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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CO2FIX 模式推估台灣的森林地景碳吸存之潛力評估 1 

馮豐隆 2 

摘要 

過去台灣森林地區的 CO2 吸存量與釋放量是利用 1996 年氣候變化政府間專家委員

會(IPCC)提供世界各國之土地利用變遷與林業部門的 IPCC 表法來推估計算土地利用與

林業 CO2 吸存量與釋放量。然該方法在台灣地區計算時，無法精確有效的推算森林地景

空間分布的生物量、土壤中的碳及林產品中碳貯存量與變量。因此，擬利用歐盟荷蘭

Dr. Morhen 與 Dr. Nabuur 率領的研發 CO2FIX-CASFOR 小組所研發以森林地景建構之碳

吸存模式系統（CO2FIX），模擬推算台灣每年森林生物量、土壤與林產品的碳存量與碳

吸存變量。本研究將 CO2FIX 模式的詳細架構、內容、原理外，並探討 CO2FIX 模式應

用於台灣森林地景碳吸存推估之潛力，希望透過 CO2FIX 的引用，已有資料、資訊的整

理和需要更新獲得的資料來規劃如何由現有單位或有關計畫來提供 CO2FIX－CASFOR
模式所需資料。 

CO2FIX 是基於森林林分的碳會計(carbon accounting of forest stand)的多群組生態系

層級(multi-cohort ecosystem-level)模式。這些碳會計項包括：森林活樹的生物量、土壤

和林產物等三部分。而各個項目的內容如下：(一)森林生物量：碳貯存於活的樹生物體

內，可以由森林群組模式(forest cohort model)在競爭、自然枯死、伐木和由於伐木所造

成鄰近林木的死亡等考量下來加以推估。(二)土壤：土壤碳則利用五個貯存池來進行模

式化，這 5 個貯存池包括 3 個枯枝落葉(litter)項和 2 個腐植質(humus)項。至於(三)林產

物的碳貯存動態，則分由短、中、長期使用生命週期的碳池來加以模擬計算，其中亦包

括處理的有效性(processing efficiency)、副產品的再利用、再生(recycling)和處置(disposal)
型式。CO2FIX 模式可以推估不同森林經營方法、規模的總碳平衡，不管同齡林、異齡

林、溫帶林或熱帶林狀況，皆可應用。 

CASFOR 係由地景層級考量 CO2FIX 碳吸存量化問題，是利用樣區之林分層級之樹

群資料來建模。更而以地理資訊系統(GIS)，將空間模式尺度放大至地景層級，而獲得地

景層級的嵌塊體資訊，以便掌握某指定範圍大小範圍之碳吸存量與碳變動量。更可以在

不同經營管理措施的假設情境模擬下，了解氣候變遷所引起的衝擊與適應問題，籍以探

討未來我國森林經營管理及土地利用在氣候變遷前題下的林業策略發展。 

CO2FIX－CASFOR 模式與京都議定書的內涵相符合，在 IPCC 的第五類表－土地利

用變遷與林業部門的碳吸存推估方面頗能著力，適合引入台灣使用。而在台灣應用時，

其資料由可由 5S 科技建立地景層級的台灣範圍的資料庫，在政府人力與經費的支持

下，依模式需要有效率地收集資料，再透過學術研究單位的資料處理、模式參數的研究、

整合應用。 

 

Keywords: CO2FIX, CASFOR, 土地利用, 森林地景, 碳吸存, 森林經營管理, 京都議定

書. 

 

                                                 
1 本報告擬發表於 2003年 10月 9日於台大工學院應力館舉辦的”氣候變遷對森林之CO2吸存影響研討會” 
2 國立中興大學森林學系教授  Tel:04-22854060  Fax:04-22872027  E-mail: flfeng@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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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tential Evaluation on Application CO2FIX Model to Estimate 
the Carbon Sequestration of Forest Landscape in Taiwan.1 

Feng, Fong-Long2 

Abstract 
We used the IPCC 5-table procedure to estimate the emission or removal of greenhouse 

gas of the section of land use change and forestry. The estimating method was provided by the 
1997 version of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For applying the 
method in Taiwan, we found there are no spatial landscape information on estimating the live 
tree biomass, soil and wood production. So we try to introduce CO2FIX into our estimation. 
The CO2FIX was developed by CO2FIX-CASFOR group, which handed by Dr. Morhen and 
Dr. Nabuur. The CO2FIX-CASFOR model developed for estimating the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forested landscape. There are 3 modules in the model which is included (1) carbon stored 
in living biomass (2) soil carbon. (3) the dynamics of carbon stored in wood products. The 
framework, theory and procedures were declared detail in the paper. The potential usage of 
CO2FIX in the land-use change and forestry sector of the「National Communications Report」
in Taiwan were evaluated. The applications of CO2FIX are including the greenhouse gas 
inventory, planning the diminish strategy and impact evaluation. 

The framework, theory and specific characters of the Version 2 of the CO2FIX model 
were described details in the paper, CO2FIX is a tool for dynamically estimating the carbon 
sequestration potential of forest management. The IPCC CO2FIX is a multi-cohort 
ecosystem-level model based on carbon accounting of forest stands, including forest biomass, 
soils and products. (1) Caron stored in living biomass is estimated with a forest cohort model 
that allows for competition, natural mortality, logging, and mortality due to logging damage. 
(2) Soil carbon is modeled using five stock polls, three for litter and two for humus. (3) The 
dynamics of carbon stored in wood products is simulated with a set of pools for 
short-medium-and long-lived products, and includes processing efficiency, re-use of 
by-products, recycling, and disposal forms. The CO2FIX model estimates total carbon balance 
of alternative management regimes in both even and uneven aged forests, and thus has a wide 
applicability for both temperate and tropical conditions. CO2FIX model, could be used to 
estimate different forest management; the range of carbon balance of even-age, uneven age, 
tropical and temporal forest. 

CO2FIX is a multi-cohort ecosystem level model and a spatial model, too. GIS were used 
to scale-up the CO2FIX to estimate carbon sequestration of forest landscape in CASFOR. 
Then, the stock and flux of carbon in each patches of a landscape could be got. We could 
apply the CO2FIX-CASFOR to get the impact and adaptation of climate change under 
alternative scenarios of forest management in any spatial scales. 

The contents of the CO2FIX-CASFOR model are fit the objective of Tokyo Protocol with 
IPCC table 5 (Section of Land-use Change and Forestry) very well. It were suggested to 
introduce CO2FIX-CASFOR model to evaluate the impact,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of 
climate change in Taiwan. We could plan an integrated team work to collect data and do 
research to get the parameters and information for estimating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Taiwan. 

Keywords: CO2FIX, CASFOR, land-use, forest landscape carbon sequestration, forest 
management, Kyoto Protocol. 

                                                 
1 The paper will be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on “The effect of climate change to CO2 sequestration in 

Forestry”. 2003.10.9 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 Professor, Dept. of Forestry, NCHU.  Tel:04-22854060  Fax:04-22872027  E-mail: flfeng@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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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森林與氣候變遷 

馮豐隆等(2000)以氣候變化政府間專家委員會(IPCC)所規定的方法，及 Holdridge 氣

象生育地分類與孔隙模式，針對台灣地區森林及土地利用部門，進行“森林生態系碳吸

存模式之建立與應用＂研究，然內容尚有推算碳蓄存量的地景模式與碳吸存變量機制模

式，未能整合、土壤CO2無法推算等缺失。所以，馮於2002年11月赴位於荷蘭Wageningen 

Univ. and Research Center 的森林碳吸存研究重鎮參觀，並與 CASFOR 小組負責人 G.M.J. 

