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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暨所屬機關 

九十八年度委託研究計畫說明書 

 
一、計畫序號、名稱及經費 
（一）計畫編號： 
（二）計畫名稱：大葉桃花心木幼林木之碳貯存量與碳吸存量之推估 
（三）計畫經費：495（單位千元） 

 
 
二、計畫執行機關及執行人 
   計畫執行機關：國立中興大學  

計畫執行人及職稱：蕭介夫校長 
電話：04-22873181 

 
 

三、計畫主辦人 
機關名稱：國立中興大學 
姓名：馮豐隆          職稱：教授             電話：04-22854060 
傳真：04-22872027     電郵：flfeng@nchu.edu.tw 

 
 
四、計畫聯絡人 

機關名稱： 
姓名：馮豐隆          職稱：教授             電話：04-22854060 
傳真：04-22872027     電郵：flfeng@nchu.edu.tw 

 
 
五、執行期限 
（一）全程計畫：    98 年  6 月 24  日 至 98 年 12 月 31 日 
（二）本年度計畫：  98 年  6 月  24 日 至 98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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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計畫內容（均以條列為原則） 
（一）已完成之重要計畫成果摘要（如為延續性計畫，請條列概述） 

 
（二）計畫目標 
    1.全程目標 

大葉桃花心木(Swietenia macrophylla) 在熱帶林木市場上，佔了相當重要的地位，尤其

在 2002 年被放入野生動植物相之瀕危物種國家貿易(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附件Ⅱ(Appendix Ⅱ)中，該樹種的永續經營問題成

為大家所重視。近年來台灣的平地造林、農地造林、綠海計畫及愛台十二大建設的造林計

畫都大量栽植大葉桃花心木，根據京都議定書的規範，削減二氧化碳排放量，以減緩氣候

變遷之衝擊，已為世界各國所共同關注的議題與努力的目標，大量栽植林木已成為目前主

要的趨勢。新化林場大花桃花心木最早在 1958 年 5 月栽植，在第 2 林班的大葉桃花心木

係於 1978 年 4 月栽植，於 1999 年 3 月進行疏伐作業，以下層疏伐為主，疏伐強度為胸高

斷面積疏伐 0%、10%、20%與 30%四種處理，每個處理 3 個重複共計 12 個樣區。根據張

鈞媛與馮豐隆（2008）於新化林場研究 1993 年與 2002 年，兩期的造林地土地利用型的變

遷情形，結果發現大花桃花心木在 2002 年的地景，較 1993 年更具多樣性，其中竹類、柚

木、相思樹等純林漸被大葉桃花心木與其之混淆林取代，說明大葉桃花心木可以與其他樹

種一起生長，因此大葉桃花心木適合在新化林場更新之生長，且生長良好。新化林場有許

多天然下種之桃花心木苗，且目前提供中南部大葉桃花心木造林苗木的主要苗圃所在地。

因此，本研究對新化林場 10cm 以下之林木進行地下部(根部)與地上部(莖、葉、枝)的碳貯

存量與碳吸存量推估分析，以瞭解其幼林木之生物量、碳貯存量與碳吸存量。 
 

    2.本年度目標 
(1) 建立大葉桃花心木幼林木之林齡、胸高直徑、地徑、樹高、根部、材積與生長量的

生長關係函數式。 
(2) 進行大葉桃花心木幼林木根部分析，以了解根莖比與(根/全株)比。 
(3) 了解大葉桃花心木幼林木各部位之碳含量之情形。 
 

（三）重要工作項目 
1. 大葉桃花心木的幼林木在不同徑階下之調查與分析，包含：林齡、地徑、樹高、根部、

材積與生物量的生長關係函數。 
2. 大葉桃花心木的幼林木進行樹幹解析方式調查樣木生長情形與樣木之生物量。 
3. 大葉桃花心木的幼林木不同部位(根、莖、葉)之碳含量之情形。 

3



（四）執行程序 
1. 幼林木收集及調查 

    幼林木之調查，以胸高直徑值為間隔 ，每 2cm 為一階，共分為 6 個直徑階，分別

為未達胸高 1.3m 的林木、胸高直徑 0-2cm、2-4cm、4-6cm、6-8cm 與 8-10cm，每個徑

階採集 10 個樣本，採用逢機取樣之方式。將樣木以樹幹解析方式調查樣木生長情形、

並量測樣木之生物量，描述幼林木之外觀並分析胸高直徑(DBH)與地下部、地上部、年

齡、樹高(H)的生長相關情形。 
  執行程序如圖 1所示，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推估大葉桃花心木在幼林木之碳貯存量

與碳吸存量的情形，藉由量測大葉桃花心木幼林木的地上部(主幹與樹冠)與地下部(根部)
之生物量、樣木性態值(DBH、H、地際直徑)，並進行樣木全株及根部拍攝、描繪與量測。

樣木生物量調查包括根部、主幹與樹冠等三個部分；樹冠亦可分為葉子與枝條兩部分，

分別量測其生物量，並將主幹攜回進行樹幹解析，以了解樣木主幹的生長趨勢。在結果

方面分為五項：(1)建立胸徑與其他性態值之生長關係函數 (2)建立材積式 (3)分析根部 
(4)建立生物量擴展係數(地上部與地下部、主幹與樹冠) (5)大葉桃花心木幼林木在不同部

位(根、莖、葉)的碳含量分析，綜合以上分析之資訊來評估大葉桃花心木幼林木在不同

徑階下之碳貯存量與碳吸存量之情形。 
 

2. 資料分析 

(1) 樹幹解析 

a. 取樣 
待分段稱鮮重後，依序取樹幹解析之圓盤樣本，從 0.3m、1.3m…後以等距離

分段取樣，原則上要與秤重時的分段相同，如分段時以 1m 為一段，則取圓盤時亦

以 1m 間距取樣，此外注意，樹幹解析最末梢圓盤（0.3m）和次一圓盤（1.3m）距

離為 1m，如圖 2所示。 
b. 生長關係函數(Allometric Relationship Function )之建立 

由各圓盤之年輪判別其年齡後，與其林木之性態值的生長分析，林木的性態值

包括：胸高直徑(DBH)、樹高(H)、胸高斷面積(BA)、材積(V)與生物量(W)，建立

胸高直徑(DBH)與其他各性態值的生長關係函數(Allometric Relationship Function)。 

 
(2) 測定乾重與含碳量樣本取樣 

a. 測定樹幹乾重試材圓盤樣本 
取 3 個圓盤次樣本量鮮重，圓盤取自地徑、1.3 m 處、及樹幹高度 1/2 處，各

取約 3-5 cm 厚之圓盤次樣本(圖 2) ，並分開裝袋記錄，於每一圓盤底部紀錄切取

高度，於每袋上記錄取樣之高度，其高度記錄以切圓盤樣本之底部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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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大葉桃花心木幼林木碳貯存量與碳吸存量推估之研究流程圖 

(註:BG= belowground, AG= aboveground, St=Stem, Cr=Crown=Branch and fol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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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現場分別秤各圓盤之樹皮(cortex)及木材(wood)鮮重，求樹皮及木材佔圓盤鮮重之

