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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規範係依據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授權訂

定，都市中，樹木帶給人們多種的環境機能效益，包括綠蔭機能、環境品質機能、

景觀機能、交通安全機能、自然生態保育機能、防災機能等。然而樹木是世界上

最巨大的生命個體，一旦在人類生活周遭的樹木有倒伏或折斷的危機，就會對人

類的生命與財產帶來嚴重的威脅。因此在都市環境中，我們要如何和如此巨大的

生命個體安全共存，是我們與大自然共存的重要知識。 

本規範編訂之原則如下： 

1. 「修剪」是都市樹木維護管理重要的工作。修剪是為使樹木與市民和諧、

安全相處所進行的工作，重要的原則就是修剪工作必須兼顧(1).市民的安

全(2).樹木的健康維護及(3).綠化機能效益的達成。 

2. 本規範主要係依據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101 年頒布之「臺中市公園及行道

樹管理自治條例」，並由「臺中市政府行道樹修剪標準作業規範研究計畫」

進行編訂工作。 

    本規範內容計分為六章，第一章內容包括修剪目的與必要等，第二章包括修

剪部位分類與方法，第三章內容包括修剪強度的分類與方法，第四章包括修剪的

安全時期等，第五章內容包括修剪工具與安全操作等，第六章內容包括修剪計畫

書說明等共六章。 

因此，本修剪作業計畫就是為了達到以上的三個原則基礎，擬定標準作業規

範，使臺中市成為安全健康的綠色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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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修剪目的與必要性 

修剪樹木即是對樹木的枝幹與葉進行切除，而葉是樹木光合作用

形成碳水化合物的器官，枝幹是樹木的輸導器官。因此修剪工作切除

樹木的部分器官，就是對樹木進行外科手術。 

樹木是地球上最巨大的生物體，最高可以達到 110 公尺以上，修

剪的原因除了對樹形的調整外，常是因為我們擔憂樹木的結構安全。

樹木能成為地球最巨大的生物，本身具有複雜的力學結構，隨意的對

樹木進行修剪不僅不能減少危險，相反地修剪的傷口腐朽與引導非結

構性枝條的生長會破壞樹木結構的安全性。 

圖 1 修剪作業準則示意圖 

愛護樹木不僅是珍惜樹木的生命，也是維護了綠化帶給人類的種

種效益與安全。因此，修剪應在 1、市民的安全，2、樹木的健康維

護，3、綠化機能效益的達成原則下進行，不要進行不需要及不當的

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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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減少對樹體的傷害，修剪前，我們應該先確認為了什麼目的

要進行修剪工作？如何正確而適當的進行修剪的工作，如此可以減少

樹木的傷害下又能符合人類預期的效果。 

    修剪可分為以下四大目的：綠化機能目的、民眾安全目的、樹木

健康目的、特殊目的。 

 

圖 2 修剪目的分類圖 

  

1.綠化機能目的 

•為達到防風、防火、遮蔽、綠蔭、景觀等綠化機能的樹形調整修剪。 

2.民眾安全目的 

•腐朽及結構不安全枝條、夾皮夾角枝幹預防修剪。 

•行道樹的防颱修剪。 

•行道樹與交通號誌、招牌等設施有衝突時的協調修剪。 

•樹木力學平衡的調整。 

3.樹木健康目的 

•構成健康樹形:徒長枝、內向枝、密生枝等的修剪。 

•促進或避免過份開花結實的生理調節修剪。 

•蒸散調節修剪：移植樹木時進行小規模的修剪以減低蒸散量，避免樹木枯萎。 

•修剪病蟲害枝條，以去除病源或減少病源量。 

4.特殊目的 

•減少花或果實、種子造成嫌惡現像，譬如木棉的花絮、掌葉蘋婆開花的味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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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修剪部位分類與方法 

