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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介紹 
 

森林測計學 
(Forest Menstruation) 
 

 
代    碼：****(3學分) 
 
授課老師：馮豐隆  博士(森林系) 
 
選課條件：大學二年級以上學生可選修 
 
課程簡介：提供學生對於"森林資源調查測計"原理與方法的瞭解，其中包括林

木、林地與森林（如土地利用型、林型、植生型等地景性態值）及

地形、氣象、土壤等環境地景性態值，其環境性態值(屬性)的量測

與推計。森林資源調查設計、資源調查資料的處理分析與林木、林

分生長收穫的開發應用。統計學是必要的推計工具，個人電腦的操

作是必要的訓練，使學生修習本學科後。 
(1) 增加對林木、林分、森林的點、線、面、體與重量的基本性質─  

時間、空間之量測計算工具方法的瞭解與實際操作的經驗。 
(2) 對現代資源調查測計技術－遙航測、RS、GPS、GIS、永久樣區 

 （PSP）、模擬模式（SMS）等科技方面有所知曉。 
(3) 增進利用統計方法於森林資源的現況、功能與變遷之推估、預測 

上應用的能力。 
(4) 對林型、立地品位、林分密度、林齡與林分歷史等因子對樹種組 

成、林分結構、林分蓄積量、林分生長收穫影響之量化考慮。 
(5) 對生長現象瞭解、並具開發使用單株及林分生長收穫模式的初步 

技巧。 
(6) 增進對森林資源調查，取樣設計－固定取樣與無邊樣區取樣方法 

的介紹與資源測計方法、步驟的瞭解。 
(7) 增加建立數學模式及解決森林資源量化問題的能力。 
  

 
教材：主要參考  馮豐隆  2004  森林調查測計學  國立中興大學教務處出版   

1.林子玉  1986  森林測計學  國立中興大學教務處出版  497pp 
2.楊榮啟、林文亮  2001  森林測計學  國立編譯館出版  復文書局印

刷  309pp. 
3.馮豐隆  1993  調查技術  國立中興大學 109 pp 
4.馮豐隆  1994  森林調查測計學講義（上）102 pp（中）175 pp（下）

78 pp  國立中興大學 
5.南雲秀次郎、箕輪光博  1990  現代林學講義地球社  243pp. 
6.Avery T. E. and H. E. Burkhart 1983 Forest Measurements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331pp. 
7.Husch B, C. I. Miller and T.W. Beers 1980 Forest Menstruation John Wi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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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s 402pp. 
 
評    分：1.正課分數 

（1）期中考  30% 
（2）平常考與家庭作業  40% 
（3）期末考  30% 
2.實習分數 
（1）出勤  25% 
（2）調查、分析的工作態度  25% 
（3）報告成果  50% 

家庭作業：每星期一上課前，由學術股長將報告收齊繳交帶實習之學長姐評

分，期末考前，裝訂成冊繳交評分。 
 
測    驗：每節實習課即測驗前一回上課內容與指定作業，未參加測驗者，該

次以零分計。 
 
大學部同學上課流程： 

1. 上課前印製老師、學長所擬的講義－Text, doc; Lecture, ppt。 
2. 預習並研擬本單元最重要的課題。事先提問問題。 
3. 上課聽講，提問題，提出講義內容結構，編排建議。 
4. 下課、實習課時，將自己認為最重要的觀點、知識、技術，以題目方法

擬建檔 (1) 選擇題   (2) 填充題/簡答題   (3) 問答題/申論題    各
兩題。 

5. 分組將題目交付同組，輪流彙整－討論用詞、用語及表達方式。 
6. 將彙整之題目，打成檔案，交付學長彙整題目，公佈通知題庫每單元的

重點，並於下次上課前，以組為單位，將答案交付學長。 
7. 平常考、期中考由題庫抽出 
學期結束時，彙整題庫成冊(1) 2005 年(*年班)森林測計學各章節重點集錦 

(2) 2005年(**年班)森林測計學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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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基本概念 
 

森林是地球陸域中，組成結構最複雜且完整的生態系，對環境變化之調節與水土之保全

功能為其他生態系所無法比擬的，森林也是陸域生產力最高的生態系，能提供地球上各種生

物（尤其是人類）生存所需之食物、能源及棲息居所。台灣面積僅三萬六千平方公里，五分

之三是山地，天然環境脆弱，地質不穩、天災仍頻；民眾應該能體會並深切認同有完整的森

林資源，對台灣這個小島是多麼重要，亦可以說森林是維繫台灣兩千三百萬人生命財產安全

的唯一的命脈。森林是國家重要的資源，如何保護森林資源的命脈，必須從林木的種類、林

分、森林群叢、生態系和地景的現況、功能與變遷，而以其數量來表達、量測與推計、預測，

乃森林測計之重要目的。 
生態系(Ecological System，Ecosystem)係指地球上明確的多尺度(Multiple Scales)空間單

元，包括其間所有的生物體和無生物組成、生物體豐富度和分布、生物體和能量流動與物質

循環間的交互作用(Likens 1992，Franklin 1997)，生態系是由生物社會及環境組合而成之整

體。任何多樣之生物所組成之社會與物理環境交互作用，致使能量流動、物質循環，而達成

永續者（Odum 1971，王子定、郭幸榮 1975，劉棠瑞、蘇鴻傑 1983）。生態系可定義為有機

體的族群與牠們生存的環境，包括所有植物、動物、土壤、水、氣候、人類及生命過程的交

互影響(Salwasser 1993)。生態系是指所有動植物(包括人)和其所處環境所構成的共存共容、互

相依賴、彼此影響的動態生活圈。生態系四大特點：(1)生態系是動態的、一直在演進的、會

變化的，使得生態系能向各種方向發展(O’Neill et al.1986，Urban et al.1987)。(2)生態系在組

織層級上是屬於地區性的、暫時性的。各個層級都可組織成一個體系，而在此體系中，每個

層級擁有不同的功能，但同時又是整個整體的一部份(Allen et al.1984，Allen & Starr 1982，
Koestler 1967)。(3)生態系有其生物、生態、經濟及社會的限制。(4)生態系型態及過程並不是

完全可預測的，縱使程度也會因時空、組織層級不同而不一樣(Bourgeron and Jenson 1994)。 
森林測計學(Forest Mensuration, Forest Mensurement)原稱測樹學，可能是從日文之測樹學

直接翻譯過來，其重點於林木之測定及計算以及推算，故森林測計學為研究測定及推算木材、

數目與林分數量及其生長理論與應用之學科，為森林經營之基礎科學之一，換言之，即森林

及其所生產木材之量的測計。 
森林經營者制訂經營決策所採用之重要森林資訊，不管林木(individual)、林分(stand)、森

林生態系(ecosystem)、森林資源(resource)等地景層級(landscape hierarchical level)均依賴森林測

計結果的資料而定，森林資源經營管理體系各層級的關係如圖1-1所示，例如樹木的形狀、大

小；森林之面積；林分物種組成、結構的狀態及其變異和在時間歷程的變化；環境因子之變

異；森林所有權與管理；交通運輸狀況；社會、經濟的狀況等，更可將其所得的量資料，應

用於森林財產之市場價值與非市場價值的評價，可以說在森林經營及森林計畫中扮演重要的

角色，也就是意味著人對林地、林木、森林及其他生物(動、植物)、森林環境、森林資源需

面臨許多決策(decisions making)，要訂定決策則需要不同時間、空間尺度下，各森林資源經營、

保育層級的豐富資訊(information)，且資訊盡可能是量化(quantifiable)、圖形化的資料(data)項
目，而這些資料皆須依靠測計(調查量測、推估計算與模擬預測)來獲得。然測計資料來源大

體可分為(1)現有資料(existing data)(2)遙測資料(remote sensing data)(3)野外調查資料(field 
surveyed data)三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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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林木、林分、森林、森林環境、森林資源、森林經營管理的關係 

 
由於人類對森林資源的需求是無窮盡的，而森林所能提供的資源－財貨與勞務，又是稀

少、有限的，如何在滿足人類需求過程中，供給財貨、勞務的森林生物、生態資源不致枯竭，

不可恢復，則需要人類充滿智慧的經營觀念、知識與技術來完成，供給、需求與經營者之間

的關係可由圖1-2看出。而保續生態系經營正是當前最可能達成此目標的經營理念，適應性經

營則是實際執行的方式。 
生態系的經營不能忽略供給、需求的任何一方，供給方面可由生物、生態環境來看，需

求方面則由社會、經濟的維度來說明，亦即生態容納量與社會價值構成生態經營的保續力。

所謂“社會價值”即不僅考慮這一代人民的需求，亦考量未來後代人民所需為何？而“生態容納

量”則為思量“長期生態演變的可能狀況”。 
 

 
圖1-2  森林資源、經營決策系統（包括供給面及需求面）與社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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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森林測計學的發展過程 
 

森林測計學的發展過程大致如下 
☉古時之森林茂密，木材豐富，取之不盡、用之不竭，對於森林測計之要求不大。 
☉初期的測計技術粗放，只不過就林齡、面積及材積之簡單估測而已。 
☉歐洲瑞士、法蘭西及義大利諸國之單株林木材積測計開始甚早，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技術。 
☉17世紀終至18世紀初，曾有數學家及自然科家參與此項工作。 
☉1764年，法國有類似森林次記學的著作出現，可能是最早將林木測計相關知識做成體系的

著作。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開始使用兩端斷面積及中央斷面積之圓材求積法。 
☉1868年，Huber發表有關材積測計法之報告，同時其Pressler之望高法亦在此時出現。 
☉1852-1867年，Breymann應用Gauss誤差曲線判定誤差及應用最小二乘法求生長曲線。 
☉1864年，Klauprecht討論正形數問題。 
☉1871年，Hennert提出具有統計取樣調查概念的標準地法。 
☉1873年，Kunze著述森林測計學之書籍。 
☉1875年，Baur著述森林測計學之書籍。 
☉1882年，日本從德國引進森林科學，設立學校，開始講授包括森林測計學之林學相關學科。 
☉1891年，Zetsche發表圓形標準地法。 
☉1906年，美國學者Graves著述森林測計學之書籍。 
☉1912年，Guttenberg著述森林測計學之書籍。 
☉1915年，Müller著述森林測計學之書籍。 
☉1927年，Tischendorf之名著 “Lehrbuch der Holzmassenermittlung” 問世，使形成今日之森林

測計學規模。 
☉1928年，日本學者掘田正逸及鈴木茂次，1930年吉田正男，皆出版「測樹學」一書，其內

容仍承襲德國之森林測計學相關知識。 
☉1931年，美國學者Belyea著述森林測計學之書籍。 
☉1936年，美國學者Chapman和Schumacher著述森林測計學之書籍。 
☉1943年，日本森林學家鈴木外代一亦出版「測樹學」一書。 
☉1947年，奧國森林學家Bitterlich發明角度計數調查法，奠定日後採用變動機率取樣調查之

基礎。 
☉1950年，森林學家Bruce和Schumacher合著”Forest mensuration”，是第一個利用模式來預測

生長。 
☉1951年，德國森林學家Prodan著作”Messung der Waldbestände” 
☉第二次是界大戰後，美國森林測計學居於世界領導地位，其特徵為引進航空攝影測計及統

計學理論，擴大森林測計學之基礎，在應用方面更為靈活。 
☉戰後，日本之森林測計學深受美國影響，學者中山博一於1957年著「林木材積測定學」一

書，西（水尺）正久亦於1959年出版「森林測定法」一書。 
☉1963年，Husch等學者合著”Forest Mensuration”一書，並於1972、1982在內容上加以修改後

再版。 
☉1965年，德國森林學家Prodan著作” Holzmessleher”，自成一體系，並引述以統計學及森林

航測學理論為基礎之全世界森林測計研究成果，為當代森林測計學之大全，最完備之參考

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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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年，Loetsch和Haller合著”Forest inventory”一書。 
☉1974年，美國學者Wensel著作 “Wildland resource sampling”重視森林資源，注意非林木價

值並涉及森林中其他非林木資源之測計。 
☉1975年，美國森林學家Avery著作“Natural resource measurement”，書中亦重視森林資源及非

林木價值，並涉及非林木之相關測計。 
☉1980年，我國森林學者楊榮啟出版「森林測計學」一書，講述森林測計的知識與技能。 
☉中國大陸北京林業大學於1980年出版「測樹學」，並於1994年再版。 
☉1986年，我國森林學者林子玉亦出版「森林測計學」一書，作為教授森林測計之學科用書。 
☉中國大陸東北林業大學亦於1987年出版「測樹學」，除講述傳統測計學外，亦增加非林地

自然資源估測一章，主要包括放牧和野生動物、水利及漁業和旅遊等三方面。 
☉1992年，日本森林學家南雲秀次郎和箕輪光博合著「測樹學」(地球社出版)，仍按傳統方

法論述測計理論與方法，但新增了林木生長論一章，應用數理生態學方法解析林木生長法

則，開創生長與收穫預測之模擬模式。根據不同間伐方式之密度管理，採取各種保育形式。

是從自然科學及經營技術層面，研究林木生長。 
☉1993年，我國森林學者馮豐隆著作「森林調查測計學」，內容由單株的點、線、面、體積、

重量、時間，到林分的組成、結構、生長和資源調查、取樣、遙航測、地理資訊系統等資

源調查技術。 
☉1994年，Philip著”Measuring Trees and Forests”一書。 
☉1995年，日本學者大隅真一著作「森林測計學講義」(養賢堂出版)。 
☉1996年，中國大陸森林學家孟憲宇著作「測樹學」，為全國高等林業學院的教材。 
☉2002年，Avery和Burkhart著作”Forest Measurement”一書(McGRAW-HILL出版)。 
☉2003年，我國森林學者楊榮啟及林文亮出版「森林測計學」一書，較前版增添了地理資訊

系統、非林木資源調查及大面積森林資源調查等章節。 
 
    綜觀森林測計之發展過程，從早期的圓材大小及材積測計開始，慢慢加入森林及林木調

查，而後又陸續導入統計學及森林航測理論與技術，最後更將非林木自然資源納入森林測計

領域，在由於近來電腦技術發達、地理資訊系統漸漸普及，自然、環境、森林科學及自然資

源經營保育決策所需的資料，更具不同空間、時間尺度的森林層級的現況、功能和變遷，對

森林測計之發展與推動，必定非常有助益。 
 
1-3  森林測計上使用的尺度與單位 
 
1-3.1  尺度 

森林測計上所使用的尺度包含量測、時間和空間尺度三個類別。 
在量測尺度方面，Stevens(1946)綜合所有的測計問題，提出測計上使用的尺度包括類

別(Nominal)、等級(Ordinal)、等距(Interval)及等比(Ratio)四種，其之間的差異如表1-1、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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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量測尺度的比較 
尺度的水準 正式特徵 視覺呈現 功能 例子 

類別(Nominal) 相互排斥且可

辨識的類別  

能分類和描述 種族：1,2,3代表白人、黑

人和黃種人 
 

等級(Ordinal) 等第順序大於

和少於  

上面功能加上

等級 
測驗驗分數，7比6要大

些，但是單位代表不同的

數量 
等距(Interval) 尺度上的單位

具有相等的意

義 
 

上面功能加上

差異的決定和

比較 

溫度、海拔高度 

等比(Ratio) 有意義的零點 
 

上面功能加上

比值的決定和

比較 

人的身高，3'是6'的1/2 

 
表1-2   量測尺度的分類 

Scale 基本操作 數學結構 統計值 例子 
類別 

(Nominal) 
品質決定 
(numbering and 
counting) 

Permutation group
    X'=f(X) 
where f(X) means 
any one-to-one 
substitution 

Number of cases 
Mode 
Contingency 
correlation 

林分圖的林型數 
樹種代號 
林分組成、種類 

等級 
(Ordinal) 

較多、較少、較高、

較低的決定 
 (ranking) 

Isotonic group 
X'=f(X) 

where f(X) means 
any increasing 
monotonic function

Median 
Percentiles 
Order correlation 

木材等級 
立木、圓木等級 
地位級 

等距 
(Interval) 

決定品質的間隔或

差距 
(numerical magnitude 
of quantity, arbitrary 
origin) 

Linear group 
X'=aX+b 
  a>0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華、攝氏溫度 
曆法時間 
相對濕度 
可支用土壤含水量 

等比

(Ratio) 
比例的決定 
(numerical magnitude 
of quantity, absolute 
origin) 

Similarity group 
X'=cX 
  c>0 

Geometric mean 
Harmonic mean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物品長度 
頻率 
時間間隔 
材積 
重量 
絕對溫度 
絕對濕度 

 
在時間尺度(temporal scale)方面，及依照時間的長短來加以區分，如分、時、白天、晚

上、日、星期、月、年、世代、世紀等，而在空間尺度(spatial scals)方面，則依據不同的生

態現象研究所需要的範圍來決定，其空間和時間尺度的關係，如圖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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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在不同空間和時間尺度下，植物格局在環境干擾與生物反應的關係 

 
1-3.2  單位 
    測計木材或林木大小、輕重、長短、高低或體積，森林面積或林木蓄積量，也就是森林

測計上所處理的「量」，均定一基準單位以為衡量之準則，但其所使用之基準單位，常因國

家及地方上的習慣而異（各系統及換算詳見附錄1-1）。我國採用米突制（Metric system, 公
制系統），在台灣一般民眾使用台制系統，在歐美則採用英制系統，於林木、林地所使用的

各種單位如表1-3所示： 
 

表1-3  森林測計上所使用的單位 
量 林木 公制 台制 英制 林地 公制 台制 英制 單位換算 

長度 

樹幹直徑 
周長 
樹高 
樹冠直徑 
圓材直徑 
長度 

公分 
(cm) 
公尺 
(m) 

寸 
尺 

吋

(inch)
呎 

(feet)

距離 
長度 
高度 

公尺 
(m) 

尺

呎 
(feet) 
碼 

(yard)

3.3寸=1尺 
1碼=3呎=36吋 
1吋=2.54公分 

面積 
斷面積 
樹冠投影面

積 

平方公

尺(m2) 
尺2 呎2 林地面積

樣區面積

公頃(ha)
平方公尺

(m2) 

坪

甲

呎2 
碼2 

1甲=0.96993ha 
1甲=2934坪 
1坪=3.30578m2 

體積 
材積 
枝葉的體積 

立方公

尺(m3) 才 呎3 土壤體積

挖填方

立方公尺

(m3)  
呎3 
碼3 1公尺3=360才 

重量 
樹幹重量 
枝葉重量 

公斤(kg) 
公噸 

(M.T.) 

斤 
斤 

磅

(pound)
噸

(tons)

    
1磅=0.454公斤 
1斤=0.6公斤 

時間 年齡 
月、季、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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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測計對象的基本量度(Fundamental scales)  
種類數量、頻度(frequency)、長度(length)、重量(weight)、時間(time) 
點(point)、線(line)、面(area)、體(volume) 

      單位：數量─個數，頻度─％，長、寬、高─長度(length)，面積，體積 
      導出量度(Derived scales)： 

stand volumes/ha, stand density, stand growth/yr. 
unit：ft3, m3, acres, hectares(ha)←formula form  AREA=W.L 

      分類系統─數量、頻度，點─坡度、坡向、海拔高、座標、大地座標，線─長、寬、

高；面─二維─長×寬，πr2；體─三維─長、寬、高；時間─四維。 
 

表1-4  量測尺度與森林資源經營性態值之間的關係 
量測尺度 

性態值 
點 線 面 體 時間 

性態值 地 
 
點 

位 
 
置 

座 
 
標 

海

拔

高 

坡 

度 

坡 
 
向 

距 
 
離 

長 
 
度 

高 
 
度 

寬

度

半

徑

直

徑

周

界

面

 
積

斷

面

積

剖

 
面

填

挖

方

材

 
積

蓄

積

量

物理

時間 
物

理

期

間 

物

理

工

時 

物

理

生

長 

物

理

變

化

生 
物 
時 
間 

林木 
林地 
林分 
森林 
環境：地質 
      土壤 
      氣候 
      生物 
森林生態系 

生態區 
景觀區 

  土地單元 
    集水區 

離地0.3m 
離地1.3m 

90% 
三角點 
圖根點 
林木位置 
林地位置 
樣區位置 
生態區 
土地利用 

DBH幹軸曲線 
H冠長、冠寬 
根長、寬 
年輪寬、距離 
距離 
周界 
SP-PC點距離 
深度、廣度 
林分高 

BA 
葉面樹冠幅

樹表面積 
形成層 
面積 
根部覆蓋 
面積 
林型 
土地利用 
生態區 
集水區 
事業區 
林區 

土方 
林木材積

 
單位蓄積

 
林分蓄積

 
可用材積

 
重量(生物

量) 

生長、演替始末時間、期

間 
光度變化時間、量度 
活動始末時間、期間 
土地變遷(植生種類) 
        (土地利用) 
種類(分類) PH 
株數      養分濃度 
頻度 
實數 

資源 供 
 
 
 

景觀點 
林木伐採點 
伐採地點 
樣區中心點 
大樹 
母樹 
天然林、原始林 
人工林 

林道 
遊樂路線 

棲息地 
遊樂區 
保護區 
保留區 
保安林 
生產中心 
經濟林 
作業級 

能量  

 需 

模式分析 
空間(圖) 
屬性：動態 

靜態 

種類（分類） 
株數 
頻度 
實數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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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森林測計學上應用之統計學(statistics) 
 
    統計學理論的應用，確實給處理森林測計問題帶來革命性的發展。然而從森林測計學的

觀點，則統計學僅是工具而不是目的，兩者的地位絕不相等。森林測計學是以林學或生物學

立場去應用統計學的理論及技術，所以最重要的事掌握其在林學或生物學上的意義。森林測

計學家當然通曉統計學愈多，則愈能感到得心應手。 
所謂統計，則是將較混淆不清(不確定)的予整理成規律法則，若(1)已經很清楚(2)無法整

理出條理，皆不需統計。目前很清楚或無法整理出來的自然與社會的現象很少，大都屬於不

清楚或可整理出條理來的(如圖1-4所示)所以統計學用得相當多。 

 
圖1-4  世界上的現象知識與量的關係 

 
    森林測計所面對的林木、林地相當龐雜，所以往往以取樣方式，由探討、面對的族群中

取出部份有代表性的樣本，以樣本整理出分布(平均、變異或模式)來推估族群的分部或現象 
(如圖1-5)。 

 
圖1-5  取樣與推估過程 

 
    森林測計上常用直接或間接的推算、推估(estimation)，如樹高(H)，胸高直徑(DBH)、樹

冠長、樹冠幅是直接量測，而面積、形樹、材積(V)是推估值，生長量預測(prediction)，如dH/dt。
其所得之資料整理與分析可利用○1 統計表（實測值表、次數分布表及表示）；○2 統計圖（直

方圖(histogram, bar chart)、餅圖(pie chart)、多邊形(polygon)、曲線(curve)）；及○3 數學函式

（H=f(D), V =f(D.H.F), D=f(t), V ／ha=f(SPS, SQ, Den, Age, Treatment)）來表示。 

族群(Population)

frequency μ            X
σ           SD SD 

X  
σ

μ 

樣本 
(Samples) 

 
 
 
 
↓ 
模式 

(Model) 

取樣  →
(Sampling) 

推估 
(Estimating) 

frequency 



森林測計學 
第一章  緒論 

空間資訊研究室彙編 1-9

 
1-4.1  統計概述(相關理論詳見附錄) 
1.敘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 ：資料整理、歸納平均值、分散度、分布 

蒐集樣本資料加以整理，計算可描述族群的數值 
─平均值(means)、百分率(percentage) 
─分散度(dispersion)、變異(range)、均差(mean deviation)、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 SD)、
變異係數(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 

2.統計推論(Statistical inference)：推算問題、假說測驗，資料分析成一般法則，如變異分析

(線性、非線性)相關、迴歸、模式建立 
根據樣本資料，估算全部之族群或檢定假說，將帶有不確定性事物導出結論 

   (1)推算問題 

區間

點
推算─   

分布不知，用

分布知，用

t

z
2

2




 

   (2)假說測驗 
     虛無假說(null hypothesis, H)：二族群(μ,σ)無差異 
     代替假說(alternative hypothesis)：二族群不同(有別) 
 

 
 

圖1-6  研究方法示意圖(Gould and Fergurson 1980) 
 
  1-4.2  測計誤差 
  1.基本概念 

一般作為調查之對象，其在亮的方面皆有一真值(true value)。測定或推算之目的，即為

尋求作為調查對象之真值，但因限於現有能力，所求得之值常未能與真值一致。其和真值

之間的差謂之誤差(error)。也就是說（誤差）＝（測定值或推算值）－（真值）。 
誤差可從不同的觀點加以分類，如僅就對象之一部份而非其全體實行測定時，在推算

上所造成的誤差，稱為取樣誤差(sampling error)。若實行全體測定，猶產生之誤差及極稱做

測定誤差(error of measurement)。一般之取樣誤差多比測定誤差大，若兩者共存時，後者多

半可以省略。 
取樣誤差之本質為一逢機變數(random variable)，可由統計學之常態分布理論推算其大

小。測定誤差按其發生之原因可分為：Ⅰ、過失誤差errorof mistake)－因測定者之疏忽大意

所引起；Ⅱ、系統誤差systematic error)－受固定型態之影響所發生之誤差，多能判定其發

試驗設計 
試驗 

抽象觀念 真實世界
理論 

抽象觀念
邏輯模式 

實驗觀察 邏輯推論 

觀    察 
統計

推理 
真實結論 理論

推理
邏輯結論 

綜合方法

(Conclusion) 
實證模式 

(Empirical model)

推論方法 
(Inference) 
機制模式 

(Mechanism mod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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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原因及大小；Ⅲ、偶然誤差－其大小及符號全為偶然發生，即由許多不可能調整之原因

所引起，不論如何小心，仍然避免其發生，故可按照逢機變數處理。 
    
2.正確度、精密度 

正確度(accuracy)及精密度(precision)這兩個名詞一般常被混淆使用，而其在科學或技術

上則各有不同的涵義。 
   (1)正確度 

正確度為推算值的成功度，即模式推算值與真值間的差距；而平均誤差(mean error) 為
典型的統計值，表示推測值與觀測值間的平均差異 (mean difference)；如Smith and 
Raile(1979) 討論全州森林資源調查時，由於要瞭解所有森林狀況，所以正確度很重要。 

 
   (2)精密度 

精密度為樣本值對平均數的集中度，即圍繞平均值的分散情形。標準偏差(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error)為精密度的重要統計值，Jakes and Smith(1980)所研究不同砍伐方式的

效用時，即很重視此原則。 
 
而一般依使用者所使用模式之目的而決定的模式評估的重要原則有三：即正確度、精

密度及時間（一般推測的時間長，則該值可信賴度減少，所以時間在做預測未來值時為相

當重要的因素。如Botkin et al(1972）研究森林生態系的植物競爭與演替時係對長期的預測，

所以模式的良窳受制於時間）。 
 

  3.有效數字 
有效數字(significant digit)係只全部數字中表示使用某一單位時的真正大小數字而言。

一個數目中的有效數字，是從左到右由第一個非零的數字開始算起，其最後一個亦可能為

零。當測定所用的單位變更時，則僅小數點位置移動，而其有效數字的數目不變。 
直接測定所得的數值，僅是一個近似值，記錄的有效數字如果比實際所觀測的多時，

則為不必要，從另一方面言之，我們一不可以任意刪去測定所得的有效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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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圖概論 
 
2-1  前言 

對某地點地理位置因子的量測，也就是測計上所提到的點的量測，通常以具有座標

(coordinate)之地圖表示之。而座標有相對座標系與絕對座標系兩種方式。通常對於地理位置

因子的量測包括位置、地形、方位、海拔高、坡向、坡度等。 

 
2-1.1  位置 

位置─山系、水系流域之區劃、集水區區劃、人為行政管理區劃、縣市區劃圖、林管

處轄區分布圖、事業區分布圖、林班分布圖、三角點分布圖。 

由像片基本圖或衛星定位儀(global positionize by sattlite， global position system GPS)，

如：經緯度、UTM座標。台灣的像片基本圖，圖內包括有地形圖，且清楚的繪出人文地名、

河流、山域、圖框，其上尚有1000m的數字方格線。 

1.數字方格線為橫麥卡脫(Mercator)投影座標系統 

2.橫麥卡脫(Mercator)投影 

a.經差二度分帶  b.經差三度分帶  c.UTM(經差六度分帶) 

均以中央子午線(0度)為準 

3.平面控制點以三角點來校正，r原點採用1967(或1984)年國際地球原子計算。 

｛註：地球為一旋轉撱圓體，子午撱圓長半徑a，短半徑b，可以定出橢圓體大小。a、b

即為地球原子，但有時亦有以長半徑a與扁率(flattening f=(a-b)/a)表之，1967年國

際大地測量學會決定採用之。地球原子為Geodetic Reference system GRS。f為1：

293.247長半徑a為6378160 kaula－原子｝ 

 
2-1.2  地形 

三度空間─高程、山的各部位山頂、山脊、山腰、山谷。 

地形圖(Topographic map)：以測斜器(clinometer)等儀器量測地面形態、河流、山脈，

所複製之主題圖籍謂之。 

1.地形：地面的形態或指地面形態的發生及其演變，地面的種類依資源調查分類如下： 

(1)沖積平原(Alluvial plains)：包括三角洲平原。土壤結構鬆，砂土至砂質壤土。色淡而土

壤顏色變異大。此類地區農作以水稻為主。愈至南部地區甘蔗、花生、甘藷等作物愈

為常見。 

(2)洪積台地(Uplifted marine plateaus)：係海底區域性隆起其海拔高於沖積平原，表土由結

構細緻的紅土構成，極易受侵蝕。表土流失處將暴露出甚厚的圓滑的硬岩及卵石層。 

(3)海邊沙灘平原(Coastal sand plains)：由風力所形成之砂質平原或砂丘地。常見於沿海地

帶。 

(4)丘陵地(Hills)：常見於山岳及平原間，海拔高多在500公尺以下，坡度25度以下。丘陵

地區間之土地利用種類繁雜，由集約經營的階梯水田至森林地皆有。 

(5)山坡(Mountains slpoes)：常成V字形坡，坡度通常大於25度，海拔通常在500公尺以上。

山坡地之特徵為有陡坡及有露出之岩石。 

(6)山谷河床(Mountains valleys)：介於山間平地，排水良好，土壤深厚，而有急流之河流

通過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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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嶺線、台地、鞍部(Mountain ridge top, bench, saddle)：嶺線為山之最高處，嶺線上之林