Mohren，及研究人員 Dr. Ir. Gert-Jan Nabuur & M. J. Schellhaas 討論如何在地景層級

(landscape level)方法下進行森林資源碳吸存潛力之評估。並簽訂提供有關 CO2FIX 與

CASFOR 資料、資訊交換。目前該小組已發展公布森林資源碳吸存模式系統─CO2FIX 

V2.0，該模式軟體係以簿記模式(Bookkeeping Model)，模擬推算每年每塊林地之植生、

土壤與林產品的碳存量與碳吸存變量(Stocks and fluxes of Carbon)。CO2FIX 已廣為 78 個

國家 864 個使用者使用。2002-2005 年該小組擬與 Wageningen Univ.的森林生態與經營

小組合作進行地景層級的 CO2FIX 模式建立，以符合京都會議(Kyoto protocol)，有關無

立木地造林(aforestation)、更新造林(reforestation)與伐材森林(deforestation)－ARD 在減

量策略之不同經營措施，這也正是吾國未來要發展的方向。 

所以，本研究係將 CO2FIX 在土地利用及森林部門 CO2 吸存、釋出量推估方法詳細

說明。(1)由林分層級如何去考量森林生物量、土壤、林產物等方面的碳吸存推算，以及

(2)CO2Fix 如何將地景層級納入，而不僅考量林分層級而已，以地景層級為重點考量的

生態系經營能將其資訊應用上，以利台灣地區/亞洲/森林及土地利用部門計算與模擬模

式之應用。 

 

二、CASFOR 計畫 

CASFOR 係指碳吸存在森林地景的模式建立(Modelling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Forested Landscapes, CASFOR)的縮寫。 

 

(一)CASFOR 的目的有： 

(1)發展森林地景生態層級或區域層級的碳吸存量(Carbon Sequestration Capacity)的

推估模式與碳平衡的一般模式。 

(2)此模式係透過網路，讓 CO2FIX 使用者能分享使用，達到宣傳普及的功效。 

將目前已發展的林分層級的碳預算模式(Carbon budget model)－CO2FIX延展到地景

層級時，需加以考慮以下數項： 

1.由地景方面探討減緩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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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樹的生長與土壤碳量推估模式化的可信度； 

3.採用京都議定書的文件選擇項與定義； 

4.碳吸存的會計帳和成本有效性； 

5.生物能源方案選項。 

發展 CO2FIX 模式旨在提供使用者分析京都議定書(Kyoto protocol)所提及，不同經

營管理措施－非林地造林(afforestation)、更新造林(reforestation)與伐木(deforestation)－

ARD 以及不同森林經營方案選項時，產出的分析工具。 

在科學和技術的目的上，係擴展林分層級的 CO2FIX 模式至可供計畫層級、生態系

層級 (ecosystem level)或地景層級 (landscape-level)，推估不同林型的碳預算 (Carbon 

budgets)與碳吸存的有效分析工具。使得碳吸存在土地利用變遷 (如非林地造林

(afforestation)、更新造林(reforestation)和伐木(deforestation)，即 ARD)下仍可獲得森林及

土地利用部門的碳吸存，亦即可供 UNFCCC 京都議定書下 ARD 的假設情境模擬使用。 

CASFOR-I 係可提供碳吸存在非林地造林(afforestation)和永續經營時，一般評估工

具和供給一般性個案研究。 

 

圖 1：森林地景的碳循環(Naburrs et al., 2002) 

Figure 1.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carbon cycling in forested landscape. (Naburrs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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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ASFOR 的工作程式集 

CASFOR 依特別科學與技術目標的程式(work packages, WP)有六，各程式功用分別

如下： 

WP1：由 CO2FIX 模式加以調整與發展，以供計畫、生態系或地景層級使用。其係

架構於 GIS，其基本輸入資料為土地利用與地覆。 

WP2：模式發展及模組擴展，可供土壤有機物、擇伐、混淆林等使用，其可利用於

森林、混農林、生態系、全球階層的規模。 

WP3：熱帶地區的森林與混農林生態系的模式參數，其可以進行模式測驗與評估 3

～5 種案例的選擇。 

WP4：無林地造林、更新造林與伐木(即 ARD)等經營措施和土地利用改變，所造成

的碳預算變化的結果，亦包括不同 ARD 選擇基本碳吸存成本的評估。 

WP5：擴展模式，使其亦能透過生物質(biomass)取代石油燃料來減緩溫室效應與生

物能源(bioenergy)選項。 

WP6：透過網路(資訊站模式下載、使用者平台、模式比較和資料分享、使用者會

議、資訊分類網站(information clearing house)*等)，來促進模式的散播流通。 

 

三、CO2FIX V2 的模式結構 

CO2FIX 為一模式框架，可以讓使用者以其自己建立的森林資料，來模擬森林生態

系長期碳的平衡，更而提供每年碳儲存量與碳變量(carbon stocks and fluxes)。 

其量化森林生態系在全球碳關係(global carbon relation)裏所扮演的潛在角色。更而

提供政策評估的碳吸存(carbon sequestration)和碳釋放(carbon emission)。 

CO2FIX 將成為世界可接受的“森林生態系碳預算 (carbon budgeting of forest 

ecosystems)模式。此模式可以使用於發展中國家自己執行其碳吸存分析的工作，此模式

亦可評估整合性的森林計畫，其可分析不同經營範籌下熱帶林的經營，只要提供碳預算

和永續碳吸存的基本資料，即可完成分析工作。 

CO2FIX 是利用所謂“全碳會計方法(full carbon accounting approach)＂來量化推估

森林林分的碳貯存量(stocks)與變動量(flux)。此地的“林分＂定義為包含許多具有相同

                                                 
* 註：分類網站模式(clearing house model)：使用資料元素來定義“數位地理空間資料說明的項目標準

(Content Standards for Digital Geospatial Metadata)＂，政府、非營利和全球商業參與者能使其空間

資訊的收集在網路上變得可搜尋與可獲得。分類網站(clearing house)的基本目標即在透過資料說明

檔(metadata)來獲得數位空間資料(digital spatial data)，而分類網站的功能即為詳細的目錄服務，以

提供連結空間資料與搜尋(browse)地圖。 



<125748-1> 
2012/12/24 

 -6-

性態值的樹木組成，其植物結構、生長動態和物種組成，是相對均勻的。全碳會計方法

即計算所有碳池(carbon pools)在時間歷程裏，碳貯存量的改變(Noble et al., 2000)。 

目前的 CO2FIX V2.0 模式軟體係以簿記模式(bookkeeping model)，模擬推算每年每

公頃樹木生態系、土壤與林產品的碳存量與碳吸存變量。模擬不同時間階段，一年內每

公頃的存量與變量。 

由於林分內的經營管理活動將使植物的地上部、地下部、土壤與林產物等不同部門

的碳有所不同。所以由不同的經營管理方案，可計算出森林不同部門碳貯存量與變動

量。目前利用全碳會計方法研發的模式有林分層級的碳會計模式如：GORCAM 

(Schlamadinger and Marland, 1996)；CAMFOR (Richards and Evans, 2000)；以群叢

(cohort-type)的森林生長模式如 CAFOGROM (Alder, 1995)；但 GORCAM 與 CAMFOR

模式僅可用於單一經營策略與規模；CAFOGROM 僅考量不同樹的群叢材積和斷面積。 

CO2FIX V2 模式以 C++程式在物件導向(object-oriented)程式環境下纂寫。本模式主

要有三個模組：活樹生物量、土壤有機物和林產物，且以一年的時間間隔計算。 

森林林分總碳貯存量(CTt)為 t 時林木地上部與地下部生物量(Cbt)，t 時土壤有機物質

含碳量(Cst)與林產品含碳量的和(Cpt)： 

CTt＝Cbt＋Cst＋Cpt 

其流程圖如圖 1： 

 

CO2FIX V 2.0 的架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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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CO2FIX V 2.0 的架構圖(Masera et al., 2003) 

 

CO2FIX 係由荷蘭 Wageningen Univ. and Research Center 主任 Dr. G. M. J. Mohren (如

相片 1)與 Dr. Ir. Gert-Jan Nabuur (如相片 2)與芬蘭 European Forest Institute, Joensuu, 

Finland 的 T. Karjalainen、墨西哥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noma de México (UNAM) 

Omar R. Masera 等專家學者所組成之小組研發而成。CO2FIX 在 2003 年初已廣為 78 個

國家 864 個使用者使用。2002-2005 年該小組與 Wageningen Univ.的森林生態與經營小組

合作進行地景層級的 CO2FIX 模式建立，以符合京都議定書所訂定的事項。 

 

