲害前五名統計分析
	筆筒樹調查資料查詢系統
	診斷試劑創新突破，�黃金時間即刻掌握
	建立超音波木材腐朽鑑定技術，�為老樹健康診斷
	建立�「林木外來入侵種病蟲害查詢系統」
	入侵種資料庫建立
	推動國際標準認證，�建立全面品質提升
	確保「個人資料保護」�之資訊安全
	參與公部門綠化服務技術推廣實務�參與99-100年國際花博活動
	 101年苗栗縣油茶栽培技術指導
	 98~100年金門地區�林木病蟲害防治服務�
	馬祖松材線蟲防治會勘
	 農業一日體驗活動(親子活動) �紫藤苗及森林昆蟲夏令營
	     101年辦理國際樹藝協會(ISA)交流
	101年未來能量蓄積
	研究更用心，服務更貼心
	101年正式成立國內第一個官方� 「樹木醫學中心」
	102~103年建立樹木健檢服務系統� 建立樹木修剪養護服務系統
	104年樹木醫師、技術移轉民間
	「林木疫情監測及防治體系」網站�推廣摺頁
	願景
	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      保育國土，打擊疫情           �      永續生態，醫森醫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