比例。並攜回以 100℃烘至絕乾重，求各樹皮及木材次樣本之乾鮮比，取各次樣本的平

均值為該樣木之樹皮及木材乾鮮比，再由該樣木樹幹之樹皮鮮重及木材鮮重分別推算其

乾重，合計為該樣木樹幹乾重，即樹幹生物量。 
 

 

圖2. 樹幹圓盤取樣意示圖(王兆桓等，2007) 
 

 

 

圖3. 樹冠生物量調查意示圖(王兆桓等，2007) 

 

 
  

1m 1m 1m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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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測定樹冠層乾重樣本 
將冠層（crown）所著生之枝條（branch）與葉子（foliage）分離秤其鮮重，再取其

混合之大小枝條樣本 300-500g、混合葉子樣本約 200 g，經實際秤鮮重後裝袋編號攜回

以 100℃烘至絕乾重，求得樣本乾鮮比如圖 3所示。 
 

c. 測定根部乾重樣本 
根部以挖掘之方式，挖掘時盡量保持根系之完整，利用刷子清除根系上之土壤，拍

照並描繪及量測其根部之鮮重，再取其混合樣本 100-300g，經實際秤鮮重後裝袋編號攜

回以 100℃烘至絕乾重。 
 

(3) 根、莖、葉樣本碳含量分析 

將根、莖、葉樣本，以 100℃烘至絕乾重後，各部位經烘乾秤重後，其磨成粉狀，使用元

素分析儀(elemental analyzer, EA)分析不同部位之碳濃度，求出各部位小樣本碳所佔之百分比

與碳氮比，比較不同部位之碳濃度差異，最後將各部位之碳濃度與其生物量的乘積加總後，

可得到各部位之碳元素重量，再由各部位碳元素含量總合求出樣本之地上部碳元素含量。如

公式所示：  

各部位碳(C)之含量 = 各部位乾重 × 小樣本之含碳(C)百分比 
 

(4) 碳貯存量與碳吸存量之推估 

林木碳貯存量以林木生物量為基礎蓄積量之方式推估，係指利用林木之單株生物量與林

木各部位(根、莖、葉)之平均碳含量所計算而來。林木碳吸存量係以林木生長量之方式來推估，

即利用相關生長模式與林木各部位(根、莖、葉與枝條)之平均碳含量所推估林木未來可能吸存

量。 

 
（五）預期效益 

1.  建立大葉桃花心木幼林木之林齡、胸高直徑、地徑與樹高的生長關係式 
2. 了解大葉桃花心木幼林木地上部與地下部之比例關係 
3. 了解大葉桃花心木幼林木各部位之碳含量之情形 
4. 大葉桃花心木幼林木碳貯存、吸存的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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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定進度及經費分配 

 

重要工作項目 

工作比重

％及 

查核項目 

預  定  進  度 預算金額（千元） 

 年度 林務局 

經費 

其他配

合經費 6-7月 8-9月 10-12月 

建立大葉桃花心

木幼林木之生長

關係式 

20% 60% 100%  

100  

查核項目 
文獻回顧 

與資料蒐集 

資料蒐集 

與分析 
 

大葉桃花心木幼

林木地上部與地

下部之比例關係 

20% 40% 80% 100% 

查核項目 文獻回顧 
資料蒐集 

與分析 
資料分析 

大葉桃花心木幼

林木各部位之碳

含量之情形 

20% 20% 60% 100% 

查核項目 文獻回顧 資料蒐集、分析 資料分析 

大葉桃花心木幼

林木碳貯存、吸

存的推估 

20% 20% 60% 100% 

查核項目 文獻回顧 資料蒐集、分析 碳匯推估 

期末報告撰寫 
20%   100% 

查核項目   報告撰寫 

合    計 
累計 

百分比 
28% 6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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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預算細目  

 機關名稱： 中興大學 (單位：千元) 

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說    明 農委會(或所屬機關) 其他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金額 配合款

單位 
業務費 495  495   495  
租金 40  40   40 野外調查租車 2 千元/日×20 日

=40 千元。 
按日案件計資

酬金 
194  194   194 

 
 
 

外頁調查與內業資料處理之工

資。0.96 千元/日×180 日=173
千元。 
研究主持人費 3 千元/月×7 月

=21 千元。 
物品 71.3  71.3   71.3 

 
 

車輛及非車輛油料、文具、CF
或 SD 等儲存卡、硬碟、攝影

器材、購置基本圖、航空照片、

影像圖、底片、藥品、樹幹解

析、生長錐材料、實驗器材及

各種消耗性物料如電腦磁片、

光碟、磁帶、列表紙、碳粉、

墨水等等。 
雜支 50  50   50 沖印相片、印刷、裝訂費、掃

描、出圖、影印、電信費、郵

寄費、衛生紙、垃圾袋、等以

及其他與計畫有關之其他費用 
行政管理費 29.7  29.7   29.7 按計畫經費總額百分之六。 
養護費 20  20   20 交通工具及機械設備維護費用 
資訊設備維護

費 
40  40   40 電腦等資訊設備所需保養修護

及軟體後續維護費用。 

國內旅費 50  50   50 外業調查資料收集、研討會、

會議出席及業務協調差旅費 2
千元/人/天×25人/天= 50千元。 

合  計 495  495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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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研究人員（如僅個人則此欄免填） 
 

序號 機 關 名 稱 單 位 名 稱 研 究 人 員 

1.  

職 稱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系 馮豐隆 教授 

2.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科學與工程系 吳俊霖 助理教授 

3.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系 李宣德 博士班學生 

4.  國立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系 畢雅蘋 博士班學生 

5.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系 蔡正一 博士班學生 

6.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系 張愷玲 碩士班學生 

7.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系 丁崇益 大學部學生 

8.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系 張家豪 大學部學生 

9.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系 趙子騏 大學部學生 

10.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系 杜冠霖 大學部學生 

11.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系 郭津如 大學部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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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 