(一)活的樹生物體內的碳貯存(植生模組) 

(1)生物量生長(biomass growth) 

活的森林生物量包括樹的地上部與地下部，一般以“樹群模式(cohort 

model)＂方法來推估碳存量(stock)與變動量(flows)(Reed, 1980)；每一樹群

(cohort)定義為林分內單株林木或物種的群體即為同功群(functiona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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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在此樹群中皆有相似的生長且在模式內以單一性質來處理(Vanclay, 

1989; Alder, 1995; Alder & Silva, 2000)。這些樹群可能為(1)天然林中的演替

如階段的群體，如先期樹種、中間樹種、極盛相；(2)混淆林中的樹種組成，

樟楠類、樟櫟群叢；(3)多層級混農林業系統的某一層級，如下層、中層與上

層。 

整個森林林分貯存於活生物量的碳(Cbt)，可以累積每一樹群的生物量而

得，若用數式表示之如：  

Cbt＝ΣCbit ……………(2) 

式中的 Cbit：存於樹群活生物裏內的碳貯存量 

Cbt：以 t C/ha 表示 

每個階段 Cbit：為原始物種生物量間的碳平衡 

Cbit+1＝Cbit＋Kc［Gbit - Msit - Tit - Hit - Mlit］ ……………(3) 

Kc：轉換生物量到碳含量(kg C/kg 生物乾重) 

Gbit：生物量生長量(t C/ha) 

Tit：根、枝條、葉的轉換率 

Msit：因為老邁而枯死 

Hit：收穫量 

Mlit：因伐木而引起的枯死 

為調整不同地位分為貧、中等、上等收穫表(Mohren and Nabuurs, 1993)

以數式表示之： 

Gbit＝（Kv x Ysit（1＋ΣFijt））x Mgit ……………(4) 

式中的 Gbit：生物量之生長量 

Kv：轉換收穫材積成乾生物量(由含鮮重體積轉換成乾重) 

Ysit：每一樹群 i 的樹幹材積收穫 

Fijt：每一樹群 i 活生物量組成 j (如葉、枝條與樹根)，相對於

樹幹在 t 時的生物量分派 

Mgit：由於樹群間或內的生長修正值 

這個模式提供 2 種定義樹幹生長的方式：(1)為樹齡或林分齡的函數(可

由傳統收穫表獲得)；(2)為地上部的總生物量與總林分生長最大量的函數。



<125748-1> 
2012/12/24 

 -9-

(1)一般生長模式如 Richards-Chapman, Schnute 模式；而在熱帶林中往往以直

徑大小取代林齡，所以增列(2)法。 

由於樹群內的樹木的生長受其他樹種的影響，所以 CO2FIX 在模擬碳貯

存量和累計多種樹群的林分碳貯存量時，需考慮模擬樹間相互作用下，每一

種樹群的生長；而此作用主要為“競爭＂。每一樹群的相互作用來自相同樹

群或不同樹群的競爭。所以，相互作用可分為(1)沒有競爭；(2)競爭；(3)共

同合作效應(synergic effects)。 

其實，有許多方式可用來模擬競爭，如孔隙模式(gap model)，其生長修

正值(growth modifiers)是為模擬競爭而立(Botkin et al., 1972)，其認為在最適

狀況下樹木會有最大生長，然而此生長會受生物與無生物環境所影響。在生

長收穫模式中，“生長修正值＂通常定義為林分斷面積(B)的函數或表示

“林分密度＂變數的函數(Wykoff and Monserud, 1988; Monserud and Steba, 

1996)。此生長修正值範圍由 1(林木沒有競爭可完全生長)到 0(競爭激烈致使

林木完全不生長)，至於共同合作效應結果多種樹群在一起時的生長較單一

樹群時來得好，所以生長修正值＞1，此發生於多物種和多層級狀況時(如

Beer et al., 1990)。 

在此模式中，用單一參數來模擬相同樹群的影響，或其他樹群對某樹群

生長的影響。 

Mgit定義為林分總生物量的函數，這個模擬提供樹群內與樹群間的相互

作用的 2 個基本選擇。 

(1)樹群競爭是相對總林分生物量(即 t 時地上總生物量(Bt)／最大林分總

生長量(Bmax))。(2)針對的 i 樹種群，其相互作用是每一樹群相對生物量的

函數。 

Mgit＝f（Bt／Bmax） ……………(5) 





n

1i
iktit MgMg  ……………(6) 

式中的 Mgikt：每一樹群 i (相對於其他樹群 k)的生長修正值 

Bt：t 時的生物量 

Bmax：最大總林分生長量 

Mgit＝f（Bit／Bimax） ……………(7) 

式中的 Bit：t 時 i 樹群的地上部生物量 

Bimax：樹群 i 的最大總林分生長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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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樹群的最大總林分生長量，可以由該立地未受干擾或少許干擾森林的

資源調查資料(典型資料係以最大斷面積表之)。若有已發表的資訊，將資源

調查資料轉成生物量資料之迴歸式(Brown, 1997)。若有全樹林或種群的商用

材積資料，則標準生物量擴展因子可以應用到這些資料上，倘若沒有斷面積

或材積資料可用的話，則以類似生態條件的森林資料(如生態地位)來做參考。 

(2)因老邁而引起的枯死(tree mortality due to senescence) 

因老邁而引起的枯死為“樹齡、林分平均林齡＂的函數或相對生物量(t

時立木總林分生物量／最大總林分生物量)的函數。 

Msit＝f（age） …………… (8) 

或 Msit＝f（Bit／Bimax） …………… (9) 

式中的 Msit：t 時 i 樹群因老邁而造成的枯死 

(8)式係假設所有樹種皆有一最大林齡(亦即枯死的機率隨著遭向最大林

齡增加而增大)。 

在某些狀況下，自然演替中先驅樹種可能有較高的枯死率(Vanclay, 

1999)。 

若沒有相對林齡枯死量資料的話，則可由(9)式表之，即枯死率是相對樹

群生物量的函數。 

(3)轉換率(turnover) 

除枯死量外，活樹生物量碳動態的正確推估，需要有葉、枝條和根部的

轉換率，轉換率對土壤碳動態亦非常重要。吾人模擬每一 i 樹群的轉換率(Tit)

為每一組成 j 的轉換率的總合，為減化每一特定組成 j 目前存在的生物量，

則乘上腐朽率或轉換率的常數(KijT)。 

Tit＝ΣBij x KijT …………… (10) 

式中的 Tit：i 樹群的轉換率(t/ha yr) 

Bij：i 樹群的 j 組成部位 

KijT：腐朽或轉換率常數(j 組成部分全部消失 1/yr～0/yrj 部分

仍存在) 

(4)收穫(harvesting) 

分析特殊的森林生態系，其部分或全部樹生物量，可能透過疏伐、擇伐

或皆伐而移除，則收穫的生物量需由已存在的生物量中移除，再將移除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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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放入林產物或土壤模組裏。 

(5)因收穫伐木造成的林木死亡 

森林伐木作業造成存留木的枯死率增加。然而，此種枯死的損害與林

型、伐木作業技術和方法有相當的關連。在熱帶林裏，應用傳統伐木作業則

因伐木所造成的枯死率有約為存留木斷面積的 20%(Alder and Silva, 2000)；

伐木所造成的枯死率直接與伐木集約度有關，而此伐木集約度以伐採林木株

數、BA、V 或生物量有關。 

伐木造成的林木死亡可能是在作業後數年發生(Pinard and Putz, 1997)，

許多狀況是可伐木後第一年枯死率較高，隨後漸漸地減少在 10～20 後內枯

死率成為 0，主要是與林型以及伐採技術有關(Pinard and Putz, 1997)。在

CO2FIX V2.0 模式中，使用“伐木損失枯死係數(logging damage mortality 

coefficient, Klit)＂，該係數是時間 t(伐木後的年數)的線性函數。該函數如(11)

式，(a)期初枯死率(Moi)；(b)損害期間(π)；(c)疏伐量(Ioi)。以數學式表示如

下： 

Moi＝Bit x Klit …………… (11) 