木通常生長不良，樹幹短而彎曲，樹冠扁平。平坦處之土壤較深，但極陡處卻有許多

岩石露出。台地為山中之平坦地，具有較深的土壤。鞍部位於兩山峰之間，有足夠的

濕度，較深的土壤及凹凸不平的地形。 

2.地形圖為瞭解地形起伏的最佳方法。人們力圖改善地形表現的視覺效果，並希望精確的

表示地勢的高低。1674年首先使用蓑狀線表示的地形的方法，是用平行或交叉細線條，

畫陰影的方法，顯示地勢起伏，但卻無法精確的描述高度。19世紀時，開始使用等高線

來描述地形，不但可以顯示地勢起伏，也可以精確的表示實際高度，但在地勢不規則的

地區，則會有看不清地形的情形，可是以不同的顏色加在等高線上，以地形暈渲法指繪，

可使人有一種立體的感覺。 

 
2-1.3  方位 

1.方位角(azimuth)：過天頂(Zenith)、天底(nadir)之子午圈與地平圈(horizon)近天球北極之交

點為北方，自北為起點，順時方向(clockwise)測0~360度水平角(horizontal angle)。(N-0度，

E-90度，S-180度，W-270度)。 

2.磁方位角(magnetic azimuth)：由磁北測定。 

3.方向角(bearing)：以北(N)或南(S)為起點，分四個象限(quadrant)。 

 
2-1.4  海拔高 

海拔高以基隆外海平均水平面為0m起計算。 

 
2-1.5  坡向 

坡向(slope aspect)：繪出與等高線垂直之方向線以測定坡向。 

 
2-1.6坡度 

坡度(slope)：研究地面突起部份或窪下的部分，通常注意其坡度(slope)，即坡面。大略

包含Ⅰ兩地高程差；Ⅱ百分比坡度(percentage slope)=高程差/水平距；Ⅲ傾斜率(gradient, max 

slope)；及Ⅳ傾斜度(degree of arc)等方面的量測。 

國內林地坡度分類之標準如下：  平坦： 未滿5度(8.75%) 

緩：  6~22度(38.412%) 

中： 23~35度(70.021%) 

急： 36~45度(100%) 

絕險： 45度以上 

 
2-2  地圖 

 
地圖是將廣大的地球表面的地貌特徵，選擇及歸納大量重要的材料以符號和規範的記號

做標記，並用投影、座標方格、定位和比例尺構成地圖的框架，再加上歸屬模式中的類比(analog)

模型(異於實體模形(iconic)和符號模式(symbolic))，以表示其空間分布(spatial distribution)。 

     
2-2.1  製圖基本原理 

1.地圖以事先決定的比例尺(scale)繪製。每一個地貌(feature)對其它地點的相互關係以正確

的方位，在水平距離(horizontal distance)與地圖比例尺成正投影(projection)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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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圖表示的地貌特徵是選擇性的，僅符合地圖目的之重要地貌顯示於地圖上。 

3.地圖強調特定的地貌特徵，並以標準符號表示之。 

4.地圖為通俗化的，複雜的詳細地貌被簡化表示之，尤其是在小比例尺地圖(small-scale 

map)。 

5.地圖通常具有文字、標題表示。 

6.地圖一般以平行圈(緯線, latitude)及子午線(經線, longitude)系統表示座標系統(coordinate 

system)。 

 
圖2-1  台灣地理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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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地圖投影 

地球是近似球體，地圖是平面的紙，因此曲面的地球無法拉平成地圖。 

任何將地球球面轉換到地圖平面上的數學方法稱為地圖投影法(map projection)至於投

影圖可分為等積圖、正角圖二種，另有一改進的正角圓柱圖法。除地球儀外，沒有任何一

種地圖，既是等積(equivalent)，又是等角(conformal)的地圖。 

1.等積圖(equivalent map)：使地圖上任何一區域或整個地圖的面積和地球縮小為同一比例尺

時面積相等的地圖。為使面積達成一致，常常會將其形狀和角度扭曲很多。保持相同尺

寸不變的等積投影，專用於經濟、歷史、政治及其它地理現象的參考地圖。如：朗伯特

等積投影。 

2.正角圖(conformal map)：在任何對應點，其周圍小範圍內的圖形相似，角度亦能正確的表

示。距離越遠其扭曲越大，但任何地點各方向的比例尺是一致的。可保持角(或形狀)的關

係，故等角投影廣泛用於地形圖的製作。 

3.Mercator投影：為1569年荷蘭人Mercator繪製其世界航海地圖時所採用的正角圓柱圖法

(conformal cylindrical)，子午線(經線)為等間隔的平行縱線，緯線為平行線橫線，但緯度

愈高其間隔越大。這種投影方法所有的角都相互處在真實的羅盤方位點上，所有地區的

大小均按相互間正確比例反映於投影面上。 

(1)橫Mercator投影(Transverse Mercator Projection)：關於地球的投影，其投影的方向自正

常的南北向，轉90度的方向即為橫投影(Transverse Projection)。倘吾人將原來的圓柱

(cylinder)與地球南北軸一致的軸倒轉90度成為與地球東西軸一致時，即得橫Mercator

投影。 

(2)UTM地圖投影(Universal Transverse Mercator Map Projection)：為橫Mercator投影的一

種，自180度經線起向東分成每6度分帶的經線帶，以其正中的經線為中央經線(中央子

午線)，而座標計算乃距中央子午線東西各3度，然後用橫Mercator法投影到平面上。此

法目前已成為世界各國的標準圖法，以其所得之座標為UTM方格(UTM grid)。UTM方

格(Universal Transverse Mercator Grid)：全世界被分成60個南北帶(North-South zone)，

每一帶為6度寬之帶，就各帶繪出橫Mercator投影圖。 

 
註：a.台灣UTM，以123°為中央經線，以6°分帶的經緯帶區別之，其中心點以0.9996為123

°，橫座標西移500km。 

b.台灣2°TM，以121°為中央經緯，以2°分帶的經緯帶區別之，其中心點以0.9999為

121°，橫座標西移250km (N3=X*0.9999, E2=y*0.9999+250000m)。 

c.台灣3°TM，以121°為中央經緯，以3°分帶的經緯帶區別之，其中心點以1為121°，

橫座標西移350km (N3=X, E3=y+350000m)。 

d.目前台灣地區使用TM°座標系統，內政部於1976-1978年為配合台灣土地一千分之

一、五百分之一地籍圖及五千分之一基本圖測繪需要，將台灣一等、二等級三等

三角點做全面檢測，座標採用以橫麥卡托投影，分帶縮為經度2度，以赤道為軸，

以東經121°為台灣之中央經線，尺度誤差最大約為1/10000-1/20000，尺度比

為.9999，由於部分地區落於座標的第三象限，即X為負值，故將Y軸西移250公里，

使、Y皆為正值，簡稱為二度TM座標系統或TGD80(Taiwan GeodeticDatum1980)，

因乃以虎子山為大地基準點，故又稱為虎子山座標系統。（如圖2-2） 

e.興大森林研究所頂樓座標 

WGS-84   經度 E120 40′36.91028"    緯度 N 24 07′20.68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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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S-76   經度 E120 40′07.11281"    緯度 N 24 07′27.00884" 

TM-2     經(縱)線 216319.331          緯(橫)線 2668823.644 

 
圖2-2  台灣地區TM2。座標系統(修自周天穎 2003) 

(TGD80，虎子山座標系) 

 
表2-1  台灣地區座標系統(修自周天穎 2003) 

座標系統 
中央經線 

尺度誤差 尺度比 橫座標西移(km)
台灣 澎湖 

六度TM 123° 117° 1/2500-1/1000 0.9996 500 

三度TM 121° 118° 1/3000 1.0000 350 

二度TM 121° 119° 1/10000-1/20000 0.9999 250 

 
2-2.3  地圖種類 

1.依內容 

(1)地形圖(topographic maps)：用等高線描述地形，可顯示地勢起伏高低及實際的高度。

而等高線圖判釋的最佳訓練的方法為從熟悉的區域開始，看地圖並於現地對照地形；

使用不同比例尺的地圖，以習慣於不同比例尺地圖對地形表示之差異點。初期訓練後，

在野外工作，應經常攜帶地圖，使自己能習慣於地形複雜區域的判釋。如圖2-3。 

(2)主題圖(thematic maps)：表示某主題的地圖謂之。 

a.地籍圖(cadastral maps)(圖2-4)  b.道路圖(road atlas) (圖2-5) 

c.土壤(soil maps) (圖2-6)   d.植生圖(vegetation maps) (圖2-7) 

e.土地利用圖(land-use map) (圖2-8)  f.林相圖(forest maps) (圖2-9) 

g.林班圖(圖2-10) 

 
2.依表示法 

(1)線繪圖(line map)：用線條及記號表示地圖，一般地圖均屬之。(圖2-11) 

(2)像片圖(phot-map)：正視像片圖(orthophoto map) (圖2-12)、鑲嵌圖(mosaic) (圖2-13)。 

 
 
 

25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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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閱圖人員看等高線圖後應能想像其立體模型 

 

 
圖2-4  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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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惠蓀林場道路水系圖 

 
 
 

 
圖2-6  惠蓀林場土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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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惠蓀林場植生圖 

 
圖2-8  惠蓀林場土地利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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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惠蓀林場林相圖 

 

 
圖2-10  惠蓀林場林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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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  中興大學四大林場位置圖 

 

 
圖2-12  正視像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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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3  五萬分之一與五千分之一台灣鑲嵌圖(修自黃震靜、陳永寬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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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圖廓外資料 

圖名、圖廓位置、圖號、索引圖(接合圖)、行政區劃、比例尺、圖例、偏角圖 

註：偏角圖：地圖上之UTM方格北與地球之正北、磁北的關係圖。 

 
2-2.5  圖內容 

1.位置 

人類從早期以能由太陽高度或北極星的位置(在北半球)判斷出緯度，而精確的經度則到18

世紀中葉，經緯儀的發明，更準確的天文表問世才成可能。 

(1)經緯度(longitude & latitude) 

a.經度(longitude)：由基準子午線(prime meridian)即本初子午線(目前為Greenwich子午線)

以角度測定之弧距離；經線由兩極間南北伸展表示東西之間的距離，

其中一條被選為起始的子午線叫做本初子午線(1884年在Washington

召開國際會議把英國格林威治皇家天文台的經線定為本初子午線，且

把格林威治東西兩側的經度各自分為180度)。 

b.緯度(latitude)：由赤道(equator)以角度測定之弧距離。表示地球圓周的許許多多平行

赤道的平行圈謂之。 

(2)UTM座標(Universal Transverse Mercator coordinator) 

2.地形起伏(topographic relief)：為土地在其丘陵、溪谷、山岳、平原及其他地形的垂直變化，

其主要變化因子有四：Ⅰ、離海平面(sea level)標高(elevation)； 

Ⅱ、相對起伏(relative relief)：山對臨接平原、河谷之高度； 

Ⅲ、平均坡度(average slope)：即該局部土地的傾斜坡度； 

Ⅳ、質地(texture)：地面小溪流等細小特徵。 

表示方法：等高線(contour lines)其表示方法如圖2-14。 

 
圖2-14  地形模形與等高線之關係圖 

 
所以由此可得到結論如下： 

Ⅰ、等高線為水平走向，與地形傾斜方向成直角。同一條等高線上的標高皆相同； 

Ⅱ、等高線一定成閉合線，但地圖篇幅有限，要分成多幅地圖時，往往為圖幅邊線所

切割，看不出其閉合；高程不同的等高線決不會相互交叉； 

Ⅲ、山地坡度越大時，等高線越接近密度越高，等高線相隔較遠之地，表示緩斜地； 

Ⅳ、在溪谷，等高線指向上游，但河口堆積扇形地則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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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位 

(1)方位角(azimuth)：自北為起點，順時方向(clockwise)測0~360度水平角(horizontal angle)。 

(2)磁方位角(magnetic azimuth)：由磁北測定。 

(3)方向角(bearing)：以北(N)或南(S)為起點。分四個象限(quadrant)。 

 
4.比例尺：表圖上的距離與地面距離(ground distance)的關係，其表式法有二：(已知最早按

比例尺繪製的地方地圖(為條形比例尺)是1422年的維也納平面圖)。 

(1)比例尺分數(representative fraction)：分子平常為1，分母稱比例尺數(scale number)以s

表示；比例尺公式為RF=1/S=d/D=地圖距離/地面距離。 

(2)圖解比例尺(graphical scale)：比例尺線條上有一定的刻度，以表示此尺用於測定地圖上

的距離，如圖2-15。 

 
圖2-15  圖解比例尺 

 
5.主題圖：表示資源分布的主題圖，如土壤圖、地質圖、土地利用圖、林相圖等。亦稱統

計地圖(statistical map)，表示資源分布與數量。主題圖表示方法，主要有： 

(1)點陣圖(dotmap)：使每個一定大小的圓點代表一定數量，如1,000人、100公頃或10,000

公噸。同時並利用點的大小及密度來表示各地區統計量的分布情形。如圖2-16。 

(2)地誌圖(choropleth map)：則將統計資料依分區，如省、縣、市、鄉鎮等或其他區域，

不一定是行政區域，依顏色或不同濃度表示的統計圖。其色彩的濃淡與分布密度成正

比。如圖2-17。 

 
圖2-16  遊樂區每年遊客人次點陣圖 

●     0-5 

●   5-10 

●   10-50 

●   50-100 

●100 以上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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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事業區圖                                   (b)鄉鎮市區界圖 

圖2-17  地誌圖 

 
(3)等價圖(isopleth)：此等線分連接等價地點，等高線亦為其中的一種。其他如：等溫線

圖(isothern)、等壓線圖(isobar)、等雨線圖(isohyet)屬之。如圖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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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8  等溫線圖(群旋公司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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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9  等雨量圖(群旋公司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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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台灣地區像片基本圖的測製 

2-3.1  基本圖測製緣起 

我國近年來致力於經濟建設，須要大比例尺基本地形圖做為規劃之用，行政院乃於民

國六十四年核定台灣地區大比例像片基本圖測製計劃，由內政部主持，農發會協助，林務

局農林航空測量所負責執行，該計劃動員人力382人，耗資新台幣四億餘元，費時七年，測

圖3,773幅，其中一千公尺以下平地及山坡地地區五千分之一圖3,210幅，一千公尺以上山地

地區一萬分之一圖563幅，於七十一年六月完成。基本圖第二版修測由72年7月－76年6月；

第三版修測由77年7月－82年6月。 

 
2-3.2  基本圖測製方法及程序 

採用航空測量正射投影像片製圖法，將空中拍攝之中心投影像片，用微分糾正消去投

影差，改為正射投影，測製像片基本圖，其測圖程序如下：第一版用蔡司GZ1正射晒像儀

類比法晒像及測製等高線，第二版以後皆用Z2解析晒圖儀作業，並解析測圖技術建立數值

模型檔(Digital Terrain Model, DTM)。像片基本圖測製流程如下圖2-20： 

 
 

 
設置三角點標誌 

 
空  中  照  像 

 
地面控制測量 

 
空中三角測量 

 
正射投影製圖 

 
像片野外調繪 

 
稿  圖  編  纂 

 
經  度  審  查 

 
清  繪  整  飾 

 
 

單色像片圖晒印                   多色像片圖印刷 

 
圖2-20  像片基本圖測製流程 

 
2-3.3  航空攝影規格 

1.像片比例尺：平地1：17,000 

山地1：34,000 

2.航線方向：沿圖幅中央線，南北方向飛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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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像片前後重疊90%。 

4.空中照像機：蔡司RMK型，焦距15公分，像幅23*23公分。 

5.垂直攝影：攝影軸傾斜不超過4度，每條航線兩端最少有二張像片像主點在照像界線外。 

6.照像天氣：晴朗無雲，無煙霧濛氣，雲高平地3,000m，山地6,000m以上，太陽高度大於

35度(約上午10時至下午2時)之時間內拍攝。 

 
2-3.4  測圖規格 

1.比例尺及幅數：平地及丘陵地 1：5,000圖 3,209幅 

中央山地 1：5,000圖 2,256幅 

共計                   5,465幅 

 
2.圖幅劃分：五千分一圖經緯差1.5'*1.5'、一萬分一圖經緯差3'*3'。 

圖幅大小：橫長51cm，縱長53cm。 

3.地圖投影：橫麥卡脫投影，經差二度分帶，台灣本島中央子午線東經121度，澎湖中央子

午線東經119度。 

4.高程：自基隆平均海水面起算，等高線間隔五千分之一圖五公尺，一萬分之一圖十公尺。 

 
2-3.5  基本圖之用途 

1.農業生產、森林經營、資源利用、土地開發等調查及規劃用。 

2.交通及各項經濟建設規劃用。 

3.鄉鎮公所、縣市政府及各及行政機關行政管理依據。 

4.區域規劃、地政、土地稅收、都市發展、鄉鎮建設及人口分布之基本資料。 

 
2-3.6  基本圖之修測 

由於經濟發展，建設頻繁，地面情況變動甚快，使測成之基本圖減低效用。為維持基

本圖與地面情況相近，必須加以定期的修定。故台灣基本圖全部測製完成後，於71年7月成

立基本圖修測計劃，仍由內政部主持，農發會補助，林務局農林航空測量所執行。修測要

點如下： 

1.修測輪迴年限：視地區發展需要，原則上每年修測400幅圖，都市及交通發展地區、農業

重劃區，每六年輪迴一次，偏僻或高山地區每十年至十五年輪迴一次。 

2.修測方法：拍攝空中像片，補測少數地面控制點及空中三角點，調繪變動地物，清繪第

二版像片圖。 

 
2-4  如何使用地圖 

地圖在今日的使用比過去的任何一個時代都重要，其在幫助我們更容易的地球以及地球

各區域和民族。如何利用地圖來傳遞知識，現以成為一項科學研究的題目。整個傳遞過程中

包括收集數據，根據數據製圖和讀圖；在最後一個步驟中，地圖的使用者是關鍵。透過讀圖，

地圖轉化為使用者腦中的形象，而一幅地圖的效用如何，全決定在於讀者是否理解它。今天

的地圖是世界及其各民族的資料中最有效的表達手段之一。用途廣泛的地圖在教育、規劃、

旅遊等許多社會活動中已成為不可或缺的工具。 

而地圖均按一定的規則設計，用符號表示不同的地貌特徵，用圖例做解釋。符號有點、

線、面三種，點通常表示地點，地點的種類可用點的形狀、顏色、大小來區分。線表公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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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線，也用來區分不同的區域。面配合不同的顏色，和各種點線面或表土壤型，或表植被，

及人口密度等的空間現象(Spatial phenomena)。 

 
2-4.1  我國常用地圖種類： 

  1.地圖 

地圖就是地球表面某一部份之地形起伏及地物分布狀況，以預先選擇之比例尺，按目

地需要選定此等地形地物地貌，以圖形、符號及文字按其地理位置記載之。 

表2-2  我國常用地圖 

地圖種類 測製機關 比例尺 等高線間隔 圖幅大小 

 

基本圖 

 

農林航空測量所

平地1/5,000 
像片圖 5cm 

1'30"×1'30" 
線繪圖 2cm 

山地1/10,000 
像片圖10cm 

3'×3' 
線繪圖 5cm 

地形圖 聯勤測量署 

1/25,000 10cm 7'30"×7'30" 

1/50,000 20cm 15'×15' 

1/100,000 40cm 30'×30' 

 
 
 
地籍圖 

 
 
 
地政處 

市地 

1/500(新圖) 

1/600(舊圖) 

  
40×30 cm 

農地 

1/1,000(新圖) 

1/1,200(舊圖) 

  
40×30 cm 

都市計劃圖 
 1/1,000 1m 50×50 cm 

1/3,000 2m 80×80 cm 

地質圖 
礦業及能 

源研究所 
1/250,000 

 
一套二張 

 
 
 
土壤圖 

農業試驗所 1/25,000 
苗栗縣以北 

及以東地區 
印在地形圖 

中興大學 1/25,000 
屏東縣至 

台中縣地區 
印在地形圖 

土地農牧局 1/25,000 全省山坡地 印在聯勤地形圖

各縣概況圖 航空測量及遙感

探測學會 
1/100,000 100m 

各省各縣一張 

大小不定 

 
2.數位地圖 

人類的眼睛可以有效地辨別形狀與形式，但是電腦則需要很正確的指引空間形態的操

作與展示。有兩種相映且互補的方法表示空間的資料屬性，其為顯性的網格式（raster）

資料與隱性的向量式（vector）資料，來描述空間實體。如圖2-21在電腦中以顯性或隱性

兩種不同方式來表示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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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網格式（ raster or gird cell format）；（b）向量式（vector format）  

圖 2-21. 台灣的影像  

 
網格式（raster）：顯性表示法，意即台灣是由一組點在網格（grid or raster）上組成，

所以電腦知道這是台灣，每一個單元皆以C值表之。台灣屬性則由符號/顏色以單元（cell）X

數字、本色度表示之。吾人可用以下簡單資料結構表示椅子。 

向量式（vector）：隱性表示法亦即物體用一組線表示，由起點與終點，與某些形式的連

接，這種線的起點、終點定義為向量來表示椅子的形態、線間的指標，提示電腦線如何連結

一起形成台灣。 

可分為兩種模式：向量模式（the vector model）、網格模式（the raster model）。 

在向量模式中，以點（point）、線（line）、多邊形（polygon）之方式儲存於電腦內，

比較接近實際的狀況；在網格模式中，空間分成數個小網格（cell），網格間的組合較符合模

擬狀況。 

(1)向量資料（the vector data model）： 

優點：資料結構比網格模式緊密；登錄及操作地形資料較有效率；向量模式較適合製圖

且接近手繪地圖。 
缺點：比網格資料結構還複雜；疊圖操作較難；高程空間變化之描述較無效率；操作及

增強數位影像較無效率。 

(2)網格資料（the raster data model）： 

優點：簡單的資料結構；疊圖操作容易、執行較有效率；網格格式下，高程空間變化性

較有效率；網格格式能有效率的操作，增強數位影像。 
缺點：網格資料結構不夠緊密，但資料壓縮技術可以克服；相對地形較難描述；圖籍輸

出較缺乏美學觀點。 
 



森林測計學 
第三章  5S 技術之應用 

空間資訊研究室彙編 3-1

第三章  5S技術之應用 
 
3-1  前言 

5S，即長期調查監測具代表性的永久樣區(Permanent Sampling Plot, PSP)，在載台上裝設

感應器，遠距離地收集資料、資訊的遙感探測(Remote Sensing, RS)，靠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 System, GPS)配合太空 24 顆衛星及地面接收器，以決定某地點位置的大地座標，以及

將經營保育範圍之調查資料與地理位置資料結合，以具空間之圖層與屬性表來表示的地理資

訊系統(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以及利用這些時空地理資料庫，進行生物生

態、社會經濟、知識、技術的現況、功能與變遷的推估、驗證、評估、規劃、監測與管理的

模式系統(Simulation Modeling System, SMS)建立。而 RS＋GPS＋GIS 即一般稱之 3S 科技；3S
＋PSP 即為 4S；4S＋SMS 即為 5S。即 RS、GPS、PSP 收集地面有關地景與森林、植物的組

成、結構、功能與變遷的空間資料，而 GIS 則為貯存、查詢、擷取、分析空間資料的工具，

SMS 則將資料變成經營管理的資訊。其之間的關係如圖 3-1 所示。 
 

 
 

圖3-1  5S之間的關係 
 
3-2  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 System，GPS）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為美國國防部發展之全球性衛星導航

及定位系統，用來作為即時性 3-D 導航定位及測定時間之人造衛星導航系統。原先供作軍事

用途，現開放供民間導航定位及測量工作之應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共有 24 顆人造衛星分

佈在 6 個軌道上運轉，對於全球各地任一時刻，均可同時觀測得 4-7 顆不同衛星之訊號。GPS
具有絕對座標定位之功能，故在森林資源調查的層面上可提供永久樣區定位之用。若配合具

有結合處理分析空間與屬性資料功能的 GIS，將使資料得以充分利用。 
1972 年美國國防部進行太空計劃時為提供軍事導航定時、定位、定速之用，而建立新一

代衛星導航系統。自 1978 年發射第一顆衛星，至 1993 年起開始正式運作(共 24 個衛星、3

 GPSPSP 

RS 

GIS 

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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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備用)。，發展為全天候高精度 3 度空間(3D)導航及定位系統。使用"同步追蹤(Multi Tracth)
接受器，可同時追蹤衛星。分布距離地球 10,900 海哩（二萬二千公里）高的六個太空軌道上

運行，繞行地球一周約 12 小時，每天繞地球 2 圈；每個衛星均可持續將時間、航行資料、衛

星資料、軌道數據傳至地球，24 小時播報〝衛星位置〞的〝導航衛星〞，其花費 100 億美金，

至少 15 年的免費服務。所以在地球任何一點、任何時間均可同時接收到四顆以上衛星之信

號，利用衛星之位置及其傳回信號之時差可計算該測點之位置，所以全球定位系統可被利用

來作為影像資料在地圖或地理資訊系統定位之工具。 
 

3-2.1  基本原理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係利用衛星接收儀(receiver)及天線(antenna)或訊號處理電子設備處理

器直接接收GPS衛星，所發射出來的無線電訊號，以測定天線所對點位的三度空間位置(座
標)、回收軌道數據、測量距離亦可獲位置、速度、時間。也就是說GPS可分為三大單元，即

太空單元(space segment)、控制單元(control segment)及使用者單元(user segment)，如圖3-2所
示，現分述如下： 

用戶設備部份

太空衛星部份

主控站 
Colorado Springs

地面監控部份

監視站

 
圖3-2  GPS之組成單元 

 
(1)太空單元(space segment) 

如前述，GPS在1993年全部發展完成時共有24顆衛星，平均分佈在六個軌道面上，軌

道高度距地面約20200公里，各軌道間互成55度角，任一衛星在軌道上的運行週期為12小時

即每一天繞行地球二圈，如圖3-3。 
上述的系統設計，乃為使地球上任一時間、任一地點，至少均能接收到四顆衛星之訊

號。GPS太空單元即指這些依照一定軌道運行之人造衛星而言，GPS衛星之基本功能大致

上可分為：(何、黃 1992) 
     接收並儲存由地面控制中心所傳送來的訊息。 
     經由自身的微處理機從事資料處理。 
     由衛星內部的數個振盪產生器，維持一精確時間。 
     利用各種不同訊號傳送訊息給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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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GPS衛星軌道分佈圖 (曾 1993) 

 
 (2)控制單元(control segment) 

包括一個位於美國加州范登堡空軍基地之主控站及四個監視站（阿拉斯加、關島、夏

威夷及范登堡），以及地面控制站等三個次單元。監視站之任務乃對進入其測量範圍之衛

星，對其運行位置及時間加以觀察和追蹤，直至衛星繞行出視線之外；主控站則蒐集監測

站測得之各個衛星與各個監測站之間距離資料，加以轉換成導航訊息，傳送給地面控制站。

地面控制站於系統完成時，會接收主控站之導航訊息，以每日為基準，向太空發射，並且

儲存於衛星記憶體中。這些訊息可使推算各衛星在運行位置及計時誤差的功能上，均可保

持在其精確的範圍內。 
(3)使用者單元(user segment) 

指GPS使用者具備之裝備，包括天線、接收器、計算器(處理器)、輸入和輸出裝備等四

部份。天線將接收之資料經接收處理器之處理後，提供使用者所需之定位、測速及測時等

導航資料。 
 

GPS衛星基準與區域性基準不同，為一全球性的地心座標系統，其座標系統的原點為地

球質量中心，Z軸指向CIO所定義之平均北極，X軸通過格林威治之天文子午圈，Y軸與另兩

軸互相垂直而形成一右旋直交座標系統。此一座標系統係由下述兩種模式所定義：(1)物理模

式：如所用之地球重力場模式及基本常數如GM(萬有引力常數與地球質量之乘積)、地球之旋

轉速率、光速等；(2)幾何模式：如用於決定衛星軌道的衛星監視站所採用之座標以及歲差、

章動、極運動的模式等。台灣地區目前所採用的平面位置基準為1967年之國際大地參考橢球

體，即GRS-67之橢球參數【長半徑(a)＝6378160m，扁率(f)＝1/298.25】；原點為南投縣埔里

之虎子山一等三角點，其經度(λ°)為120 58'25".975E，緯度(φ°)為23 58'32".340N，對頭拒

山方位角(α°)為323 57'23".135。高程基準則以基隆驗潮站所定之平均海水面為依據。 
 
3-2.2  GPS之功能特性 

GPS具備多項功能和特性，可簡述如下： 
    (1)即時性定位及精準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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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提供速度資料。 
    (3)提供時間資料。 
    (4)24小時全天候服務。 
    (5)不受天候影響。 
    (6)無使用者數目之限制。 
    (7)除接受設備外，GPS使用者不需對GPS所提供之服務付費。 
    (8)GPS之限制：GPS具有多項功能，但使用上仍存在某種程度之限制，尤其欲使資料精