    自 1992 年綠色憲章公佈之後，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已成為全球多數

國家推行政務之重點項目，特別為森林生態系經營及生物多樣性保育已成

為全球主要潮流，更是環境與資源經營者的最高指導原則。嘗試診斷我台

灣之處境，在 21 世紀科技起飛與產業轉型之際，台灣土地超限利用與自

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再加以無法趨避的自然災害因素，讓台灣資源幾已陷

入急遽耗竭之窘境。為了國家之「永續發展」、並能防範於未然，故提出

呼籲、提供相關資訊、建構有效機制，已成為我研究機構無可卸責之使命。 

    甫自 921 地震後，2000 年 5 月 22 日公告「九九峰成立為自然

保留區」以來，行政院農業委員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會便積極進

行自然保留區暨周邊區域的資源調查及復育工程，並專案委請專家學

者進行野生動植物生態監測（許丁水等，2006；余啟瑞等，2007；余啟

瑞等，2008；余啟瑞等，2009）。惟九九峰實屬險惡地形，近年來學者的

持續觀察與推測，九九峰此地坡面仍有沖蝕、變動不穩等情資，人力無法

靠近的峭壁斷崖上，自然演替的林木群落之演變、天然植被的生長、

野生動物之棲息，均有難見全貌之憾，故想要恢復九九峰層層峰巒之原

貌，亦能兼顧時間及物力之平衡下，在執行方法與策略上實有須審慎探討

及考量。 

    鑒於此，本研究期以九九峰長期監測資料（2000 年至 2005 年索自特

有生物中心，其後 2006 年~2008 年則央請南投林管處提供野生動植物及樣

區等資訊），配合空間分析技術，以瞭解九九峰於 921 地震過後，不同層

級隨時間演替之過程。單株林木而言，本研究探討山黃麻、血桐及台灣二

葉松等先趨樹種生長，另外，收集台灣梭欏木（Reevesia formosana Sprague）

與秀柱花(Eustigma oblongifolium Gardn.＆Champ）兩類之“稀有植物物候

調查”，其中台灣梭欏木由 2006 年即調查，而秀柱花則於 2008 年後才開

始調查，整理兩類植物之物候生長。而林分與地景分析，因航遙測影像資

訊可取得大面積及即時土地利用及土地覆蓋現況，透過如「定點植被覆蓋

照相監測」、「植物永久樣區監測」，以及蒐集與推估的環境因子資訊，可

解釋森林生態系受干擾及變遷等。因地震後至今九九峰每年皆進行地面調

查，本研究期彙集各類資訊，瞭解彼此關係及交互影響之脈絡，探討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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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低海拔自然干擾－地震與颱風，對植物演替及地景變遷的衝擊，以為

復育九九峰森林生態之策略及未來經營，及台灣其餘相似環境地域，提供

最適解決方法與機制。 

二、計畫目標： 

（一）整合前人研究之文獻，以暸解九九峰保留區受 921 地震影響後，植

物及棲地變化。 

（二）取得九九峰之各類圖層及屬性資料，如航遙測影像與基本圖資等，

其影像或圖資盡可能與各類地面調查資料時間相配合。 

（三）整合各種連續監測地點與調查樣區的位置及其屬性資料，建立九九峰環

境因子之地理資料庫。 

（四）分析連續監測資料，以探討單株、林分與森林（地景與生態系）等

森林多層級之現況與變遷。 

（五）檢討樣區設置位置、個數及調查監測內容。 

 
三、計畫內容： 

（一）研究試區概述 

    本研究之樣區為九九峰，其位於台中縣及南投縣交界處的烏溪北岸，

行政區範圍涵蓋南投縣草屯鎮、國姓鄉、台中縣霧峰鄉及太平市，以TWD97

座標定位，其範圍約為 (225,420.563 , 2,661,408.688) ~ (230,510.639 , 

2,652,100.377)，海拔則約 200~700m 之間，如圖一所示。 

    九九峰因其地形險惡，長久以來人為擾動比較少，也因此蘊藏豐富的

生物資源。但九二一地震後造成多處坍方及表層土石大量崩落，山頂植被

隨著表土震落至數十公尺下的山坡，地貌大為改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即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於 89 年 5 月 22 日公告成立「九九峰自然保留區」，

主要保護對象為地震崩塌斷崖特殊地景，其面積達 1,198.4466 ha。本研究

即選用九九峰為研究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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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九九峰地區位置圖（余啟瑞等，2009） 

 

（二）材料與方法 

1.蒐集已有資料之方法 

(1) 九九峰自然保留區環境資料 

    擷取九九峰自然保留區範圍的各種環境分布主題圖。這些環境主題圖

資，參照高堅泰與馮豐隆（2001）空間推估方法，該論文收集全台地區 26

座氣象站及 818 個雨量站近年來月均、年均氣象資料，以 GIS 空間分析功

能，推估 40m × 40m 網棲息地環境因子，包括地形(坡度、坡向、海拔高)、

氣候(溫度、濕度、雨量、日照)及土壤物理(種類、質地)和化學(酸鹼度、

含氮量)性質等因子，並進行 Kriging 趨勢面法推古面空間，將 921 地震後，

2000 年至 2008 年的氣象站溫度及雨量資料來進行空間推估，以獲得空間

圖層與屬性資料，  

    921 地震造成中部山區多處崩塌，大量土石崩落在山區河谷，且台灣

位處亞熱帶，颱風豪雨不斷侵襲(如表一，有發佈風風警報者且對中地區影

響較大者)，特別是 2001 年 7 月底桃芝颱風侵襲，挾帶豐沛雨量引發土石

流，2004 年 7 月初又受敏督利颱風暨強盛西南氣流帶來強風豪雨之影響，

14



亦造成中南部地區嚴重災情。 

表一  1999/10/04~2009/06/19 颱風侵台資料 

編號 中文名稱 警報期間 強度 

近中心最

大風速

(m/s) 

七級風暴風

半徑(km) 

十級風暴風

半徑(km) 

200808 鳳凰 2008/07/26～07/29 中度 43 220 80 

200807 卡玫基 2008/07/16～07/18 中度 33 120 50 

200519 龍王 2005/09/30～10/03 強烈 51 200 80 

200513 泰利 2005/08/30～09/01 強烈 53 250 100 

200505 海棠 2005/07/16～07/20 強烈 55 280 120 

200407 敏督利 2004/06/28～07/03 中度 45 250 100 

200208 娜克莉 2002/07/09～07/10 輕度 20 80 -- 

200119 利奇馬 2001/09/23～09/28 中度 35 180 -- 

200116 納莉 2001/09/08～09/10 中度 40 150 -- 

200116 納莉 2001/09/13～09/19 中度 40 150 -- 

200108 桃芝 2001/07/28～07/31 中度 38 250 -- 

200105 潭美 2001/07/10～07/11 輕度 20 80 -- 

200004 啟德 2000/07/06～07/10 中度 35 150 --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颱風資料庫 

 (2)土地利用現況及變遷資料取得 

    依據林務局（2001）資料顯示，九九峰保留區在 921 地震前土地利用

類型共分為 26 類，大部分區域為天然植被，於陡峭山壁則是以台灣蘆竹

為主的草生地，在坡度較為平緩、稜線或坡腳的森林組成以低海拔榕楠林

帶、楠櫧林帶植群及先驅植物為主，如圓果青剛櫟、小西氏石櫟、台灣櫸、

台灣紅豆、大頭茶、山黃麻、山鹽青、血桐、牛乳榕等，並且混生有台灣

二葉松及台灣五葉松。賴國祥等（2002）應用遙測與地理資系統於九九峰

植生復舊監測報告中提出，921 地震後崩坍地苗木之發生以山黃麻、白桕、

白匏子、野桐、山鹽青、食茱萸及血桐等陽性樹種為主，其中又以山黃麻

生長最好。 

    然而，此保留區受 921 地震及颱風影響巨盛，導致其土地利用/地覆、

林型圖、林木生長、林分結構以及組成發展變遷，考量其樣區為大面積資

料且不易到達，故使用航遙測技術製圖(如圖二九九峰 1/5000 像片基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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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及圖三九九峰福衛 2 號影像)。 

    本研究採用國人自製衛星福衛 2 號，以取得多時期之光譜資訊，其適

時性與自主性，和衛星再訪頻率與適時性的獨特設計、全島大面積拍攝以

及低價位影像的提供，皆滿足臺灣地區之需求為主（國家太空中心）；但

福衛 2 號影像資訊，恐因拍攝時間含雲量太高且於 2004 年才運轉拍攝，

故無法與永久樣區多時期調查資料相呼應，因此，另將 SPOT5 影像納入

考量，因兩者空間解析力及光譜解析力較為相似(James, 2002)。 

 