其中，Klit＝Moi – π x Ioi 

式中的 Bit：t 時 i 樹群的地上部生物量 

Klit：伐木枯死係數 

Moi：期初枯死率 

π：損害期間 

Ioi：疏伐量 

活樹生物量模組的資訊係基於樹幹生長的收穫表而得，物種的木材密

度、收穫和疏伐作業乃至樹幹生長分配係數、競爭與枯死，可參閱

http://www.efi.fi/projects/casfor 的 CO2FIX 參數(Naburrs et a., 2002)於網站。可

以獲得如何得到模式的參數和如何去獲取適當的設定值。有五個完整的案例

描述一般的森林經營系統，以幫忙使用者得到類似系統的參數。 

 

(二)土壤有機物質內的碳 

YASSO 動態土壤碳模組(dynamic soil carbon module)(Liski et al., 準備發表)被採

用於 CO2FIX 模式中的土壤部門 CO2 貯存量(stock)與變動量(flux)的推估中，土壤模式

與 CO2FIX 皆以“一年期＂相同的時間間隔來計算，可提供不同土壤碳池的動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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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且所需資料沒有過去早期版本那麼多。另外，YASSO 也可以調整與真實觀察值

的關係與詳細(details)／動態(dynamics)資料。YASSO 模式亦適合各種伐採的礦物土

壤，溫度、濕度、森林狀況與具明顯生長季節的森林。 

在目前已有的許多土壤碳模式(soil carbon models)中，YASSO 之所以被認特別適

合推算土壤中碳的貯存量與變動量。主要有三個理由：(1)土壤碳的輸入因子可由

CO2FIX 的活樹生物量(植生)模組導出；(2)土壤模式中不需要任何特殊不易獲得的資

訊；(3)其時間間隔與其他 CO2FIX 模組一樣都是一年期(annual time step)。而 YASSO

模式的發展正符合此且可計算由極地苔原至熱帶雨林，各種林型不同枯枝落葉型的分

解(decomposition)。 

YASSO 包含三個描述枯枝落葉物理分量(physical fractionation)的枯枝葉樹部門

和五個描述土壤中細菌分解(microbial decompostition)和腐植質化過程(humification 

processes)(如圖 12)；枯枝落葉部門(litter compartments)包括莖幹、枝條＋粗根、葉＋

細根；而五個分解過程產物為可溶解化合物、纖維素、類似木質素的化合物和兩種腐

植質型態，詳細參閱 Karjalainen et al. (2002)。 

在氣象資訊上，YASSO 需要年均溫(mean annual temperature)、夏季(北半球五月

～九月)的降雨量(precipitation)和潛在蒸發散量(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熱帶地區

若以全年降雨量、全年的潛在蒸發散量，可能會較精確(然尚未驗證)。 

(1)分析活動部門的分解(Demposition of an active component) 

應用 YASSO 於 CO2FIX 土壤模式接受枯死落葉(MgC/ha.yr)的資料輸

入，枯死落葉是包括各種活生物量取擷的葉(i-fo)、細根(i-fr)、枝條(i-br)、粗

根(i-cr)和莖樹幹(i-st)。在 CO2FIX 模式中模擬時，需先量化投入因子以獲得

轉換率(turnover rates)、自然枯死率(natural morality)、經營枯死率(management 

mortality)和伐採殘材(logging slash)。YASSO 對不同樹種、各個不同部門的

差別，並不以真實的野外 ect-organic 與 end-organic 物質間的差異決定。 

枯枝落葉分解或以三個步驟轉化成穩定有機物質，其過程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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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土壤副模式流程圖，框內表示碳組成，以箭頭表示碳變動量與控制變量有關的參

數專有名詞(acronyms)，注意 CO2FIX 只區別為莖幹、根和葉，且以枯枝落葉為

投入，所有枝條和根部則被視為細木質枯枝落葉(Masera et al., 2003)。 

 

枯枝落葉層碳池(包括非木質枯枝落葉(x-nwl)、細木質枯枝落葉(x-fwl)

和粗木質枯枝落葉(x-cwl))係由不同枯枝落葉來源減掉每一碳池的分率(ai)，

此分率 (比率 fractionation rate)與枯枝落葉的品質等級決定其分配比率

(proportions, ci)至可溶解物質(solubles)、纖維素(holocellulose)、類似木質素

的化合物(lignin-like compounds)。每一可溶物質、纖維素和木質素(lignin)，

可由枯枝落葉池的比率來推算，且與每一枯枝落葉池(ci)和各池的大小有

關。各部分(如可溶解物質)的碳，由於分解(kl)而釋出至大氣或成為類似木質

素的物質(p(i))；由可溶解物質與纖維素組成轉換至類似木質素部門，由木質

素部門單位轉至腐植質部分或由第一腐植質轉至第二腐植質部門(如圖 2)而

第二腐植質部門的碳，則釋放至大氣。 

(2)各物理分率(physical fractionation)(ai)和分解(ki)係依年平均溫度

(T)和六月份降雨和潛在蒸發散量(P-E)不同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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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關係式係依歐州 Scots pine 針葉林所建立與分析而來(Berg et al., 

1993)，且建於本版的土壤模式中，這個參考速率 a0 和 k0 係由 T＝4℃和 P-E

＝-50mm 的氣候狀況決定調整物質損率(adjusting mass loss rates)至枯死落葉

袋實驗(Berg et al., 1984; Berg et al., 1984)以模式計算土壤碳量(Liski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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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tman, 1995)和土壤碳的累積量(Liski et al., 1998)。參數上則為依腐植質分

解造成的溫度減少(Liski et al., 1999)。第一腐植質為 0.6，第二腐植質為 0.36，

其他部門為 1。 

(3)所需要的資料 

最少土壤模組需要研究分析地點的年均溫度(MAT, ℃)，生長季節的降

雨(mm)和生長季節的潛在蒸發散量(PET, mm)；熱帶地區狀況以年降雨量和

全年潛在蒸發散量。土壤碳存量之初始值，有兩種方法可提供(a)人工方式提

供，如氣候因素；(b)由過去植群型每年的枯枝落葉來計算均衡貯量；枯枝落

葉量可由森林生態系的年淨生長量(NPP)來計算；北方寒帶林(boreal forest)

約 3 MgC/ha.yr；溫帶林 6 MgC/ha.yr；熱帶林 11 MgC/ha.yr。 

在 YASSO 不同來源的枯枝落葉是透過不同方式進入土壤，首先將枯枝

落葉型區分為三種枯枝落葉部門(litter compartments, ai)－非木質、細木質或

粗木質枯枝落葉，這些枯枝落葉部門(ai)決定每年分解成可溶性物質、纖維

素或木質素等化學組成(Ci)的比率(fractionation rate)。此三部門再加二種腐植

質，皆有其特定的分解率(specific decomposition rate, ki)，這比率是決定每年

由這些項目移除的數量、物質比例(fraction of matter, px)，使可溶性物質、纖

維素、木質素或初腐植質分解成次腐植質(subsequent compartments)，如圖 2 

(1-px)留於系統中。 

可溶性物質、纖維素、木質素的分解率，如同這些部門的轉換比率(tranfer 

fractions)係由 Sweden 推估物質損失資料(mass loss data)而來，而這些分解率

是決定於年均溫和年降雨量，以及依 Berg et al. (1993)依全歐洲資料範圍，

則以五月、九月的潛在的蒸發散量。 

有關腐植質部門的參數，則由芬蘭海岸土壤年鑑(soil chronosquence)、

碳積累速率(accumulation rate of carbon)(Liski et al., 1998)和不同生產力地點

的土壤碳容量(Liski & Westman, 1995)；腐植質部門的分解率對溫度的敏感性

沒有比其他部門來得明顯，即較不敏感(Liski et al., 1999; Giardian and Ryan, 

2000)。 

在 CO2FIX 中，氣候對分解率影響的大範圍粗放估計模式，以枝葉分解

袋實驗(litter bag experiments)(Liski et al., 2002)的資料來測驗，這個實驗執行

於不同環境裏由極苔原到熱帶雨林沿著北美到中美，使用不同葉和細根枯枝

落葉型(Moore et al., 1999; Gholz et al., 2000)。結果顯示，在大部分狀況下，

CO2FIX 推估氣候因子影響枝葉分解時，並沒有什麼系統誤差，且與實驗資

料配合得很好(R2 值高)(Liski et al., 2002)，然而在不同的陸域氣候區，如加拿

大中部氣候效應有高估現象(由於年均溫與生長季節的溫度的關係不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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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問題，擬將在 CO2FIX V3.0 版內由年均溫配合有效積溫(effective degree 

days)改善之。 

 

