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灌注藥劑 

  



勘查其他樹枝狀況 

• 利用吊車至樹枝末梢
探測其他枝幹生長狀
況 



其他枝幹末端情形 

• 鋸除末端枝
幹後，發現
枝幹內部也
產生腐朽狀
況，並在鋸
除時滲出水
來 



枝幹治療情形 

• 對生病部位
進行炭化殺
菌，並上油
漆以保護傷
口 



技師群指導支撐補強 

水保及結構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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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植栽移植種樹的工程品質提升 

     應注重於控管： 

   擇定→ 「專業人員」 

   精選→ 「優良植栽」 

   掌握→ 「工序工法」 

   造就→ 「美好景觀」 



 計畫考慮六條件 

1.日照條件： 全日照？半日照？耐陰性？ 

2.溫度條件： 熱帶？亞熱帶？溫帶？生育適溫？ 

3.濕度條件： 高濕度？中濕度？低濕度？乾燥性？ 

4.抗風條件： 抗風力強？抗風中等？ 抗風力弱？ 

5.基盤條件： 質地？保水？排水？透氣？保肥？有機？ 

6.水分條件： 水源？水質？供水？需水量？ 

 
 作業注意三件事 

1.斷根、移植、種植：一定要選擇「移植適期」作業。 

2.配合樹種的移植適期：休眠期間？生長旺季？ 

3.非移植適期時…盡量不做：斷根、移植、種植！ 

要如何…選好樹？種好樹？養好樹？ 



SOP.計畫實施項目 

一、 
施工 
計畫 

1 相關報備申請 

2 檢查驗苗標示 

3 安全防護預措 

4 周邊設施預措 

二、 
苗木 
準備 

5 苗木複驗準備 

6 補償修剪除葉 

7 斷根與否處置 

8 挖掘根球部位 

9 包裹保護處置 

三、 
吊搬 
運送 

10 樹木重量計算 

11 吊搬裝載運送 

12 路徑障礙排除 

四、 
植穴 
準備 

13 放樣整地準備 

14 植穴挖掘預備 

15 客填土方改良 

16 穴底拌合基肥 

五、 
植栽 
種植 

17 根端切削處理 

18 置入朝向定位 

19 調整種植深淺 

20 扶正覆土定植 

六、 
固定 
修飾 

21 支架固定作業 

22 作植穴集水坑 

23 修飾整枝修剪 

24 輔助藥劑施用 

七、 
日常 
維護 

25 澆水灌溉作業 

26 疏枝疏芽整修 

27 植穴基盤管理 

28 營養評估追肥 

29 植栽健康管理 

30 枯株移除補植 

移植＆種植&維護30項SOP. 



1. 可以符合自主檢查、停留檢查點品質需求。 

2. 可以逐項檢核，避免工序錯誤及工料浪費。 

3. 可以依SOP順序施工，完成各項關鍵技術。 

4. 可以滿足技術流程檢驗進而節省工時工料。 

5. 可以依序作為職業訓練的課綱與講義章節。 

6. 可以作為團隊分項合作的作業技術之規範。 

 

 

運用移植種植技術規則30項SOP.效益 



  「選擇適時」移植、種植、斷根～ 

     是保障移植成活率的品質關鍵！ 

     所以，移植種植斷根都要「適時作業」！ 

  若是「選錯時間」進行「斷根」～ 

     會增加失敗率！影響樹木生長勢活力！ 

  而且進行「事先斷根」之後～ 

  更要保有「一定長的時間」來「養成根」！ 

  否則其「新生根」未必能被有效利用！ 

  因此「事先斷根」並非是必須要做的作業！ 

     二、苗木準備 

SOP.   7  斷根與否處置 



• 承包商須會同工程司確認是否斷根。 

• 移植前是否要事先進行斷根 

• 應詳加評估斷根作業也須選擇 

• 在植栽斷根移植種植適期內作業 

• 並且在斷根之後須有適當時間 

• 來進行養根 

• 養根時間應依契約規定辦理。 

 