  

  圖二  九九峰 1/5000 像片基本位置圖      圖三 九九峰福衛 2 號影像 

   

(3) 野生動植物樣區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南投林管處及台中工作站人員，由 2004 迄今對

九九峰自然保留區植物監測項目包含有：19 個「定點植被覆蓋照相監測」、

4 樣區「植物永久樣區監測」、9 株「稀有植物-台灣梭欏木物候調查」及

2008 年後新增的 2 株秀柱花之物候調查等重點項目。另外，「鳥類定點監

測」與 3 區 16 樣點之「紅外線照相監測」等長期野生動物調查，此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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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對地面永久樣區之地真資料取得之重要來源，因其可做日後森林生

態系功能與多樣性探討，但因計畫資料繁多，且時間短促等原因，故本研

究今年著重於植生之探討。 

 
2.森林資源調查與監測 

(1)森林資源調查 

     森林資源調查(cruise, enumeration 北美, inventory)為獲得森林資源

(Forest resource)的質與量，林木生長、森林發展、林地之性態值等森林資

源經營管理與監測的資訊的過程。以往大部分的森林資源調查都為林木材

積推估(timber estimate)，然對森林多目標經營、多項資源或生態系經營管

理的整合性資訊則較為少有，往後在整合資源調查(Integrated inventory)、

多項資源調查(Multi-resource inventory)或森林監測系統（Forest monitoring 

system）的建立且進行取樣調查及資料處理、資訊提供的設計與實務。 

     Husch and Mill（1983）認為完整的林木資源調查應該包括：面積推

算、地形描述(topography）、所有權（ownership)、易到達度（accessibility)、

交通設施（transportation）、林木質與量（Timber quality and quantity）以及

生長和枯死（growth and mortality）。 

    以往資源調查後，以林分表、蓄積表來表示調查結果，所謂林分表即

以各樹種林木株數，胸徑級(dbh classes)、樹高級，分別預測材積生長量以

推算將來單位面積之蓄積。 

 (2)森林資源監測 

    監測系統(Monitor system)是指經過某一時間週期，經由觀察與測量，

而發現變化情形及預測發展趨勢的系統(IUFRO, 1992)。由於林業的經營屬

長期性的工作，在時間推移的過程中，林分變化以及變化後的現況，甚至

未來變化情形，都是林業經營者期望掌握的資訊。而資訊取得與變化的控

制都必須依賴於固定資料來源。此外，經營者在達成合理的決策及擬定長

期經營計畫的同時，也都必須掌握森林資源的正確資訊。於是在資料迫切

需求的壓力下，森林資源監測系統的建立將有助於在資訊的掌握上更為確

實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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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測系統的建立，主要的工作重點在於永久樣區的設立。所謂永久樣

區(permanent plot)是指：一個取樣單位在設置及記錄之後，可提供於相同

位置，但是不同時間的狀態下對於發生的變化進行重覆的測量(IUFRO, 

1992)。基於此而建立之永久樣區，在作為資料獲取來源的前題下，所延伸

的問題將是如何去設立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樣區，永久樣區設立時應考慮的

因子，設立的步驟如何決定﹖同時，永久樣區一旦設立了，如何去維護﹖

所獲取的資料又將如何加以格式化以達資源共享的目的。 

    在資訊發達的工業社會中，林業研究從業人員應該能夠適時適地的提

出森林資源資訊，也應該能隨時掌握森林資源動態上的變化，森林資源監

測系統的建立，將能有效地幫助林業人員達到上述的目的。現今監測對象

及目標，可分為環境品質、土地覆蓋、森林、生物量等四種，亦有以森林

林木林分生長量、森林健康（防治病蟲害、盜伐、濫墾）為對象者，整體

而言包含了單株（生物）層級－生物量、DBH、樹高等，林分（族群）層

級－樣區、物種組成、林分結構等及地景層級－包含土地利用型、植生、

生育地等三個層級。 

(3) 地景變遷、林分演替及單株生長 

    地景變遷(Landscape Change)研究是景觀生態學重要方向之一，其為地

景動態特徵，可說是地景之結構與功能隨著時間發生改變，陳正華於 2001

年整理出 Marcucci(2000)對地景變遷相關研究之時間尺度，依地景變遷影

響因素可區分為 5 個方向，分別為地貌過程、氣候變遷、嵌塊體變遷及形

態、干擾及人文發展過程，本研究則針對地震、颱風的暴風雨等干擾因子

進行九九峰自然保留區森林演替與地景變遷之討論。 

    森林演替為植物由入侵、發育、族群增加、新種入侵、競爭、取代至

逹極盛相為止，此一連串的演變過程，即為所謂之演替現象（劉堂瑞和蘇

鴻傑，1989）。植物社會組成及構造為動態性質，而非一成不變，以植群

而言，其變化趨勢常係由生活型較低矮者，變化為生活型較高的大型植

物，植物社會則由簡單轉換為複雜。 

    種類不同之自然與人文因子共同作用在地表時，最終會以地景的整體

特性呈現，因此確實掌握地景的變化有其重要性。航遙測影像優勢為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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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及大面積取得地表現況資料，故利用遙測影像進行整體性動態監測已經

非常普遍。台灣的土地覆蓋主要由森林、旱作、稻田及都市等生態系統構

成，其中以森林生態系統為最主要的類型。因此，針對森林生態系統的探

討應該更加注重與深入。地面樣區調查與從衛星光譜資訊演算而得的植被

指數結合，植被指數可用來估計跟植被相關的變數，例如綠覆蓋面積及輻

射量等。 

    單株林木生長部分，本研究應用九九保留區各時期地面調查資料，分

析主要樹種(如小西氏石櫟、江某及山黃麻等)之胸高直徑、樹高生長及其

胸高直徑與樹高間之關係。由樹種分佈位置及種類，可做各樹種間相互競

爭及生長勢比較。另外，藉此資訊亦可做取樣方式及內容適宜之驗証與探

討。 

3. 資料建檔、貯存 

    將航遙測技術所繪製之圖及資料屬性，透過時間興空間座標存入 GIS

中；已有之空間資料或實地調查之點資料，則應用 GPS 或其他空間座標位

置與時間因素，結合於 GIS 中(Worboy, 1995)，分別儲存於不同時間及空間

尺度，即可取得多時期與多尺度屬性、主題圖資籍。 

4. 空間分析 

     空間分析必須藉助於 GIS 與空間資料，進而建立推估地景層級

(Level) ，既由調查林木位置和樣區之單株林木，瞭解林分組成

(composition)、結構(structure)、及林分生長，可說利用網格資料和空間推

估方法進行點推面，以及各種森林生能系經營資訊之推估與分析（馮豐

隆，2004）。 

四、研究架構及目標： 

    本研究主要藉由特有生物中心及南投林管處所提供地震前、後之地面

監測資料，探討九九峰野生植物多空間、多時期及多層級之關係。說明及

架構如下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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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九九峰保留區動植物分析 