確度較高時，相關設備之成本亦較高(陳 1992)，且衛星定位訊號的來源及精確程度完

全受制於美國國防部，即使資料來源穩定，也易受到地形地物之遮蔽，使資料接收無

法進行。 
 
3-2.4  定位精度 

GPS 定位過程中，決定精度之因素有二：衛星群分佈之幾何架構(Geometry Configuration)

及觀測精度。對於衛星分佈幾何架構之影響以精度因子 DOP(Dilution of Precision)來表示。

點位精度是以觀測精度與 DOP 之乘積來表示。PDOP 值為 3D 站位精度因子。 

 

 
圖3-4 衛星分佈幾何架構與PDOP的關係 

 
由於單機定位具有一定程度之系統誤差(吳等 1993)，為提高資料精確度，常以差分衛星

定位進行。差分衛星定位(Differential GPS, DGPS)是利用兩組接收器同時接收GPS衛星資料，

其中之一架設於已知位置，做為固定之GPS接收站(稱為參考站或基站，base station)，以此站

所接受之資料求得改正值以消除另一組GPS接收器(或稱移動站，remote station)之虛擬距離誤

差，而獲得較高之定位精度，依吳等(1992)之研究以C/A電碼進行DGPS定位精度約為4-10公
尺，P電碼DGPS定位則可達50公分以內之精度。DGPS目前之應用相當廣泛，如航測、遙測

上之應用(Bobbe 1992)、火災發生位置地理座標之測定(Nichols 1992)及野外實驗地面積之量測

(Zavala 1992)，分別利用DGPS求取點、線、面之座標資料，國內有關之研究則包括提高定位

精度（吳等 1993）、大地水準面精度檢核(崔等 1993)、汽車導航（黃等 1993、何等1992、

PDOP  PDOP  良好良好
一顆衛星位於上空一顆衛星位於上空
三顆衛星位於水平面三顆衛星位於水平面

        而相隔而相隔120120度度

PDOP  PDOP  不佳不佳
衛星太集中在一起衛星太集中在一起

PDOP > 20PDOP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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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1992、曾 1992）及海上導航(薛等1993），已廣泛的運用在各研究領域，但在林業經營的

應用上極為罕見，而林地面積佔台灣地區總面積之半數以上，蘊含豐富的森林資源，進行森

林資源調查時，樣區及林道之定位理應藉由GPS之使用而提高資料精度，但林木之遮蔽效應

使GPS直接應用上有所困難，因此乃選取適當之GPS接收站接收衛星資料，配合導線測量，

以獲樣區林道資料及解決樣區定位問題。也就是說，差分衛星定位(Differential GPS)是將衛星

定位儀之兩個接收器間的觀測值以差分的方式予以消除大部分的共同性誤差，利用一已知位

置之固定GPS接收站(參考站)，將所收之資料加以改正，此改正值可為虛擬距離誤差或座標分

量誤差，並藉由數據傳送方式，傳到另一接收器(移動站)進行誤差校正，以提高移動站之位

置精度。 
 
3-3  遙感探測（Remote Sensing，RS） 
 

依美國航測及遙測學會（ASPRS）1983遙測手冊，遙感探測乃勿需實際接觸，利用記錄

工具，對擬研究之目標遠距離測定或蒐集資訊之科學。 
遙感探測，簡稱為遙測，係由於科學發展與科學改進為空中照片判釋自然發展結果的一

門科學。英文名稱於1960年由Evelyn Pruitt創造；德文為Fernerkun dung、法文為Teledetection、
西班牙文為Exploracion remota。 
    遙感探測係指不直接接觸到目標物，而是利用儀器取得該目標物的物理性資料，利用這

些收集之資料來作分析，而萃取所需要的種種資訊的技術，簡稱為遙測。遙感探測的英文定

義為：The acquisi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our environment by devices not in direct physical 
contact with the object or phenomena under investigation。即謂利用科學儀器對所研究物體或現

象，以不作物理上的直接接觸，而收集有關環境情報。因此遙感探測包括資料之收集與資料

判釋、分析的工作。遙測為科學家由遠距離研究地球、月球、星球表面、大氣層現象。廣義

遙測對資源經營家(Resources manager)而言，為綜合應用空中及太空航行器、感應器、通訊理

論與工作資料處理工具、情報理論(Information theory)、與處理方法論, 以執行地球表面

(Eather's surface）的航空或太空測量(Aerial or space surveys)。對地球科學及自然資源研究方

法上有革命性的改進。然一般所稱之遙測感應器(Remote sensor)，最熟悉者為利用相片感應器

(photographic sensors)中的像片監測器 (photo detector)之攝影機與感光材料的照像系統

(Photographic system)，唯近代電子科學的發展，光線以外的電磁波(Electromagnetic wave)亦可

用掃描器（scanning mirror）其影像（Imagery）資料如：雷達像(Radar imagery)、熱繪像(Thermal 
imagery)。此種不利用攝影機攝影，而用其它電磁波成像(Imagery)的技術之遙測稱之為非照像

遙測(Non-photographic remote sensing)。 
 
3-3.1  遙測種類 

依載各種類及其飛航器進行高度，可分為太空與航空如圖3-5，依其感測器區分為照像系

統與掃描系統如圖3-6。當今遙感探測可分為資源衛星遙測(satellite remote sensing)與航空照片

攝影(photogram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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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遙測系統之載台種類及其運行高度 圖3-6  遙測感測器種類主要有照相系統

（上圖）及掃描系統兩種（下圖） 
 

1.資源衛星遙測 
    資源衛星大體有美國發射的大地衛星(Landsat)、法國SPOT與歐洲太空總署資源一號

(ERS-1)皆為與太陽同步衛星，而所得之資料為多譜影像資料或雷射影像資料。 
    美國早在1970年就開始發射地球資源探測衛星，收集地球表面之影像資料，以供資源探

勘、環境探測之研究，因此稱為地球資源探測衛星Landsat，在Landsat裝載有多譜偵測器，可

攝製四個波譜之MSS影像資料及七個波譜之TM影像資料，目前仍在地球軌道上運行收集資料

者為Landsat-5號（Landsat-6號於1993年十月昇空，但失敗），這些衛星所收集之多譜影像資

料均為數值化之資料。僅就資源衛星簡介如下：（表3-1）。 
 
2.航空照片攝影 

台灣山地地形複雜，高低起伏相當大，而衛星掃描位置皆固定，所以某些地區往往被遮

而無法獲得資訊。在衛星掃描角度無法由吾人控制下，垂直航空照片的使用，仍是全面掌握

台灣資源最主要的工具。所以由飛機拍攝垂直航空照片如圖3-7、圖3-8，及其比例尺利用立

體鏡(如圖3-9)檢視航空照片時以成立體像(stereoscopic vision)(如圖3-10)如何取得航空照片、

航空照片判釋、測計、林型圖、土地利用型圖等(如圖3-11)即成為重要探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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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資源衛星簡介 
項目 法國SPOT 美國Landsat 歐洲SAR IKONOS 

發射時間 SPOT2：1990.1
SPOT3：1993.10

Landsat：1984.3 ERS-1 IKONOS-2：
1999.9.24 

離地 832 km 705 km 785 km 681 km 
 

通過赤道時間 每天10時30分 每天9時42分   
過台灣上空 每天10時45分  只看全球一

部分 
 

軌道與赤道傾斜角 98.77° 98.2°   
繞地球一周需 101.4分(一天繞

14.2圈) 
98.9 分 ( 一天繞

14圈) 
  

通過同一地區 26天 16天  最快只要1.5天即可

重覆攝像 
採用座標系 GRS(KJ值) 

(K：1-768) 
( J：1-700) 

WRS(path, row)
 

  

HRV感測器 多內光譜態(XS)
像元：10m 

Landsat TM 
(thematic 
mapper) 

 全色態 
多光譜態 
 

 
 

 
圖3-7  由飛機連續拍攝垂直航空照片圖（兩張連續照片重疊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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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由飛機連續拍攝垂直航空照片示意圖圖 

 

圖3-9  以立體鏡(stereoscope)觀測垂直航空

照片之過程 
圖3-10  航空遙測技術中最重要的是傳統航

空照片的分析技術。利用簡單的立體鏡(上圖)
便可以觀察到地面現象的立體影像(下圖) 

 
圖3-11  土地利用型圖收集過程圖 



森林測計學 
第三章  5S 技術之應用 

空間資訊研究室彙編 3-9

3-3.2  常用遙測影像資料 
1.常用類比影像資料(analog, raster image data) 
  (1)航空照片 
   A、黑白航空照片 
   B、彩色紅外線航空照片 
  (2)常用航空照片之格式： 
   A、9英吋×9英吋 
   B、35mm 
   C、4.5英吋×52英吋 
  (3)航空照片之比例尺（美國地區） 
   A、1：24,000 
   B、1：12,000 
 
 2.數值影像資料(digital image data) 
     經由空載多譜掃描或大地衛星多譜掃描器所測數值係地面覆蓋物之光譜反射值。大體可

分為衛星影像、航空照片與錄影等數據資料。 
  (1)衛星影像資料 

目前常用之資源衛星影像有美國太空總暑發射之LANDSAT衛星影像資料，法國發射

之SPOT衛星影像資料以及歐洲太空總署之ERS-1影像資料。 
  (2)數化之航空照片影像資料 

由於航空照片有解析度、幾何性較佳之特性，常被掃描成數值影像，配合電腦作處理

分析。目前由法國發展STEREOGRAM可供數值影像分析。 
  (3)錄影資料 

錄影機錄製之影像亦可由電腦攫取，成為遙測影像資料，也是數值影像重要來源之一。 
遙測以影像（raster image）方式提供時間過程裡重要資料當時情況的維持與保留。數

據資料可以利用電腦加以分析，一般是可重複的，雖然影像處理是可重複的（repeatable）
但國人的判釋常無法一致（consistent）且是主觀的，尤其在林型的判別，生物量的推估、

生產量的預測上，一般認為以電腦分析較為有效。 
然不管人類影像判釋（ human image interpreation ）或利用電腦做影像分析

（computer-assisted image analysis），其目的不外： 
      (1)檢視（detection） 
      (2)分類（identification, classification） 
      (3)影像物之量測（measurement of image features） 
      (4)解決基於物體判別的問題（problem solving based on the identified objects） 

但利用電腦之統計圖型判別方法（pattern recognition approach）單獨使用並不適合，乃

需人類判釋。其技巧需包括： 
      (1)影像的認識（image understanding） 
      (2)符號的說明（symbolic reasoning） 
      (3)基於影像判釋方法的知識（knowledge based image interpretation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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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 
 

GIS廣義解釋：是指電腦資料庫，考慮用來做儲存和處理地理參考資料者，GIS是一種電

腦資料庫系統，它提供下列四組掌握地理資料的能力：1.輸入；2.資料管理；3.處理分析；4.
輸出。 

地理資訊系統是一套利用電腦科技來輔助地理資料輸入(input)、儲存（storage)、尋取

(retrieval)、處理(Process)、編輯(editing)、分析(analysis)及展示(display)的資訊系統。地理資訊

系統為一套工具，但從完整的組織與架構來看，地理資訊系統應是運用電腦硬體設備與軟體

程式，並以完整形態結合相關機構與專業人員，所建立的地理資料處理系統，並可視為決策

支援資訊系統的一環。它能將散布在各機構的地理資料，透過標準座標系統，整合成一完整、

能充份記錄該區域各種自然、人文特性的地理資料庫。再透過各種應用模式工具，使用者可

快速查詢、更新、分析、並進而模擬各種假想狀況或方案，透過資料分析得到一個合理的答

案或是計劃，並提供歸劃者或決策者使用。地理資訊系統本身有四個主要組成：輸入、管理、

分析應用及展示。另外加上使用人、組織、維護管理人員成為一完整的地理資訊系統環境。 
 

3-4.1  GIS概觀 
1.GIS是指對一個與地理位置有關的目標物及現象進行蒐集、儲存和分析而言。例如救火站

(fire station)及土壤沖蝕非常嚴重的位置，關鍵性的考量必須使用之資訊。 
                       What it is：某對象之屬性 
     GIS的基本觀念是 
                       Where it is：此對象之位置 
  2.地理位置有關資料的處理和分析 

當資料量很大以人為方式處理較無效率，此將突顯出GIS之強大功能，GIS輸出資料

可以用表或圖，或是名字(name)和位址(addresses)來表示。大量資料無法以人為作業處

理，人為作業處理可能會太花費成本、太花費時間或是人為方法根本不可能，此時必須

以GIS為工具。 
  3.應用上各式各樣的例子 
    (1)發現一致性因子：例如：某地區之土壤形態和植群之間。 
    (2)更新地理資訊：例如森林覆蓋圖、土地利用圖、以顯現農業土地對住宅發展之變化。 
    (3)諮詢服務：如市政服務。 
  4.GIS須有一個背景：無法單獨存在，存在的組織提供一個GIS存在的理由(update)，而GIS

來滿足這個理由。 
背景來自一個使用者（或一個客戶）可能是一個人或一個團體，公家機關之成員或

私人機構等，這些單位對資訊的需求提供了背景。GIS的資訊→必須在性質、品質，呈現

出合理格式並且產生在合適的時間之下。 
  5.GIS產生二種基本形態之資訊：圖和表（例如：土地利用型圖、林木性態值大小及數量分

布表(不同樹種下)）。也就是說地理資訊系統係結合屬性表與圖層空間資料的有利工具，

其結合情形如圖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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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2  地理資訊系統中屬性表與圖層資訊的整合 

 
  6.資訊在組織之間流通可以利用GIS快速產生資訊，獲得高製圖標準保持資料正確性。 

例如：市政單位的污水處理透過GIS產生結果，GIS線上資料庫其他部門可進行查詢。

GIS在資訊流通上，組織間須明確定義，而大部分重要資訊流動是透過資訊網路與其他單

位共享資訊。 
GIS 

       林政單位─→林地放領─→產生結果，其他內部可查詢應用。 
7.網格式資料庫從使用者察覺許多的笛卡爾疊圖中被建立起來；給大量座標組織略圖企圖

更理想化資料存取及儲存過程化的需求至最小化（圖3-13）各圖層代表圖徵。關能表之網

格資料以不同類型被搜尋、結合及比較（圖3-14）。 

 
圖3-13  網格式資料庫從使用者察覺許多的笛卡爾疊圖中被建立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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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4  關能表之網格資料以不同類型被搜尋、結合及比較 

 
  3-4.2  地理資料之特性 

1.地理資訊系統所處理的對象是地理資料。地理資料可定義為任何具有空間分佈特性的之

資料。 
2.完整的地理資料必須包括空間資料(Spatial data)及屬性資料(Descriptive data)。 
3.空間資料描述各種地理現象之位置、形狀及彼此之間空間相對關係。 
4.空間資料地圖上可用點、線、面來表示位置及相對關係。 
5.屬性資料則記載點、線、面等地理元素的特性。 
6.地理資料有些是不太容易變動，如地形、土壤、地質等。但大多數地理資料是會隨時間

變化的，如地籍、土地利用、地下管線、人口資料、水質狀況等。因此如何維持並更新

地理資料庫的內容，是發展建立地理資訊系統時必需慎重考慮的。 
7.職責劃分清楚雖然有利於管理，卻也易流於本位主義，使資料分享不便或不易整合。目

前發展中的地理資訊系統技術，預期將可克服資料分享及整合的困擾。 
 
3-5  地面樣區調查（Permanent Sampling Plot，PSP） 
 

森林要達成永續的生態系經營，則必須講究空間與時間的規劃，善用其生態系的現況、

功能與變遷資訊，並需建立有效之資料提供管道，合理的規劃及經營。掌握森林資源的所有

可用資訊，必借助以往已有的資料、資訊、知識與森林資源調查和監測所獲得的資訊。在時

間推移之過程中，林分之變化過程及變化後的林分狀況暨未來變化之趨勢都是森林經營者希

望掌握的資訊。 
森林學家為了解林分生長狀況及生態動態變化現象常藉資料之蒐集、整理、展示、分析

或根據資料算出一些有意義的數據來解釋及預測森林資源及地景的變化。地面樣區調查能提

供森林資源經營上較可靠而確實的管理資訊以供決策，故連續森林調查及生態監測上常用。

也就是說，森林經營者欲對森林資源做出合理明智的決策前，必須能對森林演變的過程有意

明確的瞭解，以便擬定長期經營計畫。林木不像一般的經濟作物，林業之經營屬於長期性之

工作，許多試驗研究工作需經過長期之觀測，始能評定其確實效果。因此，為其達到有效掌

握林份時間及空間之動態演變之目標，設置永久樣區，進行長期監測以觀測林分生長，森林

組成、結構、蓄積等動態變化和對不同林分處理反應之狀況，實為建立有效林分經營體系中

不可或缺的一環。所謂永久樣區是指：一個取樣單位在設置及記錄之後，可提供於相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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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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評估森林狀況之變化，永久樣區（permanent sampling plot）的定期重測在統計上較

優於臨時樣區調查。當獨立調查重複時，在評估隨時間而產生的林分差異或變化時必須考慮

兩次調查之取樣誤差。但當同一樣區重測時，有關這種差異的取樣誤差較較低。調查初期的

林木，在往後的重測中消失時，常歸因於天然災害、人為災害、被伐採收穫或自然枯死等，

故能提供生態干擾的重要資訊。 

林業之經營屬於長期性之工作，許多試驗研究工作需經常其之觀測始能評定其效果。在

時間推移的過程中，林分的變化及變化後的情形，都是林業經營者希望掌握的資訊，而此資

訊之獲得，必須依造固定的資料來源。因此，永久樣區之設置是提供健全資訊，以建立森林

監測系統之首要工作。所以，永久樣區必須適當地代表某均勻相的森林，又因其留存期間長

遠，不能不充分考慮，妥為設置。設置之後，應該善加保護，盡量使其少受外界侵擾。建立

永久樣區來提供生態系適應經營之監測資訊。 
 
3-6  模擬模式系統( Simulation Modeling System, SMS) 
 

模擬（simulation）係指未來世界可能狀況的合理且一致的描述（Carter et al., 1994），或

Webster 詞典所稱“未來發展的藍圖＂，也就是所謂的假設情境（scenario）。 
模擬與預測（forecast）不同在於前者討論的是合理的未來狀況，後者則討論最可能的未

來狀況。合理的未來是假設情境理想的部分，其伴隨著未來發展的範圍，而此兩者皆具內部

一致的現象（internal consistency）。而模擬與推測（projection）不同，則在於前者討論一組相

關變數的合理未來狀況，而推測一般是目前趨勢的簡單外推。一般針對單一變數而言，推估

是內部一致。 
沒有任何假設情境會變成真，這並不是說任何假設情境都不好，而是該假設情境需要具

有對所知限制不相衝突的可能性，與目前期望一致的合理性，假設情境亦具有預測明顯未來

的功效。然而，合理的發展是吾人所認為一定範圍內的變化，一個好的假設情境應與吾人目

前的認知一致，即認為未來會像過去和現在一樣的趨勢，但未來其質與量，往往又不能與目

前一樣。所以，假設情境的發展需全面的掌握，瞭解歷史的趨勢，符合國際間相互比較與創

意。其實，真實世界並不一定具備這些假設情境。因為有許多不同的組織創造了不少地區性、

全球性的假設情境，所以一般可由文獻取得使用。 
許多國家發展，如農業、工業發展計畫與建設計畫等，皆需事先設定國家層級的假設情

境來幫忙國家決策者，發展可能適應的方案與長期策略，以達更好境界。 
假設情境可以用來做衝擊評估與適應性評估（impact and adaptation assessment）。假設在

某一人口成長率與經濟發展速率下，亦有以農業生產、林地消失來設定其假設情境，以了解

森林及土地利用部門對大氣 CO2 吸存釋放的衝擊。在森林部門裏土地利用、水資源利用、林

木的需求、大氣的組成與分解、自然保育政策與經濟、技術組織的改變，皆是適應性、容納

量的重要考量。 
假設情境一般是基於專家判釋、趨勢外推、國際比較和模式的操作。過去歷史的發展是

對未來發展的好導引，然而應用時，需要避免簡單的外推。宜了解觀測現象的趨勢，面對過

去發展的形態是適當外推所必需的。 
模式在假設情境的發展中相當重要，如樹種組成、林分結構、林分生長、森林演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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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結構、人口成長、價格改變、經濟結構。模式無法產生完整假設情境，然假設情境需要模

式才可以填具其內的細部資料，如人口模式可以配合其他模式所提供死亡率和生產力，更而

獲得年齡分布。此模式包括描述狀況、功能與變遷，馬可夫過程(黃志成，1998；馮豐隆，2002)、
半馬可夫過程(馮豐隆，2002)、孔隙模式(Feng & Lee, 2000)與細胞自動化(李宣德、馮豐隆，

2001)。 
 

3-7  5S 技術之應用 
 

森林生態系經營必需考量生物、生態、社會、經濟因子，且致力於森林生物多樣性

(biodiversity)、森林健康(health)與森林生產力(productivity)之永續經營與調適性經營。生態系

經營必須有具整體性生態系、整合性的地理資料庫作為基礎，而此地理資料庫需包含生物性、

時間性及空間性因子，藉由調查資料的建立與分析，以作為生態系永續經營的準則及指標的

依據，並進行長期經營監測。 
森林生態系經營的對象依層級(Hierarchy)和尺度(Scale)而不同，生態系可以應用地景生態

學(landscape ecology)與層級理論(hierarchy theory)來定義不同生態組織等級間的關係。而生態

系透過過程與格局交互影響，來加以判釋、描述、推估與預測。而生態系的組成結構、功能

與變化過程，一般可以由經營者對供給者來定義。森林生態系裏，林木組成林分，林分又為

森林生態系的組成分，森林生態系則集合成森林地景，這種組成在不同時間、空間尺度下，

亦呈層級分布(如圖 3-15)。自然環境的限制、干擾與人類經營管理行為和干擾影響森林各層

級的組織、結構、功能、變遷、格局與過程變化，皆可用森林生態系不同層級與空間尺度，

來加以描述。而 GIS 正是整合資源與環境資料庫以提供不同層級與空間尺度分析的很好工

具。以地理資訊系統為基礎的地理資料的建立，可以藉由各種尺度來源資料，彼此間的位相

關係，提供多尺度生態系經營的基本資料庫及策略、戰略層級的森林生態系經營管理規劃、

模式、假設情境評估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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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地景生態單元之時間、空間尺度區劃(Bissonate, 1990) 
近幾年有更多的自然資源經營者、資源及環境保育者利用 5S 於自然資源保育、經營與監

測，利用這些技術提供資源經營者分析及瞭解整個生態系的現況、功能和變遷，使其在做決

策時有更好視覺效果且整合量化的資料。 
 

3-7-1  林木位置圖之製作與應用(馮豐隆、李宣德，2000；李宣德、馮豐隆、林明進，2001) 
有鑑於過去林木位置圖製作既費時、又費工，效率低落，因此本研究旨在於如何更有

效率的繪製林木位置圖。對其製作過程有詳細的描述，並且配合地理資訊系統建立永久樣

區位置圖及樣區之林木位置圖。極力建議永久樣區之建立，應結合林木位置圖與單株之林

木屬性資料，以成單木地理資料庫；結合樣區位置圖與林分屬性資料為林分地理資料庫。

此研究以惠蓀實驗林第三林班五個 80m*50m 杉木試驗地及其樹幹解析木為例，建立單木地

理資料庫，藉由空間統計可以處理分析林木的空間格局，導出樹冠投影圖與孔隙分佈圖，

利用 Hegyi 競爭指數表林木間競爭的壓力、Schnute 生長模式描述解析林木生長，更藉由參

數探討單株林木間的距離與競爭對林木生長的影響，更而應用在疏伐決策上。 

 
（a）LTER山腰A1     （b）惠蓀林場E-01 

圖3-16  林木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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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7  不同競爭指數之Schnute生長曲線[()內之數字為競爭指數] 
結果顯示，林木的 Hegyi 競爭指數愈小時，其競爭壓力愈小，則生長潛能愈大，壽命

愈長，最多可達 400 年生，直徑約可達 65 cm。所以進行疏伐，以減少各留存林木的競爭

壓力，增加其生長潛能，有了林木地理資料庫，可以容易地進行疏伐、情境模擬。此研究

係利用 GIS 配合林木位置圖，以惠蓀林場之 150m x 30m 香杉採穗園為研究材料，以生產

大徑材為目的的考量下，針對疏伐木之選擇，利用隨機法、寺崎渡氏法、胸徑級法、樹冠

指數法等四種方法加以模擬、評估、探討。各種疏伐方法的準則皆有其目的，利用 GIS 工

具配合林木位置圖及單株林木資料庫，可相當方便地提供做決策的具體量化、圖形化的模

擬結果。 

a 

b 

c 

d 

e 
圖 3-18  不同疏伐方法之樹冠投影圖 

(a-疏伐前 b-隨機法 c-寺崎渡氏法 d-胸徑級法 e-競爭指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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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整合 GIS 與 GPS 技術於林業製圖(馮豐隆、黃志成，1996) 

建立森林地理資訊系統是台灣地區第三次全省森林資源及土地利用調查之重要目的之

一，其他調查目的如土地利用現況、森林資源面積現況、造林地清查、林地分類等，凡此

種種目的的完成皆與森林地理資料有密切關係，相關之調查資料亦勢必應用 GIS 來儲存及

管理，故 GIS 之應用將成為森林資源經營管理上的一項重要技術。GIS 的特點之一在於透

過地球表面每一地點，地理參考座標之唯一性，而將該地點文數字之屬性資料與空間圖籍

資料加以結合。但是以往之林業調查及測量作業，常因為地理座標之不確定性，而無法使

調查資料或測量資料，建立於 GIS 之中。因此，地理座標之確認，乃成為森林調查工作中

資料及圖籍建立的重要關鍵。GPS 乃美國國防部發展之定位工具，能利用地面衛星接收器

接收 GPS 衛星發射之電磁波，經幾何原理計算，而提供地球表面任一位置之絕對座標值及

高度值。藉由獲得之絕對座標值，即可將地面調查資料，輕易的透過 GIS/GPS 介面，轉入

GIS 資料庫中，提供後續空間分析之用。 
此研究乃以林業上極為重要之林木空間分佈圖（或稱林木位置圖）及造林地實測圖（造

林位置圖）之製作為實例，利用 GPS 測量之座標值，透過 GIS/GPS 介面軟體，以及自行設

計之具有座標幾何功能的軟體，於 GIS 中建立上述二種圖籍資料。其主要目的在結合 GIS
和 GPS 二種工具，於造林位置圖及林木位置圖上之應用及測製，以驗証二種工具之結合是

否可提供林業圖籍資料之建立和整合。其研究流程圖如圖 3-19 所示： 

 

研  究  目  的 

地面樣區設立及調查

導  線  測  量 

造林資料蒐集 

造林位置圖數化 

DGPS 測量 

TM2∘座標 

樣 區 位 置 圖 

林 木 位 置 圖 

林木位置轉換程式 造 林 位 置 圖 

GIS 資料庫 

圖 形 輸 出 

樣 

木 

資

料

座
標
轉
換
程

式

結果與討論 

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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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  整合 GIS 和 GPS 於二種林業圖籍建立之流程圖 
其結果顯示 GPS 與 GIS 整合性的應用，確為林業製圖之良好方法，提供林業製圖及圖

籍資料整合的方法，期使林業圖籍資料之管理更為完善。 
 

3-7-3  地理資訊系統應用於木荷生育地因子之探討(許榮章、馮豐隆，1994) 
此研究以中興大學惠蓀實驗林場木荷保護區為研究範圍，應用地理資訊系統建立以珍

貴稀有母樹林植物為保護對象之木荷生態資料庫；其資料庫結構係基於環境層級系統中之

位置因子（Physiographic factor）及配合 GIS 中之數位地型（DTM）資料所推導之合成環境

指數為理念，以 GIS 軟體-GENAMAP 結合立木之屬性資料與位向空間資料以建立木荷生態

資訊系統，此系統可供單株林木及其生育地性態值快速查詢之用。 

     
圖3-20 惠蓀林場木荷保護區地理位置圖            圖3-21  木荷地理位置圖 

  
圖 3-22  立體數值地形模型與木荷結合展示圖    圖 3-23  木荷不同胸徑大小之空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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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4  木荷保護區木荷最適生態區圖        圖3-25  惠蓀林場木荷最適生態區域圖 

研究結果顯示：1.以立木頻度探討木荷生育地之生態幅度，發現海拔高 1000-1050 公尺

之立木頻度佔 60.67%，為環境機制中最具代表因子。2.以胸徑大小代表年齡高低，可知木

荷之天然散布狀況及分析不同胸徑大小林木之空間分布，結果顯示 5-30 公分之幼林木大部

份分布於保護區的東部及東北部，近於關刀溪的地區，木荷族群移動傾向是否受制於水分

機制頗值繼續觀察；3.為了解母樹林結實期株數分布，以 Weibull 機率密度函數來描述木荷

之直徑分布，求解兩母數之 Weibull 函數得：尺度母數 b=31.7732，形狀母數 c=0.9552，經

K-S 適合度測驗顯示該函數描述林分直徑分布效果良好，若母樹林結實期之胸徑階為已

知，則可推估母樹林可供採種林木株數；4.木荷最適生態區域分別為海拔高 1000-1050 公

尺、坡度 0-20％、坡向為 270-315°屬於西北向、水分梯度指數為 10、全天光空域 40-70%，

此研究亦可供自然資源及生態資料庫建立之參考。 
 

3-7-4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在永久樣區定位之研究(馮豐隆、黃志成，1994) 
森林資源調查中，地面樣區與航空照片間普遍存在精確定位的問題，尤其在以地理資