     二、苗木準備 

SOP.   7  斷根與否處置 



• 我們必須省思： 
 

一.斷根後～多久會發根？會長成根？根可以有效被利用？ 

二.斷根後～如果不發根！植栽的水分與養分供輸會如何？ 

 

• 在苗圃的培育苗木～ 

• 大都會斷根！因為要養根！ 

 

• 但是宿植的樹木～ 

• 我們應該權衡輕重…有時間養根或適合時間斷根… 

• 才能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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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適期判斷＆斷根與否處置 
正確斷根增加成活率、錯誤斷根增加失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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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生組織會如同樹狀般分生成長 
這必須有待時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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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狀
分類 項號 修剪應用分類 例舉常見植物 強剪適期判斷通則 台灣地區概略時段 

 
 

 

 

 

 

喬 

 

木 

 

類 

4-1 
溫帶 

常綠針葉 

黑松、五葉松、琉球松、濕地松、雪松、杜松、龍柏、中國香
柏、中國檀香柏、黃金側柏、香冠柏、肖楠、偃柏、真柏、鐵
柏、銀柏、花柏、竹柏、貝殼杉、百日青、羅漢松、小葉羅漢
松  

冬季休眠期間： 
樹脂停止流動後 

至萌芽前 

冬季寒流後 

至早春低溫時期 

4-2 
熱帶 

常綠針葉 
蘭嶼羅漢松、小葉南洋杉、肯氏南洋杉、木麻黃、千頭木麻黃、
銀木麻黃 

生長旺季：萌芽期間 
春秋季間： 

清明至中秋期間 

4-3 
溫帶亞熱帶 

落葉針葉 
水杉、落羽松、墨西哥落羽松 

休眠期間： 

落葉後至萌芽前 

遇冬季落葉後 

至早春萌芽前 

4-4 
溫帶亞熱帶 

常綠闊葉 

樟樹、大葉楠、豬腳楠、土肉桂、山肉桂、錫蘭肉桂、青剛櫟、
光臘樹、白千層、檸檬桉、紅瓶刷子樹、蒲桃、水黃皮、楊梅、
杜英、大葉山欖、瓊崖海棠、白玉蘭、黃玉蘭、洋玉蘭、烏心
石、厚皮香、大頭茶、山茶花、茶梅、柃木類、冬青類、樹杞、
春不老、台灣海桐、柑橘類、檸檬類、柚子類、金桔類、楊桃、
枇杷、嘉寶果、神秘果、光葉石楠 

生長旺季：萌芽期間 
春節後回溫 

至清明期間 

4-5 
熱帶 

常綠闊葉 

榕樹、垂榕、雀榕、島榕、提琴葉榕、稜果榕、糙葉榕、黃金
榕、印度橡膠樹、麵包樹、波羅蜜、榴槤、倒卵葉楠、海芒果、
台東漆、福木、番石榴類、芒果類、龍眼、荔枝、蓮霧、錫蘭
橄欖、西印度櫻桃、蛋黃果、人心果、大葉桉 

生長旺季：萌芽期間 
春秋季間： 

清明至中秋期間 

4-6 
溫帶亞熱帶 

落葉闊葉 

桃、李、梅、櫻、梨、柿、碧桃、青楓、楓香、垂柳、水柳、
木蘭花、辛夷、烏桕、無患子、茄苳、台灣欒樹、苦楝、黃連
木、櫸木、榔榆、九芎、紫薇、流疏、扁櫻桃、廣東油桐 

休眠期間： 

落葉後至萌芽前 

遇冬季落葉後 

至早春萌芽前 

4-7 
熱帶 

落葉闊葉 

菩提樹、印度紫檀、印度黃檀、鳳凰木、藍花楹、大花紫薇、
阿勃勒、黃金風鈴木、洋紅風鈴木、台灣刺桐、黃脈刺桐、火
炬刺桐、珊瑚刺桐、雞冠刺桐、大花緬梔、鈍頭緬梔、紅花緬
梔、雜交緬梔、黃槿、黃槐、羊蹄甲、洋紫荊、艷紫荊、鐵刀
木類、盾柱木類、雨豆樹、金龜樹、墨水樹、桃花心木、美人
樹、木棉、吉貝木棉、黑板樹、小葉欖仁、欖仁、第倫桃、火
焰木、蘋婆、掌葉蘋婆、蘭嶼蘋婆、日日櫻、番荔枝類 