 

    研究設計擬取得 921 地震前後至今的地面永久樣區相關資訊，其資源

調查及監測資料部分主要來至特有生物中心及南投林管處兩單位，以時間

劃分，即 2000 年至 2005 為特有生物中心人員進行九九峰地區調查，2005

年後至今則由南投林管處持續做野生動植物及樣區資訊取得。研究利用

GPS 或其他空間座標位置，將地面調查資料、斜照片、航遙測資訊及環境

因子等將空間資訊做結合。 

以單株林木討論依據林務局資料顯示，九九峰保留區在 921 地震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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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類型共分為 26 類，大部分區域為天然植被，於陡峭山壁則是以台

灣蘆竹為主的草生地，在坡度較為平緩、稜線或坡腳的森林組成以低海拔

榕楠林帶、楠櫧林帶植群及先驅植物為主，而本研究則探討山黃麻、血桐

及台灣二葉松等先趨樹種的現況及生長。 

    就林分與地景分析，航遙測影像資訊可取得大面積及不同時期的土地

利用及土地覆蓋現況，將不同時期的衛星影像做植生指數計算後，如常態

化差異植生指數(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即可瞭解

樣區內裸地、水體及裸地之變化，透過地面調查資料，如「定點植被覆蓋

照相監測」、「植物永久樣區監測」，以及蒐集與推估的環境因子資訊，可

進一步解釋森林生態系受干擾、變遷及其機制。 

    整合上述本研究計畫分別為，整合前人研究之文獻，以暸解九九峰保

留區受自然干擾－921 地震及颱風後，植物及棲地變化。並以航遙測技術

取得九九峰之各類圖層及屬性資料了解現況，且整合各種連續監測地點與調

查樣區的位置及其屬性資料，建立九九峰環境因子之地理資料庫，進而分析

連續監測資料，以探討單株、林分與森林（地景與生態系）等森林多層級

之現況與變遷，以檢討樣區設置位置、個數及調查監測內容。 

 
五、預定進度 

工作內容 6-7 月 8-9 月 10-11 月 12 月 

文獻回顧及探

討 

     

影像取得及圖

資建立 

     

整合各種調查

樣區位及屬性

資料 

    

建構空間及屬

性資料庫 

    

各類資料套疊     

森林多層級資

料分析 

    

樣區檢討     

報告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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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費估算 

 
 

機關名稱： 中興大學 (單位：千元) 

預算科 
目代號 

 

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說    明 
林管處(或所屬機關) 其他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金

額 
配合款

單位 
20-00 業務費 450  450   450  
24-10 按日案件

計資酬金 
112.5  112.5   112.5 外業調查與內業資料處理之

工資。0.96千元/日×10日×10
人工=96 千元。 
研究主持人費 3 千元/月×

5.5=16.5 千元。 
21-10 租金 40  40   40 車輛租金：4000×10 天 

27-20 物品 88  88   88 多時期航空照片、基本圖、

福衛 2 號多譜影像、SPOT5
多譜等影像及各類圖資及照

相攝影器材、消耗或非消耗品

購置費用屬之，如油料、材料、

物料、配件及試驗儀器、藥品

等。 
26-20 行政管理

費 
27  27   27 委辦計畫6%行政管理費，最

高不得超過十萬元 

27-10 養護費 45  45   45 交通工具及機械設備所需

之保養、維護費用。 
27-20 資訊服務

費 
66  66   66 Imagine、ArcGIS、ENVI、

PCI、Idrisi及E-Difiniens
等影像處理、地理資訊系

統、統計SPSS、SAS及
Systems等軟體及調查、測

量儀器與電腦等維修費。 
27-10 雜支 41.5  41.5   41.5 沖印相片、印刷、裝訂費、

掃描、出圖、影印、電信費、

郵寄費、衛生紙、垃圾袋、

等以及其他與計畫有關之其

他費用。 
28-10 國內旅費 30  30   30 

 
資料蒐集、野外調查及業務

聯繫。 

 合  計 450  450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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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期效益 

（一）“資源調查與監測資料之時空分析”之文獻探討。 

（二）建立 921 地震前後及颱風因子影響之多尺度及多時期圖層及屬性資

料。 

（三）整合各種調查樣區位置及屬性資料，建立九九峰環境因子之地理資料

庫。 

（四）透過連續地面監測調查資料之分析，探討九九峰之植生演替，單株

林木、植群及生態系等森林多層級之現況與變遷。 

（五）檢討樣區設置位置、個數及調查監測內容。 

 

八、計畫研究人員（如僅個人則此欄免填） 
序號 機 關 名 稱 單 位 名 稱 研 究 人 員 

1 

職 稱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系 馮豐隆 教授 

2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系 李宣德 博士班學生 

3 國立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系 畢雅蘋 博士班學生 

4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系 蔡正一 博士班學生 

5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系 張愷玲 碩士班學生 

6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系 丁崇益 大學部學生 

7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系 杜冠霖 大學部學生 

8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系 張家豪 大學部學生 

9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系 郭津如 大學部學生 

10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系 趙子騏 大學部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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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 

    自 1992 年綠色憲章公佈之後，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已成為全球多數

國家推行政務之重點項目，特別為森林生態系經營及生物多樣性保育已成

為全球主要潮流，更是環境與資源經營者的最高指導原則。嘗試診斷我台

灣之處境，在 21 世紀科技起飛與產業轉型之際，台灣土地超限利用與自

然資源的過度開發，再加以無法趨避的自然災害因素，讓台灣資源幾已陷

入急遽耗竭之窘境。為了國家之「永續發展」、並能防範於未然，故提出

呼籲、提供相關資訊、建構有效機制，已成為我研究機構無可卸責之使命。 

    甫自 921 地震後，2000 年 5 月 22 日公告「九九峰成立為自然

保留區」以來，行政院農業委員林務局南投林區管理處會便積極進

行自然保留區暨周邊區域的資源調查及復育工程，並專案委請專家學

者進行野生動植物生態監測（許丁水等，2006；余啟瑞等，2007；余啟

瑞等，2008；余啟瑞等，2009）。惟九九峰實屬險惡地形，近年來學者的

持續觀察與推測，九九峰此地坡面仍有沖蝕、變動不穩等情資，人力無法

靠近的峭壁斷崖上，自然演替的林木群落之演變、天然植被的生長、

野生動物之棲息，均有難見全貌之憾，故想要恢復九九峰層層峰巒之原

貌，亦能兼顧時間及物力之平衡下，在執行方法與策略上實有須審慎探討

及考量。 

    鑒於此，本研究期以九九峰長期監測資料（2000 年至 2005 年索自特

有生物中心，其後 2006 年~2008 年則央請南投林管處提供野生動植物及樣

區等資訊），配合空間分析技術，以瞭解九九峰於 921 地震過後，不同層

級隨時間演替之過程。單株林木而言，本研究探討山黃麻、血桐及台灣二

葉松等先趨樹種生長，另外，收集台灣梭欏木（Reevesia formosana Sprague）

與秀柱花(Eustigma oblongifolium Gardn.＆Champ）兩類之“稀有植物物候

調查＂，其中台灣梭欏木由 2006 年即調查，而秀柱花則於 2008 年後才開

始調查，整理兩類植物之物候生長。而林分與地景分析，因航遙測影像資

訊可取得大面積及即時土地利用及土地覆蓋現況，透過如「定點植被覆蓋

照相監測」、「植物永久樣區監測」，以及蒐集與推估的環境因子資訊，可

解釋森林生態系受干擾及變遷等。因地震後至今九九峰每年皆進行地面調

查，本研究期彙集各類資訊，瞭解彼此關係及交互影響之脈絡，探討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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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低海拔自然干擾－地震與颱風，對植物演替及地景變遷的衝擊，以為