葉是樹木光合作用形成葡萄糖等碳水化合物的器官，枝幹是樹木

碳水化合物與水分的輸導器官。修剪除了切除枝幹造成傷口同時也造

成葉片的減量。碳水化合物除了是樹木生命的能量也是形成枝幹的材

料與抗病物質的原料。因此過度的修剪對於樹木的影響就是造成枝幹

的腐爛以及樹木生長勢與抗病性的衰弱。 

因此，修剪是因為人類的需求而對植物進行的手術，為使樹木的

傷口能儘快復原，減少病源菌由傷口入侵的機會，修剪時要剪在正確

的位置、選擇適當的時期以及最小的傷害，縮短樹木傷口癒合包覆的

時間。 

一、主幹（主枝）修剪 

    從枝幹相對部位區分，修剪可以分為主幹（主枝）修剪、側枝修

剪。樹木的枝條由其生長的相對結構性可分為主幹（主枝）與側枝。 

樹木的枝條可以分為原生枝與次生枝。 

原生枝是由主枝的側芽進行伸長生長而形成，和主幹（主枝）相連處

稱為節，是有強力結構性的連結組織。次生枝是由潛伏芽與不定芽生

長而成，僅與外層年輪相連，結構脆弱。 

＜正確的主幹(主枝)修剪＞ 

主幹(主枝)是輸送養、水分的主要器官也是形成結構的骨架，非

不得已不應修剪主幹(主枝)。 

修剪主幹有以下的幾個問題：1、主幹頂芽被修剪會促進大量的

潛伏芽萌芽形成沒有結構的次生枝，在強風時容易斷裂，或成為多主

幹夾皮危險樹木。2、主幹、主枝過大的傷口會形成枝幹腐朽病菌入



   

4 

  

侵的原因。 

 

圖 3 主幹(主枝)修剪說明圖 

如不得已而進行主幹、主枝修剪時，必須注意其修復必須的養分

供給，以免腐朽造成樹木結構力學的危險。因此，對主幹與主枝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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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頂式修剪是修剪最大的忌諱。修剪的位置必須在較大的側枝上方，

順著側枝的斜度進行修剪。以利原有側枝成為主幹、避免幹生枝的成

長，並修復傷口。 

 

 

圖 4 替代主幹的選擇說明 

 

斷頭式截頂修剪造成殘留的枝幹無養分供給，傷口處抵禦能力將

日漸衰弱，形成一個易使腐朽菌入侵的途徑，在樹幹的防禦層形成之

前，都可能引起大面積的腐朽潰爛。並因為枝幹長時間留存於樹體上，

就算樹木生長勢再強，癒合組織也無法順利包覆傷口，未來多半會成

為一個空洞結構。 

  



   

6 

  

 

 

 

       

圖 5 錯誤的主幹(主枝)修剪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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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側枝修剪 

主枝和側枝互相連結的部分稱為節，節在樹體內形成圓錐樁結構，

同時樹幹維管束以 S 形成長包覆側枝稱為「環枝組織」，形成堅固而

有韌性的結構。修剪側枝時必須保留這個部位，才不會截斷養分的運

輸，造成向下的潰爛。 

 

圖 6 環枝組織位置說明圖 

 

圖 7 側枝修剪位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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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側枝修剪癒合過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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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側枝修剪位置圖 

 

  

圖 10 正確修剪後的傷口癒合圖 

正確修剪後傷口癒合後會呈現八字鬍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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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剪時若傷及環枝組織，等同於將樹幹挖了一個洞；但若留下過

長枝幹，也會成為腐爛的結構並妨礙傷口癒合，成為另一種腐朽蔓延

進入主幹的途徑。 

  

圖 11 側枝修剪留太長案例照片 

  

圖 12 側枝修剪剪太深案例照片 

環枝組織被切除時，造成樹木潰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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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修剪強度的分類與方法 

一、分類 

依照修剪的形式與強度分類可以分成以下三種：短剪、矮剪、疏

剪。 

 

  

  

修剪的分類 

短剪-縮小樹體 主枝、側枝剪 

矮剪-矮化樹體 主枝剪 

疏剪-調整樹形 側枝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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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剪-縮小樹體 

短剪的目的為縮小樹體、減少量體，屬於主枝修剪的一種。樹木

的生長季進行的短剪時，修剪強度不可大於 30％，需留下足夠葉量

繼續進行光合作用輸送養分，幫助傷口癒合。 

 

圖 13 短剪說明圖 

  

 

圖 14 錯誤的短剪案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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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剪時的部位說明圖示： 

 

圖 15 矮剪時的部位說明 

 

圖 16 內、外芽修剪部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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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剪-矮化樹體 

  矮剪的目的為矮化樹體，屬於主幹修剪的一種。對於已經成為

成樹的樹木，由於樹幹的截斷會產生很大個傷口，成為無法癒合的腐

朽，應該儘量避免。如需修剪時，應注意主幹、主枝修剪的原則，在

正確的位置進行修剪。 

 

圖 17 矮剪部位說明圖 

 

   

圖 18 錯誤的矮剪案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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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剪-調整樹型 