休眠期間： 

季節性或枯水期 

之落葉後至萌芽前 

或 

生長旺季：萌芽期間 

幾乎全年皆宜： 

冬季低溫落葉後 

至春季萌芽前 

或夏季乾旱枯水期 

的落葉期間 

或春季到秋季間 

亦即： 

清明至中秋期間 

  植栽『移植』( 同「強剪」)適期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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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狀
分類 

項號 修剪應用分類 例舉常見植物 強剪適期判斷通則 台灣地區概略時段 

竹 

類 

5-1 溫帶型 
孟宗竹、四方竹、人面竹、八芝蘭竹、包籜矢竹、玉山箭

竹、日本黃竹 

休眠期間： 

落葉後至萌芽前 
春節前後一個月內 

5-2 熱帶型 

桂竹、唐竹、斑葉唐竹、變種竹、麻竹、綠竹、蓬萊竹、

短節泰山竹、佛竹、金絲竹、條紋長枝竹、蘇仿竹、黑竹、

紅鳳凰竹、鳳凰竹、崗姬竹、稚子竹、布袋竹、業平竹 

休眠期間： 

落葉後至萌芽前 
清明前後一個月內 

棕 
櫚 
類 

6-1 單生稈型 

大王椰子、亞歷山大椰子、可可椰子、檳榔椰子、棍棒椰

子、酒瓶椰子、女王椰子、聖誕椰子、羅比親王海棗、台

灣海棗、銀海棗、三角椰子、蒲葵、華盛頓椰子 
生長旺季 
萌芽期間 

夏季期間： 
端午至中秋期間 

6-2 叢生稈型 
黃椰子、雪佛里椰子、袖珍椰子、叢立孔雀椰子、細射葉

椰子、觀音棕竹、棕櫚竹、桄榔、唐棕櫚 

地 
被 
類 

8-1 全類型 

蔓花生、南美蟛蜞菊、紅毛莧、莧草類、蔓綠絨類、黃金

葛類、馬蘭、冷水花、紫錦草、鴨跖草、水竹草、薄荷類、

百里香類、裂葉美女櫻、羽葉美女櫻、倒地蜈蚣、馬蹄金、

錢幣草、鈍葉草、玉龍草 

生長旺季 
萌芽期間 

夏秋季間： 
清明至中秋期間 

  植栽『移植』( 同「強剪」)適期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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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剪』 (略同「移植」)適期判定原則 

一、（針葉及闊葉）落葉性植物：桃.李.梅.櫻.楓.楝… 

  宜擇「休眠期間」即：落葉後到萌芽前期間 

二、（針葉）常綠性植物：松.柏.杉科植物… 

  宜擇「休眠期間」即：冬季寒流冷鋒過境後時期 

三、（闊葉）常綠性植物： 

  宜擇「生長旺季」即：枝葉萌芽時即屬旺季 

 1、萌芽期間長者：榕類、福木、芒果、龍眼、蘭嶼羅漢松… 

    於「萌芽期間內」作業皆宜。 

 2、萌芽期間短者：樟樹、楠類、楊梅、光臘樹、白千層、… 

    於「萌芽前一個月期間」作業最佳。 

 

 



 常用的斷根方法有： 

 直接切斷法、環狀剝皮法、水刀切根法、空氣挖掘法。 

 