(三)貯存於林產物內的碳 

林產物模組(product modules) 

林產物模組的設立原則，則追蹤碳由林木收穫到最後木材腐朽的狀況。在收穫的

當年透過許多中間處理過程(intermediate processing)和分派步驟(allocation steps)。在此

之後，碳貯存於最後使用者的商品中(end-use commodicties)和棄置的商品(圖 13)。在

製造林產品時之副產品或薪材燃燒或林產品棄置於廢渣地，讓木材腐朽分解，將碳釋

放至大氣中。 

這個模組是基於 Karjalainen et al. (1994)模擬芬蘭森林部門的碳預算與應用的模

式所發展，應用於歐洲森林部門的碳預算(carbon budget)模擬中(Karjalainen et al., 1995; 

Pussinen et al., 1997; Karjalainen et al., 1999)，有更詳細的版本說明與新參數應用於芬

蘭(Karjalannen et al., 2001)。由於德國(Karjalannen et al., 2002)和歐洲森林部門的碳預

算推估中(Karjalannen et al., 2001a; Eggers, 2001)。新的林產品模組，提供使用者 2 組

設定的參數：(1)高處理和再生效率；(2)低處理和再生效率，或者基於其自己的資料，

修正其參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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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林產品模組，箭頭表示鏈結中碳在兩種不同界面間的轉換(由收穫到最後分派)，

框內為碳貯存，最上層樹幹、枝條、葉的分派是由 CO2FIX V2.0 的生物量模組產

生(Masera et al., 2003)。 

 

由疏伐及最後的主伐所收穫的木材是製造林產品的粗物質可以區分為原木、紙漿

材和殘材，殘材若可置放於林地且進入土壤池中或用於生產能源。製造商品

(manufacturing)包括不同林產品生產線如製材木、板材、紙與紙漿和薪材。在製造林

產品過程裏，粗物質在初級生產品(如製材或傢俱)和分配到次級使用者(如製材廠的產

品用於製造木板和紙、紙漿)，有些粗物質用來做木質燃料(wood fuels)或廢置林地不

用。林產品係將使用時間平均分配到長期使用、中期使用和短期使用的時段裏，與木

質燃料不同的使用階段。最後在製材、板材、紙漿材、可薪材等四個分類項林產品在

一年內存多長時間，可以顯示出來。每年林產品以相同比率的林木被棄置，其分解的

過程亦依指數型棄置函數(12 式)來描述。 

 

(1)初材料階段(Raw materials stage) 

本模式由生物量模組產生收穫生物量，不同商品在啟始時幹材和枝條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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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派量依以下步驟進行： 

啟始分派(initial allocation)： 

A.原木幹材被使用於製材木、板材、紙漿材和薪材的比率(fraction)； 

B.紙漿材使用於板材、紙漿和燃料的比率。 

處理過程的損失(processing losses)：在伐採林木至製材木的初級處理過

程中，原料損失的部分有多少，而且此副產品應用於其他生產線－板材、紙

漿、燃材時，細分如下： 

A.製材損失部分，木材處理成板材、紙漿材、燃料材或製材過程形成的

廢材； 

B.板材和紙張損失的部分，木材處理成板材、紙漿材、燃料材或製材時

的廢材； 

C.紙漿材損失及將薪材處理成燃燒或棄置於製材廠的廢材； 

D.在製材廠薪材所佔分率。 

(2)最後林產品(End products) 

在最後林產品階段，將商品分派到長期、中期與短期不同使用的項目裏： 

A.製材木在長期、中期、短期使用所佔的比率； 

B.板材(board & panels)在長期、中期、短期使用所佔的比率； 

C.紙漿材(pulp & paper)在長期、中期、短期使用所佔的比率； 

D.薪材將 100%用於短期林產品。 

林產品使用的生命週期(life span for products in use) 

林產品的生命週期在 CO2FIX V2.0 係以時間軸為指數曲線表之(如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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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由 CO2FIX 模擬碳在林產品中不同時期的變化曲線 

 

這 個 指 數 曲 線 若 以 指 數 曲 線 式 (exponential discard function) ：

)( mmt1mt a1CPCP  表之。 

)( mmt1mt a1CPCP   …………… (12) 

式中的 CPmt：t 時在林產品 m 的 C 貯存量(t C/ha) 

am：每年林產品 m 的分派分解量，若林產品生命週期為 40 年，

則 am＝1/40＝2.5%(每一年使用有 2.5%的林產品被棄置) 

在每年棄置的林產品中，其佔碳總貯存量的比率，通常吾人將其命名為

林產品的生命週期(life time of a product)，但在 CO2FIX 的參數則為每年棄置

分量的倒數(invense of the annual fraction discarded)。 

(3)最後的分派(final allocation) 

最後林產品可棄置於林地或供做能源燃料或再生利用，當用於能源燃料

時，或在製程中放置分解(如製材廠之廢材置放地)，則會隨著能量生產林木

分解而將碳釋放於大氣中。 

棄置的林產品可再利用(recycling)，以供做薪材燃燒或棄置這些木材於

廢棄材堆積物。製材廠的棄材放置區和林地的分解皆依(12)式與不同 a 值指

數曲線式計算分解之。再利用可在圖 14 生命週期中再應用於不同最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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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項目棄置場之木材腐朽的方式，亦如圖 14 一般，但其產出則為碳的釋出。 

 

四、IPCC 表 

國際間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統計估算，係以「氣候變化政府間專家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推出之「溫室氣體調查統計準則(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為參考基準。 

IPCC 方法分為能源、工業製程、溶劑使用、農業、土地利用變遷與林業、廢棄物

等六個部門計算溫室氣體排放與吸收(IPCC, 1996；楊盛行等，1996；楊榮啟等，1998；

馮豐隆等，1999；馮豐隆，2000)，各部門包括的內容如下： 

1.能源(Energy)：為能源有關的溫室氣體排放總量，包括燃燒燃料、能源生產、運

輸、儲存、及傳送過程所產生的溫室氣體。 

2.工業製程(Industrial Processes)：工業製程中所產生之溫室氣體總量，但不包括能

源燃燒的排放量。 

3.溶劑使用(Solvent Use)：使用溶劑及其他揮發性含碳化合物所排放的非甲烷有機化

合物(Non-Methane Organic Compound, NMVOC)。 

4.農業(Agriculture)：計算農業部門所有與人類活動有關的溫室氣體排放，但是不包

括燃料燃燒時所排放的溫室氣體。 

5.土地利用變遷與林業(Land Use Change and Forestry)：土地利用變遷及森林的總釋

放與吸存量。 

6.廢棄物(Waste)：包括垃圾掩埋、廢水處理等所排放的溫室氣體。 

 

1998 年國內由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主導，針對「全球氣候變遷」與「溫室氣體量」等

相關主題進行各項研究。在溫室氣體計算方面，採用 IPCC 方法，同樣分為六個部門來

估算溫室氣體排放與吸存量。在 IPCC 方法的第五部門，即為土地利用變遷與林業。 

馮豐隆等(1998；1999；2000)採用 IPCC 方法，估算台灣地區在土地利用變遷與林

業部門之溫室氣體及其相關資料，主要進行以下的工作：林業部門、土地利用部門 CO2

釋放量及吸存量調查分析，我國林業部門基本資料加強收集與整理，我國土地利用部門

基本資料加強收集與整理。完成林業部門的 CO2 釋放量及吸存量統計分析，完成土地利

用部門由於土地利用方式變遷所造成之 CO2 釋放量及吸存量統計分析。並對美國國家研

習計劃所建議的數種林業土地利用部門有關模擬模式進行瞭解。並由實際彙整、推估的

過程，與過去對土地利用、森林資源調查、森林生長收穫的實驗研究中，建議當建立較

完整的土地利用變遷與林業部門溫室氣體國家清冊資料時，應該更加強研究內容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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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確立。 