疏剪的目的為調整樹形、減少受風面積，屬於側枝修剪的一種。

修剪方法參照側枝修剪，妥善保護環枝組織。 

 

圖 19 疏剪部位說明圖 

 

過於提高樹冠，樹木重心提高，強風搖晃時因力臂過長，樹幹容

易產生剪力龜裂或傾倒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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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錯誤的疏剪案例照片（1） 

將下方枝條全數剪除，過於提高樹冠。 

  

圖 21 錯誤的疏剪案例照片（2） 

樹木失去下方枝條，搖晃時力臂

過長，樹幹產生剪力龜裂。 

圖 22 樹木傾倒案例照片 

修剪並非解決樹木傾倒危險的方

法。 



   

17 

  

二、修剪枝樹形型態說明 

從型態來看樹木的修剪，可分為兩部分：一是內部的骨幹結構型

態，二是外部樹形型態。 

良好骨架結構的形成-交錯枝修剪與向外伸展樹形的維持 

  樹木的修剪應將內部交錯的枝條適度疏剪，除去會造成交錯磨擦

可能的枝條，如直立枝、逆向枝、距離太近的平行枝、徒長枝、重疊

枝，距離太近的銳角枝（V 字夾角），以避免腐朽造成結構的危險。

同時保留具向外生長的主枝，形成樹冠的安全枝條結構。 

 

 

圖 23 樹木向外伸展樹型的維持說明圖 

良好骨架結構的形成-交錯枝修剪與向外伸展樹形的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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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良好骨架結構的樹木案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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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冠外形的形成 

樹木有了通透、健康的骨幹後。樹冠外型依照機能需求行調整。

必須注意不要因為景觀偏好而過度進行修剪，會造成樹木的樹勢衰弱

及病害抵抗力下降。 

 

圖 25 樹木外冠型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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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樹木各式外冠型態圖 

 

三、矯正型修剪 

(1)雙主幹修剪 

截頂過的苗木易產生無結構的雙主幹情形，若兩枝幹夾角小於

30 度，成樹後易產生雙主幹夾皮，造成樹木結構的危險。當颱風或

強風時，枝條易撕裂傷。 

   

圖 27 雙主幹夾皮枝案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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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雙主幹樹木若直徑小於 10 公分內建議進行矯正型修剪。

若直徑大於 10 公分，因修剪後傷口過大，不易癒合反易造成腐朽，

建議定期進行樹木安全監測。 

    矯正型修剪因修剪對象屬於主枝，需依照主幹（主枝）修剪原則。 

 

圖 28 雙主幹的矯正型修剪方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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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葉蘋婆的矯正型修剪法 

若樹形已曾多次受到不正確的修剪傷害，後續矯正修剪法應修剪

在已形成的防禦組織外，留下樹木自體形成的防禦組織。 

 

圖 29 矯正型修剪示意圖（1） 

 

 

圖 30 矯正型修剪示意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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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掌葉蘋婆經多次修剪後的型態 
 

如上圖，較幼年的樹木經過多次的截頂修剪，會在次生枝傷口處

腫大的結構，其內匯集樹木的防禦物質，較具有抗病物質。故該類樹

木應保留腫大結構，而修剪新生的枝條。最好先修剪在 A處或修剪在

B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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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傷口是否需要塗藥？ 

「樹木的防禦機制」是有近代樹木醫學之父美譽的美國學者 Alex 

Shigo 博士在 1985 年提出 CODIT 腐朽區隔(Compartmentalization Of 

Decay In Trees)理論。說明樹木死亡的組織並沒有被修護，而是在腐朽

部位的周圍形成防禦層，防止感染擴散。其主要的防禦機制有兩點： 

○1 產生變色材•防禦層： 

    當病原菌入侵時，活細胞會聚集抗病性的化學物質包圍腐朽

感染區域，成為「抗病組織」。因累積許多化學物質，導致防禦區木

材顏色會變深，稱為「變色材」，為防止腐朽菌繼續擴大的牆壁。而

緊鄰腐朽區的深色硬化材則是強力抗菌的「防禦層」。 

○2 產生形成層隔離壁 

    當腐朽菌嚴重入侵樹幹或主要枝條時，為了防止腐朽菌繼續

入侵，「形成層」會形成阻隔來進行防禦，以避免腐朽的現象持續入

侵未受感染之區域，為「形成層防禦壁」。 

製造防禦層的能力，依照樹木的活動力有很大的不同，樹勢強的

能快速製造強力防禦層，樹勢弱的便會更弱，可能造成樹木死亡。 

樹木不斷的受傷就會不斷的抵抗，直到耗盡體內的養分致死為止。

因此，不正確的修剪或外力傷害所引發的傷口，容易造成病原菌的入

侵途徑，也讓樹木因防禦而耗費養分後衰弱、死亡。樹木受傷材質成

為變色材或防禦層才能防腐，因此任何的傷口塗劑都是暫時的，都對

樹木傷口的腐朽沒有預防功能，是無效的治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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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變色材、防禦層、形成層隔離壁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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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灌木修剪 