 「斷根次數」依植物種類、規格、生育適期…等因素而異 

1. 植栽於「移植作業適期」期間內進行移植者～ 

    可不進行斷根，得以一次直接移植施作。 

2. 植栽其米高直徑≦10公分者～可不進行斷根， 

    得以一次直接移植施作。 

3. 植栽其米高直徑大於10公分以上而≦30公分以下者， 

    需施行斷根一次，斷根後距離定植日期須間隔至少達90天。 

4. 植栽其米高直徑大於30公分以上者，需施行斷根二次， 

    每次斷根間隔時間及距離定植日期亦須間隔至少達90天。 
17 

移植適期判斷＆斷根與否處置 
正確斷根增加成活率、錯誤斷根增加失敗率 



挖掘根球部的「適當形狀」與「合適大小」 

將有利於植栽移植種植的工作效率與成活率！ 

 

因為挖掘的大小與形狀不適當時～ 

將不利於吊搬、裝載、運送…造成根球破裂！ 

進而損傷根系、所以會增加移植的失敗率！ 

 

建議：以樹木幹基部的幹頭直徑之3～5倍 

   作為挖掘根球部位直徑大小的依據。 

     二、苗木準備 

SOP.   8  挖掘根球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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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栽進行「挖掘根球部」 
 （亦可稱為「挖掘根球」、或「挖掘土球」） 
 這是一項事關「移植成活率」的重要作業 
 亦是植栽欲與原栽植地點分離的必要措施 

 
 「挖掘根球部」時須要考量植栽的生育特性 
 並應盡量配合「移植作業適期」 
 及「植栽根系特性」…等因素 

 
 於適植時期挖掘適當大小的根球部 
 亦即以根球部「有效移植極大規格」為目標 
 如此方能提高移植作業的成活率 

挖掘根球部位～ 
善用工法挖掘適當形狀大小增加成活率、根球破裂增加失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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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判斷土球之形狀： 

   應依據樹種之根生性，以決定挖掘土球之形狀。 

 例：深根性植物～宜「倒卵形」 

   中根性植物～宜「正圓形」 

   淺根性植物～宜「扁圓形」 

 挖掘根球部位～ 



樹木根系與挖掘根球部判定詳圖 

 



22 

  ◎ 挖掘作業的十項步驟 

    （簡稱『挖樹十訣』）： 

 

     清表土→定大小→ 

      斜外挖→斜內鏟→ 

       直外挖→直內鏟→ 

      下外挖→下內鏟→ 

     斷根球→反覆做 

挖掘根球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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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

D

5 D

1、清表土：

   使鏟面略朝上（幾乎約水平角度）

   清表土及草根莖、落葉…等。

2、定大小：

   決定挖土球之大小寬度

   （一般約為幹基部直徑的3~5倍）。

2、定大小

1、清表土 1、清表土

GL.

3、斜外挖：

   自決定圓周處：鏟面朝外、由內往外

   斜向外下鏟約60-80.度，鏟切斷根挖掘繞一周。

4、斜內鏟：

   自決定圓周處的外圍約20.CM處：鏟面

　 朝內由外向內下鏟，鏟除挖掘土方繞一周。

4、斜內鏟
3、斜外挖

4、斜內鏟
3、斜外挖

GL.

5、直外挖：

   自決定圓周處的外圍約5.CM處：鏟面

　 朝外幾近垂直狀下鏟，斷根鏟切繞一周。

6、直內鏟：

   自垂直下鏟圓周處的外圍約20.CM處：

　 鏟面朝內由外向內鏟除土方繞一周。

5、直外挖
6、直內鏟

5、直外挖
6、直內鏟

GL.

7、下外挖：

   自垂直下鏟圓周處：緊貼球面使鏟面

　 朝外斜下約30-45。斷根鏟切繞一周。

8、下內鏟：

   自土球下方鏟切處的外圍20CM處：

   鏟面朝內由外向內鏟除土方繞一周。

8、下內鏟

7、下外挖

8、下內鏟

7、下外挖

GL.