復育九九峰森林生態之策略及未來經營，及台灣其餘相似環境地域，提供

最適解決方法與機制。 

二、計畫目標： 

（一）整合前人研究之文獻，以暸解九九峰保留區受 921 地震影響後，植

物及棲地變化。 

（二）取得九九峰之各類圖層及屬性資料，如航遙測影像與基本圖資等，

其影像或圖資盡可能與各類地面調查資料時間相配合。 

（三）整合各種連續監測地點與調查樣區的位置及其屬性資料，建立九九峰環

境因子之地理資料庫。 

（四）分析連續監測資料，以探討單株、林分與森林（地景與生態系）等

森林多層級之現況與變遷。 

（五）檢討樣區設置位置、個數及調查監測內容。 

 
三、計畫內容： 

（一）研究試區概述 

    本研究之樣區為九九峰，其位於台中縣及南投縣交界處的烏溪北岸，

行政區範圍涵蓋南投縣草屯鎮、國姓鄉、台中縣霧峰鄉及太平市，以TWD97

座標定位，其範圍約為 (225,420.563 , 2,661,408.688) ~ (230,510.639 , 

2,652,100.377)，海拔則約 200~700m 之間，如圖一所示。 

    九九峰因其地形險惡，長久以來人為擾動比較少，也因此蘊藏豐富的

生物資源。但九二一地震後造成多處坍方及表層土石大量崩落，山頂植被

隨著表土震落至數十公尺下的山坡，地貌大為改變，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即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於 89 年 5 月 22 日公告成立「九九峰自然保留區」，

主要保護對象為地震崩塌斷崖特殊地景，其面積達 1,198.4466 ha。本研究

即選用九九峰為研究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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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九九峰地區位置圖（余啟瑞等，2009） 

 

（二）材料與方法 

1.蒐集已有資料之方法 

(1) 九九峰自然保留區環境資料 

    擷取九九峰自然保留區範圍的各種環境分布主題圖。這些環境主題圖

資，參照高堅泰與馮豐隆（2001）空間推估方法，該論文收集全台地區 26

座氣象站及 818 個雨量站近年來月均、年均氣象資料，以 GIS 空間分析功

能，推估 40m × 40m 網棲息地環境因子，包括地形(坡度、坡向、海拔高)、

氣候(溫度、濕度、雨量、日照)及土壤物理(種類、質地)和化學(酸鹼度、

含氮量)性質等因子，並進行 Kriging 趨勢面法推古面空間，將 921 地震後，

2000 年至 2008 年的氣象站溫度及雨量資料來進行空間推估，以獲得空間

圖層與屬性資料，  

    921 地震造成中部山區多處崩塌，大量土石崩落在山區河谷，且台灣

位處亞熱帶，颱風豪雨不斷侵襲(如表一，有發佈風風警報者且對中地區影

響較大者)，特別是 2001 年 7 月底桃芝颱風侵襲，挾帶豐沛雨量引發土石

流，2004 年 7 月初又受敏督利颱風暨強盛西南氣流帶來強風豪雨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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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造成中南部地區嚴重災情。 

表一  1999/10/04~2009/06/19 颱風侵台資料 

編號 中文名稱 警報期間 強度

近中心最

大風速

(m/s) 

七級風暴風

半徑(km) 

十級風暴風

半徑(km) 

200808 鳳凰 2008/07/26～07/29 中度 43 220 80 

200807 卡玫基 2008/07/16～07/18 中度 33 120 50 

200519 龍王 2005/09/30～10/03 強烈 51 200 80 

200513 泰利 2005/08/30～09/01 強烈 53 250 100 

200505 海棠 2005/07/16～07/20 強烈 55 280 120 

200407 敏督利 2004/06/28～07/03 中度 45 250 100 

200208 娜克莉 2002/07/09～07/10 輕度 20 80 -- 

200119 利奇馬 2001/09/23～09/28 中度 35 180 -- 

200116 納莉 2001/09/08～09/10 中度 40 150 -- 

200116 納莉 2001/09/13～09/19 中度 40 150 -- 

200108 桃芝 2001/07/28～07/31 中度 38 250 -- 

200105 潭美 2001/07/10～07/11 輕度 20 80 -- 

200004 啟德 2000/07/06～07/10 中度 35 150 --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颱風資料庫 

 (2)土地利用現況及變遷資料取得 

    依據林務局（2001）資料顯示，九九峰保留區在 921 地震前土地利用

類型共分為 26 類，大部分區域為天然植被，於陡峭山壁則是以台灣蘆竹

為主的草生地，在坡度較為平緩、稜線或坡腳的森林組成以低海拔榕楠林

帶、楠櫧林帶植群及先驅植物為主，如圓果青剛櫟、小西氏石櫟、台灣櫸、

台灣紅豆、大頭茶、山黃麻、山鹽青、血桐、牛乳榕等，並且混生有台灣

二葉松及台灣五葉松。賴國祥等（2002）應用遙測與地理資系統於九九峰

植生復舊監測報告中提出，921 地震後崩坍地苗木之發生以山黃麻、白桕、

白匏子、野桐、山鹽青、食茱萸及血桐等陽性樹種為主，其中又以山黃麻

生長最好。 

    然而，此保留區受 921 地震及颱風影響巨盛，導致其土地利用/地覆、

林型圖、林木生長、林分結構以及組成發展變遷，考量其樣區為大面積資

料且不易到達，故使用航遙測技術製圖(如圖二九九峰 1/5000 像片基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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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及圖三九九峰福衛 2 號影像)。 

    本研究採用國人自製衛星福衛 2 號，以取得多時期之光譜資訊，其適

時性與自主性，和衛星再訪頻率與適時性的獨特設計、全島大面積拍攝以

及低價位影像的提供，皆滿足臺灣地區之需求為主（國家太空中心）；但

福衛 2 號影像資訊，恐因拍攝時間含雲量太高且於 2004 年才運轉拍攝，

故無法與永久樣區多時期調查資料相呼應，因此，另將 SPOT5 影像納入

考量，因兩者空間解析力及光譜解析力較為相似(James, 2002)。 

 

  

  圖二  九九峰 1/5000 像片基本位置圖      圖三 九九峰福衛 2 號影像 

   

(3) 野生動植物樣區 

    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南投林管處及台中工作站人員，由 2004 迄今對

九九峰自然保留區植物監測項目包含有：19 個「定點植被覆蓋照相監測」、

4 樣區「植物永久樣區監測」、9 株「稀有植物-台灣梭欏木物候調查」及

2008 年後新增的 2 株秀柱花之物候調查等重點項目。另外，「鳥類定點監

測」與 3 區 16 樣點之「紅外線照相監測」等長期野生動物調查，此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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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對地面永久樣區之地真資料取得之重要來源，因其可做日後森林生