訊系統提供經營管理資訊時，更突顯出樣區位置標定之重要性。全球衛星定位系統之發展

提供座標定位之功能，尤其以差分衛星定位方式，可獲致高精度資料。此研究針對國立中

興大學惠蓀實驗林場松風山永久樣區，以差分衛星定位方式配合地面導線測量，獲取永久

樣區座標值，並於地理資訊系統中加以標示，以供後續森林經營空間分析之用，其研究流

程如圖 3-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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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6  利用GPS進行永久樣區定位之研究流程圖 

結果指出來自差分衛星定位量測之松風山控制點，座標值之精度達國家一等三邊測量

之標準，由控制點延伸出之導線測量資料，可協助永久樣區座標之標定，提供森林資源調

查中永久樣區定位的方法，同時解決地理資訊系統中空間資料及屬性資料結合之問題。 
 
3-7-5  地理資訊系統在樣區設置上之應用(馮豐隆、蔡政弘，1998) 

地理資訊系統有許多的空間分析功能，但回顧過去文獻，應用在取樣調查的研究極有

限，本研究即探討以地理資訊系統整合不同來源的資料，充分利用已有之資訊，再利用地

理資訊系統為空間分析工具，以中興大學新化實驗林場為例，應用這些空間分析功能在森

林取樣的樣區設置，使在最少樣區、樣點調查下，獲得最大的取樣代表性。在樣區設置上，

包括固定樣區法之樣區大小的決定和變動樣區法之樣點個數的決定。固定樣區法之樣區面

積大小係由地理資訊系統中之環域分析功能配合流程平均數法、變異數法、林分結構法及

歧異度分析法等四種方法來加以決定。變動樣區法之樣點數的決定則以自撰程式配合地理

資訊系統建立之林木位置圖，以逢機方式選點，進行電腦重複模擬，以決定所需之變動樣

區法之樣點數目。此研究方法可提供森林規劃者在森林調查之取樣設計及資料處理之參考。 

目的、目標 

導線測量 永久樣區設立 

資料建檔 

DGPS 測量 

差分定位處理 

GIS 資料庫 

座標幾何程序

導線、樣區相對位置圖 

GIS 座標值 

選取參考點 

座標轉換 

永久樣區位置圖 永久樣區屬性表 

結果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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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  樣區設置研究流程圖 

3-7-6  地理資訊系統在森林分層取樣設計上之應用(馮豐隆、蔡政弘，2000) 
地理資訊系統雖有許多的空間分析功能，可使吾人事先做好有效率的野外調查的取樣

設計，但回顧過去文獻，少有應用地理資訊系統在取樣調查上的研究。本研究即探討如何

利用地理資訊系統進行森林分層取樣規劃、設計的空間資料及其空間分析工具，研究係以

中興大學新化實驗林場為例，應用空間分析功能，以土地利用型／林型圖、坡度圖、坡向

圖、道路圖等地景圖層為分層依據。 
在樣區分配上，以往林業進行分層取樣大多以面積比例法進行。本研究則以地理資訊

系統之空間分析功能結合比例、Neyman 和 Denming 等三種分層取樣之分配理論，以決定

各分層最佳樣本數分配。運用地理資訊系統之空間分析，如：套疊分析、路徑分析，以決

定各層面積大小、各層變異值、及模擬路徑成本。研究中以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測量定位

新化林場學生實習館和調查起始點之座標資料，並以地理資訊系統整合不同來源的資料，

使能充分利用已有之資訊，在調查最少樣區下，獲得最大的取樣代表性。 
 

野外調查 地面調查資料 

放射性調查法 

林木相對位置資料 

AUTOCAD 格式檔

程式 

ARC/INFO 格式檔

檔案轉換 

ARC/INFO 格式檔 

數化(標上樹號)

  輸入      屬性關連 

ARC/VIEW 之 shp 格式檔

林木位置圖 

固定樣區法之樣區大小 變動樣區法之樣點數目 

環域分析去除邊界 環域分析去除邊界 
環域分析 BASIC 程式 

逢機選點 逢機選點 

決定最小面積 決定樣點數目 

四種決定法： 
1.流程平均法 
2.變異數法 
3.林分結構法 
4.歧異度法

模擬Bitterlich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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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8  樣區分配之研究流程圖 

本研究成果提供森林規劃者一個參考方法，以應用地理資訊系統之各種空間分析功能

在森林分層取樣設計上，以期能提供森林調查中之取樣設計及資料處理的參考。 
 

3-7-7  地理資訊系統應用於惠蓀實驗林場土地利用變遷之研究(馮豐隆、黃志成、陳英彥，

1993) 
森林多目標利用乃時下既定林業經營方針，而其先決條件首需全盤瞭解森林土地利用

類型的現況及其以往變化情形，在確定經營目標後始得據以規劃與經營。此研究針對中興

大學惠蓀林場土地利用最集約的第三林班，採用民國 52 年、58 年、69 年、72 年、76 年拍

攝之航空照片，利用航照判釋技術描繪土地利用型圖稿，以掃描方式數化資料，配合地理

資訊系統，建立該區之地理資訊資料庫；求算歷年土地利用型之面積，藉諸不同年代的航

照，探尋土地利用變遷之脈絡，以為整區土地利用變遷研究之基礎，俾為實驗林整體經營

計畫擬定與管理上之參考。 

大葉桃花心木林型圖

推算 

DTM 資料檔 新化林場地面調查資料 林道圖

坡度及坡向 

套疊分析 

各坡度及坡向之林型圖

1.考慮面積大小之面積

比例分配法 
1.面積比例分配表 

2.Neyman 分配表 

統計運算 

計算各分層之 
生長量標準差

2.考慮面積及生長量標準

差之 Neyman 分配法 

3.Denming 分配表 

路徑分析 

3.兼顧面積、標準差及路徑
成本之 Denming 分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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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年       1969 年        1980 年 

 
1983 年    1987 年 
圖 3-29 不同時期惠蓀林場第三林班土地利用型圖 

 
結果指出惠蓀林場第三林班之面積約為 313.6 公頃，歷年之土地利用型可區分為十七

種類型，各類型中具有由完整區域逐漸演變成多個分離小區域之趨勢，各土地利用型中變

化較劇者為闊葉樹林型、針闊葉混淆林、杉木人工林、建地及崩塌地。使用航測技術與地

理資訊系統之結合對於森林土地利用變遷情形的探討提供一合適的方法。 
3-7-8  地景格局之代表性分析—以關刀溪長期生態試驗地為例(簡炯欣、馮豐隆 2001) 

本研究以地景生態學的理論、原理和方法，應用於關刀溪長期生態試驗地與惠蓀林場

之地景格局及變化研究，將該二地區之 1964、1977、1987、1996 及 1998 五個年代之坡度、

坡向、海拔高、年平均溫度、年降雨量、全天光空域、合成水分指數及溫度指數等 8 項之

40m×40m 網格分布資料，以 F-test 比較生育地因子及 K-S test 檢定結果，與二地區之植生

調查結果相符，得知關刀溪長期生態試驗地之土地利用型之自然生態分布狀況在惠蓀林場

中具有取樣代表性。惟考慮交通較容易到達問題，建議在惠蓀林場第 4、5 林班之濱臨關刀

溪河岸地區再設置研究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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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0 關刀溪長期生態試驗地 a.1964 年、b.1977 年、c.1987 年、d.1996 年、 
e.1998 年及 f.惠蓀林場(1987 年)之土地利用型圖檔。 

 
3-7-9  地理資訊系統應用於水源涵養林經營資料庫之建立與造林樹種之選擇(陳英彥、馮豐

隆，1994) 
傳統的林業資料處理屬單一固定的靜態數字，無法提供林業經營上呈現空間位置多樣

化的資訊和圖形，是以迅速建立電腦化的圖籍資訊系統變得刻不容緩；此研究以中興大學

新化實驗林場為試區，探討森林經營水源涵養林資料庫的建立，以及應用地理資訊系統技

術整合各經營資訊主題資料，解決本林場在水源涵養林經營上迫切需求的樹種選擇問題。 

a b

dc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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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1  新化林場大葉桃花心木造林現況、最適栽植地區及土地合理利用圖 

 
研究結果為：1、由於資料庫的建立，改進了傳統的資料儲存方式，避免資料年久湮失

之虞；且經數化、轉換處理建檔之主題圖計有等高線、坡度、坡向、土地利用型、土壤種

類、林班區劃以及道路系統、水系分布、行政界線等圖檔，可隨時經由套疊(Overlay)、交

集(Intersect)、擷取(Clip)等方式迅速處理經營上的問題。2、航照判釋技術對調查結果具有

相當決定性，應用此技術於土地利用型資料的取得，因立體像片對之使用，可提高判釋精

度，掌握較大範圍的狀況，且配合地面調查，可使資料更具即時性。3、水源涵養林在造林

樹種的選擇上，透過整合之關聯式資料庫中坡度、坡向、海拔高及土壤等因子可做較客觀

之選定。4、新化林場現有主要造林樹種大葉桃花心木之生育環境條件，探討其合理分布，

提供造林樹種選擇之參考。 
 
3-7-10  Holdridge 生態區分類方法在台灣的應用與模擬(馮豐隆、高堅泰，2001) 

Holdridge 生態區分類係依溫度、降雨量與蒸發散量等氣候因子加以分類，再綜合成植

群潛在分類系統，此法過去大都應用於全球尺度。本研究將其應用於台灣地區，利用台灣

現有的 26 個氣象站觀察資料，配合 40m x 40m 的 DEM，由趨勢面法推估年平均溫度分布，

以 818 個雨量站觀察資料，由 Kriging 法進行推估年均雨量，再依 Holdridge 生態區分類法

的分級準則，將臺灣地區分成北方地帶（亞高山區）、冷溫帶（山地區）、副熱帶（山坡地）

與熱帶四大生態區和十個次級生態區，以探討該模式應用於臺灣地區的情形，配合林務局

1995 年利用 32,720 張航空照片製作的臺灣土地利用型圖（林型圖）及第三次森林及土地資

源調查地面樣區資料，藉以瞭解 Holdridge 各個生態區內林型、樹種的組成，以為基準面資

料。再由溫室氣體量影響溫度、雨量、潛在濕度，更而推估植生、林型的面積範圍及其可

能變化趨勢。另外進行當 CO2 濃度增加 1 倍時，溫度增加 1.5℃~4.5℃的假設情境，以溫度

增加 1℃、2℃、4℃時，溫度分布及潛在濕度變動之情形，更而模擬推估 Holdridge 生態區

種類、面積與分布，再以基準面的 Holdridge 生態區之土地利用型、樹種別比例為依據，進

■造林現況 
■最適栽植地區 
■土地合理利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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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各模擬情況之種類、面積分布比較。 

 
圖 3-32  台灣地區年平均降水量圖與年平均溫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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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Holdridge 模式圖中台灣地區的生態區分類圖 

 
圖 3-34  假設 CO2 濃度增加 1 倍，年均溫增加 1℃、2℃，Holdridge 生態區分類模式分布情形 

 
圖 3-35  假設 CO2 濃度增加 1 倍，年均溫增加 4℃， Holdridge 生態區分類模式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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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6  台灣生態區分布現況 圖 3-37  增加 1℃時，台灣生態區分布情形 

圖 3-38  假設當 CO2 濃度增加 1 倍時，年均

溫度增加 2℃時，台灣生態區分布情形 
圖 3-39  假設當 CO2 濃度增加 1 倍時，年均

溫度增加 4℃時，台灣生態區分布情形 
 
3-7-11  棲息地適宜度指標模式(王駿穠、馮豐隆，2002) 

棲息地適宜度指標模式（Habitat Suitability Index Model, HSI）是美國漁業、野生動物

署發展來評估棲息地適宜度與環境評估的利器。係量化、數值化某特定野生動物的棲息地

因子與環境變數的評估方法。並且結合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製作物種適宜分佈區域的圖層。HIS 的中心觀念為以量化數值來評定物種所需的棲息地的

狀況與品質。將某物種對所偏好的環境變數量化為一適宜度指標(suitability index, SI)，而各

量化數值的範圍都由 0(不適宜的棲息地)至 1（適宜的棲息地）。偏好的環境變數與適宜度

指標可以依據物種文獻或是野外調查而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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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HSI 為具有時間性質的棲息地評估方式，可以結合 GIS 技術應用於整個生態系或

地景層級的棲息地發展與分析模式，可應用於多尺度的時間與空間棲息地評估，並且可以

與資源經營管理方案、規劃、效率評價整合。應用 GIS 建立的棲息地適宜度評估模式，可

以將分析結果或假設情境(Scenario)的模擬結果，以地圖或表格形式表示，充分展現模擬棲

息地分佈型態的能力。可以提供野生動物棲息地 2 種不同型態的比較資訊：(1)為相同時間、

不同地點的相對價值；(2)為相同地點、不同時間或未來的相對價值。結合此兩種型態的評

估結果，及適宜棲息地範圍及其地可能的狀況，可作為野生動物棲息地對土地利用改變的

衝擊評估（U.S. Fish and Wildlife, 1980） 

圖 3-40  HSI 評估模式分析過程 
 

3-7-12  林地生態地位指標評估模式(馮豐隆、吳昶清，2003) 
適地適木是森林生態系經營很重要的生物生態原則。適地適木可以透過林木對生育地

環境的反應來評估，樹種適生的環境狀況，可謂之為生態地位（SQi）。這些反應包括：林

木對光之反應函數 if (AL)、溫度反應函數 if (TF)、土壤乾旱之反應函數（WiF）、土壤溼度

反應函數（WeFi）以及土壤含氮量反應函數 if (NF)。本研究應用地理資訊系統的空間推估

及空間分析法，針對台灣陸域以 40 m×40 m　 　 網格進行影響林木適生的生育地因子的點推

面空間推估。這些因子包括：相對日照量、溫度、雨量、潛能蒸發散量、地下水位以及土

壤含氮量，除了陽性樹種相對日照量指標為介於 0～1.52 外；其他因素皆標準化於 0～1 的

環境品質指標。另一方面收集整理各評估樹種(i)對立地品質上環境生長適存的情形，擷取

研究範圍，進行生育地生態地位評估：SQi　　 if (AL)× if (TF)× if (WiF)× if (WeF)× if (NF)來
評估 i 樹種的生態地位指標。本研究評估之樹種以主要造林樹種紅檜、台灣杉及相思樹為

例，評估研究範圍以惠蓀林場為例，最後更以惠蓀林場實際林型分布來加以驗證。 
應用生育地因子評估樹種之生態地位，能解決統計實證方法在空間異質性使用的限

制，並可同時評估多種樹種，因此可應用在造林樹種之選擇，亦可應用於崩塌地復育造林

樹種之選擇，以及林相改良造林樹種之選擇，在收集更多樹種屬性與空間分佈資料後，配

合此評估方法，未來更可模擬出台灣森林之動態，以及評估環境變遷對台灣森林所造成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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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種特性資料收集 

目的：評估紅檜、台灣杉及
相思樹在惠蓀林場之
生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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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的反應

 

圖 3-41  研究流程圖 
 

3-8  結論 
利用遙感探測遠距離地收集資料、資訊及靠衛星定位系統來決定某地點位置的大地座

標，並將所收集的地理資料匯入地理資訊系統中，加以數化建檔、整合與貯存、管理，再加

上永久樣區，將可使森林生態系現況資料注入具代表性地景的長時間的觀察與監測的資料，

而使時間尺度的資料分析，得以有跡可尋。即利用 4S(RS、GPS、GIS 與 PSP)科技，建立具

時間、空間分佈的多尺度地理資訊系統，可以獲得地景結構、地景流與自然、人為干擾的資

訊，更而以包括保護區、保留區設立前、經營前的物種分布、種群豐富度分布與生育地評估

及設立後、經營管理後的監測評估的模擬模式系統(SMS)所獲得的資訊，來進行目標地景之

規劃設計、模擬評估與監測。在森林地景生態資訊與知識下，以長期試驗經營方式，進行適

應性的經營管理。但如何將生物生態、社會經濟與經營知識、技術的時間與空間資料、資訊

得以分析、維護，更而發揮其推估、事先模擬與事後監測檢討的功能，則以假設情境進行經

營管理與可能自然與人為干擾的影響，以做好事先完善的評估、規劃與事後的適應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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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時間尺度的測計 
4-1  前言 

林業之經營屬於長期性之工作，許多試驗研究工作需經常其之觀測始能評定其效果。在

時間推移的過程中，林分的變化及變化後的情形，都是林業經營者希望掌握的資訊，而此資

訊之獲得，必須仰賴固定的調查工作。因此，時間尺度的測計是提供資訊，以建立森林監測

系統相當重要之工作。  
 
4-2  時間尺度測計的重要性 

研究尺度測計的原始目的是測量(measure)與分析(analysis)，也就是某變數(variable)的歷

程變異(chronological variations)(如圖4-1~4-7所示)，在研究林業中是相當重要的，例如：森林

作業的工時研究、植物的物候變化、林木的生長、族群的演替等，時間尺度的測計大略可劃

分為兩種情況，即(1)某特定時間的觀測值(如輪伐期的林木材積)(2)彙集某段時日後之變數(如
年生產量、月累積雨量)。 

 
圖4-1  地理資訊系統中時間的真實解 

 
圖4-2  一個空間實體的基本空間變數之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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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空間關係的演化和基本空間變數（由不連續到連續狀況） 

 
 

 
圖4-4  由單一個體的生與死，導致空間分布的演替 

 
 

 
圖4-5  由單一個體的生與死，導致(a)蓄積大小（收穫、總生長量）(b)族群形狀的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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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由單一個體基本空間變數的改變導致空間分布型態與演替 

 

 
圖4-7  由單一個體基本空間變數的改變導致族群演替的空間有關因子的變化 

 
 
若以不同的空間尺度、時間尺度做為資料查詢、擷取的依據，則有不同的分類格局，整

合不同領域調查樣區、線、點、空間資料，將可結合成整合屬性資料表，再利用整合資料加

以分析、建模式，並於所採分類格局之地景圖上展示其相關統計圖或數學模式，整個過程如

圖4-8所示。並可利用此來了解永久樣區的現況、功能及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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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尺度處理 

 
   

↓ 
基於公尺級的 GPS 定位各類研究樣

點線分布圖 
－圖籍資料庫－ 

 | | | | | | + 

19960120 A1 --- B1 --- C1 --- D1 --- E1 --- F1 --- 連接不同時間相同格式的樣區調查

屬性表(檔) 
－屬性資料庫－ 

19960610 A2 --- B2 --- C2 --- --- --- --- --- --- ---
19960211 A3 --- B3 --- C3 --- D4 --- E4 --- F6 ---

 metadata metadata metadata metadata metadata metadata ↓ 

       時間尺度處理(分/時/白天/晚上/日/
星期/月/年/世代/世紀) 

       ↓ 

 
   

定義不同地景（地形、氣候、土壤、

植生、林型、生育地等）之分類格

局及分層依據(面資料) 

 ------- ------- -------- -------- ---------- ------- (stratified) 
↓ 

 

 

疊合圖籍 
相同時間／相同空間尺度不同領域

（資料的平均、累積、邊際量）之

相關或比較 

(Information) 

 | | ↓ 

1996 A1   F1   

整合屬性表 
 
 

↓ 

F2   

1997 A2   F3   
F4   

1998 A3   F5   
F6   

 

  

分析結果 
統計圖示 
數學式表示  Y=ax+e Y=-ax+e Y=a+bx+e Y=-ax+b+e

      

     ↓ 

 

 

分析結果 
空間圖示 

圖4-8  地理資料整合建檔儲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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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時間尺度測計在林業上的應用 
時間尺度的測計，通常是依照時間的長短來加以區分，如分、時、白天、晚上、日、星

期、月、年、世代、世紀等，以下就舉出幾個時間尺度測計在林業中的應用。 
 
4-3-1  工時研究 

工時研究是為消彌作業浪費，提高作業效率，以科學方法研究作業活動內容，以找出標

準時間之研究。也就是說在某一指定方法、工作條件、特定工作技巧下完成某一工作所需時

間的研究，其研究目的是：(1)製定生產流程(production schedules)(2)決定作業效率(operating 
effectiveness)(3)制定工作標準(labor standard)(4)比較方法(5)決定標準成本(6)決定設備&勞工

所需(7)提供刺激鼓勵之獎勵金的基礎。工時研究計時一般用馬錶(stopwatch)，工時研究的技

術歷史悠久，很多公司已將時間研究法納入勞動契約，一百多年來，工時研究法被共同認定

是設定時間標準之一項技術。其主要步驟如下（葉瑞昌譯1983；歐信斌1998）： 

1.選擇要研究的工作。 

2.收集及記錄全部有關工作、操作人員、環境之有效資料。 

3.將工作細分為動作單元，為便於衡量。 

4.進行測時工作。 

5.應計算多少週期之時間。 

6.評比（Rating） 

7.寬放時間（Allowance time） 

8.計算分析時間研究所測定之資料。 

 
舉凡森林作業(forestry operation)，大概包含育林、大面積資源調查、林木收穫、板材製

造等，其工時研究就是期望在最小時間下，節省成本，努力完成任務、目標 
 
4-3-2  物候學測計 

物候學（Phenology）即為研究生物（動物及植物）之生活周期與其周圍環境，尤其是氣

候方面之關係，並推論此種關係之原因，以瞭解一年中四季推移與自然界景象變化之關聯。

換言之，訧是要研究生物受季節變化影響而產生的周期現象（劉儒淵  1977）。物候因觀測的

對象(即生物的種類)不同，可分為動物物候(zoophenology)、植物物候(phytophenology)兩方

面，而本章僅針對植物物候來做介紹。「植物物候」係指植物之萌芽、開花、結果、紅（黃）

葉及落葉等現象依季節推移而展現其周期性變化的情形。除可直接表現出植物體內在遺傳及

生理上之周期變化外，也可間接反應植物生育地外在環境之差異與氣候之變遷等。植物之春

華秋實、候鳥之來去遷移，依循著大自然季節韻律運作生息，更配合著環境的變遷，其四季

的周期性也出現提早或延遲的現象，並可廣泛應用到農、林業及其他方面。  
 
4-3-2.1 物候觀測的歷史 
1.國外的植物物候觀測 
  (1)瑞典－18 世紀首設物候觀測站網，編制「物候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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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德國－1905 年首次出版「物候圖」；1922 年成立聯合物候觀測中心，建立遍佈整個歐洲

的物候觀測網，至 1952 年已有一萬餘人參加觀測工作，觀測植物種類達 240 餘種，

資料完備。 
  (3)英國－Mahams 家族 1736-1925 年間持續近 200 年之植物物候觀測。 
  (4)美國－Hopkins,A.P.(1918)生物氣候定律(Bilclimatic Laws)。 
  (5)日本－1940 以後物候觀測進展最快，尤其在櫻花之物候現象方面。 
2.我國的植物物候觀測 

我國以農立國，對物候之觀察，起源甚早，可追溯至西元前二千餘年，尚書堯典中「二

至二分」之觀念(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詩經的豳風七月篇；呂氏春秋的候等。在呂氏

春秋中提及，以五日為一「候」，記載各種物候的變化，三候為一「節氣」，月首為節，月

中為氣，因此每年就有 24 個節氣，每一節氣均有 3 個物候（例如春季(2~4 月)中有立春、

雨水、驚蟄、春分、清明、榖雨六個節氣，而「驚蟄」節氣則包含桃始華、倉庚鳴、鷹化

為鳩三個候）；我國農民的一切農事均配合各個節氣而行之，宋代以後逐漸成為民間普遍應

用之農事物候曆，並沿用至今。 
近代的植物物候觀測，有系統的物候調查，始於民國 23 年；物候圖的繪製始於民國 25

年；民國 31 年出版「中國的物候」一書。台灣地區在光復前，日人對野生的植物曾有零星

的觀測及記載。光復後由氣象局的各測候站直接觀測，或委託各地農､林場之氣象站辦理，

唯成效不彰。而各大學及農、林試驗研究單位之觀測較具成果。 
 
4-3-2.2  植物物候觀測之應用 

1.氣象學上 
(1)氣候預報之應用，可測知同一地區各種氣象因子的變化､四季的提早或延遲及異常的氣

候等。氣象學上之等華線(isophane)、物候梯度(pheno-gradient)及物候差線等均是應用各

地的物候觀測結果描繪出來的，與氣溫、海拔高度等具有相關性。 
(2)在無法獲得氣象資料的地方之天氣預測，例如在偏遠的山區沒有氣象測候站；或是我們

要在一片荒廢地上經營農牧或造林，而該處的立地條件及氣象資料的缺乏時，則可用物

候觀測結果來推定，選擇最合適的林木或農作物，在適宜的季節作最適當的經營。 
3.彌補局部氣候因儀器觀測的不準度或人為因素所造成之誤差。 

2.農業及林業上之利用 
植物物候在農業上之利用最多也最早,物候曆就是最好的例子,提供了許多重要而詳盡的

資料，不但可以決定田間工作的適期，同時作為播種、發芽、開花及收穫等之預測或推定氣

象的災害。林業上包括採種､育苗､造林､撫育等各項作業，均與植物物候觀測有密切關係。 
3.植物學上之應用 

植物物候的觀測對植物學之各個分枝如遺傳學、生理學、生態學、分類學及植物分佈等

均有相當的助益，提供了不少訊息，包括氣候、土壤等環境因子對植物本身生理、生態、遺

傳因子的影響均可以由物候特徵表現出來。至於各因子如何影響植物生活週期及生理生態之

特徵，則在一般的生態學或其他植物相關的書籍或研究報告裏均有詳細的敘述和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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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戶外遊憩(或觀光事業上)之應用 
 植物物候觀測的結果應用在觀光或戶外遊憩事業之推展上近年逐漸受到重視。「生態旅

遊」是國內各風景遊憩區近年來最熱門的話題，例如陽明山公園與阿里山森林遊樂區之花

季；台大實驗林「溪頭四季植物之美」解說服務之推展；南投縣水里、信義鄉(風櫃斗)、台

中東勢林場、嘉義梅山、台南梅嶺等地區之賞梅活動；鹿谷鄉凍頂、鳳凰茶區配合採、製茶

之茶鄉之旅活動；各觀光果園及休閒農業區之各項遊憩推廣活動等，莫不與各該活動主題之

植物物候觀測結果息息相關。 
國外如瑞士首都日內瓦市府持續 180 餘年「春臨日內瓦」(栗子樹第一片嫩葉開展)之觀

察記載。日本全國熱衷的對櫻花花期之觀測及報導，無疑的均是以發展觀光事業為其主要目

的。 
5.自然教育(戶外教學)上之應用 

將校園及學校附近植物物候之觀察列為鄉土教學資源與推展項目之一，成效可期。從事

校園植物物候的觀測具有下列幾個特點： 
  1.配合新程標準，加強鄉土教材在自然(生物)科(戶外)教學上之應用，增進教學內容與品質。 
  2.協助師生對校園內及學校附近各種植物種類與形態上之觀察與辨識，有助於校園環境綠

化､美化工作之執行。 
  3.觀察及研究方法簡便，且與日常生活關係密切，易於激發､培養學生從事科學研究之興

趣。可指導學生作較長期與團隊合作之科學研究活動。 
  4.適合作為參加科展題材？ 

 
物候學為一門應用的科學，與氣象學、生物學與農林業相關的各種學科均有密切關係，

雖然它是一門極為古老的學問，但近年來卻受到各方面普遍的重視，並運用各種新的技術、

方法加以研究，應用到其他相關領域上。 
 植物物候的觀測，隨著研究之目的不同，其觀測的對象、地點、項目及方法也各異。筆

者建議全國各相關之專家學者採用統一的觀測項目、方法及標準，建立一套完整而詳實的植

物物候及生活週期資料，將有極高的學術研究及生活實用上之價值，此一大業有待大家共同

努力來完成。 
 
4-3-3  單株生長測計 

就一棵樹而言，根、莖、葉、花、果實、種子，各個部位皆會生長，若以生物體細胞、

組織、器官、系統、個體來區別，當然皆有生長現象。 
利用長時間的調查，獲得不同時期的林木生長資料（圖4-9），提供建立理想的生長與收

穫模式（圖4-10）。然而因為長時間的收集工作相當困難，當可利用的資料不足時，可由樹

幹解析得到過去林木生長的記載，此種技術可由年輪得悉林木樹高、胸高直徑的生長和其形

數的增加，更而得到斷面積、材積生長等（圖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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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9  利用長時間的調查，獲得不同時期的林木生長資料 

 
圖4-10  利用不同時期的林木生長資料建立的生長與收穫模式 

 
圖4-11  藉由樹幹解析得到過去林木生長的記載 

 
4-3-4  林分生長測計 
4-3-4.1  林分生長與結構 

林木或林分為森林經營之基本要素，林分的蓄積與生長是經營木材生產的核心，亦是森

林經營計畫擬定的重要依據。應該從各方面探討其生長情形、林分的結構與組成，以便做為

各項森林經營及決策之參考依據。生長預測可依照永久樣區連續調查資料，應用相鄰兩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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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之差，求出生長量，在利用數學公式推算某一時間的生長模擬曲線，以分析預測單