 9、斷根球：

    自土球下方圓周處：使鏟面略朝上

    （幾乎約水平角度）斷根鏟切繞一周。

10、反覆做：

    依上述原則反覆處理直至確實斷根後，

    方可將植栽根球部抬出即完成。

    9、斷根球

10、反覆做

9、斷根球

  10、反覆做

喬木類植栽苗木挖掘施工詳圖
1

P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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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斜外挖：

   自決定圓周處：鏟面朝外、由內往外

   斜向外下鏟約60-80.度，鏟切斷根挖掘繞一周。

4、斜內鏟：

   自決定圓周處的外圍約20.CM處：鏟面

　 朝內由外向內下鏟，鏟除挖掘土方繞一周。

4、斜內鏟
3、斜外挖

4、斜內鏟
3、斜外挖

GL.

5、直外挖：

   自決定圓周處的外圍約5.CM處：鏟面

　 朝外幾近垂直狀下鏟，斷根鏟切繞一周。

6、直內鏟：

   自垂直下鏟圓周處的外圍約20.CM處：

　 鏟面朝內由外向內鏟除土方繞一周。

5、直外挖
6、直內鏟

5、直外挖
6、直內鏟

GL.

7、下外挖：

   自垂直下鏟圓周處：緊貼球面使鏟面

　 朝外斜下約30-45。斷根鏟切繞一周。

8、下內鏟：

   自土球下方鏟切處的外圍20CM處：

   鏟面朝內由外向內鏟除土方繞一周。

8、下內鏟

7、下外挖

8、下內鏟

7、下外挖

GL.

 9、斷根球：

    自土球下方圓周處：使鏟面略朝上

    （幾乎約水平角度）斷根鏟切繞一周。

10、反覆做：

    依上述原則反覆處理直至確實斷根後，

    方可將植栽根球部抬出即完成。

    9、斷根球

10、反覆做

9、斷根球

  10、反覆做

喬木類植栽苗木挖掘施工詳圖
1

P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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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麻繩、麻布、PE.或OP.保鮮膜…各種材料 

包裹保護根球部：避免根球於吊搬裝載運送破裂 

包裹保護莖幹部：降低莖幹表皮損傷與水分蒸散 

包裹保護葉片部：減少葉片水分蒸散及完整美觀 

     二、苗木準備 

SOP.   9  包裹保護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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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裹保護要領  ～ 
    
           其目的之一是為了降低植栽水份之蒸散 

 植栽蒸散水分所佔比例： 

  枝葉部  （蒸散量佔 70.%） 

   樹幹部  （蒸散量佔 20.%） 

    根球部  （蒸散量佔 10.%） 

 



包裹保護處置~新舊工法對照表 

部位 包裹保護之目的 目前普遍的做法 建議改良新做法 

枝 

葉 

部 

保護枝葉免受損傷斷折 塑膠繩捆紮集束保護 大致維持原有作法 

亦可配合 

以PE.或OP.保鮮膜 

捲繞包裹保護 

防止枝葉部位水分蒸散 黑網覆蓋包裹保護 

防止枝葉日光曝曬傷害 黑網覆蓋包裹保護 

樹 

幹 

部 

保護樹幹表皮免受損傷 包裹稻草蓆或捆草繩 以PE.或OP.保鮮膜 

捲繞包裹 防止樹幹表皮水分蒸散 包裹捆紮稻草 

冬季禦寒及保暖 包裹舊報紙及稻草 以報紙包裹後， 

以PE.或OP.保鮮膜 

捲繞包裹 防止日光曝曬傷害 包裹捆紮稻草 

根 

球 

部 

保護根球部位免受損傷 黑網或塑膠繩捆紮保護 
以麻布及麻繩 

或聚乙烯收縮膜 

包裹保護 

防止根球部位水分蒸散 黑網或塑膠袋覆蓋包裹 

防止日光曝曬傷害 黑網或草蓆覆蓋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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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PE.或OP.保鮮膜由下而上捲繞包裹樹幹 