過去台灣以 IPCC 分類方法的第五部門之土地利用變遷與林業為主，計算 CO2 在土

地利用變遷及森林部門的總釋放與吸存量，其他如 CH4、N2O、CO、NOX(NO、N02)及

非甲烷有機化合物(NMVOCS)，亦有由土地利用方式改變，導致林木經營目標變更而產

生。依據 IPCC 的分類方法，在「土地利用變遷及林業」部門，主要從 1.森林及其木質

生物量蓄積的改變；2.森林與草原的轉變；3.土地利用方式改變和經營管理，其土壤所

釋放及增加的 CO2 量等三方面來計算 CO2 的釋放量或吸存量： 

 

(一)森林及其木質生物量蓄積的改變 

由森林每年的生長量扣除立木伐採量，若為正值，即表示森林生長量大於伐採量，

森林藉由光合作用，將 CO2 轉變成碳水化合物積存起來；反之，若為負值，表示森林伐

採利用的速度大於生長速度，原先以碳水化合物型態積存的生物量蓄積碳，將可能被氧

化成為 CO2 而釋放出來。 

 

(二)森林與草原的轉變 

在熱帶地區常常採用焚燒整地的方式。當地人常常將灌木或林木伐倒，於現地燃燒

或者作為薪炭材利用(非現地燃燒)，原先的森林或草原就轉變成農田或牧場來利用。於

現地燃燒的林木與草類，其生物量蓄積的碳大部分立刻氧化成 CO2 釋放，但也有小部分

(約 5～10%左右)的生物量變成木炭(charcoal)，甚至在經過 100 年或更久的時間才逐漸的

氧化。 

要計算森林與草原的轉變所釋放的 CO2，要考慮兩個時段： 

 當年份的資料。 

 以及在此之前 10 年間的資料。 

 

(三)土地利用方式改變和經營管理，其土壤所釋放及增加的 CO2 量(經營用地的棄置) 

經營用地包括： 

 栽植地(cultivated lands)：適合作物種植的土地。 

 牧場(pasture)：放牧的土地。 

由於農、牧等經營用地的棄置，森林與草原的再生，碳也會漸漸的積存起來，因為

植生恢復的速度隨著時間有逐漸變緩的現象，這部分的計算也需考慮兩個時段： 

 當年份及估算當時之前 20 年間所棄置的經營用地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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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之前 20 年到 100 年之間所棄置的經營用地資料。 

 

在「土地利用變遷及林業」部門，由上述三方面來計算 CO2 的釋放量或吸存量，而

溫室氣體釋放的基本調查，在土地利用、林業及能源各部門之關係，可由圖 15 來表示： 

圖 15.溫室氣體釋放基本調查於土地利用、林業及能源各部門之關係圖(馮等，1999) 

 

五、台灣過去計算林業碳吸存、碳平衡所面臨問題 

台灣在林業與土地利用部門溫室氣體吸存量與釋放量之計算上過去遇到的問題與

森林與草原的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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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開 放 燃 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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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及其他生物質蓄積

量的改變 

計算表 5-2 計算表 5-3

年生長量 

每年的立木伐採量＝薪炭材

總需求量－林地清理所得之

薪炭材量＋商業用及其他非

薪炭材伐採量 

 

每年的生長量 

 

－立木伐採量 

計算表 5-4

計算表 5-1

計算表 5-5

從土壤所釋放及增加的 CO2 
CO2 釋放或

移除 

生物質燃燒所釋放的非 CO2

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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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法。有關林業與土地利用部門的溫室氣體吸存量與釋放量的計算係利用 IPCC 表

5-1～表 5-5 計算而得。其係為一序列資料收集、建入、計算、累計的功能，所以建立為

坊間通用試算表格式進行運算。過去使用時發覺在台灣地區資料提供運算上有三個問

題，使 IPCC 表算出值更合理、更精確(馮等，1999)。 

1.此三問題如下： 

(1)影響 CO2 釋放、吸存量很大的＂土地利用面積變遷＂，只有靠一、二十年

一次的資源調查及航測判釋資料，顯然不足；大面積航遙測、土地利用型

資料收集、貯存及自動化處理更新各林型面積、林齡資料，以及 IPCC 土地

利用型、林型等分類系統的建立的研究是絕對必要的。  

(2)缺乏各種主要林型、樹種之生物量推估模式及生長量預測模式，以推估每

年材積生長量及木質生物量蓄積。  

(3)土壤吸存與釋放 CO2 資料缺乏。  

2.過去尋找、提出解決的方法 

(1)利用林務局經營計劃之檢訂調查等生長、變遷資料，進行分類、統計、分析，以

改進跳躍式森林面積、蓄積統計資料為和緩、合理的資料。 

(2)進行樹幹解析、設立永久樣區、樹木、物種、種群、植群、林型的長期生長變化

資料，以進行分析、建立生長模式、生態演替模式。本計劃完成 18 種主要樹種

Schnute、Richards 生長模式的建立。 

(3)收集、討論有關森林土壤 CO2、N2O 釋放。 

3.收集、建立台灣主要氣象站、雨量站的空間圖籍與觀察、記錄之屬性資料、數位高

程模型（DEM）資料與土壤調查資料，以便進行不同大小（如 40m×40m、1km×1km）

網格生育地資料的推估、計算，由過去 30～40 年溫度、雨量、土壤的觀察資料，進

行空間推估分析，溫度、雨量分別以趨勢面法與克立金法較適合，濕度則由計算式

完成全台灣網格點推算，建立台灣生育地因子地理資料庫(高、馮，2001)。 

4.由溫度、雨量、濕度、高程等因子，進行 Holdridge 配合現今最新的全台灣土地利

用型圖，進行疊合分析，以獲各 Holdridge 生態區內林型、土地利用型的組成，以

完成基準面生態區／林型系統建立(馮、高，2001)。 

5.由永續會區域氣候研究群，進行各種氣候模擬，GCM 研究 CO2 濃度對溫度影響的

GCM 研究，結果採雨量固定、溫度增加 1℃、2℃、4℃等三種假設情境，對生態區

分類種類、面積、位置的影響，進而分析其間的變化，更而擬出模擬模式系統，建

立方法與方向，以為不同假設情境之模擬分析。 

6.提出森林生態系未來研發方向，以配合森林土地利用部門 CO2 吸存、釋放量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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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評估與林業策略。 

(1)Gap 模式研究、使用，由於基因、時間有關的 Schnute 模式加以考慮環境因子（溫

度、雨量、濕度等），以便更有效地掌握氣候變遷對林木生長、CO2 吸存的影響。 

(2)森林－土地利用部門的時間、空間統計資料、收集項目、方法統計、精確度提升。 

7.研擬各種經營管理方案，以為建立台灣森林生態系分類系統，進行土地分類、適地

適用，更而研擬各土地分類的經營管理方案，及森林 ARD 經營方案，以利減緩 CO2

於空氣中增加的濃度。 

 

六、CO2FIX 應用於台灣時，各部分資料來源之初擬 

(一)森林活樹生物量 

1.利用 SPOT 衛星與航空照片判釋之“綠資源調查資料＂，配合更詳細的地面查勘

(尤其分辨出造林地所在事業區、林班、造林台帳、造林樹種、林齡)，以便更精

確地繪製、更新台灣地區綠資源嵌塊體分布，以便監測台灣綠資源地景面積分布

的變遷(與農林航空測量所、國有林生產科、資訊科配合)。 

2.標定各永久樣區於台灣事業區林班圖內，配合過去地理資訊系統空間推估之生育

地資料，將各林管處地面永久樣區的連續調查資料，，掌握台灣森林地上部的林

木生長、林分變化的與生物量變化(與林務局企劃組調查課、資訊課配合)。 

3.在生物量資訊掌握上，依造林地面積多寡決定重要性優先順序，設計進行台灣主

要造林樹種的全株生物量調查(如樟樹資源調查)、伐木挖根分別計算，根、莖、

葉各個部位的體積、生物量，以了解各主要造林樹種、地上部(枝條、葉、莖)、

地下部(根部)的轉換率和其在空間分布上有無差異(與林務局企劃組調查課、資訊

課配合)。 

4.建立地景、林分、單株多層級的台灣森林地理資料庫，以便持續更新提供國家通

訊(National Communication)中 IPCC 表森林與土地利用部門森林碳吸存活樹體碳

的推估方法 CO2FIX 所需資料。 

 