株林木或林分之生長與收穫。 

 

4-3-4.2  林木枯死與更新 

連續調查之永久樣區可以代表林分隨時間及空間之變化，除主林木之生長及結構隨時間

改變外，因競爭或環境、氣象、災害導致林木枯死所形成之空隙地，藉由永久樣區的林木位

置圖在不同時間的變化情形，可以瞭解林木的枯死與更新。而在美國的森林健康指數中，樹

冠相關資料的測計佔了大部分（林文亮等  2002），可見樹冠的資料是可以有效的反應森林的

健康狀況。（圖4-12） 

 
圖4-12  樣區樹冠鬱閉度變遷情形 

 
4-3-5  族群的演替 

在森林中，樹種會入侵或天然更新，因此森林中的樹種之組成亦會改變，故此可借由不

同時間的調查，來瞭解森林的組成，計算各種生物歧異度指標，來評估一林分或造林地之生

物多樣性的變化情形。（圖4-13）。 

 
圖4-13  惠蓀林場永久樣區（編號EM03，Simpson歧異度指數為0.4230）之一角 



森林測計學 
第四章  時間尺度的測計 

空間資訊研究室彙編 4-10

4-3-6  地景的變遷 
森林多目標利用乃時下既定林業經營方針，而其先決條件首需全盤瞭解森林土地利用

類型的現況及其以往變化情形，在確定經營目標後始得據以規劃與經營。此研究針對中興

大學惠蓀林場關刀溪長期生態試驗地的土地利用，採用 1964、1977、1987、1996 及 1998
五個年代之土地利用型圖，配合地理資訊系統，求算歷年土地利用型之面積，藉諸不同年

代的航照，探尋土地利用變遷之脈絡，以為整區土地利用變遷研究之基礎，俾為實驗林整

體經營計畫擬定與管理上之參考。 
 

圖 4-14 關刀溪長期生態試驗地 a.1964 年、b.1977 年、c.1987 年、d.1996 年、 
e.1998 年及 f.惠蓀林場(1987 年)之土地利用型圖檔。 

 
森林生態系永續經營之決策，最需要的是能掌握不同尺度下的各種資訊，若沒有連續資

料收集，資訊欠缺時間性，在做整體考量時，必定無法掌握到因時間推移所導致的變遷。因

此時間尺度資料的蒐集、定期更新，使資訊時效性不虞延誤，使資源動、靜態的變化，皆可

以詳加記錄及分析，有效的對森林資源做監測，使台灣林業之經營管理、資源保育各項工作

得以順利推展。 

a b

dc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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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立木測計 
 
5-1  前言 

立木（standing tree）指立於林地上之樹木而言，包括生立木與枯立木（snay），其材積測

計原則上與伐倒木無異，但因須在生長原地測定，皆不如伐倒木容易且又可測定任意部位之

斷面、直徑及長度。 
單株立木測計，固然為求得單株立木材積，但其終極目的，則是以單株立木所求得的數

據，作為計算或推算林分材積之基礎。其測計事項主要為立木之直徑、樹高、有關常數及材

積等。 
 
5-2  直徑之測定 

在林木測計上，直徑為主要因子之一，且居重要地位。樹幹之橫斷面雖非為正圓，但為

求實用上之簡便，概皆假定為正圓，測其直徑後按圓形計算出斷面積。  
 
5-2-1  胸高直徑  

若把樹幹當圓柱體(cylinder)，則樹幹每一位置皆有一直徑，為方便大家量測，且便複測

與比較，並易於找出其誤差，訂定立木直徑測定之標準位置(Standard position)是相當必要的；

於是採取方便量測且具代表性的胸高直徑(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dbh)來提供量測比較，因

此立木直徑若未特別註明時，通常指胸高直徑而言。： 
   胸高直徑，即樹木胸高部位之直徑，因此部位均在根株以上，樹冠以下，可避免根張與枝

條之影響，既少誤差，又易測求；因與樹幹材積關係密切，故為林木測定主要因子。甚至透

過生長相關函數(allometric relationship)，使吾人方便使用 lnY=a+blnX， 而獲知其他性態值生

長變化之狀況。最常用的樹高曲線(D-H relationship curve)即是利用此原理，以 H=f(DBH)的關

係式由胸高直徑(DBH)推估樹高(H)。 
胸高係指成人之胸高，至於確實高度，各國規定不一，如表 5-1 示，我國、德國及歐洲

諸國定為 1.3 公尺。又立木之直徑有連皮直徑(diameter outside bark , dob)與去皮直徑(diameter 
inside bark , dib)之分，由連皮直徑減去二倍之樹皮厚度則得去皮直徑。測量胸高直徑可用輪

尺、直徑尺儀器來量測。 
 

表 5-1  胸高部位 
中國 1.3m 

歐洲大陸 1.3m 
英國 4’3”(1.3m) 
美國 4’6”(1.37m) 
日本 4 日尺(1.21m) 

IUFRO 1.3m(4.5ft) 
     
5-2-2 量胸高直徑應注意事項 

胸高直徑之選定原則說明如下：  
1.胸高直徑，定為立木離地面 1.3 公尺處之樹幹連皮直徑。 
2.在平地，胸高自地面算起；生長在坡地之林木，胸高應自傾斜上坡之地面起算 1.3 公尺

處。如圖 5-2 所示。  
3.不論在平地或坡地之傾斜生長林木，其胸高應沿樹幹軸平行計算。  
4.樹幹有明顯扁平時，應求其長徑與短徑之平均值為直徑。  
5.過老林木根係露在地面者，胸高應自水平板根算起。  
6.胸高處樹幹呈畸形時，以直徑點代替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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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當測者手疲倦時，常會測定低於胸高部位之直徑，記錄者應隨時提醒此種錯誤。 
而胸高直徑於坡地或不規則林木之量測位置如圖 5-1 所示： 
1.立木在胸高上方分叉時，當作一株立木測定之，直徑點在緊接分叉下方樹幹無膨大處。

如圖 5-1.4 所示。  
2.立木在胸高下方分叉時，每一分叉木留作一株獨立木測定之，但直徑點應在分叉處上

方 100 公分，如圖 5-1.5 所示。  
3.胸高處有枝條、樹瘤等不正常時，直徑點應在此等畸形消失之上方處；亦有取離胸高

上下等距無膨大現象之兩直徑平均之，如圖 5-1.6 所示。  
4.樹幹膨大高度在地上 1 公尺以上時，直徑點應在膨大消失處上方 30 公分，但膨大部分

能造二公尺長圓材者不在此限。  

 
圖5-1  於坡地或不規則林木之胸高直徑量測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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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上部直徑 
    樹幹之上部直徑，不如胸高直徑之可以使用輪尺或直徑尺容易直接測定，需利用間接方

法或另行發展之測定儀器來測定。雖然上部直徑在森林測計之實用方面的用處有限，但在試

驗研究方面則常有此必要，例如精確測求立木材積、檢核立木材積表之適合度及推算樹幹形

狀或樹幹尖削度等。 
 
5-2-4  樹冠直徑 
    林木之樹冠直徑（crown diameter）為研究林分密度變化之主要因子，故亦為森林測計對

象之一。因其可在空中照片上測得，並與胸高直徑具有線性模式（linear model）關係，近年

來亦增加其重要性，因此可在空中照片上，聯合胸高直徑與樹高兩個因子，以利推算立木材

積。 
    樹冠直徑之直接測定困難，而且樹冠外型又不規則，所以更不易精確測得。普通在地面

上，利用平板儀求出立木以樹幹為中心之樹冠投影圖，再由圖上求出立木之平均樹冠直徑。

樹冠直徑亦可以用樹冠直徑測定板（crown diameter scale），在空中照片上測定之。 
 

5-3  樹高測定  
樹高（tree height）為求材積之主要因子之一，其重要性僅次於胸高直徑。樹高一詞，若

不特別註釋，常指林木的全高，從地面到樹梢頂端之垂直距離。然從利用觀點，對於林木高

度和幹長之測定，尚有不同之分類，如圖 5-2 所示，其定義如下： 
      1. Total height：ground─tip of tree(along the axis) 
      2. Bole height：growed─crown point of tree stem 
      3. Merchantable height：ground─last usable portion of stem 
      4. Stump height：ground─stem where a tree is cut 
      5. Merchantable length：stump height─last usable portion of stem 
      6. Defective length： ∵Σmerchantable length cannot be utilized  defect 
      7. Sound merchantable length：merchantable length─defective length 
      8. Crown length：on axic of tree stem between crown point and tip of tree 

 
而林務局有關樹高測定之規定如下：  

1.樹高之測定，應是其全高，即林木自地面至主幹頂端之長度。  
2.根系露出之林木，視水平板根為地面高起算樹高。  
3.樹高測定單位為公尺，不足一公尺者不予計算，如 15.5 公尺記為 15 公尺。  
4.樹高之測定、不容易且費時，可以測高器抽樣測定每株樣木樹高，用樹高曲線法推

求該林分各直徑級別平均樹高，直徑級及區分依資源調查之規定。  
5.全林每木調查時，樹高得用比較目測法估測之，但每 15 株應利用測高儀器實測一株

林木之樹高，以為比較之依據。經儀器測定之林木，在胸徑處應記明「樹高樣大」

四字，並在記錄表內記「樣本」二字以便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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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樹高與幹長 

 
5-3-1  樹高直接量測 
    幼齡林木在伸手可以到達的高度範圍，皆可使用捲尺、測桿等測量用具直接測定至。 
 
5-3-2  樹高間接量測之測定原理 
1.基於相似三角形原理的測高器 
         Christen Hypsometer 
         Merritt Hypsometer 
 

       
BCACAB

'OC

OC

'A'C

CA
'OC

OC

'C'B

BC







 
          

圖5-3  Hypsometer based on similar Trian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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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基於TAGENT角原理的測高器 
          Abney Level 
          Haga Altimeter 
          Blune-Leiss Altimeter 
          Suunto Clinometer 

BCACAB

atanOCAC

tanOCBC
OC

BC
tan











 
 

圖5-4 基於三角原理的測高 
 
5-3-3  樹高測定之容許誤差  
台灣省林務局對森林調查，樹高之測定，誤差容許範圍如下： 
 

表 5-2  樹高測定之容許誤差 
樹高範圍 容許誤差範圍 
10 公尺以下 1 公尺 
20 公尺以下 2 公尺 
20 公尺以上 3 公尺 

 
5-3-4  樹高測定之注意事項  
1.測法及使用儀器須與樹高測定所希望之精度相配合。  
2.測定位置，應選能透見立大頂梢與根際。如不透視根際時，則選樹幹上某一基準點以先測

定，然後再測基準點以下高度相加之。  
3.測點位置不宜太靠近立木，否則易將側枝葉誤認為梢端，而生過大誤差。  
4.傾斜立木，若從傾斜方向測定，則得過大或過小值，故宜由傾斜側面測定。  
5.圓形或扁平樹冠，其側枝平展者，每易造成誤測，故須適度延長測者與立木間之距離。而

圓錐形樹冠則較易測定。  
6.測者與立木間之距離，應正確量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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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各種測高狀況及其計算公式 
測高器測高結果計算 
 
                                    
                                     AB=AC+CB 
                                       =OCtan1+OCtan2 
                                          =OC(tan1+tan2) 
 
 
                                      

AB=AC-BC 
                                       =OC(tan1-tan2) 
 
 
 
                                    
 

 AB=CB-CA 
                                         =OCtan1-OCtan2) 
                                         =OC(tan1-tan2) 
 
 
 
                                    A=39.0  B=7.5 
                                    ab=6.16m 
                                    H=6.16×[SIN(39.0-7.5)/COS(39.0)] 
                                     =4.14m 
 
                                     
 

A=-10.0  B=-43.5 
                                    ab=8.32m 
                                    H=8.32×

[SIN(-10.0-(43.5))/COS(10.0)] 
                                     =4.66m                                     
 
 

A=22.5    B=-18.0 
                                    ab=6.31m 
                                    H=6.31×[SIN(22.5(-18.0))/COS(22.5)] 
                                     =4.45m 
 

 
5-4  樹高曲線 

樹高曲線(tree height curve)為表示樹高平均值隨胸高直徑變化之曲線。根據胸高直徑及樹

高測定值求樹高曲線之方法，概可分成下列三種： 
1.手描曲線法 

手描曲線法(free hand curve)，先將測定結果，按直角座標取橫軸代表胸高直徑及縱軸代

表樹高點出，如圖所示，再繪出一條通過座標點群中心之曲線，即為所求之樹高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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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樹高曲線 

2.平均法 
先算出各胸高直徑階之樹高平均值，再在方格紙上繪圖，如果連結各點所得之曲線略呈

平滑狀時，即為所求之樹高曲線。假若由第一次樹高平均值所繪出之曲線不夠平滑時，則求

其三點或五點平均後再行繪圖。 
3.樹高曲線式法 

樹高曲線實驗式之研究，素為森林學家所重視，已經創造出許多數式，例如： 
 

     (1) H=aDb 
     (2) H=aDb+C 
     (3) H=a+bD+cD2 

     (4)
2D

1
baH   

     (5) H=4.5+bD-cD2     (Trorey，1932) 
     (6) H=4.5+h(1-e-ad)     (Meyer，1940) 
     (7) logH=a+blogD     (Stoffels and Van Soest， 1953) 
     (8) H=a+blogD        (Henricksen， 1950) 
 
         H=總樹高 
         D=胸高直徑 
         e=自然對數(natural logarithms) 
         a，b，c=常數 
 

其求法為選出適當之樹高曲線式，應用最小二乘法，就實測值算出其母數推算值，以定

樹高曲線。或應用多元迴歸分析及逐步迴歸法(stepwise regression procedure)決定最適實驗式

作為樹高曲線式。 
5-5  立木材積之測計 

立木之樹幹材積，不論在實用上或價值上皆佔極重要地位，自然成為測計的主要對象。

樹幹材積由於樹幹任意位置直徑及樹高測定困難，所以一般不可能直接量測來測計其材積。

現在已有之立木樹幹材積測計方法，有望高求積法、形數求積法、材積表法、估算法、目測

法等。一般業務因需迅速而簡便的方法，多利用形數求積法及材積表法，根據立木的胸高直

徑和樹高從材積表上查出其樹幹材積，不必另行計算。 
 

5-6  立木材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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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木材積表(Tree volume table)為根據胸高直徑、樹高、形數或其他因子等而表示立木之

平均材積。測定立木有關因子後，即可由表上查出立木材積，不必另行計算，用法簡單。由

表上所查得材積，雖無法完全滿足立木各別差異，但就多數立木材積合計，或林分材積合計

時，則不致有太大誤差。故立木材積表，能成為測計林木材積之主要方法。 
 
1 立木材積表之種類  
(1)依編材積表時之測知因子分：  

A.一因子材積表：立木之胸高直徑及樹高與材積間，具有極顯著之關係存在，故材積可依

直徑或樹高之函數表示之，此採用任一變數編成之材積表屬之。此種材積表較簡便，但

精度較差，可適用於一定區城或小面積之森林調查。  
B.二因子材積表：立木材積用直徑與樹高兩因子之函數關係所編成之材積表，此材積表，

最為普遍，應用也最廣。  
C.三因子材積：利用胸高直徑、樹高及樹幹形狀三因子所編成之材積表。理論上雖最為精

確，但形狀雖隨立木之大小而變化，然其變化範圍不如胸高直徑及樹高大，故精度提昇

有限，而編製較複雜。  
(2)依材種分：  

A.原木材積表：適用於伐倒木者，係就業已測知原木直徑或周長與材長，從該表查出其利

用材積。  
B.立大材積表：適用於立木，為本節討論之主題；亦為林木求積之主要工具之一。  
C.層積材積表：適用薪炭材、小圓材、枝梢材等。  

(3)依適用之地區分：  
A.地方材積表：編製立木材積表所用之資料，僅由其一地區或局部地區蒐集時屬之，故僅

能應用於該一地方之林木材積調查。  
B.一般材積表：編製立木材積表所用之資料，由全國或廣闊地區蒐集時屬之，故適用於全

區之林木材積調查。然實際上，與地方材積表間之界限，有時不易區分。  
(4)依樹種分：  

A.各個樹種之材積表，如柳杉材積表。  
B.聯合數個樹種之材積表，如柳杉與杉木材積表。  
C.不分樹種而依樹幹形狀分類之材積表。  

(5)依材積的種類分：  
A.樹木材積表：以樹木全材積為準所調查編製之材積表；依所測定之數據從此材積表查出

之林積，包括幹材及枝材。  
B.樹幹材積表：以樹幹材積為準所調查編製之材積表；依所測定數據自此種材積表中查出

之數字為幹材積。  
C.圓材材積表：以立木伐倒造材後所得圓材材積為準所調製之材積表；依所測之數據自此

種材積表中查出之數字，為圓材材積。  
D.枝條材積表：以樹木枝條材積為準所調製之材積表；依所測之數據自此種材積表中查得

之數字為枝條積。  
E.根株材積表：以樹木根株材積為準所調製之材積表。  
以上除 A、B 兩種外，餘三者可藉圓材率、枝材率、根株材率乘以樹木材積，分別得之。  

2.材積表之應用  
立木材積表，須依樹種或樹種群分類編製，一如形數求積法只能應用於林分材積之測定，

測定個別立木材積，亦多誤差。台灣行立木材積表法，查定立木材積，與本章第四節之形數

求積法，無論其性質、方法與結果，均無不同，唯一不同者，只是在測得胸徑與樹高後，不

須查圓柱體體積表再乘以形數；只須根據胸徑與樹高，直接於立木材積表上，查出其材積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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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木材積求積法，其林間立木測定之方法及其步驟，如次：  
(1)測定立木之胸徑。  
(2)測定立木之樹高；如應用以胸高直徑為一因子材積表時，免測樹高。  
(3)測定立木之形狀；僅於應用三因子材積表時行之。  
(4)根據所須測知的已得數值，查立木材積表，得其立木材積。  
 

5-7  樹幹形狀(stem form)的測計 
所謂的幹形，廣義而言是樹幹之橫斷面與縱斷面之形狀，狹義來說為樹幹之縱斷面，有

就乃指樹幹直徑隨其位置變化的形態。 

樹幹形狀的變化係由下往上漸縮小(diminution)，可由 

  (1)形狀度(form)：直徑縮小的方式，成特定形狀體→決定樹幹外貌輪廓。 

      (2)尖削度(tapering)：直徑隨高度增加而縮小的快慢程度。 

        taper：直徑的縮小 

        幹形=f(樹種、年齡、生育環境、施業和撫育方法) 

        樹幹曲線(Stem curve)：樹幹表面與包含幹軸的平面相交所得的曲線，如拋物線、直

徑、轆轤、轤線。 

 
圖5-6  各種樹幹形的旋轉體 

 
    設以直角座標之原點當做樹梢頂點及X軸當作幹軸時，樹幹取線上各點之Y座標(亦即樹

幹半徑)可以使用數式 y=f(x)表示之，是為樹幹曲線方程式(stem carve equation)。 

 
圖5-7  樹幹曲線及其曲線方程式 

 
    樹幹直徑與所在位置高度連續變化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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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8  樹幹曲線方程式圖解 

       樹幹曲線(方程)式(Stem curve equation) 

        (1)Kunze：y2＝K2Xr  rXKy   

        (2)Behre：
bHa

L

DBH

d


  (d：為L處之直徑) (L：h/H) 

 
          taper=f (species, DBH, age, site treatment) 
          taper─→ V 

          taper equation：X(A)=H(1-Ce-bt) 

                        y(A)=D(1-Le-lt) 
                        y(h,x)=D［1-(H-h/H-x)l/k］ 

                        d0b=aDbHc(H-h0b)d 
 
1.形數(form factors) 

形數：樹幹材積對以樹幹上某一特定位置為直徑及以樹高為高之圓柱體體積之比較

Tree volume/相同diameter, height之volume of a geometrical solid (cylinder, cone, cone 

frustum)。 

如：胸高形數(breast height form factor)：Vtree／Vdbh,h,cylinder為最常用之立木材積，其計

算如下： 

)ggggg(d)4(h2.0v

)ddddd)(4(h2.0v

)ggggg(2.0f

2
1.0

2
3.0

2
5.0

2
7.0

2
9.0

2
3.1

2
1.0

2
3.0

2
5.0

2
7.0

2
9.0

2
1.0

2
3.0

2
5.0

2
7.0

2
9.03.1









  

             幹長：0.9,0.7,0.5,0.3,0.1 

                d：直徑 

             g0,i=d0,i／d1.3     i=1,3,5,7,9 

             由Huber區分求積式計算 

HD)4/(

Huber
f

2
13

3.1





算出材積由
 

       正形數(normal form factor)：Vtree/V樹幹全長整數分之一直徑之圓柱體，一般0.9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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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4/(

H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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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n)nnnn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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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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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0

9.0i.0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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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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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材積由

 

樹幹體積與樹幹全長整數分之一處之直徑(一般都使用幹長0.9位置之直徑d0.9)所成之圓

柱體。 

HD)4/(

v

w

v

height&diametersameofsolidlgeometricaofvolume

treeofvolume
f

2



）（圓柱體或拋物線體

 

            式中的f：形數 

                  v ：樹幹體積 

                  w：圓柱體體積 

                 π：圓周率 

                  D：直徑 

                  H：樹高 

 
19世紀初，認為樹幹形狀→solids(實體)也承認其間有許多變異(variations) 

coordinating form 
           form factor 的方法 

coordinating volume 
 
            即：欲導出異於DBH,H的材積計算因子 

              Paraboloid = 0.5×cylinder 

                f=V/gh 
 
2.形狀係數(form quotients) 

DBH

Di

DBH

DH
q 




)(
2

1

胸高直徑

位置的如直徑胸高以上某特定高度之
 

    為建立材積表(如chap 9.)的主要變數之一(DBH,H,q)  Schiffel(1899) 

       (1)正形狀係數(normal form quotient)= Schuberg氏形率 

)1(5.0
5.0

 qdbhhd
dbh

hd
q 樹愈低    q≒

2

1
 

       (2)絕對形狀係數(absolute form quotient)= Jonson氏形率(1910) 

mft
dbh

h

d

qa 3.15.4
)5.4(2

1




  

             qa隨D, H增而減，約為0.6～0.8 

             圓柱體(cylinder)  =1,000 

             拋物體(paraboloid)=0.707 

             圓錐體(cone)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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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轆轤體(neiloid)   =0.354 

              inside bark > outside bark 
 
3.形狀級(form class) 

DBHbarkoutside

barkinsideftft
Girard

）連皮直徑（

））去皮直俓（或第一段圓材（
氏之形狀級為：

3216
 

 
    美最常使用"形狀級"表示樹幹形狀之指標 

    同時考慮樹皮厚、根張與第一段圓材之尖削度為較理想之樹幹形狀表法。 

連皮胸徑

之去皮直徑原木）（地面
美國用形狀級

ftor 3.1616
  

                     地面16(or16.3)ft之去皮直徑原木 

        美國用形狀級=─────────────── 

                             連皮胸徑 

         ┌16  ft＝4.8768m 

         │16.3 ft＝4.9682m 

         └1   ft＝0.3048m 

        台灣用之形狀級 

%80%100
)30(

)24(3.5


cm

cmm

連皮胸徑

之去皮直徑地面以上
   簡稱 80 

4. 樹形(form point) 

%100
總樹高

高度樹冠重心（抗風中心）
 

         與樹冠大小、形狀有關 

         ┌樹性：直徑、樹高、SPS、age(tree characteristics) 

         └地位性質：                (site factors) 

         form point 愈大→tree form 近cylinder 

         form point 主要價值→absolute form quotient 

                      ┌form point 

         good correlation│ 

                      └absolute form quotient 

    但任何樹冠的抗風力中心(focal point of wind resistance)不易定位(隨樹冠密度、該樹冠於

林分位置而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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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伐倒木測計 
 

6-1  前言 

伐倒木(fallen tree)即為伐倒後橫臥地上之樹木，也就是說立木一經伐倒，即為伐倒木，

一般多以去除枝條後之主幹為測計之對象。而其和立木測計略有不同，茲將其不同之點分列

如下：  

1.立木直徑直接測定，僅限於地面測者伸手可以到達及活動的範圍，而上部直徑不易直

接測定，須仰賴間接測定；伐倒木則不受此限制。  

2.立木之樹高，除低矮及幼齡木可直接測定外，其他概須間接測定；而伐倒木則可直接

測定。  

3.立木材積之計算，多採用容易測定而又與材積關係密切之因子如胸高直徑等間接推算

之；而伐倒木之計算方法較多且精密度亦高，如可使用區分求積法計算材積。  

4.枝條及根株等在立木僅依可測定之因子間接推算其材積；而伐倒木則可使用物理求積

法等直接測計。 

 

6-2  直徑、長度測計 

    直徑之測計較立木更為方便，並不受樹木高度的限制，每一地方的直徑皆易量測；伐倒

木之樹高（長度）亦可以直接量測，但其量得的長度，吾人稱座沿幹長。 

 

6-3  樹幹表面積(tree bole surface area)測計 

樹幹外表面積可由形成層表面積(cambial surface)來推算。 

形成層為林木物質累積之處，亦即營養器官樹幹生長之處。 

Lexen (1943)： 

                   approximated   Huber's formula 

       樹幹表面積 ←────── 

                      趨 近      Simalian's formula 

          Σ斷面積的圓周=樹幹表面積 

Swank & Schreuder (1974) 

測驗推算葉(foliage)、枝條(branch)、樹幹表面積(stem surface area)的取樣方法。 

 

    立體圖形的體積可用幾何的方法計算，如表 6-1，然而樹木的體積（謂之材積），則往往

不是那麼的規則，但是吾人常常可以將其區分成數段截面體(frustums)，每段截面體則可以規

則的體積方式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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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立體圖形體積與表面積計算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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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材積測計 

6-4-1  理論求積式 

將樹幹之橫斷面視為圓形，則其中心線稱作幹軸(Stem axis)；由樹幹縱斷面觀之，圍繞幹

軸兩側之曲線，稱作幹曲線(Stem curve)。一般所稱之樹幹形狀，皆指樹幹縱斷面上幹軸與幹

曲線組成之形狀而言。例如森林家所稱之優良形狀，為指樹幹通直、枝條細長、發育正常及

未受各種傷害而生長健全之樹木；不良形狀為指樹幹彎曲、多枝、分歧及遭受各種傷害之畸

形樹木。  

    樹幹縱斷面形狀，可以概分為四種幾何形狀：  

1.凹面體(Neiloid)：又稱轆轤體，指近地面之根張部分，幹曲線呈反拋物線形圍繞幹軸迴轉之

立體部分。  

2.圓柱體(Cylinder)：直線與幹軸成平行迴轉而呈圓筒狀之部分。  

3.拋物線體(Paraboloid)：幹曲線呈拋物線繞幹軸迴轉之立體部分。  

4.圓錐體(Cone)：位於樹木梢端；為直線繞幹軸迴轉而呈錐形之立體部分。  

    一棵樹的樹幹可區分成好幾個截面體，累積這些區分的截面體，即為樹幹材積之有效推

估。若就單一樹幹觀察分析之，近根部分，近似截頂轆轤體；上部梢端，近似完頂圓錐體；

而根株以上梢端以下，則近似圓柱體、截頂拋物線體及截頂圓錐體等三者，常兼而有之。此

類形體，在闊葉樹方面，固不甚朋顯，而於針葉樹，則屬大體符合。若樹幹近似拋物線體與

圓柱體者，曰圓滿或完滿；其大體近似圓錐體者，稱曰尖削或梢殺。如圖 6-1 所示。 

 
圖6-1  樹幹縱斷面及其各段截面體 

幹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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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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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各種圓柱體之幾何求積式，依完頂體與缺頂體分別列舉。所謂完頂體係指樹幹具有

完整之梢端，又稱全頂體；缺頂體為樹幹梢端被截斷所剩餘之材積稱之，又稱截頂體，而各

圓柱體可由下表分別計算之： 

 

表6-2  各實體體積公式一覽表 

幾何實體 

(Geometrical Solid) 

體積算式Equation for Volume V 

(cubic units) 

編號 

(Equation Number)

圓柱體(Cylinder) 

拋物線體(Paraboloid) 

圓錐體(Cone) 

轆轤體(Neiloid) 

V=Abh 

V=1/2Abh 

V=1/3Abh 

V=1/4Abh 

(6-1) 

(6-2) 

(6-3) 

(6-4) 

拋物截面體(Paraboloid frustum) 

圓錐截面體(Cone frustum) 

轆轤截面體(Neiloid frustum) 

V=h/2(Ab+Au)  (Smalian's formula) 

V=h(Am)  (Huber's formula) 

)AAAAAA(4hV

)AAAA(3hV

u
3 2

ub
3

u
2
bb

uubb

+++=

++=

 

(6-5) 

(6-6) 

(6-7) 

(6-8) 

綜合體 

轆轤體(Neiloid)、圓錐體(Cone) 

Or 

拋物線體(Paraboloid frustum) 

 

V=h/6(Ab＋4Am＋Au) 

(Newton's formula) 

 

(6-9) 

   h = 長度(height) 

   Ab=基部底面積(cross-sectional area at base) 

   Am=中部底面積(cross-sectional area at middle) 

   Au=上部底面積(cross-sectional area at top) 

 

計算拋物截面體一般以Smalian's formula來推算，圓錐截面體以Huber's formula計算，而

整珠伐倒木區分材積則可透過Huber's formula和Newton's formula來計算。 

 