促進「虹吸作用」增加「水分子吸引力」使水分輸送循環順暢 



• 包裹保護處置作業後 

• 於植栽成活無虞（萌芽成葉）時 

• 即應立即清理拆除 

• 以免妨害植栽正常生長與發育 

     二、苗木準備 

SOP.   9  包裹保護處置 



前述材料如選用非自然 

且不可分解材質之材料時 

於植栽覆土定植前應予以清理拆除 

且不可直接種植埋於土壤中 

以免造成日後 

對於植栽根部損害與生長發育妨礙 

 

     二、苗木準備 

SOP.   9  包裹保護處置 



• 樹木之米高直徑大於30cm以上時 

• 應先計算樹木整體吊搬總重量（T/公噸） 

• 以作為樹木吊搬裝載運送前 

• 計畫調度選用相關重力機具設備之評估參考 

• 以利移植種植工作的進行 

     三、吊搬運送 

SOP.  10 樹木重量計算 



   計算方法： 

1、先計算樹體莖幹密度 

   再乘以樹體體積即為「樹體重量」 

2、再計算根球部體積 

   乘上其土壤密度即得到「根球重量」 

3、樹體重量＋根球重量＝吊搬總重量。 

     三、吊搬運送 

SOP.  10 樹木重量計算 



• 應依據樹木吊搬總重量的需求 

• 適當選擇有效的吊搬裝載機具 

• 選用耐荷重噸位的安全吊索 

• 妥善評估樹木重量配置比例關係後 

• 再予以安全謹慎的進行： 

 吊搬→裝載→運送→吊搬植栽而完成定植。 

     三、吊搬運送 

SOP.  11 吊搬裝載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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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搬裝載運送 
移植樹木時應以「有效移植極大規格」計算其總吊搬重量 

總吊搬重量＝樹體重量＋根球重量 
故須準備總吊搬重量（噸）以上之吊車進行吊搬亦可以多部吊車聯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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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搬裝載運送 
    將準備軟質保護襯墊或舊棉被 
    於吊索吊搬根球部時的固定之用 



1、先計算「吊搬或運送路徑」 

   即是計算自「移植點」到「定植點」的距離 

2、紀錄吊搬運送動線上的相關通行障礙點 

3、移植進行前須事先進行清理或排除其障礙 
 

  作業目的： 

  避免在移植種植的吊搬運送過程中 

  造成工作障礙與產生施做困難的情形 

  進而影響樹木的移植品質與種植成活率 

     三、吊搬運送 

SOP.  12 路徑障礙排除 



 



１、定植作業應依據設計圖說進行放樣 

  並確認植栽之定植或假植地點 

  及平面位置與立面高程 

  且須適當定樁或做記號標示 

２、整地作業係針對植栽基盤裡 

  不利生長所需之土石塊雜物等 

  進行清理挖除運棄 

  須依圖說維持排水坡度 

  以避免積水而影響植栽生長 

     四、植穴準備 

SOP.  13 放樣整地準備 



   植穴挖掘之尺寸應依契約圖說規定辦理 

   如無規定時原則上： 

1.植穴寬度應大於植栽根球部直徑之 2.倍 

2.挖掘深度應大於植栽根球部高度之1.3倍 

     四、植穴準備 

SOP.  14 植穴挖掘預備 



植栽根球部與合理植穴大小關係詳圖 



• 植栽挖掘後，原土方如果經篩選 

• 已無石礫及混凝土塊及其他有礙生長的雜物時 

• 則可繼續利用原土方 

• 並配合相關土壤改良措施之後 

• 再繼續供作植栽種植使用。 

• 主要目的是為了 

• 改良土方能成為所設計選用的植栽樹種 

• 能符合其樹種特性的需求 

• 並且具有理想栽培介質所具備的 

• 物理性、化學性、生物性等良好條件。 

     四、植穴準備 

SOP.  15 客填土方改良 



• 拌合基肥種類 

• 應以「緩效性有機質肥」為宜 

• 並配合各種植栽所需氮磷鉀的需肥特性 

• 再加以選擇及適量施用。 

     四、植穴準備 

SOP.  16 穴底拌合基肥 



• 根端切削處理： 

• 係將植栽「根球部」的各根系末端 

• 將較凸出於根球部的：斷折根、 

• 或乾枯根、或碎裂根…等不良部位 

• 予以貼齊根球部表面進行修剪或鋸除 

• 遇有大型根端傷口部位 

• 亦可再以切根刀斜削45度使其切口平整 

     五、植栽種植 

SOP.  17 根端切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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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將：植栽「根球部」的各主根及分根、細根的根系末端 
  予以進行貼齊表面「切口剪削」作業～ 
 並保持根球部的完整而不破裂者稱之。 