依照內政部營建署編定「市區道路交通島設計手冊」說明交通島

栽植花木有遮光及防止炫光、緩衝、綠美化、噪音防制、空氣淨化等

機能。 

交通島單株灌木修剪時應依照正確部位進行(主幹修剪、側枝修

剪)，以及選擇合適的修剪類型(短剪、矮剪、疏剪)。 

群植綠籬灌木修剪時，灌木群中枝葉層最高者為危險線，依此線

往上約 15公分(或以上)設定為修剪計畫線，如此留下的葉量層才足

夠提供灌木繼續生長所需的養分。 

 

 

圖 33 灌木修剪常見問題（1） 

 

灌木修剪後常發生單株死亡或植株衰弱的問題 

 

圖 34 灌木修剪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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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次都修剪在同一個位置，新嫩的枝條不斷地被剪除，老熟

的枝條無法更新，就會造成灌木的老化。 

倘若修剪的頻率過高，留下的枝葉量又不足提供樹體成長養分，

就會造成以下的結果，最後植株老化後死亡。 

 

圖 35 灌木修剪常見問題（2）- 修剪頻率過高，最後植株老化死亡。 

修剪時不可使用圓盤鋸或除草機(詳(五)修剪工具與安全操作)，

不僅提高工作危險而其修剪的傷口呈碎裂狀態，樹體癒合不易，容易

產生腐朽。    

   

圖 36 灌木修剪傷口案例照片-不當的修剪工具使用造成傷口碎裂癒

合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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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修剪的安全時期 

 

圖 37 常綠闊葉樹木生長週期圖 

從上圖常綠闊葉樹木的生長週期可得知，3 月至 5 月春梢生長，

6月至 7月夏梢生長，9月至 10月是秋季生長期，10月開始光合作

用量達到最高，其產物將會蓄積於植物體內，成為明年度萌芽的養

分。 

因此，2月至 4月樹木葉量不生長的時間為大部分植物最安全的

修剪時期。但為了保護人樹之間的安全關係，根據修剪需求的不同應

有以下的修剪時期概念。 

一、一般修剪季 

例行性一般修剪，應於一年中的 2 月～4 月份進行。修剪內容可

包含矮剪、短剪、疏剪等，大型修剪規模，葉量修剪不得超過整體之

2/3。 

二、防颱修剪季 

屬緊急性修剪，於夏季颱風前 5 月～8 月進行，切勿進行大型規

模修剪，應僅可針對危險枝條、枯枝、腐朽枝進行正確的主幹側枝修

剪。此時夏梢正值生長期，葉量修剪不得超過整體之 1/3。 

三、特殊型修剪 

針對減少某些樹木開花的嫌惡氣味，例如掌葉蘋婆等；或減少花

[鍵入

文件的引

文或重點

的摘要。您

可以將文

字方塊放

在文件中

的任何位

置。使用 

[繪圖工具] 

索引標籤

以變更重

要引述文

字方塊的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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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果實、種子造成嫌惡現像，譬如木棉等。 

 

   月份      

樹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掌葉 

蘋婆 

開花期             

結果期             

木棉 
開花期             

結果期             

黑板

樹 

開花期             

結果期             

台灣 

欒樹 

開花期             

結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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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修剪工具與安全操作 

一、一般注意事項 

(1) 工作人員作業時，應穿戴齊全之防護裝備（包括護目鏡、口

罩、防護圍裙、耳塞（罩）、工作手套、工作鞋、反光背心、安全帽

等），以確保自身安全。 

(2)修剪機具操作時應儘量避免刀片碰觸地面，縮小石子擊出機率

及範圍，不得損害現有植栽或傷及用路人，如傷及用路人或造成用路

人車輛受損、影響行車安全。 

(3)綠籬修剪需使用合乎安全之綠籬修剪機，不得使用割草機、圓

盤鋸等，避免傷及路人安全，也造成灌木傷口的碎裂不易癒合。 

 