態系功能與多樣性探討，但因計畫資料繁多，且時間短促等原因，故本研

究今年著重於植生之探討。 

 
2.森林資源調查與監測 

(1)森林資源調查 

     森林資源調查(cruise, enumeration 北美, inventory)為獲得森林資源

(Forest resource)的質與量，林木生長、森林發展、林地之性態值等森林資

源經營管理與監測的資訊的過程。以往大部分的森林資源調查都為林木材

積推估(timber estimate)，然對森林多目標經營、多項資源或生態系經營管

理的整合性資訊則較為少有，往後在整合資源調查(Integrated inventory)、

多項資源調查(Multi-resource inventory)或森林監測系統（Forest monitoring 

system）的建立且進行取樣調查及資料處理、資訊提供的設計與實務。 

     Husch and Mill（1983）認為完整的林木資源調查應該包括：面積推

算、地形描述(topography）、所有權（ownership)、易到達度（accessibility)、

交通設施（transportation）、林木質與量（Timber quality and quantity）以及

生長和枯死（growth and mortality）。 

    以往資源調查後，以林分表、蓄積表來表示調查結果，所謂林分表即

以各樹種林木株數，胸徑級(dbh classes)、樹高級，分別預測材積生長量以

推算將來單位面積之蓄積。 

 (2)森林資源監測 

    監測系統(Monitor system)是指經過某一時間週期，經由觀察與測量，

而發現變化情形及預測發展趨勢的系統(IUFRO, 1992)。由於林業的經營屬

長期性的工作，在時間推移的過程中，林分變化以及變化後的現況，甚至

未來變化情形，都是林業經營者期望掌握的資訊。而資訊取得與變化的控

制都必須依賴於固定資料來源。此外，經營者在達成合理的決策及擬定長

期經營計畫的同時，也都必須掌握森林資源的正確資訊。於是在資料迫切

需求的壓力下，森林資源監測系統的建立將有助於在資訊的掌握上更為確

實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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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測系統的建立，主要的工作重點在於永久樣區的設立。所謂永久樣

區(permanent plot)是指：一個取樣單位在設置及記錄之後，可提供於相同

位置，但是不同時間的狀態下對於發生的變化進行重覆的測量(IUFRO, 

1992)。基於此而建立之永久樣區，在作為資料獲取來源的前題下，所延伸

的問題將是如何去設立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樣區，永久樣區設立時應考慮的

因子，設立的步驟如何決定﹖同時，永久樣區一旦設立了，如何去維護﹖

所獲取的資料又將如何加以格式化以達資源共享的目的。 

    在資訊發達的工業社會中，林業研究從業人員應該能夠適時適地的提

出森林資源資訊，也應該能隨時掌握森林資源動態上的變化，森林資源監

測系統的建立，將能有效地幫助林業人員達到上述的目的。現今監測對象

及目標，可分為環境品質、土地覆蓋、森林、生物量等四種，亦有以森林

林木林分生長量、森林健康（防治病蟲害、盜伐、濫墾）為對象者，整體

而言包含了單株（生物）層級－生物量、DBH、樹高等，林分（族群）層

級－樣區、物種組成、林分結構等及地景層級－包含土地利用型、植生、

生育地等三個層級。 

(3) 地景變遷、林分演替及單株生長 

    地景變遷(Landscape Change)研究是景觀生態學重要方向之一，其為地

景動態特徵，可說是地景之結構與功能隨著時間發生改變，陳正華於 2001

年整理出 Marcucci(2000)對地景變遷相關研究之時間尺度，依地景變遷影

響因素可區分為 5 個方向，分別為地貌過程、氣候變遷、嵌塊體變遷及形

態、干擾及人文發展過程，本研究則針對地震、颱風的暴風雨等干擾因子

進行九九峰自然保留區森林演替與地景變遷之討論。 

    森林演替為植物由入侵、發育、族群增加、新種入侵、競爭、取代至

逹極盛相為止，此一連串的演變過程，即為所謂之演替現象（劉堂瑞和蘇

鴻傑，1989）。植物社會組成及構造為動態性質，而非一成不變，以植群

而言，其變化趨勢常係由生活型較低矮者，變化為生活型較高的大型植

物，植物社會則由簡單轉換為複雜。 

    種類不同之自然與人文因子共同作用在地表時，最終會以地景的整體

特性呈現，因此確實掌握地景的變化有其重要性。航遙測影像優勢為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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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及大面積取得地表現況資料，故利用遙測影像進行整體性動態監測已經

非常普遍。台灣的土地覆蓋主要由森林、旱作、稻田及都市等生態系統構

成，其中以森林生態系統為最主要的類型。因此，針對森林生態系統的探

討應該更加注重與深入。地面樣區調查與從衛星光譜資訊演算而得的植被

指數結合，植被指數可用來估計跟植被相關的變數，例如綠覆蓋面積及輻

射量等。 

    單株林木生長部分，本研究應用九九保留區各時期地面調查資料，分

析主要樹種(如小西氏石櫟、江某及山黃麻等)之胸高直徑、樹高生長及其

胸高直徑與樹高間之關係。由樹種分佈位置及種類，可做各樹種間相互競

爭及生長勢比較。另外，藉此資訊亦可做取樣方式及內容適宜之驗証與探

討。 

3. 資料建檔、貯存 

    將航遙測技術所繪製之圖及資料屬性，透過時間興空間座標存入 GIS

中；已有之空間資料或實地調查之點資料，則應用 GPS 或其他空間座標位

置與時間因素，結合於 GIS 中(Worboy, 1995)，分別儲存於不同時間及空間

尺度，即可取得多時期與多尺度屬性、主題圖資籍。 

4. 空間分析 

     空間分析必須藉助於 GIS 與空間資料，進而建立推估地景層級

(Level) ，既由調查林木位置和樣區之單株林木，瞭解林分組成

(composition)、結構(structure)、及林分生長，可說利用網格資料和空間推

估方法進行點推面，以及各種森林生能系經營資訊之推估與分析（馮豐

隆，2004）。 

四、研究架構及目標： 

    本研究主要藉由特有生物中心及南投林管處所提供地震前、後之地面

監測資料，探討九九峰野生植物多空間、多時期及多層級之關係。說明及

架構如下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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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九九峰保留區動植物分析 

 

    研究設計擬取得 921 地震前後至今的地面永久樣區相關資訊，其資源

調查及監測資料部分主要來至特有生物中心及南投林管處兩單位，以時間

劃分，即 2000 年至 2005 為特有生物中心人員進行九九峰地區調查，2005

年後至今則由南投林管處持續做野生動植物及樣區資訊取得。研究利用

GPS 或其他空間座標位置，將地面調查資料、斜照片、航遙測資訊及環境

因子等將空間資訊做結合。 

以單株林木討論依據林務局資料顯示，九九峰保留區在 921 地震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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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利用類型共分為 26 類，大部分區域為天然植被，於陡峭山壁則是以台