(二)採用於 CO2FIX 模式中的動態土壤碳模組 YASSO，將第一部分森林活樹生物量模組

算出之生物量，配合氣象資訊如年均溫、夏季降雨量和潛在蒸發散量、熱帶地區，

則用全年降雨量。由過去利用 GIS 空間推估完成之全台灣生育地因子分布資料(高、

馮，2001)，進行台灣每年土壤有機物質內碳量的推估。 

馮、陳(2003)利用陳尊賢(2001)，整理資料與方法，進行如台灣土壤氮池推估分

布圖製作的碳池推估分布圖，再結合第一部分森林活樹生物量與推估當年年均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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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量、蒸發散量等環境變動量，則可得每年土壤有機物碳變動量。 

(三)貯存於林產物的碳，利用台灣本地每年疏伐與主伐收穫之木材材種及其提供製作之

林產物類明原料材積(製材木、板材、紙漿、薪材)。 

 

(一)森林活樹生物量調查 

1.資料收集 

遙測、航測、地面樣區之土地利用與林型之林地影像處理、判釋與分析。配

合永久樣區森林、林木調查之。 

林務局農航所為配合政府「平地景觀造林及綠美化」政策，追蹤綠美化成效，

同時完成台灣每二年一次的綠資源調查。利用衛星影像影像處理、航空照片影像

判釋及地真人為細部檢訂調查等三段分層取樣之調查資料，透過綠資源區分類型

系統表(如表 1)，農航所「綠資源 NDVI 調查計畫」依區分類型的第 I 層、第 II

層、「綠資源查核樣區調查計畫」則擴展至第 III 層、第 IV 層。完成涵蓋全島的

綠資源調查資料與檢測。本調查成果之土地利用型／林型分布圖可供為 CO2FIX

森林生產量推估之基礎。 

表 1：依分層調查建立之綠資源區分類型系統表(農航所，2003) 

I 衛星影像 II 衛星影像＋NDVI
分析 

III 航測細部調查 IV 航測調查＋人細部檢訂

1-植被 1100-木本 1110-天然森林 1111-針葉林 
   1112-闊葉林 
   1113-針闊葉混淆林 
   1114-闊竹混淆林 
  1200-天然灌木  
  1130-人工林 1131-木本作物區、果園 
   1132-人工造林地 
  1140-竹林  
 1200-草本 1210-自然草原  
  1220-草本作物 1121-水稻、1222-旱作 
  1230-箭竹  
 1300-濕地 1310-木本濕地  
  1320-草生濕地  
  1330-沼澤  
2-非植被 2100-裸露地   
 2200-道路   
 2300-建地   
 2400-其他   
3-水體 3100-內陸水體 3110-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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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0-溪流  
  3130-水庫  
  3140-溝渠  
  3150-魚塭  
 3200-潮間帶   
 3300-海洋   

 

綠資源調查係由 91年 4～6月(第一期)及 91年 8～10月(第二期)拍攝之SPOT

衛星影像(如圖 1、圖 2)，以衛星影像測製全島綠資源之 NDVI 值及分佈圖。同時

進行全島航攝計畫及建置全島彩色正射影像 4,100 幅(如圖 3)資料庫，更而進行航

照片－土地利用型／林型之地真之判釋，以完成全島綠蔽率之統計成果。而地真

土地利用型／林型判釋與範圍如圖 4。 

圖 1：台灣 91 年第一期(91.01.04~91.01.10) 

SPOT 影像鑲嵌圖 

圖 2：台灣 91 年第二期(91.07.26~91.10.17) 

SPOT 影像鑲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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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000 彩色正射糾正影像圖及全台灣島 4,100 幅正射糾正影像圖分布鑲嵌圖 

 

此次調查為求能產出代表全島綠蔽率的數據，故採用 SPOT 遙測資料的

NDVI 值，以為處理衛星影像的核心依據。本計畫主要利用 SPOT 衛星影像估算

全島之植生指數，結合影像紋理資訊與光譜影像，以遙測影像分類技術，產生第

II 層次之區分類型區塊，包括木本、草本、裸露地、道路、建地、水體六類。並

使用民國 91 年 4 月～6 月及 8 月～10 月二期衛星影像資料，實施全島之 NDVI

值分析調查。因植物葉子含有葉綠體，有吸收藍光、紅光及強烈反射紅外光的特

性(如圖 1)，故判別植生反射量的多寡，可用可見光(波長 0.4～0.7μm)及近紅外

光 (波長 0.7～3μm)的比值或差值，即「常態化差異植生指標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簡稱 NDVI，其計算公式為： 

NDVI＝(IR-R)／(IR+R) 

式中，IR＝近紅外光幅射值，R＝紅外光(即可見光)幅射值。算出之 NDVI

值域介於-1 至+1 間，指數愈大，代表綠色生物量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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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不同地表之光譜反射值變化 

 

使用「航照影像檔」，將樣區範圍的正射糾正影像放大至 1/2500 比例尺，印製成「彩

色正射糾正影像圖」，以航照判釋技術判釋並描繪系統分佈(Systematic Distributed)於全

台灣 572 個一平方公里「樣區」內的第一至第四層「綠資源區分類型」區塊。 

 

2.衛星土地利用型判釋結果的驗證 

 
(1)全台灣 572 個航照地面檢

核點 
(2)山地區樣區分布 (3)平地區樣區分布 

圖 5：樣區分布圖(農航所，2003) 

 

農林航空測量所(2003)在空照作業、航攝影像處理，處理後大量儲存設備的

擴充及衛星影像綠資源資料的蒐集計畫委辦等多項工作，故重點內容分列包括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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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空中拍攝台灣海岸、平地及山坡地彩色正片：完成拍攝面積約 36,000 平

方公里，平地每年拍攝 2 次、山區二年拍攝 1 次。 

(2)將空照之彩色底片，以精密掃描儀掃描後(photo scan)，掃描數化建檔儲

存：為配合製作本年度之綠資源正射影像，增購一部掃描儀(photo scan)，

為建置航照影像資料庫，增購一套大型儲存設備。 

(3)彩色影像經正射糾正，賦予 TWD 97 座標，製成五千分之一成彩色影像

圖：利用單張影像，由編制內人員，配合像片基本圖，量取控制點，自行

以正射糾正影像處理軟體系統(OrthoPro)，製作彩色正射糾正影像圖，以

提供各單位應用，兼以之擷取查核樣區影像。 

(4)由航照判釋人員，判釋轉繪查核樣區的綠資源資料，必要時依地區及影像

品質，實施現場校對。 

另設航測之樣區調查。樣區選取方式是以全臺灣為範圍，用等間距，每九幅

五千分之一基本圖圖幅中，選取中間一幅的中央一平方公里涵蓋區域為樣區，共

570 個。用航照判釋技術，使用航空照片及彩色正射影像圖，判釋並描繪綠資源

之第 III 層「區分類型」區塊。數化後提供「綠資源 NDVI 調查計畫」驗核其判

釋精度使用。 

3.結果 

(1)森林(木本)植被：利用衛星影響全台灣綠資源統計： 

全台灣分上下半年兩期，搜集 SPOT 衛星影像分析及航空照片判釋(如圖

6、圖 7)，計算 NDVI 值，求出綠蔽率，經以 300 個樣區判釋成導致上下兩期

SPOT 衛星影像求出之綠資源「區分類型」如下表。綠蔽率分別為 76.96%及

75.12%，以 300 個樣區判釋成果，實施檢核結果：第一期準確率 91.7% (25/300)；

第二期準確率 93.0% (21/300)。差異主要原因由於不同時期影像，因太陽角、

太陽高度及大氣狀態引起，且不同時期影像間，土地利用亦有改變所致。其面

積統計如以表 2： 

 
分類結果      第一期 SPOT 影像      樣區縮圖 

圖 6：SPOT 衛星影像及其 NDVI 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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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完成由航空照片影像擷取之 100 ha 地面檢核樣區判釋及數化(以大安溪事業區第