二、修剪與落電安全 

(1)作業前應先仔細調查工作環境的狀況，尤其應注意是否有架空

線路經過並採取相關安全措施，如：請線路所屬公司於樹枝修剪作業

期間暫停供電。 

(2)樹枝修剪現場應設置監視人員全程參與作業，確保作業人員依

安全作業流程進行作業，並負責淨空修剪作業下方及注意周圍其它人

員之安全，且應於天候不佳時停工。 

(3)作業高度在２公尺以下處所，才可使用梯子作業。使用梯子時，

應優先考慮不必倚靠於樹木之合梯，並避免使梯子與樹枝接觸，以免

因樹木於修剪中晃動而影響梯子的穩定度；若梯子必須倚靠於樹木時，

應將梯端與樹枝綁牢固定。 

    (4)作業高度在２公尺以上處所時，不可使用梯子（含合梯及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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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作業，應自備高空作業車或架設施工架、工作台，並準備安全帽、

安全帶等防護具，且設置錨定點供勞工掛鉤安全帶，確實使用。 

(5)於架空路線或其他電器設備附近從事樹枝修剪作業時，應於電

器設備四周設置絕緣護圍；此外，應準備絕緣材質的修剪作業工具及

個人防護具，以防止人員直接或間接碰觸帶電體而感電。 

(6)禁止使修剪人員直接踩踏於輕質屋頂或採光罩上進行修剪作

業，若無法設置適當之工作平台，應於輕質屋頂或採光罩上設置適當

強度、且寬度在 30 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並使勞工確實

使用背負式安全帶、捲揚式防墜器及安全帽等防護具，避免勞工踏穿

而墜落。 

 

三、修剪與交通安全 

道路兩側進行修剪時，工作人員若完全在分隔帶護欄內施作，且

無車輛、機具、材料或其他妨害行車安全之物體置放於內路肩及車道

者，得免設交維設施。 

如工作人員作業中需進出或停留於內路肩時，應依內側車道之

「短期性施工」交通管制設施設置。 

 

  



   

32 

  

第六章 行道樹修剪計畫說明 

一、作業流程 

 

 

 

 

 

 

 

 

圖 38 修剪作業計畫示意圖 

修剪工作依流程主要大分為一般修剪、查報修剪、民眾申請修

剪。 

「一般修剪」為每年的例行性修剪，屬於外包性質，針對環境美

質、調整樹形（矮化或短剪或骨幹的疏剪）等，這類型的修剪強度大，

簡稱「大剪」，對於樹木的健康生理往往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必須

遵照本規範，提出一般修剪計畫書，通過審核程序後，按照計畫書施

作，避免錯誤的修剪憾事。 

「查報修剪」屬於緊急性質，主要於颱風前其行道樹造成具有公

共危險、危及民眾安全之情形者。例如腐朽、龜裂、斷枝、傾倒等具

有立即危險性之修剪，修剪強度較小，由民眾或巡查員通報，行政人

員填寫申請表單後轉為處理，縮減審核流程。 

「民眾申請修剪」適用於民眾個人利益相關之修剪申請，由民眾

自行填寫經主管機關審核裁量。以下是台中市修剪作業相關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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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台中市修剪標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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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剪計畫書的製作 

1、修剪注意事項(填表說明) 

A.修剪目的：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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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瞭解修剪的目的性及必要性。 

A-2 避免過度與高強度的截頂修剪。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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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適當的時期進行安全的修剪工作。 

 

B.修剪分類： 

  B-1 矮剪的正確方式 

 

 

 

     

  

樹木應保持其原生型，儘

量維持其主枝(幹)生長。

必要時請遵守主枝(幹)修

剪方法。 

不可截頂。截頂造成樹木中空

腐朽，同時產生無法結構的危

險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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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 如何選擇未來取代主幹的側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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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2 成年樹的主幹修剪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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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短剪  

-

 

 

 B-3.疏剪： 

 

 

 

B-3.1 哪些枝條需進行疏剪 

 

修剪後枝葉需維持原 2/3 枝葉量。 不可進行齊頭式短剪。 

依照內空外實的原則，修剪

各型態的交錯枝。修剪後枝

葉需維持原 2/3 葉量。 

 

不可過度提升樹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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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樹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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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剪後總枝葉量需留下原 2/3 葉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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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枝條夾角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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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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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修剪部位 

C-1 主枝修剪部位說明 

 

C-2 側枝修剪部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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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剪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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