6-4-2  物理求積法      

形狀不規則圓材及樹皮、枝條與根株等之材積不易直接測計，可以應用物理學原理測求，

但費時費力較多，僅在試驗研究上需要精確測計材積時使用，而在一般測計上不具實用價值。     

應用物理求積法求出其一部分之材積，再按照重量或容積比例法推算其全部材積。 

1.測容法：  

    物體放入裝滿水之容器中，能排出與該物體相同容積之水於器外。應用此理，如將木材

浸入裝滿水之容器中，測定其所排出之水量，即可求得木材之材積。  

    測容器之種類很多，可大致分為兩類：一為將木材放入後，測定其水面之增高度，以求

材積者，為最普通之方法；一為將木材放入後，水被排入其他容器內，再測定排水之容積，

以求出木材材積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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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浮重法：  

    根據阿基米德(Archimedes)原理，物體在空氣中重量與在水中重量之差，等於該物體同容

積之水重。故應用此一原理可求出木材之材積，如果使用公制單位，物體重量在水中減輕 1 g，

則體積為 1 cm3；若減輕 1 kg，其體積則為 0.001 m3。例如物體在空氣中重量為 W1 kg，在水

中重量為 W2 kg，其體積 V 以 m3 為單位，則  

    V＝(W1－W2)/1000 m3  

    然而木材常比水輕，測計時常須附加一比重餃大之物體，使木材沉入水中，方能測定材

積。  

    設 Q1：重錘單獨在空氣中之重量  

      Q1
’：重錘單獨在水中之重量  

       Q2：重錘與木材共在空氣中之重量  

       Q2
’：重錘與木材共在水中之重量  

    則重錘在水中所失去之重量 P1，即等於重錘之體積為：  

    P1＝Q1－Q1
’  

    重錘與木材在水中共同失去之重量 P2，即等於重錘與木材之體積為：  

P2＝Q2－Q2
’  

    則木材之材積 V 為：  

    V＝P1－P2  

3.比重法：  

物體重量與同容積水重之比稱曰比重。  

設 S：木材之比重  

        W：木材之重量  

        W’：木材在水中之重量  

        V：木材之體積  

        W－W’：為木材與同容積之水重，即為木材之容積  

        V＝W－W’  

      ∵S＝W/(W－W’)＝W/V  

∴V＝W/S  

4.重量比例法  

測定多量木材，採用測容法或浮重法求積，費時頗多，宜由欲測材積木材中，先選定一

部份木材供為樣本，測定其材積及重量；再由木材全部重量，堆算其全部材積。  

    設 v：木材樣本之材積  

      w：木材樣本之重量  

      W：木材全部之重量  

      V：木材全部之材積  

    則 V＝W×(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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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單株林木材積式 

伐倒木主幹的材積，可由各截面體累積（即各區分材積合計）而成該單株伐倒木的材

積，將許多相同樹種的林木區分累計材積與胸高直徑，樹高或形數間的關係建立數式

y=f(D,H,F)，即為單株林木材積式，其形式可分以下七類： 

      1. Constant form factor y=b1D
2H 

      2. Combined variable y=b0+b1D
2H 

      3. Generalized combined variable y=b0+b1D
2+b2H+b3D

2H 

      4. Logarithmic y=b1D
b2Hb3 

      5. Generalized logarithmic y=b0+b1D
b2Hb3 

      6. Honer transformed variable y=D2/(b0+b1H
-1) 

      7. Form class y=b0+b1D
2HF 

         y: 幹材積(stem, content) 

         D: 胸高直徑(dbh) 

         H: 沿幹長(height) 

         F: 形數(tree form) 

         bi  i=1,2,3... 係數(constants, coefficients) 

       註：以往利用材積表(volume table，如表6-3)獲得各單株之立木材積（表6-4） 

 

表6-3  建造單木材積表之資料表 

胸徑(in) 樹高(ft) 材積(ft3) 胸徑(in) 樹高(ft) 材積(ft3) 

6.0 65 4.7 16.1 98 59.5 

6.3 63 5.3 16.2 86 48.3 

7.2 69 7.0 16.8 105 76.2 

7.4 63 7.4 17.2 98 58.7 

8.0 78 12.5 17.6 106 75.7 

8.5 66 10.5 18.4 101 78.9 

9.3 74 14.4 19.3 111 89.1 

8.6 80 13.4 18.7 102 85.4 

10.2 83 21.7 20.4 109 104.3 

9.8 77 17.5 19.8 103 92.5 

11.5 74 23.0 20.7 108 102.9 

11.4 84 24.6 21.3 101 113.1 

12.2 98 38.1 22.4 106 115.1 

12.0 98 31.8 22.2 120 135.3 

13.4 96 41.6 23.0 108 125.6 

12.8 90 35.0 23.4 128 152.4 

14.0 95 43.1 24.3 115 167.9 

14.1 91 41.5 23.8 124 153.6 

14.9 87 45.8 25.3 107 138.5 

15.4 98 55.0 25.8 118 177.3 



森林測計學 
第六章  伐倒木測計 

空間資訊研究室彙編 6-7

表6-4 台灣林木材積式 

代號 樹種 迴 歸 方 程 式 株數 R^2 地區 作者年代 

101 扁柏     

102 紅檜 V=0.00043+0.00029D^2 0.51317 荖濃 a 黃崑崗 1977.06 

102 紅檜 V=0.00067+0.00023D^2 0.64447 荖濃 b 黃崑崗 1977.06 

102 紅檜 V=0.07753-0.04222D+0.03052H+0.00137D^2 0.99489 六龜 a 黃崑崗 1977.06 

102 紅檜 V=-0.00324-0.00022D+0.00090H+0.00004D^2H-0.00001H^2 0.99997 六龜 b 黃崑崗 1977.06 

102 紅檜 V=-0.00448-0.01190D+0.00876H+0.00089D^2 0.99284 阿里山 黃崑崗 1977.06 

102 紅檜 V=-0.00908-0.00046D+0.00135H+0.00004D^2H 0.99999 溪頭 a 黃崑崗 1977.06 

102 紅檜 V=0.17571-0.05571D+0.03085H+0.00173D^2 0.99906 溪頭 b 黃崑崗 1977.06 

102 紅檜 V=0.00486-0.00592D+0.00446H+0.00052D^2 0.99715 大雪山 a 黃崑崗 1977.06 

102 紅檜 V=-0.00181-0.00100D+0.00119H+0.00025D^2 0.99442 大雪山 b 黃崑崗 1977.06 

102 紅檜 V=-0.00161-0.00411+0.00375H+0.00045D^2 0.99658 大雪山 c 黃崑崗 1977.06 

102 紅檜 V=-0.02200-0.00322D+0.00263H 0.61090 太平山 a 黃崑崗 1977.06 

102 紅檜 V=-0.02900+0.00381D+0.00284H 0.91209 太平山 b 黃崑崗 1977.06 

102 紅檜 V=0.00010092D^1.541061*H^1.155141 0.9605 大雪山 陳朝圳 1985.05 

104 香杉 V=-0.022780+0.000746D^2 103 0.9797 蓮華池 劉宣誠 鄭宗元 陳麗琴 1974

106 其他松類 V=0.0000625×^1.77924H^1.05866  全省 黃崑崗 1970 

106 松類 V=0.4564-0.0396D+0.0013D^2 70  本省北、中部 楊寶霖 1969 

106 松類 
北部 V=0.3877-0.027164D+0.000919D^2 
中部 V=-487986-0.003504D+0.000905D^2 
南部 V=0.4092-0.027500D+0.000920D^2 

252
1043

344
 

台灣北部 
台灣中部 
台灣南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108 琉球松 
V/B=-0.6656+0.5566H^t 
B：主、副林木胸高斷面積合計  H^t:優勢木平均樹高  台灣北部 林子玉 1974 

108 琉球松 logV=-4.29959+1.66283logD+1.45112logH 603  台灣北部 劉慎孝 林子玉 1970 

110 二葉松 V=1.547675*10^-4*D^1.700988*H^0.721114 0.9845 全省 羅紹麟 馮豐隆 1986 

113 二葉松 LogV=-4.20404+1.77924LogD+1.05866LogH 0.99142 臺灣中南部 黃崑崗 1970 

113 鐵杉 V=0.0000728D1.944924H0.800221   林務局 1973 

113 鐵杉 
北部 V=-0.1795-0.004396D+0.000695D^2 
中部 V=0.7847-0.03527D+0.00088D^2 
南部 V=0.7295-0.035418D+0.000846D^2 

610
2120

807
 

台灣北部 
台灣中部 
台灣南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114 冷杉 
北部 V=-0.5066+0.005367D+0.000696D^2 
中部 V=-0.694737+0.006194D+0.000834D^2 
南部 V=-0.735678+0.006270D+0.000828D^2 

302
532
347

 
台灣北部 
台灣中部 
台灣南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115 雲杉 V=1.6784-0.02733800D-0.17769725Ht+0.00542227D*Ht 225 0.946 楠梓仙溪 洪良斌 羅新興 陳松藩 1980

115 雲杉 
中部 V=-1.0731+0.021053D+0.000797D^2 
南部 V=-0.1997-0.002171D+0.000783D^2 

619
307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116 帝杉     

117 杉木 LogVc=-3.7376+2.4739LogD 0.922 蓮花池 洪良斌 1969 

117 杉木 logV=-3.72573+2.37078logD  中埔 洪良斌 1953 

117 杉木 logV=-3.620459+2.361074logD  能高林場 林子玉 1963 

117 杉木 V=0.0081-0.0011D-0.0051Ht+0.0011D*Ht 70 0.984 土場 劉宣誠 1982 

117 杉木 V=0.0069+0.00001D^3-0.0046Ht+0.0003Ht^2+0.0004D*Ht 70 0.989 谷關 劉宣誠 1982 

117 杉木 V=0.0072-0.0077D+0.0008D^2+0.0004Ht^2 70 0.990 和社 劉宣誠 1982 

117 杉木 V=0.0023+0.00002D^3-0.0020Ht+0.0004Ht^2 70 0.991 濁水溪 劉宣誠 1982 

117 杉木 V=-0.0005-0.0003D^2+0.00004D^3+0.0003Ht^2 70 0.994 日月潭 劉宣誠 1982 

117 杉木 V=0.0117+0.00037D-0.0108Ht+0.0006Ht^2+0.0005D*Ht 70 0.986 蓮華池 劉宣誠 1982 

117 杉木 V=0.0056-0.0068D+0.0008D^2+0.0003Ht^2 70 0.983 藤枝 劉宣誠 1982 

117 杉木 logV=0.71300+1.34335logD  全省 劉慎孝 1969 

118 柳杉 V=5.979663*10^-5*D^1.8753322*H^0.9740340 61 0.99634 全省 羅紹麟 馮豐隆 1985 

118 柳杉 logV=-4.193148+0.933828log(D^2*H) 74  臺大實驗林 楊榮啟 1972 

118 柳杉 logV=0.46902+1.53520logD  全省 劉慎孝 1975.10 

118 柳杉 
lnV=0.00036N+0.16637H  MSE=0.08938 
V:由直徑分佈法算出每公頃材積 N：t 時的每公頃株數 
H:林分優勢木樹高 

0.64265 全省 楊榮啟 馮豐隆 1989 

118 柳杉 logV=-4.193148+0.933828log(D^2*H)  臺大實驗林 鄭進練 1981.11 

118 柳杉 logV=-4.193148+0.933828log(D^2*H)  臺大實驗林 
楊榮啟 陳昭明 李國忠 林文

亮 1976 

118 柳杉 V=17^-4.193148*D^1.867658*H^0.933828   F=2478 0.98 臺大實驗林 馮豐隆 林子玉 1991 

119 台灣杉 V=0.0630-0.0237D+0.0007D^2+0.0012D*Ht 6 0.984 六龜地區 劉宣誠 林國銓 唐讓雷 1984

119 台灣杉 V=-0.577200+0.002115D*H-0.000305H^2 140  
玉山、六龜、台

大實驗林 
陳松藩 1979 

150 其它針 log(V*10)=-3.4692+2.0052logD+0.5598logH+0.0077F 1150  全省 農林航空測量隊 1959 
 
 



森林測計學 
第六章  伐倒木測計 

空間資訊研究室彙編 6-8

表6-4 台灣林木材積式（續）  

代號 樹種 迴 歸 方 程 式 株數 R^2 地區 作者年代 

206 
大葉桃

花心木 
A  V=0.0100-0.00871296D+0.00060626D^2 

+0.00047815DH 
0.995 中埔造林地 劉宣誠 林銘輝 曲俊麒 1981

  
B  V=0.0088-0.00727189D+0.00055226D^2 

+0.00047152DH 
0.994 石弄造林地 劉宣誠 林銘輝 曲俊麒 1981

  
C  V=0.0104-0.00984010D+0.00029846D^2 

+0.00085657DH 
0.994 社子造林地 劉宣誠 林銘輝 曲俊麒 1981

  
D  V=0.0101-0.00679346D+0.00058996D^2 

+0.00033654DH 
0.993 六龜造林地 劉宣誠 林銘輝 曲俊麒 1981

  
E  V=0.0046-0.00473431D+0.00040606D^2 

+0.00040815DH 
0.991 恆春造林地 劉宣誠 林銘輝 曲俊麒 1981

  
F  V=0.0096-0.00850270D+0.00028041D^2 

+0.00086209DH 
0.992 太麻里造林地 劉宣誠 林銘輝 曲俊麒 1981

301 樟樹 V=4.89823*10^-5*D^1.60450*H^1.25502 99 0.9538 全省 羅紹麟 馮豐隆 1986 

350 楠木類 V=0.0000853*DH  全省 陳松藩 1972 

450 櫧櫟類 LogV=-4.0038576+1.8751297LogD+0.745544LogH 928 0.9899 全省 林子玉 1975 

450 櫧櫟類 亞熱帶 高價 北部 V=0.2225-0.013141D+0.000584D^2 266  北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中部 V=-0.6897+0.017390D+0.000448D^2 231  中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南部 V=0.5903-0.032226D+0.000760D^2 198  南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低價 北部 V=-0.0874+0.000890D+0.000501D^2 637  北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中部 V=0.1585-0.009700D+0.000610D^2 256  中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南部 V=0.35736-0.019005D+0.000625D^2 227  南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溫  帶 高價 北部 V=-0.6290+0.022200D+0.000375D^2 272  北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中部 V=0.3257-0.022200D+0.000720D^2 290  中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南部 V=0.491953-0.027304D+0.000733D^2 200  南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低價 北部 V=-0.2979+0.005254D+0.000532D^2 433  北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中部 V=0.1542-0.009830D+0.000608D^2 456  中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南部 V=0.31845-0.018914D+0.000620D^2 492  南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502 相思樹 V=0.0002045×^1.4366684H^0.8480426 20   羅紹麟 馮豐隆 1986 

502 相思樹 
V/B=0.4769+0.4773H  V:立木材積合計 
H:優勢木平均樹高  B:立木胸高斷面積合計 

0.853 臺灣中南部 林子玉 1972 

502 相思樹 logV=-4.35079+1.535731logD+1.150657logH 32  臺灣中南部 林子玉 1968 

502 相思樹 logV=-4.080211+1.599870logD+1.089275logH 788  臺灣中南部 林子玉 楊豐昌 伍木林 1978

510 木油桐 V=-4.109545+1.770289logD+0.982390logH 0.98874 全省 林子玉 楊豐昌 伍木林 1978

514 泡桐 V=0.095701-0.015306Ht-0.006139D+0.001436Ht*D 
+0.000013Ht*D^2 

232 0.9789 全省 劉宣誠 1974 

516 光腊樹 V=0.0000772×^1.8780277H^0.8124601 22  東部南部 羅紹麟 馮豐隆 1986 

516 光腊樹 A  V=0.0018+0000002D^3-0.0021Ht+0.0004Ht^2 42 0.989 潮州事業區 劉宣誠 吳萬益 1984 

  B  V=0.0003+0.00002D^3-0.0012Ht+0.0003Ht^2 42 0.996 A:41 B:46 劉宣誠 吳萬益 1984 

  C  V=0.0026-0.0038D+0.0005D^2+0.0003D*Ht 42 0.985 關山事業區 劉宣誠 吳萬益 1984 

524 銀合歡 lnV=-9.8000+1.65041lnD+1.26416lnH-0.00245828D^2 38 0.9864 恆春潮州 陳朝圳 范貴珠 1989 

600 其他闊 V=-0.6172929499+0.0290345210D+0.000271665D^2*H 0.9612 臺大實驗林 賴清二 1971 

600 其他闊 V=-0.2343485022+0.0005023267D^2+0.0004289683DH 
+0.0000135119D^2*H 

455 0.9060 濁水溪事業區 楊榮啟 賴清二 1970 

600 其他闊 V=0.0000464×^1.53578H^1.50657  全省 劉慎孝 林子玉 1968 

600 其他闊 V=0.0000862×^1.8742H^0.8671   羅紹麟 馮豐隆 1986 

600 其他闊 log(V*10)=-3.0 884+1.8030logD+0.7347logH+0.0047F 1100  全省 農林航空測量隊 1959 

600 其他闊 熱  帶  北部  V=0.2262-0.012267D+0.000596D^2 356  北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中部  V=-0.3721+0.007362D+0.000489D^2 342  中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南部  V=-0.3159+0.006255D+0.000505D^2 520  南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亞熱帶  北部  V=0.2072-0.013181D+0.000642D^2 1646  北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中部  V=-1.5211+0.053000D+0.000177D^2 1301  中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南部  V=-0.26 75+0.005054D+0.000507D^2 739  南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溫  帶  北部  V=0.0038-0.013205D+0.000639D^2 968  北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中部  V=-1.4719+0.052453D+0.000119D^2 916  中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南部  V=-1.1744+0.03820D+0.000270D^2 640  南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806 桂竹 V=26.032D^1.5777*H^1.1237 397 0.9830 臺灣中南部 黃崑崗 1972 

101 
102 

扁柏 
紅檜 

V=1.1436-0.0455D+0.0014D^2 112  本省北、中部 楊寶霖 1969 

101 扁柏 北部 V=-0.7640+0.015717D+0.000655D^2 1941  北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102 紅檜 中部 V=-0.68579+0.00772D+0.000809D^2 1382  中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南部 V=-0.5977+0.009593D+0.000735D^2 1382  南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102 
119 
103 

紅檜 
台灣杉 
肖楠 

V=0.0000996×^1.8505211H^0.7734288 19  
全省林相變更

20 年生以下 
羅紹麟 馮豐隆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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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台灣林木材積式（續） 
代號 樹種 迴 歸 方 程 式 株數 R^2 地區 作者年代 

106 
109 
108 

松類 

濕地松 

琉球松 

V=0.0001430×^1.7009164H^0.7410436 76  
全省林相變更

20 年生以下 
羅紹麟 馮豐隆 1986 

119 
117 
104 
118 

台灣杉 

杉木 

香杉 

柳杉 

V=0.0000702×^1.8942224H^0.8869654 82  
全省林相變更

20 年生以下 
羅紹麟 馮豐隆 1986 

507 

517 

350 

514 

512 

515 

506 

202 

赤楊 
摩鹿加合歡 

楠木類 

泡桐 

桉樹 

柚木 

楓香 

櫸木 

V=0.0000834×^1.8761885H^0.8058127 20  
全省林相變更

20 年生以下 
羅紹麟 馮豐隆 1986 

350 
301 

楠木 

樟樹 
V=0.0000464×^1.53575H^1.50657  

全省林相變更

20 年生以下 
羅紹麟 馮豐隆 1986 

350 楠木 熱  帶  北部  V=-0.309942+0.004553D+0.000505D^2 364  北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301 樟樹 中部 V=-0.179200+0.001526D+0.000519D^2 299  中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南部 V=0.2826+0.003875D+0.000473D^2 303  南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亞熱帶  北部 V=0.75894-0.039825D+0.000833D^2 877  北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中部 V=0.409438-0.022048D+0.000704D^2 658  中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南部 V=1.1045-0.048499D+0.000836D^2 685  南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溫  帶  北部 V=0.79305-0.040112D+0.000811D^2 493  北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中部 V=0.4565-0.021812D+0.000679D^2 274  中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南部 V=-0.702808+0.019461D+0.000398D^2 441  南部 楊寶霖 石子材 1963 

119 
102 

台灣杉 

紅檜 
V=0.0000944×^1.994741H^0.656961   林務局 1973 

113 
104 

鐵杉 

香杉 V=0.0000728×^1.944924H^0.800221   林務局 1973 

 
450 

樟楠類 

櫧櫟類 
V=0.0000863×^1.8742H^0.8671   陳松藩 1972 

 
6-4-4  層積求積法 

價格較低而形狀又不規則的薪炭材及紙漿等工業原料用材，在堆積以後測定其層積之方

法。測定層積時，在地上豎立一定間隔之木樁或設置木框，然後堆入一定長度的木材，根據

木材之長、寬、高，即可求出所佔空間之材積。其計算公式為：  

    實積係數＝實積/層積  

    實積係數之變化範圍甚廣，一般約為 0.55~0.80 之間。影響實積係數之因子為：  

1.樹種：樹幹彎曲凹凸，枝節瘤多，樹皮厚之樹種，實積係數小；闊葉樹種之實積係數較針

葉樹種小約 2~8%。  

2.木材之形狀及大小：同一樹種，樹幹形狀不規則之實積係數小；枝條材較幹材小；粗大木

材之實積係數較大；割材比圓材之實積係數小。  

3.堆積方法：任意堆疊，形狀不整齊者常增大容積，故實積係數減少；反之，能配合木材之

大小、樹幹形狀，細心堆積，自可減少空隙，其實積係數則增大。  

4.木材乾燥程度：木材乾燥收縮體形，致使層積減小，實積係數因而此生材為大。 

 

6-5  樹皮材積之測計 

樹皮之計量法，依其用途或地方習慣而異，有將樹皮剝下後，直接測定其重量或表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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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依層積法、實積法、物理求積法等測其樹皮材積。  

一般原木多數帶有樹皮，可將木材未去皮前測定其連皮材積，去皮後再測定其去皮材積，

二者之差即為樹皮材積。若用幾何學上之公式測定，甚為簡易。茲以 Huber 式說明其樹皮，

材積之計算公式：  

    設 v：樹皮材積  

       l：材長  

       r：連皮中央斷面積  

       r’：去皮中央斷面積  

       D：連皮中央直徑  

       d：去皮中央直徑  

    則
 

 

對於無利用價值之樹皮，因計算立木伐倒造材後之材積常為去皮材積；故由立木材積推

算原木材積時；有測定樹皮材積之必要，此時之樹皮材積常用樹皮率(bark volume percentage)

推算之。所謂樹皮率，則指樹皮材積與連皮樹幹材積之百分比。用公式表示之為：  

    樹皮率＝樹皮材積/連皮幹材材積 ×100  

    樹皮率常依樹種、年齡、生育狀態、樹幹部位之不同而異，根據實驗調查結果，大約在

5~20%間。樹皮薄之樹種約 5~10%，粗厚之樹種約 15~20%，實用上仍以實測調查之平均數為

宜。 

 

6-6  枝條材積之測計。  

    樹木枝條之利用價值低，一般使用重量、層積或捆束等單位測定之。僅在試驗研究需要

精確測定材積時，使用區分求積法或物理求積法求其材積。實用上，依其重量法測定重量再

改算為材積，或由枝條率(branch volume percentage)求材積。所謂枝條率為枝條材積與樹幹材

積之百分比。即  

    枝條率(%)＝枝條材積/樹幹材積 ×100  

    枝條率常依樹種、林齡及生育環境之不同而異。依 Pressler 氏之研究結果，枝條率可以

枝下高率之函數表示之，且枝下高率與枝條率有呈反比之關係。林木主幹無枝條部分自地面

算起之高度，稱曰枝下高。枝下高與樹高之百分比稱為枝下高率，即：  

    枝下高率(%)＝枝下高/樹高 ×100  

 

6-7  根株材積之測計  

根株材積指伐採點以下部分，包括樹根之材積而言。根株材積之大小，依樹齡、地位、

胸高直徑及伐採點之高低而異，約為樹幹材積之 15~20%。因其價值較低，普通多以目測法估

計之。但製造樟腦或特殊貴重香料之樹木，則實測其材積或重量。  

根株材積，依森林學家規定，在地面以下等於伐根直徑(d)一半處之樹心為中心，以三倍

伐根直徑(3d)為直徑之半圓內所包括之根株，測其材積，如圖 6-2 所示。至於實測則為將全部

根株掘出，使用物理求積法或重量測定材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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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根株材積之範圍(楊榮啟、林文亮 2003) 

 

6-8  重量測計 

重量為一種量測的量度，如樟樹、相思樹、竹...等的買賣 

6-8-1  影響木材重量的因子 

  1.密度 

    密度或比重(density or specific gravity) 

    比重=木材的密度／水的密度 

  2.含水量(moisture content) 

    含水率=含水重量／木材鮮重 

  3.樹皮和外來物質(bark and foreign material) 

6-8-2  立木重量之推算 

樹種重量與胸徑、樹高的關係 

一般由胸高直徑(D)、樹高(H)與重量的關係(重量式) 

         logW=a+b.logD+ClogH 

         式中之W：樹重量(kg) 

               D：胸高直徑(cm) 

               H：樹高(m) 

         例如圖6-3、表6-5： 

 

 

圖6-3 胸徑、樹高與重量的關係 

表6-5  琉球松商業圓材重與胸高直徑(DBH)總樹高(H)的關係表 

DBH 

(inches) 

總樹高(H)(ft) 

20 30 40 50 60 70 

6 81 131 183 235 287  

8  252 344 436 528 620 

10   552 696 839 983 

12    1012 1220 1429 

   註：頂端直徑為合皮直徑3.0inches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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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重要樹種之材積與重量的關係如下表 

 

表6-6  主要樹種用材及枝梢材重量表 

級

別 
樹種 

重量kg/m3 級

別
樹種 

重量kg/m3 
用材 枝梢材 用材 枝梢材 

針

葉

樹

一

級

木 

台灣扁柏 804 991 

闊

葉

樹

二

級

木

長尾尖楮 (1,149) 958 
紅 檜 879 1,040 石 楮 (1,270) 1,301 
香 杉 812 994 烏 來 楮 (1,040) 1,297 
台灣肖楠 (1,015) ─ 單 刺 楮 (1,050) 1,258 
紅 豆 杉 ─ ─ 短 尾 葉   
威氏粗榧 ─ ─ 石 楮 (1,040) 1,176 

針

葉

樹

二

級

木 

台 灣 杉 1,137 1,258 紅 背 楮 (1,060) 1,158 
鐵 杉 1,098 1,259 川上式楮 (1,210) 1,140 
雲 杉 (880) 1,210 狹 葉   
冷 杉 1,137 1,258 高 山 櫟 ─ 1,317 
黃 杉 ─ ─ 台灣赤楊 (910) 1,125 
二 葉 松 1,122 1,248 木 荷 (1,051) 1,341 
五 葉 松 1,120 1,378 重 陽 木 (1,067) 1,393 

針

葉

樹

造

林

木 

柳 杉 1,002 1,533 苦 楝 (900) 889 
杉 木 1,097 1,651 光 臘 樹 1,169 1,210 
琉 球 松 1,255 1,639 江 某 1,144 1,048 
馬 尾 松 (1,094) ─ 香 桂 (815) ─ 
濕 地 松 ─ ─ 森 式 櫟 ─ ─ 

   

闊

葉

樹

三

級

木

台灣雲葉 (1,057) 1,128 
闊

葉

樹

一

級

木 

烏 心 石 1,082 1,209 薯 豆 ─ 1,002 
台 灣 櫸 1,276 1,366 烏心石舅 (1,071) 1,114 
牛 樟 1,099 999 烏 皮 茶 (1,069) 1,187 
台灣擦樹 (749) 910 楓 香 (1,000) 1,304 
黃 蓮 木 (1,280) ─ 紅花八角 ─ 1,419 
毛 柿 (1,210) ─ 大 頭 茶 (1,109) 1,239 

闊

葉

樹

二

級

木 

台灣胡桃 ─ ─ 山 黃 麻 (747) 828 
大 葉 楠 (910) 1,002 台灣枇杷 ─ 1,008 
香 楠 (927) 1,162 阿 里 山 ─ 1,171 
假長葉楠 (927) 1,046 灰 木   
瓊 楠 (1,056) 1,164 台灣蘋果 ─ 1,393 
猪 腳 楠 (963) 1,135 雜 木 ─ 1,131 
南 投   闊

葉

樹

造

林

木

柚 木 1,329 ─ 
黃 肉 楠 (993) 941 相 思 樹 (888) 1,217 
樟 樹 (1,000) 1,032 鐵 刀 木 (1,110) 1,223 
厚 殼 桂 (900) 1,024 泡 桐 794 809 
青 剛 櫟 (1,180) 1,369 油 桐 779 990 
錐 果 櫟 (1,250) 1,338 木 麻 黃 ─ 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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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以樟樹生物量(重量)為例，其分段如圖6-4。其調查記載方式如表6-7。 

 

 
圖6-4  樟樹生物量分段示意圖(羅紹麟、馮豐隆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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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7  樟樹伐倒木重量記錄表(羅紹麟、馮豐隆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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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樹調查以99株伐倒木資料處理得知： 

(1) v ＝4.89823×10-5D1.60450H1.25502 

(2) W＝1.21408×D0.445142×H1.68151 

 

    且其樟樹主幹重量與材積關係情形如圖6-5。 

 
圖 6-5  樟樹主幹重量與材積關係圖(羅紹麟、馮豐隆  1986) 

 