灣蘆竹為主的草生地，在坡度較為平緩、稜線或坡腳的森林組成以低海拔

榕楠林帶、楠櫧林帶植群及先驅植物為主，而本研究則探討山黃麻、血桐

及台灣二葉松等先趨樹種的現況及生長。 

    就林分與地景分析，航遙測影像資訊可取得大面積及不同時期的土地

利用及土地覆蓋現況，將不同時期的衛星影像做植生指數計算後，如常態

化差異植生指數(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即可瞭解

樣區內裸地、水體及裸地之變化，透過地面調查資料，如「定點植被覆蓋

照相監測」、「植物永久樣區監測」，以及蒐集與推估的環境因子資訊，可

進一步解釋森林生態系受干擾、變遷及其機制。 

    整合上述本研究計畫分別為，整合前人研究之文獻，以暸解九九峰保

留區受自然干擾－921 地震及颱風後，植物及棲地變化。並以航遙測技術

取得九九峰之各類圖層及屬性資料了解現況，且整合各種連續監測地點與調

查樣區的位置及其屬性資料，建立九九峰環境因子之地理資料庫，進而分析

連續監測資料，以探討單株、林分與森林（地景與生態系）等森林多層級

之現況與變遷，以檢討樣區設置位置、個數及調查監測內容。 

 
五、預定進度 

工作內容 6-7 月 8-9 月 10-11 月 12 月 

文獻回顧及探

討 

     

影像取得及圖

資建立 

     

整合各種調查

樣區位及屬性

資料 

    

建構空間及屬

性資料庫 

    

各類資料套疊     

森林多層級資

料分析 

    

樣區檢討     

報告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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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經費估算 

 
 

機關名稱： 中興大學 (單位：千元) 

預算科 
目代號 

 

預算 
科目 

經費來源 

說    明 
林管處(或所屬機關) 其他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金

額

配合款

單位 
20-00 業務費 450  450 450  
24-10 按日案件

計資酬金 
112.5  112.5  112.5 外業調查與內業資料處理之

工資。0.96千元/日×10日×10
人工=96 千元。 
研究主持人費 3 千元/月×

5.5=16.5 千元。 
21-10 租金 40  40  40 車輛租金：4000×10 天 

27-20 物品 88  88  88 多時期航空照片、基本圖、

福衛 2 號多譜影像、SPOT5
多譜等影像及各類圖資及照

相攝影器材、消耗或非消耗品

購置費用屬之，如油料、材料、

物料、配件及試驗儀器、藥品

等。 
26-20 行政管理

費 
27  27 27 委辦計畫6%行政管理費，最

高不得超過十萬元 

27-10 養護費 45  45 45 交通工具及機械設備所需

之保養、維護費用。 
27-20 資訊服務

費 
66  66 66 Imagine、ArcGIS、ENVI、

PCI、Idrisi及E-Difiniens
等影像處理、地理資訊系

統、統計SPSS、SAS及
Systems等軟體及調查、測

量儀器與電腦等維修費。 
27-10 雜支 41.5  41.5  41.5 沖印相片、印刷、裝訂費、

掃描、出圖、影印、電信費、

郵寄費、衛生紙、垃圾袋、

等以及其他與計畫有關之其

他費用。 
28-10 國內旅費 30  30  30

 
資料蒐集、野外調查及業務

聯繫。 

 合  計 450  450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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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期效益 

（一）“資源調查與監測資料之時空分析＂之文獻探討。 

（二）建立 921 地震前後及颱風因子影響之多尺度及多時期圖層及屬性資

料。 

（三）整合各種調查樣區位置及屬性資料，建立九九峰環境因子之地理資料

庫。 

（四）透過連續地面監測調查資料之分析，探討九九峰之植生演替，單株

林木、植群及生態系等森林多層級之現況與變遷。 

（五）檢討樣區設置位置、個數及調查監測內容。 

 

八、計畫研究人員（如僅個人則此欄免填） 

序號 機 關 名 稱 單 位 名 稱 研 究 人 員 職 稱

1 國立中興大學 森林系 馮豐隆 教授 

2 國立中興大學 森林系 李宣德 博士班學生 

3 國立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系 畢雅蘋 博士班學生 

4 國立中興大學 森林系 蔡正一 博士班學生 

5 國立中興大學 森林系 張愷玲 碩士班學生 

6 國立中興大學 森林系 丁崇益 大學部學生 

7 國立中興大學 森林系 杜冠霖 大學部學生 

8 國立中興大學 森林系 張家豪 大學部學生 

9 國立中興大學 森林系 郭津如 大學部學生 

10 國立中興大學 森林系 趙子騏 大學部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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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資訊服務網站：http://www.cwb.gov.tw 

中央氣象局颱風資料庫：http://61.56.13.28/ 

林務局：http://www.forest.gov.tw/mp.asp?mp=1 

余啟瑞、吳燕齡、黃長生、巫岳峰、詹文輝、賴慶展、張淑姬及林文隆 （2007） 

九九峰自然保留區動植物資源調查監測─九十五年度成果報告，台中

工作站，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保育研究系列 95-28。行政院農委會林

務局 95-04-8-06。 

余啟瑞、張淑姬、巫岳峰、陳帥名、黃長生、劉俊傑及詹文輝 （2008） 九

九峰自然保留區動植物資源調查監測─九十六年度成果報告，台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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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站，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保育研究系列 96-25。行政院農委會林務

局 96-04-8-06。 

余啟瑞、許逸玫、詹文輝、巫岳峰、陳帥名、黃長生及劉俊傑 （2009）

九九峰自然保留區動植物資源調查監測─九十七年度成果報告，台中

工作站，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保育研究系列 97-24。行政院農委會林

務局 97-04-08-05。 

高堅泰、馮豐隆（2001）森林生育地因子之空間推估與生育地分類。中華

林學季刊，34(2)，167~184。 

國家太空中心：http://www.nspo.org.tw/ 

許丁水、薛士毅、吳燕齡、黃長生、巫岳峰、詹文輝、賴慶展、張淑姬、

林文隆及林德勳 （2006） 九九峰自然保留區動植物資源調查監測─

九十四年度成果報告，台中工作站，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保育研究系

列 94-30。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 94-04-8-04。 

陳正華（2001）南仁山生態保護區地景變遷之研究，屏東科技大學森林系

碩士論文，pp6~17。 

陳添水 （2005） 九九峰地區九二一地震崩塌植生指數變遷分析，特有生

物研究 7(2)︰63-75。 

馮豐隆（2004）森林生態系經營空間資訊之建立與應用─以惠蓀林場為

例。J. Agri. ＆ Fore. 53(4)，339~354。 

劉堂瑞、蘇鴻傑 （1989）森林植物生態學，台灣商務印書館，329~330。 

賴國祥、陳添水、林旭宏（2002） 應用遙測與地理資訊系統於九九峰植生復舊

監測。生物多樣性保育研討會論文集，pp.189-201。 

IUFRO:http://www.iufro.org/ 

James, B. C., (2002) Introduction to remote sensing third edition, Taylor ＆ Francis, 

5-11. pp127 

Marcucci, D, J. (2000) Landscape history as a planning tool.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49. pp67-81. 

Worboy, M. F., (1995) GIS: A Computing Perspective. London: Taylor & Francis, 

p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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