55 林班第 122 樣區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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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91 年 4～6 月(第一期)SPOT 影像推算之綠蔽率 76.96%，若由總面積扣除雲覆蓋者，

則為 77.49%分布圖 



<125748-1> 
2012/12/24 

 -31-

 

圖 9：91 年 8～10 月(第二期)SPOT 影像推算之綠蔽率 75.12%，若由總面積扣除雲覆蓋

者，則為 81.89%分布圖 

 

表 2：綠資源分類面積統計表(農航所，2003) 

 91 年 4～6 月(第一期) 91 年 8～10 月(第二期) 

分類 Pixel 
百分比

(%) 
面積(m2) Pixel 

百分比

(%) 
面積(m2) 

木本 142,444,584 60.52 22,256,966,250 143,888,000 61.14 22,482,500,000 
草本 38,700,441 16.44 6,046,943,906 32,903,800 13.98 5,141,218,750 
水體 8,256,843 3.51 1,290,131,719 8,940,100 3.80 1,396,890,625 
裸露地 21,905,910 9.31 3,422,798,438 11,003,200 4.68 1,719,250,000 
建地 21,119,544 8.97 3,299,928,750 18,091,800 7.69 2,826,843,750 
道路 1,291,887 0.55 201,857,344 1,058,000 0.45 165,312,500 
雲 1,628,901 0.69 254,515,781 18,356,300 7.80 2,868,171,875 
其他 6,576 0.00 1,027,500 1,113,486 0.47 173,982,188 
總計 235,354,686 100.00 36,774,169,688 235,354,686 100.00 36,774,169,688 

1 pixel = 12.5 公尺 x 12.5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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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全台灣 91 年 4～6 月(第一期)、91 年 8～10 月(第二期)各土地利分布圖 

 

(2)各主要樹種的生長量與各個部位生物量推估，皆宜有計算性地投入相當的研

究，以獲得各主要樹種竹旳地上、地下部及枝條、葉、莖、根的生長變化，並

由相同樹種空間的分布，來檢視其各部位佔比例的差異、生長的變異。 

以過去樟樹生物量資源調查(1985)的結果來看，空間尺度的問題是需要考

量。以全台灣來看，莖部佔 67%、根部佔 29%、枝條與葉則佔 4%；分東西部

的話，則東部的樟樹莖部佔 66%、根部佔 29%、枝條與葉則佔 5%；西部樟則

莖部佔 71%、根部佔 25%、枝條與葉則佔 4%，是沒有什麼大差異，但與世界、

歐洲所用的設定量，根部為莖的 50%，則有大差異，本地的森林資料需積極建

立。 

CO2FIX 是全碳會計方法，可將各林分(地景的嵌塊體)每年的碳貯存量與變

動量，加以推算土壤碳吸存的部位，可由活樹生物量來加以計算。 

 

六、結論 

CO2FIX 模式可以計算森林生態系的碳池和由森林活樹生物量、土壤、林產物三部

分推算每年林地、林木的變動量，亦可提供京都議定書 ARD 森林經營措施之事先情境

模擬、成本計算，還有 IPCC 表所列的項目相符合。依據原理合理，又是依每年提供資

訊，在未來向聯合國提供“國家通訊＂的資訊上有相當的幫助，建議可以採用。另外，

該模式已結合地景層級，使得模式的推估使用上與 GIS 結合，在地景層級森林系經營上

亦將有無限發展應用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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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台灣若要應用 CO2FIX，則有關此三部分林業有關的資訊，則需由學術研究單

位在未來幾年政府盡快投入研究，獲得數據且發展資料提供的固定模式由行政單位每年

依之提供有關資訊，而學術界再配合做監測、修正、調整模式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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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CO2FIX 版本內涵 

其實 CO2FIX 目前已有 V3.0 各版本的內容及選項功能如下： 

(一) CO2FIX V1.2 為 V1 的 Windows 版本，而 V1 係由 Frits Mohren 研發纂寫的。

V1.2 只能夠模擬“群組的樹(cohort: functional group of trees)＂，如同齡林、單

純林分每公頃的狀態。單一的土壤模組 (soil modules)、單一的經營模組

(management modules)和單一的林產品模組(products modules)，其可提供完整的

生態系碳平衡。若您是 CO2FIX 的新使用者，著作群建議由此版本開始使用為

佳。 

(二) CO2FIX V2：則有數起重點的改進，最主要的是多群組林分(multiple cohort 

stand)(仍然每公頃)，而這些群組彼此是透過競爭(competition)互相影響。而在

V2 有模擬枯死(mortality)、經營和有關枯死的選項。當然詳細的林產品模組和

改良的土壤模組，都是 V2 其有別於 V1 的地方。 

(三) CO2FIX V3：將在 2003 年未完成，其包括林分版本(stand version)和地景版本

(landscape version; CO2FIX-Land)；其包括了依京都議定書的會計模組

(accounting modules)、財物模組(financial modules)和生物能源模組(bio-energy 

modules)，而且V3.0可以針對相同的案例，進行不同假設情境(different scenarios)

定義。譬如：由草生地的基線假設情境和無林地造林的減緩溫室效應之假設情

境。 

 

附錄二、CO2FIX 的資料輸入 

(一)生物量生長量－變量 

在 CO2FIX 模擬過程中，所用的生長資料可由收穫表(yield tables)來，有關資料可以

參考 http://www.efi.fi/projects/forsce/yield_tables.html。 

(二)生物量貯量 

至於生物量函數(biomass equations)和生物量轉換率(biomass turnover rates)、碳含量

(carbon content)和基本木材密度(basic wood densities)，則可參考以下文章。 

DeAngelis, D. L., R. H. Gardner, et al. (1981)；Cannell, M. G. R. e., Ed. (1982)；COST 

E21 'Contribution of Forests and Forestry to Mitigate Greenhouse Effects'. An 

attempt to bring together biomass equations, and biomass expansion factors (to 

simulate foliage, branches, roots) are undertaken http://www.bib.fsagx.ac.be/ 

coste21.；Harmon, M. E., O. N. Krankina, M. Yatskov, and E. Matthew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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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hews, G. (1993) ； Forest Products Laboratory: Handbook of wood and 

wood-based materials. Hemisphere Publishing Corporation, New York, London.；

Rijsdijk, J.F.; Laming, P.B. (1994)；TerMikaelian MT, Korzukhin MD.(1997)；

Nadelhoffer K.J. and Raich J.W. (1992)；Brown, S. (1997)與 Global Forest 

Resources Assessment. (2000). 

(三)土壤含碳量 

CO2FIX 的土壤模組有關資料可參考： 

-http://www.knmi.nl/voorl/kd/lijsten/normalen71_00/html/wki.html or 

-http://www.worldclimate.com 

 

 

相片 1  Dr. Ir. G. M. J. (Frits) Mohren 與筆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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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2 Dr. G. J. Nabuurs 與筆者合影 

 

引用文獻 

http://www.efi.fi/projects/casfor/ 

 

有關 CO2FIX 與 COST E21 計畫負責人員與相關網站如下： 

◎CO2FIX 

Prof. Dr. Ir. G.M.J. (Frits) Mohren 

Forest Ecology and Forest Management Group (FEM) 

Dep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Wageningen University 

P.O. Box 342, NL-6700 AH Wageningen, The Netherlands 

Telephone: +31-317-47 8026; Fax: +31-317-47 8078 

my home phone: 0318-43 0031 as well as my mobile number: 0655.192079, 

Email: frits.mohren@wur.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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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ow.wau.nl/fem 

 

◎COSTE 21 

Email: Eric.LAITAT@cec.eu.int 

Commission's offices in Brussels: Dr. E. Laitat. Dr. Laitat is coordinating a large 

European project in this area (see: http://www.bib.fsagx.ac.be/coste21/). 

 

Dr. E. Laitat.與筆者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