6-9  木材檢尺 

    木材檢尺(Timber scaling)又稱木材檢寸或木材檢知，檢尺之「尺」字係指長度，檢寸之

「寸」字係指直徑或寬、厚而言，一般應用上無多大分別。其意義乃為測計木材之長度、直

徑、寬度、厚度、重量及其材積之計算等方法。此外，亦同時判識樹種、材種、品等，並依

其伐採地點、伐採年月，分別予以刻記與記載；必要時，並先後多次檢驗，以視其是否前後

相符，避免在運轉途中發生短少或其他弊端，但後者非其主要目的。  

    木材檢尺用於製品材較為簡單，其材積計算方法，即以其寬、厚、長之互乘體積為其材

積，故問題較小；但原木、胴割材等因其形狀多為不規則，檢尺時易發生種種困難，如原木

之實際材積，常依樹種、生育地及生長等關係，致木材之形狀不同，若以一定的公式計算其

實際的材積，實為相當困難，但為調查、管理或交易上的需要，舉世各國或各地，其公私雙

方，均分別訂定各種不同的木材檢尺法。  

    同一木材，經不同檢尺法檢尺之結果，相互比較，有時頗有出入，讀者於將來實際工作

中，若發現進口木材用台灣檢尺法複測時，或木材商與林務機關，在檢尺結果上，發生差異

時，大可不必訝異。但此一現象，在生產現代化、商品國際化與標準化之要求下，究應設法

予以消除，實有必要相互研討，修訂出一套共同遵守之檢尺法，而台灣所遵從的檢尺法為台

灣省林務局木材檢尺及分等規則（附錄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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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木材檢尺之場合  

    依照台灣省林務局木材檢尺及分等之一般規定，木材檢尺於下列場合行之：  

1.造材完畢時。  

2.集材裝車時。  

3.運材到達貯木場時。  

4.製材完畢時。  

5.前四項外，實際認有必要時。 

 

6-6-3 木材長度直徑寬厚之測計  

1.木材長度之測計  

(1)木材之長度，以首末兩端之最短垂直角之連接直線為準，如圖 4-2 所示；但一般實際所測

之長度，常為樹幹外側之長度，因而容易產生誤差，其誤差將隨兩端直徑之差異而增大。  

(2)木材之長度以公尺(m)為單位；天然生針葉樹原木，取至單位以下一位為止，餘數不計。

例如材長 4.19m 捨作 4.1m，4.39m 捨作 4.3m。  

(3)造林木針、闊葉樹、天然生闊葉樹原木及山造角材，未滿 20 公分及其倍數之餘數不計，

例如 4.19m 捨作 4.0m，4.39m 捨作 4.2m，餘數推。  

(4)經主管機關指定造材長度者，按照造材規格指定長度為準，不受上述條件限制。  

(5)原木最短直線長度之一端如為削端，其長度在 4 公分以下及延寸、根張或伐木倒口部分，

概不計其長度。  

2.木林直徑寬厚之測計  

(1)正常木材之測定：  

A.原木之直徑，以其正長末端最短直徑與成直角之直徑平均之。  

B.原木末端之形狀不規則時，應連測四徑平均之。此時第三徑必須與第一及第二徑成 45°，

第四徑亦必須與第三徑成直角。  

C.測直徑之斷面若為喇叭口時，其喇叭口部分應予扣除；如首端直徑反較末端直徑為小時，

應視首端直徑為末端直徑。  

D.直徑之測定以公分(cm)為單位，未滿公分者不計。例如連測 17.8cm 及 18.5cm 二直徑，

讀作 17cm 及 18cm；直徑平均時，未滿二公分倍數之餘數不計，如前二徑平均得 17.5cm，

捨作 16cm。  

E.造林木針葉樹材例外，於平均時，未滿 1 公分之餘數不計。例如連測 11.4cm 及 12.6cm

二直徑，測定讀數為 11cm 及 12cm，二者平均得 11.5cm，捨作 11cm。  

F.山造角材測定厚、寬度時，應測定最小橫斷面，測定讀數止於單位公分，餘數削除。例

如 21.9cm，捨作 21cm。  

G.製品之寬、厚仍以公分為單位，但須計至單位以下一位為止，餘數不計。例如 21.95cm，

捨作 21.9cm。  

H.山地手工製材之寬、厚度測定，止於單位 1 公分，餘數不計。  

I.木材斷面直徑與寬、厚，一律以公分為準，但計算材積時應換算為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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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樹木生長 
 

7-1  前言 

所謂生長（Growth），即樹木或林分經一定時間，增加之量稱為生長量（Growth 

increment），此現象稱之為生長。提供建立生長與收穫模式理想的資料，應該有數個基於相

同或類似環境條件且具有由建造到收穫伐採的完整年度的林分記載資料，稱之為真實生長序

列（real growth series）（Pienaar, 1965）。然而因為長時間的收集工作相當困難，當可資利用

的永久樣區資料不足時，則使用涵蓋地位、林齡較廣範圍的臨時樣區，以空間換取時間的資

料，這樣的林分資料稱為抽象生長序列（abstract growth series）（Pienaar, 1965）。另外也可

由樹幹解析得到過去林木生長的記載，此種技術可由年輪得悉林木樹高、胸高直徑的生長和

其形數的增加，更而得到斷面積、材積生長等。亦可由生長錐得木心的年輪寬，更而瞭解胸

高直徑生長情形。 

某一樹種或某些樹種組成的林分，大都由：林齡、林地生產力、密度和保育形式等四個

因子決定其生長與發育。所謂的保育形式為因應生產原木為目標之全部生產過程中，各部分

有效技術系列之體系，包括栽植密度、間伐開始時期、間伐後應保留之立木株數、間伐之間

隔時間、打枝、主伐期、至伐期留存株數等。 

第七章針對單株林木的生長，第八章針對林分的生長與發展兩大部分，分別討論單木樹

高、胸高直徑、斷面積、材積與單位面積之個體數、胸高直徑分布、樹高分布、斷面積分布

與材積分布等性態值生長量化之研究發展過程及性態值與生長因子的量化關係。 

 

7-2 林木結構系統 

就一棵樹而言，根、莖、葉、花、果實、種子，各個部位皆會生長，若以生物體細胞、

組織、器官、系統、個體來區別，當然也皆有生長現象。 

單株林木(individual tree)，以根、莖、樹冠來說明（如圖7-1），根部有根端（Taproot）

向外、向下延伸，莖部則由形成層（cambium）向內生木質部(xylem)為邊材（sapwood）且漸

漸向內累積為不具活力但有支柱力的心材（heartwood）；向外則生長韌皮部（phloem）亦即

為內皮（inner bark）為食物養分運送的地方。 

 
向內生長木質部←形成層→向外生長韌皮部以髓為中心，同心圓→春秋材→年輪(annual 

ring)或稱木輪(wood ring) 

       
 
    樹冠由枝條與葉組成，其數量和各單位，亦透過生殖及生長點增加(increment)或生長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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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生長階段：種子──→幼苗──→壯齡木──→老齡木──→枯死 

發芽     生長       生長       衰老 

植物內細胞到個體的組織層級： 

細胞──→組織──→器官──→系統──→個體 

 
圖7-1  樹的生物結構與生長現象(Oliver S. Owen, 1980) 

樹每年增加高

度和枝條以增

加新枝來擴展 

葉由空氣和土壤獲得光線

與熱能，以生碳水化合物，

並由傳導作用是放水分 

樹冠 

CROWN 

樹幹 

TRUNK 

樹根 

ROOTS 

新材 

支柱樹幹 
邊材將水分養分由

根帶到葉 

形成層(直徑生長的

細胞層)，向內建立樹

組織，向外生樹皮 
內皮韌皮部)將葉製 

作的食物由葉帶到 

枝條、樹幹與根 

外表皮保護樹免受傷害 

樹根 

 

邊材 心材 髓 髓線 

形成層
內表皮
外表皮

根毛吸收水分與

可溶性礦物質 

芽、根尖和形成層是林木生長的部位，透過

葉部的氣孔、枝條、樹幹與根部的皮孔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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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木經營最重要的部份即是立木時的莖，亦即樹幹（tree stem）伐倒後的原木（log），

將樹幹的構造予以剖析，則包括外樹皮（outer bark）、內樹皮（inner bark）、形成層（cambium）、

邊材（sapwood）、心材（heartwood）幾個部位。如圖7-2。 

生長（Growth）：樹木或林木經一定時間增加之量稱之為生長量(growth rate)或稱絕對生

長(absolute growth rate)；邊際生長(marginal growth)。 

形成層向內生長木質部，向外生長韌皮部，以髓為中心，構成同心圓，由春秋材的年輪

(annual ring)組成，如圖7-2所示。 

 

 
圖7-2  樹幹一般結構圖 

若以縱切面（longitudinal section）來看一棵樹幹的結構，則可以很容易地瞭解其年輪與

木質部，於樹幹和主要枝條的生長情形。如圖7-3。 

 
圖7-3  樹幹縱切面木質生長狀況 

外表皮 Outer barkroots 

內表皮 Lnner barkroots 

形成層 Cambium 

邊材 Sapwood 

心材 Heartwood 



森林測計學 
第七章  樹木生長 

空間資訊研究室彙編 7-4

 
7-3 樹齡（單株）之查定方法 

    a.根據造林台帳等栽植撫育記錄或口碑法查定 

    b.目測法─視地位、林分狀態（但地位優良或疏林之樹木往往會高估樹齡；生長在貧瘠地

地裏的林木或被壓的樹木→其樹齡往往會被低估） 

竹的年齡可由竹桿色澤判斷之；由樹木大小、樹皮外貌、樹冠形狀等經驗亦可略推之。 

    c.枝節法─松樹(Pinus)、冷杉(Abies)、雲杉(Picea)、南洋杉等樹種可由輪生枝條知其樹齡。 

    d.生長錐法─立木以生長錐（increment borer）（含錐管、錐柄、拉針）獲得木蕊，再由

木蕊上的年輪數可推估樹齡。（使用法如附錄7-1所示） 

雖得之木條可知(1)年輪數目→林齡 

(2)小木條年輪間寬度→直徑生長 

    e.伐倒木斷面計算年輪 

      註：現實齡（actual age）：由發芽到調查時之實際年齡 

          經濟齡（economical age）：樹木從發育正常（即施業方法、環境條件適當且未受

妨礙情況下)至今所經過的年數 

    f. C14放射追蹤測定 

    g.由平均生長量推求之，由目前總生長量除以該樹種已知之平均生長量，即可獲得林齡 

 
7-4 生長量 

    林木生長決定於基因(樹種、品系)與環境，還有基因與環境的交互影響。 

  (1)依時間、位置、土壤、氣候、林分結構、林分密度而異，土壤、位置可稱穩定因子（stable 

factor)，林分結構、林分密度→稱為牽動因子(transient factor)。 

  (2)測定部位分(a)直徑生長量（diameter growth） 

(b)斷面積生長量（basal area growth） 

(c)樹高生長量（height growth） 

(d)材積生長量（volume growth）=樹木生長、林木生長、樹幹生長 

林木的胸高直徑、斷面積、樹高、材積又稱為單株林木的性態值(characteristics)。 

  (3)性態值生長量測定計算依時期分： 

    a.現實生長量（current increment）：一定期間實際生長量 

     (a)連年生長量（current annual increment，C.A.I.）一年間生長之量 

                      C.A.I.＝Gn+1-Gn 

            式中Gn1為(n+1)時的生長總量(n+1時調查量) 

                Gn為n時的生長總量(n時調查量) 

     (b)定期生長量（Periodic increment，P.I.）一定期間(i)的生長之量 

                      P.I.＝Gn+i-Gn 

     (c)總生長量（cumulative increment）由發芽到現在生長量累積總量 

  b.平均生長量（average increment ）一定期之現實生長量／期間年數。 

     (a)定期平均生長量（periodic annual increment，P.A.I.） 

p

GG
IAP npn 
 ...  

            式中Gn＋p為(n+p)時的生長總量 

                Gn為n時的生長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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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總平均生長量（mean annual increment，M.A.I.）→一般指年平均生長量。 

n

G
.I.A.M n  

式中的Gn：n年時總生長量 

(4)查定方法 

 A.利用連續調查(continuous forest inventory)的資料 

 B.利用樹幹解析(stem analysis)－樹幹解析為了解林木生長最直接的方法，藉由年輪的判定

及材積計算，並藉由圖表資料的展示，將文字資料轉換成易懂的圖，以明瞭林木的生長

變化。 其實際操作過程如本單元之實習。 

 
1.胸高直徑 

胸高直徑係量測樹幹固定高度（一般定為1.3m=4.5ft）的直徑。林齡在同齡林的林分，有

兩種解釋：(1)為林分建立至目前所經過的時間(2)為種子發芽成苗，至今所經過的時間。而林

木性態值與林齡的關係在生長研究上有兩種表示方法： 

(1)為生長速率(Rate of Growth)或稱絕對生長率(Absolute Growth Rate，AGR)，因林木生

長期長所以常以年為單位，謂之連年生長(annual growth)。(2)為總生長量(total growth；

accumulated growth)；生長速率與林齡所形成的曲線稱為直徑生長速率曲線(Growth-Rate 

Curve)一般為鍾型(Bell shap)曲線。總生長量與林齡所形成的曲線稱為生長曲線(Growth curve)

一般為具有漸進線的拉長S型曲線(又稱為sigmoid curve)。假如胸高直徑生長速率表示單位時

間內胸高直徑(D)的改變量，用dD/dt表之，為時間(t)的函數，dD/dt=f(t)，則胸高直徑總生長

量為D= f(t)dt；生長速率、總生長量與林齡之關係圖可由圖7-4表之。 

 
圖7-4  胸高直徑總生長量(     )與連年生長量cai(****)平均生長量mai(     )間的關係圖 

 
一般的生長形態大體一樣，但會隨相同地點不同樹種，或相同樹種不同位置而異。 

2.斷面積生長 

斷面積可說是胸高直徑衍生出來之變數，若以dB/dt代表斷面積生長速率，B表斷面積，

則在一段期間 (t， t+1)之斷面積生長速率 (dB/dt)可由胸高直徑生長速率 (dD/dt)求出，

)]dt/dD(D[2/dt/dB t 。而當胸高直徑生長率維持一定，斷面積生長率會隨胸高直徑增

mai 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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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增大，可由數學式推衍得之斷面積最大生長速率發生於胸高直徑之後。 

3.樹高生長 

由於林分高和林齡的關係，決定立地品位(site quality)，所以其間的關係式，頗受重視。

雖然相似地位的林木樹高生長速率有所不同，但其趨向則大體一致，至於對某一樹種在不同

環境下其關係圖會改變，這個事實已廣泛用於生長，收穫學和地位評價(site evaluation)。樹高

生長通常是發生於胸高直徑生長之前。 

樹高生長曲線可用多次式表示之，如7-1式： 

2
210 tataaH  (7-1) 

 
像這樣的數式利用統計方法分析觀察調查資料的(獨立)變數以建立模式，或推估依變

數，謂之實證模式(Empirical model)，在做內插(interpolation)時效果很好，但對整個林木生活

史的描述則不佳，而且在做外插(extrapolation)求解時要相當注意，因為H是趨近一漸近線

(asymptote)，描述這樣曲線的函數(當t→∞時)稱為漸近線函數(asymptotic function)。用這樣的

模式來描述樹高生長較理想。一般利用生物生態原理過程整理進行分析建出來的模式謂之機

制模式(mechanism model)。 

以下係以往被提出應用於樹高生長之漸近模式，如Buckman(1962)提出有機生長量

(organic growth rate) 和有機時間單位(organic time)描述樹高生長，Curtis (1964)利用樹幹解析

的林齡─樹高關係曲線來探討地位曲線式。Carmean (1972)亦利用樹幹解析資料來探討美國中

部幾個州的四種高地橡樹而以 3b2b
1 )Agee1(bH  式來探討，Lenhart (1972)亦使用樹幹解

析資料來改進樹高林齡資料，Burkhart et al. (1972)利用Schumacher式導出地位指數。 

4.材積生長 

斷面積生長率積聚(累積)量(B)，一般發生於樹高生長之後而在時間過程裏材積(V)和斷面

積(B)的最大連年生長量發生時間前後的關係如下：如樹幹材積V，與Dk成比率(k>2)則樹的最

大材積連年生長量(dV/dt)發生於斷面積生長（dB/dt）之後。 

 
5.生長量 

連年生長量可以代替生長速率、其他還有二種表示生長的方法，即：(1)年平均生長量

(mean annual increment，mai)，若以林木之性態值來說明，年平均生長量(MAI)定義為

MAI=Vt/t=F(t)/t式中Vt為t時的材積，是時間t的函數。(2)相對生長量(relative growth rate，

RGR)，又稱生長速率，若以數式表之，則為(dV/dt)/V。 

    MAI最大時，表示 Vt/t=F(t)/t的一次微分為0 

    即  (tF'(t)-F(t))/t2=0 

    也就是  F(t)/t=F'(t)=dV/dt   ..............................(7-2) 

此表示當平均生長量最大時即平均生長量等於連年生長量。在此點以前，連年生長量大

於平均生長量，在此點之後，連年生長量小於平均生長量，而此時亦是平均生長量曲線與連

年生長量曲線相交之點。連年生長量與平均生長量之間的關係若以數式表示則此兩者的關

係，可由圖7-5表示。 

生長速率雖然是連續改變，但由於瞬間改變率(instaneous rate measures)即使可獲得也非常

小，所以一般都由某一期間之平均生長量代替時間生長量使用。或以一年或數年期間的生長

量如年連生長量(current annual increment,cai)或期間生長量(periodic increment,PI)代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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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5  連年生長量曲線與平均生長量曲線的關係圖 

 
相對生長量，生長速率(Relative Growth Rate, RGR，R)，若以材積相對生長量(Rv)說明，

可以以數式表示如下。 

Rv=(1/V)(dV/dt)  ......................................(7-3) 
 

平均相對生長速率(Mean Relative Growth Rate，MRGR)和平均單位葉率(Mean Unit Leaf 

Rate，MULR)是有關植物生長的兩大考慮因子，常是生長模式創立的根源(Causton and 

Venus，1981)，這兩個因子若以數式表示，如下： 

平均相對生長速率 

 


 2

1

t
t

12
dtRv]

)tt(

1
[Rv .............................(7-4) 

      將(7-3)式代入，則  


 2

1

v
v

12
dv)

v

1
(]

)tt(

1
[Rv  

                     因為 vlndv)
v

1
(    

                     所以
)tt(

)VlnV(ln
Rv

12

12




 ..............(7-5) 

                       V1：t1時之材積 

                       V2：t2時之材積 

 
  (2)平均單位葉率(mean unit leaf rate，E)，以數式表示為 

 


 2

1

t
t

12
dtE]

)tt(

1
[E     .............................(7-6) 

式中的E：為相對葉率 

         所謂相對葉率為： 

      )
dt

dWr
()

LA

1
()

dt

dWp
()

LA

1
(E     ..................(7-7) 

         Wp：t0～t 時光合作用所生產乾重 

         Wr：t0～t 時呼吸作用所消耗乾重 

         LA：葉的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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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7-6)、(7-7)式知 




 2W
1W

12 LA

dW
]

)tt(

1
[E .............................(7-8) 

       W1：為t1時的葉重 

       W2：為t2時的葉重 

 
(7-8)式若要能積分則W與LA的關係要知道才可以，倘若W=A=a+LA，a、b為母數則(7-8)

式： 

)tt(

)LAlnLA(lnb

LA

dLA
]

)tt(

b
[E

12

12

LA
LA

12

2

1











 

      式中的 LA1為t1時的葉面積 

             LA2為t2時的葉面積 

 
 
7-5  生長速率 

生長速率亦即變動量(生長量)與基準的總量間的比值 

1.Leipitz 複利式 

%100
W

)WW(
P

P100)WW(W

t

n
tnt

tntt










 ：：

 

式中的Wt：總生長量   P：生長率 

2.單利式： 

np
W

WW

pnWW

npWW

t

tnt

tnt

tnt








 










%100
)(

%1/

)%1(

 

3.Pressler：平均生長量給前後平均總生長量的平均 

n

200

WW

WW
P

100p
2

WW

n

WW

nt

tnt

tnttnt














 ：：

 

4.Kunze式 

   連年生長量：
n

WW tnt   

   n年初之總生長量：
n

WW
W tn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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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1n(W)1n(W

WW

200
WWnWWn

WW
P

tnt

tnt

tntntt

tnt



















則生長率

 

5.堀田氏式 

elog

1

W

100
)WlogW(log

100
W
dt

dw

P

tnt 





生長率
 

7-6  生長曲線 

     1.單株林木生長的基本模式 

       (1)樹高曲線式 

       (2)單株材積式 

     2.生長曲線模式 

     3.生長率式 

表7-1  一般理論式之性質 

模式形態 

Model type 

A 
Mitsherlich 

B 
Logistic 

C 
Gompertz 

微分方程 

Differential equation )yM(k
d

d

t

y   )yC(l
d

d
y

t

y   )ylnA(lnq
d

d
y

t

y   

生長函數 

Growth function 
)Le1(My kt  

btae1

C
y


  

eAey   

介量之性質 

Nature of parameters M

yM
L 0
  

M：漸近值 

k：潛在生長 

y0：初值 

0

0

y

yC
lna


  

b=C1 
C：漸近值 

l：潛在生長 

y0：初值 

)
y

A
ln(lnp

0
  

A：漸近值 

q：潛在生長 

y0：初值 

介質期望質之範圍 

Range of parameters 
expects 

原介量：M>0、K>0、

y0≧0 
導出介量： ≦0<L 1 

原介量：C>0、l>0、

y0≧0 
導出介量：a>0、b>0

原介量：A>0、q>0、

y0≧0 
導出介量：p>0 

反曲點 

Inflection 

Nil t=a/b 
y=c/2 

t=p/q 
y=A/e 

最大生長量 

Maximum growth rate 

MLK 
(When t=0) 

bc/4 
(When t=a/b) 

aq/e 
(When t=a/b) 

凸性 

Convexity 

上凸 

(all way) 

上凸 

(When t<a/b) 
下凸 

(When t>a/b) 

上凸 

(When t>p/q) 
下凸 

(When t>p/q) 
對稱性 

Symmetry 

非對稱 以反曲點為中心，兩端

對稱 

非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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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6  一般理論式之曲線型態 

      Figure 7-6：The curve types of general theoretical equation 

                (A) Mitscherlich curve 
                (B) Logistic curve 

            (C) Gompertz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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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林分性態值測計 
 

8-1  前言 

 

森林經營者為求合理的經營決策，必須掌握關於森林資源的適當資訊。林分（stand）為

森林之一部份，有許多樹木聚生在一定面積之林地上，其樹種或樹齡之構成等皆成均齊狀態，

足能與森林中之其他鄰接地區之森林區別者謂之。林分如由同一樹種之林木構成時，稱做單

純林（pure forest）。如由二種或二種以上樹種構成時，則稱做混淆林（mixed forest）。所構成

之各株林木年齡皆相等或歧差異範圍很小時，稱做同齡林（even age forest）；如由不同年齡或

年齡差異較大的林木所構成時，稱做異齡林（uneven forest）。一般所常見者多為同齡單純林

或異齡混淆林。人工林多為同齡林，而天然林大多為異齡林。也就是說，同齡單純林的特徵，

其所構成之各株林木之性態值（如DBH、H等）的變異小而且比較均齊，其產生的差異是由

環境所造成的，而並非年齡及樹種之因素。反之，所構成之林木性態值的變異大而且比較不

均齊時，則為異齡混淆林。一般林分的性態值可依現況（status）、功能（function）與變遷（change）

來說明，而林分現況則以樹種組成（species composition）、林分結構（stand structure）、林分

蓄積量（stand growing stock）表之，變遷則以林分發展生長（stand development、stand growth）

表之，而影響林分生長的因子，則有樹種組成、林齡、密度、地位與整地、疏伐、施肥等處

理。 

 

8-2  樹種組成 

 

在生態系不同群落中，組成之生物具有生態多樣性，而形成許多生態區位（ecological 

niche），即使在同一生態地位中，亦由許多不同之分類群（taxa）的生物所組成（劉棠瑞與蘇

鴻傑，1989）。換言之，同一生態區位之生物，並不一定屬於相同之分類系統。如整個植物群

落即具有許多分類群。在一般自然生態系中，常具有許多歧異之物種。而物種之歧異現象，

稱為生物群落之物種多樣性（species diversity）。多樣性是以地區物種的數量化指標表示，為

生態學研究中極為重要的課題，無論對何種生物社會的研究，多樣性的描述均是極為重要的

一環，Whittaker（1977）依資源調查多樣性（inventory diversity），將多樣性分成四種尺度，

依序為： 

點多樣性（point diversity） 

用於描述微生育地（micro-habitat），或自均質生育地所量測之樣本多樣性。 

α多樣性 

指描述一生育地內（within-habitat）的物種多樣性。 

γ多樣性（gamma diversity） 

描述如一島（island）或地景（landscape）等許多不同生育地的多樣性，可說是 α

多樣性的集合（Σα diversity）。 

ε多樣性（epsilon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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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稱為區域多樣性（ regional diversity），即應用於較大尺度之生物地理區

（biogeographic area），可說是 γ多樣性的集合（Σγdiversity）。 

 

舉例來說；調查一片葉子上的昆蟲，論其點多樣性，以整體植物，論其α多樣性，再就同

一種植物之單一群落，探討其γ多樣性，而後，進一步以一森林內之同一種植物的多個群落，

研究其ε多樣性。然而，Whittaker（1960; 1977）又提出與點多樣性、α多樣性以及γ多樣性相

對應的型態多樣性（pattern diversity）、β多樣性和δ多樣性（delta diversity），以上例來說；其

中的β多樣性是比較幾個以同一種植物為單位的生育地，論其昆蟲相的多樣性，來瞭解其間昆

蟲種類的變化或豐富度（abundance）；另δ多樣性應可視與ε多樣性同級，用來比較其各γ多樣

性之種類組成及豐富度的差異。 

其實多樣性之分類標準，因人或其目的不同，而有所差異，如 Lawton（1978）依 Whittaker

（1977）的四種多樣性尺度，研究羊齒類植物（bracken）中之蟲相變化，分別以複葉（frond）、

區塊（patch）、國別（country）和洲（continent）為單位，探討其點多樣性、α多樣性、γ多

樣性及 ε多樣性之差異。另 Spellerberg（1991）認為所謂 α多樣性；指在一定生育地（habitat）

或群落之物種多樣性；而 β 多樣性，即量測不同梯度變化之各生育地間的種類變化程度和速

率，凡此皆屬於生育地多樣性（habitat diversity）；然所謂 γ多樣性，泛指一般生態地位的資

源多樣性，受 α多樣性與 β多樣性之變化所影響，即用於瞭解地理區內之多樣性。如 Su（1994）

曾研究台灣森林植物群落的多樣性，其以類似於 Spellerberg（1991）的三種尺度，以不同的

林型，探討其 α 多樣性；依同林型之不同海拔梯度的生育地，探討其間 β 多樣性的變化；再

以全島之六大氣候區的尺度，分述其 γ 多樣性的差異。簡言之，各種分類方法，只是用於分

析不同層次之生態範圍的多樣性 

目前在生態研究上，最常用的種多樣性的公式，有種豐富度(species richness)、新浦森多

樣性指數(Simpson's index of diversity)、夏農多樣性指數(Shannon's index of diversity)與均勻度

指數(evenness index)等。如下： 

 

1.種豐多度指數(species richness index) 

 

R＝S/N  式中 S：為在所調查的植物社會中，總共出現的種數。 

    N：為在所調查的植物社會中，總共出現的個體數(株數)。 

 

本式之最小值趨近於 0，即種數 S 為 1，個體數 N 趨近於無限大時;而其最大值為 1，即

當種數 S 等於個體數 N 時。種豐富度的優點在於計算方便，但其最大缺點則在於末考量個體

數的分配情形，並未能顯示出此二植物社會之差異。 

    另就目前生態研究發現(呂及許，1995;Evanet al.,1955;Hopkins，1955;Preston,1960)，植物

的個體數條隨著調查樣區面積的增加呈直線關係增加，而種數則係隨著調查樣區面積的增加

呈對數關係增加，然本式之表現垃末考慮種數與調查面積間之對數關係，因此當所調查的樣

區面積不同時，常難以比較兩生物社會之中豐富度間是否具有差異。放在實際計算時，常採

用下列修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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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1：R=(S-1)/logN   (Margalef,1958) 

式 2：R=S/√n     (Menh1n1ck,1964) 

 

2.種豐富度指數（species abundance index） 

假設有二昆蟲群落，A 蟲相有四個不同科的鱗翅目昆蟲，每一科的昆蟲含 3 隻，總個體

數為 12，而 B 蟲相亦有四個不同科之鱗翅目昆蟲，其中一科含 9 隻，其餘 3 科各含 1 隻。由

此可知，雖然其種豐多度都一樣（各含四個不同科的昆蟲），然其種豐富度卻不同，A 蟲相

中，四個不同科的昆蟲均有同等發現之機會，而 B 蟲相裡，有一科的昆蟲為優勢種（即含有

9 個個體），其多樣性較 A 蟲相為低。同樣地，均勻性（evenness）也較低，因此，物種之比

例豐富度指數有別於前述之種豐多度，即考慮了個體數之分配情形 

 

3.新浦森多樣性指數(Simpson's index of diversity) 

 

C：為植物社會的優勢度。 

C＝∑ (ni/N)2=∑ (Pi)
2    ni：為第 i 種植物的個體數。 

Dsi＝1-C         N：為植物社會中所有植物種類個體數之和。 

      Pi：即在某林分中發現第 i 種植物的機率。 

 