       根端切削處理～ 
  有利組織新生並提高根部吸收輸送水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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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口剪削」去除 
根部「乾枯部位」 
直至「含水部位」， 
以利根部的 
虹吸水分作用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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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口剪削」 
須去除根部「乾枯部位」 
直至「含水部位」 
或「擴創傷口」使其平順～ 
以利根部的虹吸水分作用順暢。  

 根端切削處理 ～ 



• 置入植穴中央位置之後 

• 再將植栽最具樹姿美感的「正面」 

• 採取正時鐘方向或逆時鐘方向 

• 調整轉向到植栽最佳的觀賞「正面」 

• 使其朝向現場的「最佳觀賞視點」方向 

• 這是提升植栽施工品質的必要步驟 

     五、植栽種植 

SOP.  18 置入朝向定位 



• 應判斷植栽置入植穴 

• 的深淺關係是否正確 

• 並即時以植栽穴底放置土方墊高 

• 或是將植栽穴底的土方鏟除降低 

• 的反覆調整方式 

• 將植栽種植的深淺關係 

• 調整到最適當的高程位置 

     五、植栽種植 

SOP.  19 調整種植深淺 



• 置入植穴中之後 

• 應以植栽根盤面與地表齊平為原則 

• 切勿種植太深或覆土太厚 

• 不僅不會較抗風、不倒伏 

• 也會影響日後植栽根部的生長。 

• 當覆土厚度比幹基部直徑比率 

• 即「覆幹比」達 1.X 以上時 

• 也將會影響植栽生長勢與成活 

     五、植栽種植 

SOP.  19 調整種植深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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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栽種植後應立即「立支架固定」，
詳另參考「各類植栽立支架詳圖」

「植栽深度」應調整控制使根球部與地表面等高或略高5~10.CM

客填栽植土方定植時，應緊貼根球部適當搗實，必要時得和水種植

回填栽植土方時，應一併拌合有機質肥為「基肥」，
其用量約為每m3土方拌合3~5.kg

根球部

「植栽穴」及「根球部」之挖掘規格大小，詳見植栽預算書配置規格表

植栽穴

‧M

‧M

可以草繩或PE.保鮮膜或報紙進行捆幹保護至分枝處或主幹的1 / 2

W‧M

H‧M

（D）‧CM

植栽整枝修剪方式，
可另循「十二不良枝整枝作業工法」

捆紮根球部之繩索若以自然材質，
如：棉、麻、草繩時，植入後可免剝除；
若以塑膠及不織布材質時，則須剝除後方可植入

種植後須做「集水坑」（環狀隆起土托），待保固期滿得剷除整平復原

GL.

根球部
H‧M

植栽穴
H‧M

植栽之規格大小應循預算書規格配置表，
其誤差以±10.CM為限

枝葉得適度修剪以減少水分蒸散過據而影響成活率
剪除枝葉時僅能去除今年生及去年生之枝葉
且除葉時宜在葉柄處剪除

植栽後須立即澆水，水量一般約為根球部體積之2~3倍

植穴側壁及底面應以圓鍬挖鬆，以利根系生長

根球部凸露出之根端，應於植入前貼齊球面修剪，並使切口平順

90

喬木類植栽施工詳圖
1

P - 4

具有明顯「直立主幹」或「頂端優勢」之植栽的「頂稍」，
未經設計監造單位許可，不得任意整枝去除。

幹基部

     調整種植深淺～ 
決定樹木未來一生的健康與存活與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