本式的最大值趨近於 1，即所有的 ni 均等於 l(即 N 等於 S)，而 N 趨近於無限大時;而其

最小值為 0，即種數 S 為 1，ni 等於 N 時。 

Simpson 多樣性指數之最大特色，即在以機率的觀點來表達其多樣性。根據機率論，二

獨立事件一起發生的機率，等於該二事件各別發生機率的乘積( (Pi)2)。在一植物社會中，同

一種類相遇的機率越高，無疑地，此一植物杜會將由此種植物佔優勢的情形將愈明顯。將所

有植物相遇的機率加總，即為該植物社會的優勢度。而優勢度與多樣性是一體的兩面，優勢

度越高，則多樣性越低，故多樣性即以優勢度之最大值 1 減去該植物杜會實際之優勢度。唯

本式顯亦有以下缺點: 

a.無法表現出樣區面積(植物社會所佔面積)對種數所產生的影響:從植物生態的研究發

現，當調查面積越大時，種數的增加雖趨近緩和，但仍會持續增加，然本式並末考量

到此種影響。 

b.受調查的精確度影響極大:調查越精確，種的辨識愈仔細，種數會有所有增加;及調查愈

仔細，被發硯、記錄到的稀有(偶然)種，也會有所增加，故會造成植物社會調查結果

之差異，而導致植物社會的優勢度降低及多樣性的增加。 

 

4.夏農多樣性指數(Shannon's index of diversity) 

ni：為第 i 種植物的個體數 

Dsh= - ∑ (ni/N) X log(ni/N)= - ∑Pi X logPi  N：植物社會中所有植物種類個體數之和 

Pi：即在某林分中發現第 i 種植物的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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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式之最小值為 0，即當種數 S 為 1，植物株數(ni)等於 N 時，Dsh=-1 X log1=0;而最大值

為 1ogS，即所有之植物株數(ni)均等於 1，這時 N 即等於 S， 

Dsh=-S X(l/S) X log(1/S)=-log(1/S)=1ogS。 

 

本式以對數的方式來校正 Simpson 多樣性指數在調查樣區面積與種數間之關係的缺點，

基本上應較符合大多數對植群研究的結果。唯因本式無一定之範圍，最大值 logS 實際上很難

加以界定。科學上之所以要將許多問題加以量化的目的，除在闡述外，就是為了要方便比較，

在此一方面上，Shannon 多樣性指數顯然也不是很理想。 

 

5.均勻度指數(evenness index) 

 

E=Dsh/logS  Dsh：夏農多樣性指數 

S：為在所調查的植物社會中，總共出現的種數。 

 

    本式係以 Shannon 多樣性指數為基礎，並將之除以其可能之最大值(logS;，使其變化範圍

限定於 0 至 1 之間。唯當一植群之種數愈多(尤其是有柑當數量之稀有種)時，導至均勻度指

數反有降低之趨勢，故本式之應用是否合理，實有加以探討之必要。 

 

    總體而言，在此四多樣性指數中，新浦森多樣性指數或許較適宜一般生態研究之用，但

是均缺乏對林分組成、植物社會面積等之考量，若有再加上樣區面積、總株數及總種數三個

因子，或方能得出一較理想的多樣性指數公式。 

 

8-3  林分結構  

 

林分結構指林分所包含之樹種及林木大小之分布而言，為林木在其生長過程中，由樹種

習性、環境條件、經營撫育等不同所造成。表示林分結構的指標，通常為胸高直徑的株樹分

布。同齡單純林之直徑分布，一般成常態分布(圖 8-1)；而標準的異齡林分布，則擁有多數小

徑木，隨直徑增大而株數減少，如圖 8-2 所示。 

為了避免主觀，現在常以數學式來描述整個林分的分佈。為了有效掌握林分生長情形，

則不僅要瞭解林分平均胸高直徑的發展，而且需要知道各直徑級的林木分佈。連續機率密度

函數(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pdf)用來描述直徑分佈，而且函數中的母數常被用來做估測或

推測林分生長收穫的工具。1898 年法人 Deliocount 即已發展描述直徑分佈的數學與統計模

式，並提出 q 值來說明異林齡林分的林分構造。早期直徑分佈和母數隨時間改變的研究，是

由 Meyer 最早將 Charlier type A 曲線使用於林分構造的量化分析中(Prodan, 1968)。Clutter and 

Bennett (1965)首先將 β 連續機率密度函數使用於收穫模式的直徑分佈法中，後來 Bailey 

andDell (1973)將 Weibull 函數引進。而成為林業上廣為應用的機率密度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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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  同齡林、人工林林分結構圖        圖 8-2  異齡林、天然林林分結構圖 

 

 
圖 8-3  機率密度函數（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pdf）與 

累積分布函數（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CDF）之關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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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徑分佈法以連續機率密度數來表示直徑分佈，再利用其函數中母數來做估測或推測的

工具，以了解林分生長收穫的情形。 

    Deliocourt 於 1898 年即已發展描述直徑分佈的數學與統計模式。但首先使用機率密度函

數來描述直徑分佈為 Clutter and Bennett(1965)利用 β函數來描述直徑分佈，以求出各直徑階

的株數。Bennett and Clutter (1968)將此方法發展得更完整而做出在不同林齡、地位每單位面

積之各直徑級斷面積和材積的分佈情形，藉以探討濕地松多目標產物的收穫研究。Bailey and 

Dell(1973)則改用 Weibull 函數來描述直徑分佈，Smalley and Bailey (1974)則利用 Weibull 函

數，某一區級的累積分佈函數值(P(l<x<U))以求得長葉松造林地各直徑階的頻率。由於 Weibull

函數具有(1)各區間(直徑階)的機率易求得；(2)各母數皆代表著幾何意義；(3)累積分佈函數

(cumulated distribution function)易於求解；(4)配置同齡林、異齡林的直徑分佈效果甚佳等優

點，所以廣為使用（Cao et al.,1982、Feduccia et al.,1979、Hyink 1979, 1981、Moser, 1987、馮、

羅，1986、楊、馮，1989a）。 

    三個母數的 Weibull 函數以數式表示如下： 

0c0bax

]
b

)ax(
exp[]

b

)ax(
)[

b

c
()x(f c1c




 

 

    Weibull 模式的母數 a, b, c 在幾何意義上，分別代表位置、大小和形狀。讓我們用圖來表

示母數 a, b, c 變化的情形。 

    由圖 8-4，可知 a 值多少則其圖形的起始位置就是多少，所以說為位置母數，由圖 8-5 和

b 值的增大，使其圖形範圍加大。由圖 8-6 和 c 值不同圖形也隨之變化，c<1 則分佈為倒 J 型；

1<c<3.6 正偏歪，c＝1 則分佈為指數分佈；c＝3.6 為常態分佈，c>3.6 為負偏歪。 

 
圖 8-4：不同位置母數 a 值(b＝0, c＝3.6, a＝0, 5, 10, 15, 20, 25)對 Weibull 分佈曲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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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不同密度母數 b 值(a＝0, c＝3.6, b＝5, 10, 15,20, 25, 30)對 Weibull 分佈曲線的影響 

 

 
圖 8-6：不同形狀母數 c 值(a＝0, b＝20, c＝0.5, 1, 2, 3.6, 6, 10)對 Weibull 分佈曲線的影響 

 

    Bailey and Dell (1973)三個 Weibull 機率密度函數之母數 a，可解釋為最小之可能直徑，而

一般在調查樣區內的胸高直徑時常把較小未達一定大小的幼樹棄卻，故未經間伐，撫育之造

林地其幼小林木直徑可視為 0。 

    Stiff (1979)和 Hyink (1979)則建議在不計算胸高直徑小於 4.95 英吋的資料運算裏，應用左

切 Weibull 函數(left-truncated Weibul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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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o et al., (1982)更建議下層間伐時，小於設定直徑植株伐除，所剩之構造宜以左切

Weibull 函數合適。 

    Strub and Burkhart (1975)提出級間自由設定之方法(class-interval-free)由各直徑級去推測

每單位面積之林分收穫。 

Clutter and Bennett (1965)首先以直徑分佈法預測同齡林分的收穫及林分構造；後來 Bennett 

and Clutter (1968)、Burkhart (1971)、Bailey and Dell (1973)、Burkhart and Strub (1974)、Bailey 

et al. (1985)，將其加以修飾應用，使此法於同齡林預測上大放異彩；Hyink (1979)、Hyink and 

Moser (1983)、Moser (1987)，更將其應用於異齡林林分上。 

 

8-4  林分密度 

 

一特殊種或林型，在一立地（site）之木材生產的潛能、不同年齡木材生產的大小（sizes）

和價值（value），乃決定於立地品位(site quality)和林分密度(stand density)。而林分密度為林

木利用林地及其生長空間之程度，亦即一般所稱林分之疏或密的程度。其疏密程度由現存林

木之株數、大小及空間分佈來決定；而測計之項目為株數、胸徑、樹高及形數。林分密度直

接影響林木之質和量的生長，關係到森林經營的效果，因此，林分密度問題一直是林業及林

學（森林生態、育林、林業經濟、森林經營上）所關心的項目。林分密度可以使用絕對量及

相對量表示之，前者為從林分中直接求出，後者為與某一標準密度之比數。理想之林分密度

表示方法必須簡單客觀而與林齡之老幼及地位之優劣無關。 

    由以下四個圖（圖8-7～圖8-10）吾人可以看出密度愈高則平均胸徑愈小，淨生長率會隨

年齡增加而愈小，但淨收穫還是密度高者較高，疏伐林總收穫量約等於未經疏伐者。 

 

 

 
圖8-7 不同栽植密度造林地的林分平均胸高直徑生長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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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8 同齡林林分中不同寬窄栽植距離之林分密度對淨生長量之影響 

 

 
圖8-9 同齡林林分中不同寬窄栽植距離之林分密度對淨收穫量（總生長量）之影響 

 
圖8-10 疏伐林分與非疏伐林分之淨收穫量（總生長量）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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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密度的表示方法可分─ 

 

1.每公頃株數（The number of trees per ha. N） 

     一般生態學上，單位面積上的個體數即為密度，林業上則可稱為單位密度。 

來表示。，用每公頃之林木株數
樣區面積

單位面積內之株數
UD) density, (Unit  

    優點：最為簡單 

    缺點：(1)未考慮林分內林木生長發育之情形。 

          (2)株數會隨林齡之增加而減少。 

 

    Bickford等認為：除非加上其他測計林木大小的因子，否則僅有株數是無意義的。因此，

株數常和其他因子合用，如和年齡、地位級、胸徑合用於收穫表。 

另於生態學上有用樣區密度法（Quadrate density，QC）＝ %100
總株數

某種類株數
，又稱疏密度

（Crown Clouse, Crown density）。此法不佳，會依樣區內株數多寡而異。 

   相對密度（relative density）＝ %100
n

n

i

i 


 

 

2.每公頃斷面積（Basal area per ha, BA, m2/ha） 

    每公頃林地上，所有林木胸徑換算成斷面積值之總和，可充分表示出林木利用林地及其

生長空間的程度。 

    優點：(1)斷面積乘上林分平均樹高及形數即可得材積。 

          (2)在一給定之林齡、地位級及未疏伐之同齡林或齡級分佈穩定之全齡林時，可有

效應用於收穫預測。 

    缺點：(1)受林齡及地位級之影響。 

          (2)未能表明株數及胸徑分佈之情形。 

          (3)對老、幼木、被壓木、優勢木之權數均同，使生長推計值偏高。 

    另有以立木度（stand stocking density）=（現實林斷面積／法正林斷面積）×100% 

 

3.每公頃材積（stand volume per ha, V. m3/ha ） 

    每公頃立木材積之總和，一般以其與標準林分材積之比較為林分相對密度。 

    優點：可表明森林資本及林地上林木之經濟價值。 

    缺點：(1)須由胸徑、樹高、形數等間接推計，手續繁雜，且不同之方法會有不同之計算

結果。 

          (2)材積受林齡、地位之影響大。 

          (3)對森林經營者而言，不如株數及平均大小來得有意義。 

            例：25年生柳杉林分SI=26，每公頃材積252.45m2，而柳杉收穫表林齡地位與此

相同之每公頃材積為365.94m2，則其相對密度＝252.45/365.94＝6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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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郁閉度（Crown closure, Cd, %） 

樹冠投影面積占林地面積之百分比（樹冠投影面積／林地面積）×100％，所以又稱為樹

冠投影面積密度，一般以空中照片計算之。Bickford等認為郁閉度是指示覆蓋度而非林分密

度；楊等引述Spurr，認為是遮陰程度之指標；劉及蘇認為斷面積常與郁閉度成正比關係，並

建議使用於樹冠未重疊之林分。 

     優點：可表示使用林地空間之程度。 

     缺點：(1)林木分層多及重疊時不易測定。 

           (2)測計較困難且不易準確。 

           (3)樹冠容易向林內空地擴張，使疏林郁閉度與密林同。 

TAR亦有關樹木主幹生長面積法（Bole area）直接測定樹幹形成層總面積。 

 

5.林木面積比例法（Tree-Area Ratio） 

Chisman and Schumacher（1940）認為密度可由樹木所佔的土地面積A表示之，其方程式

如下： 

2
21o DDA    

          A：土地面積 

          D：胸高直徑 

          21o  ，， 為參數 

     而一公頃內林木密度可由n株林木所佔據的面積表示之。 




n

1j

2
j2

n

1j
j10

n

1j
j DDnA   

     參數 21o  ，， 可由最小平方法（least square）求出而樣區平均胸高直徑Dx每公頃林木

株數，再代入上式即可得一公頃內林木所佔的面積。 

 

6.林分密度指數（Stand density index, SDI） 

    單位面積上林分胸高斷面積所表示之林分密度，未能明白表示出林分為由多數小樹或由

少數大樹所組成，尚欠完善。如將單位面積之胸高斷面積分成單位面積株數及平均斷面積直

徑兩部份，可由此導出表示林分密度之更適當方法，即所稱之林分密度指數（stand density 

index），即當一林分具有標準平均胸高直徑時之單位面積林木株數。 

    先根據全部資料，求出株數與平均直徑之關係式如下： 

          logN = b0+blogDb-----------（1） 

    式中之 N：單位面積林木株數 

          Db：平均斷面積直徑 

           b：迴歸係數 

          b0：隨樹種而變化之迴歸常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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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b值之後，再以現實林分株數N及平均直徑代入（1）式求出b0值。b0及b值定出之後，

又將標準直徑值代入上述之關係式，所得N值即為林分密度指數。當初原設計人Reineke氏所

定之標準木平均胸高直徑為10英寸，單位面積為1英畝。 

    楊氏調查台灣全省柚木人工林43個樣區資料，標準平均胸高直徑定為10公分，單位面積1

公頃，應用最小二乘法求出平均林分密度指數式如下： 

          logN = 5.5004-2.0329logDb 

    例如有一樣區，其Db=9.76，N=3,000  首先代入上式，重新求出b0之值如下： 

           log3000=b-2.0329（log9.76）   b=5.4885 

    再將標準平均胸高直徑Db=10代下列具有新b值之公式： 

          logN = 5.5004-2.0329logDb 

    而求得N=2.855，是為此一樣區之林分密度指數。 

    上列兩項計算步驟可以合而為一，可以根據下列公式直接代入某一林分之平均斷面積直

徑及其單位面積株數，求出某林分密度指數： 

          logSD1 = logN+blogDb-b-----------（2） 

 林分密度指數（Stand Density Index, SDI） 

     據J.L.Clutter, J.C.Fortson, L.V.Pienaar, R.L.Bailey（1980）等人認為同時考慮林分株數和

每公頃斷面積來求密度，較僅考慮單一因子來得有效、精確，所以就採用林分密度指數來表

密度。 

          Reineke（1933）定義 SDI＝N（10/Dq）
β 

          二次平均胸高直徑（quadratic mean dbh） 
1i

2
iq D

n

1
D  

    林分密度指數與林位及地位間之相關程度較低，林位及地位相同之林分，其林木株數及

林分平均胸高直徑可能不同。所以林分密度指數為森林調查時表示林分密度之以較適當的尺

度，以及編製收穫表時可能引用之另外一個獨立變數。 

    Raineke定義林分密度指數（Stand Density Index, SDI）為： 

i

n
D

n

1
Dq

DqN

)Dq/10(NSDI










  

     粗密度（crude density）：
分佈總空間

biomassorNo
 

     特定密度（specific density）或生態密度（ecological density）=
佔據的可能空間

iDor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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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11  同林齡完全郁閉林分每英畝林分株數與二次平均胸高直徑（Dq）之關係圖 

 

7.株距指數（Spacing index, SI, ％ relative spacing） 

空間指標或相對空間（Spacing Index or Relative Spacing） 

乃Hart（1928）、Becking（1954）、Hummel（1954）和Beekhuis（1966）一脈發展而成，

可用下式表之： 

         ＲＳ（Relative Spacing）＝
優勢林冠的平均高度

兩株樹的平均距離
 

         或以平方矩離空間算 ＲＳ＝
H

N/43560
 

                             N：株數／公頃 

                             H：優勢林木高 

 

    林木平均之距離和優勢樹高之比值，可用百分率表示。比值愈大表示密度愈小，理想的

蓄積有更大的生長空間，公式如下： 

H

a
SI

H

N/1000
RS




 

       H：每公頃內最高100株林木之平均樹高 

       a：兩株樹間的平均距離 

 

    株距可直接測量，也可由下式求得，當林木為三角形栽植時： 


























N866.0

000,10

N
2

3

000,1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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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方形栽植時： 





N

000,10
a  

 

   優點：(1)優勢木樹高不受密度及年齡之改變而變化。 

         (2)可用於集約林分之密度控制。 

   舉例：用於疏伐時，第一次於優勢樹高15m實施，第二次於優勢樹高20m時，二次疏伐後

之SI均為27.5％，則疏伐後應留存之株數為： 

        當優勢樹高15m時：N = 10,000/（15×27.5％）2 = 588 

        當優勢樹高20m時：N = 10,000/（20×27.5％）2 = 331 

 

8.樹冠競爭指數 

    樹冠競爭指數（crown competition factor，簡稱CCF），一株林木所利用之生育空間，可以

使用與相同胸高直徑孤立木之平均樹冠投影面積代表，稱作最大樹冠面積（maximum crown 

area）。然而由於單株林木所利用之生育空間測定困難，實際應用時則改由多數林木所構成之

群為基準，所以樹冠競爭指數為表示一群林木最大樹冠面積和與其可能利用之材地面積的比

率。 

    樹冠和胸徑之間有如下之關係；且以樹冠寬度代表密度。 

DCW    

                   CW：樹冠寬度 

                   D：平均胸徑 

                   α、β參數 

 

    實際調查孤立木之平均樹冠直徑CW與胸高直徑間具下列之直線迴歸關係： 

bDaCW  ------------------------------------------------（1） 

    上兩邊平方則得： 

2222 DbabD2a)CW(  -----------------------------（1）’ 

   （1）式之實驗式，為根據實測之孤立木結果所求出。 

 

    林分中一株林木之最大樹冠面積，如以樹冠垂直投影面積占一公頃面積之百率表示時，

即等於用10,000除樹冠面積，如下所示： 

%CW007854.0
000,10

CW

4
MCA 2

2




---------------------------------（2） 

   以（1）’代入（2）式得： 

2'11 DCDbaMCA   

 

    為使避免單株與數株之MCA互相混淆，特將MCA換算成每一公頃之數值，並以CCF代

表，而由下列公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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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CNDbNa[
A

1
CCF

k

1i
i

2
i

1k

1i
ii

1k

1i
i

1 


-----------------------（3） 

    式中之 A ：樣區面積 

           Di：第i級之胸高直徑 

           Ni：第i級之株數 

           K ：樣區之直徑級數圓 

    a1、b1、C1：實驗式之常數 

 

    一株林木所利用之生育空間，可以使用與相同胸高直徑之孤立木之平均樹冠投影面積代

表，稱作最大樹冠面積（maximum crown area）。 

 

例：溪頭柳杉孤立木之胸徑及冠徑之關係式為CW = 1.44678+0.12529 D， 

而MCA = 0.016439+0.002847D+0.000123D2 

胸徑級 株數 MCA 各胸徑級總MCA 

4 1 0.029795 0.029795 

6 11 0.037949 0.417439 

8 24 0.047087 1.130088 

10 24 0.052090 1.250160 

12 28 0.068315 1.912820 

14 44 0.080405 3.537820 

16 36 0.093479 3.365244 

18 45 0.107537 4.839165 

20 30 0.122579 3.677370 

22 19 0.138605 2.633495 

24 6 0.155615 0.923690 

26 4 0.173924 0.695696 

28 4 0.192838 0.771352 

合 計 276  25.194134 

 

      故 97.125
2.0

194134.25
CCF   

 

    優點：(1)可應用任何林分。 

          (2)和生長收穫具高度柬相關。 

          (3)和年齡、地位級不具顯著關係。 

    缺點：未能表示實際樹冠之大小。 

 

    另較常用者為每公頃的林木株數和每公頃的斷面積因為林分都不是很規則；所以沒有一

種林分密度表示方法，可以表示影響單株林木生長的競爭現象（Bruce and Wenesl,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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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  各密度表示法之性質 

種類 

比較項目 
N(N/ha) BA(m2/ha) V(m3/ha) cd(%) SI(%) CCF(%) 

值與密度之相關性 正 正 正 正 負 正 

使用林分之條件 1.均勻之全齡林 

2.未疏伐之同齡林 

3.知疏伐歷史之同

齡林 

4.株數穩定之林分 

5.BA穩定之林分 

同左 無 林冠未重疊

之單層林分

同齡林 無 

測計之項目 N N.D N.H.D.F 樹冠投影圖

(D) 

N及栽植方

式，Hd 

N.D 

測計之難易度 最易 易 最難 難 中等 易 

與測計項目之函數

形式 

f(N) f(N.D2) f(N.H.D2.F) f(CW)or 

f(D2) 

f(N-1/2, H-1) f(N, D) 

預知之關係式 無 (林地最大

之BA) 

無 (Y=a+bD

+CD2) 

無 CW=α+βD

與林齡之相關性 高(負) 高(正) 高(正) 高(正) 無 低(負) 

與地位級之相關性 正 正 正 正 負 無 

與林分材積生長之

相關性 

高(正) 低(正) 低(負) ─ 高(負) 高(正) 

用途 1.收穫表 

2. 收穫方程式

(需與其他因

子合用) 

1.計算材積

2.收穫預定

1.森林資本

之表示 

2.立木之經

濟價值 

1.表示現實

林分對林

地之估領

度 

2.遮陰之指

標 

1.密度控制 

2.生長預測 

1.生長預測

利用航照測計之難

易 

易 中等 難 易 中等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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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林分生長 
 
9-1  前言 

提供建立生長與收穫模式理想的資料，應該有數個基於相同或類似環境條件且具有由建

造到收穫伐採的完整年度的林分記載資料，稱之為真實生長序列（real growth series）（Pienaar, 
1965）。然而因為長時間的收集工作相當困難，當可資利用的永久樣區資料不足時，則使用

涵蓋地位、林齡較廣範圍的臨時樣區，以空間換取時間的資料，這樣的林分資料稱為抽象生

長序列(abstract growth series)（Pienaar, 1965）。另外也可由樹幹解析得到過去林木生長的記

載，此種技術可由年輪得悉林木樹高、胸高直徑的生長和其形數的增加，更而得到斷面積、

材積生長等。亦可由生長錐得木心的年輪寬，更而瞭解胸高直徑生長情形。 
某一樹種或某些樹種組成的林分，大都由：林齡、林地生產力、密度和保育形式等四個

因子決定其生長與發育。所謂的保育形式為因應生產原木為目標之全部生產過程中，各部分

有效技術系列之體系，包括栽植密度、間伐開始時期、間伐後應保留之立木株數、間伐之間

隔時間、打枝、主伐期、至伐期留存株數等。 
 
9-2  林分蓄積(Growing stock) 
    為了更有效地了解單純同齡林的生長，吾人常將林木依直徑，樹冠等性態值予以區分，

這種林木社會族群的分類，主要目的在於增進生長收穫推算的準確性。除非這種分類定義得

很清楚，否則將會受主觀影響很大，而導致項目上呈現不穩定。為了避免主觀，現在常以數

學式來描述整個林分的分佈，如直徑的分佈。為了有效掌握林分生長情形，則不僅要瞭解林

分平均胸高直徑的發展，而且需要知道各直徑級的林木分佈。 
 
9-2.1  直徑分佈法─求蓄積量最有效的方法 

蓄積量是林木經營中，最迫切需要和掌握的基本資訊之一。「這個林分有多少材積？」、

「這片森林長得這麼好，材積大約…。」，凡此種種概略式的問答，於森林經營中，是常常

可以聽到的，而此處的材積即指蓄積量而言。然而，蓄積量的求測方法有很多，有目測、儀

器量測，更有利用取樣配合儀器的量測，但是所測得的資料，如何加以計算，使其更有效的

表達出蓄積量的情形；「何種規格、種類的蓄積有多少？」，是林業經營者所欲確切掌握的

目標，然要獲得此資訊，則直徑分佈法是最有效的一種方法。 
 
1.直徑分佈法 

直徑分佈法(Diameter Distribution Approach)，係指利用有效描述胸高直徑分佈的機率密度

函數的母數，配合樹高曲線式、材積式，以求算出各直徑階材積的分佈情形，進而累計成每

單位或總材積之方法。 
過去林業從業人員即認為林木直徑的分佈，在未來收穫時是相當重要的。因為在決定林

木的價值、收穫的成本、產品的組合和森林經營計畫的擬定，都以收穫預定直徑分佈為其重

要決定因子。 
而直徑分佈法可以很有效的推測蓄積、收穫量。此因： 
(1)由預測任何林齡、地位和密度的林分、每公頃之紙漿材或製材木的蓄積、收穫量。 
(2)可估測目前或未來造林林分所能提供的總木材量。 
(3)可決定林木多目標產品的最佳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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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計算不同林齡、地位、密度收穫時所需要的成本。 
 
2.機率密度函數(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pdf) 

但直徑分佈法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假設，即「在任何時點裡，林分的直徑分佈皆能很適

當的用某一機率密度函數來加以描述」。所以建立直徑分佈模式，最重要的工作即在尋找那個

機率密度函數。 
Delicourt (1898)，曾發展林木直徑分佈的數學與統計模式，他以指數函數(exponential 

function)來描述直徑分佈；後來，Nelson 以伽瑪函數(gamma)；Bliss, Reinker 以指數常態分佈

函數(lognormal)；Clutter, Bennett 以貝他(Beta)函數來描敘直徑分佈的情形，並繼續發展 Clutter, 
Bennett 所建立的直徑分佈法，而成為一較完整的生長收穫體系。 

最近 Weibull 機率密度函數之所以廣於使用於直徑分佈法中，即因為在該函數中的母數

a, b, c 三值皆分別具有幾何上的意義，如 a 值即決定曲線起始的位置，所以稱為位置母數

(Location parameter)；b 值則決定曲線大小尺度，所以稱為尺度母數(Scale parameter)；另外，

曲線的形狀則受 c 值的影響，所以稱它做形狀母數(Shape parameter)，這三母數的值對曲線變

化的影響，可由圖 9-1、圖 9-2、圖 9-3 中明顯地看出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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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  不同 a 值對 Weibull 曲線分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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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  不同 b 值對 Weibull 曲線分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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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3  不同 c 值對 Weibull 曲線分佈的影響 

 
若固定 b=20、c=3.6，只變動 a 值，使其分別為 0、5、10、15、20、25，則由圖 9-1 可知，

a 值為起始點的位置，所以將 a 稱做位置母數。若固定 a=0、c=3.6，設 b 值為 5、10、15、20、
25、30，則由圖 9-2 可知，b 值由小變大時，曲線基部範圍由小變大、由高變低。圖 9-3 為固

定 a=0、b=20，並設 c 值為 0.5、1.2、3.6、6、10，則可知 c 值不同，圖形也隨之變化，c<1
為反丁型分佈，1<c<3.6 時為偏歪分佈，c=1 時為指數分佈，c=3.6 為常態分佈，c>3.6 時為負

偏歪分佈（如圖 9-4 所示）。 
 

 
圖 9-4  Weibull 機率分布函數 

 
另外，累積分佈函數(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CDF)易於求得，是其廣於被使用於

直徑分佈法的原因，因為 CDF 是決定某一區段直徑階之機率的根源。廣為使用的最重要原因

是 Weibull pdf 在描述同齡林分或異齡林分的直徑分佈相當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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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適合度測驗(Goodness of fit test) 
(1)直徑分布適合度測驗 

Bliss 和 Reinker (1964)曾用 χ2 (Chi-square)測驗，去測試直徑分佈的適合性，但 Bailey
和 Dell (1973)則建議用 K-S(Kolmogorov-Smirnov test)去測驗可獲直徑分佈之適合性。 

乃因 χ2 測驗需有常態分佈作為前提，而 K-S 測驗則不需要，此外連續變數資料

（Continuous variable）用 K-S 測驗所獲得之結果較為合適(Sokal & Rohlf, 1981)，故 Bailey 
(1974)和 Chen & Rose (1975)等用去測試均獲滿意結果。本實驗則分別以 χ2 測驗和 K-S 測驗

進行測試。 
 

(2)適合度測驗 
以 Kolmogorov-Smirnov 統計值測驗分布之適合度，其法為 

F(X) ison distributi The0：H  

1H ：Reject H0  IF )(nn DD ＞   from table 
 

)()( xFxF
xall

Sup
D nn   

式中  F(x)＝Obserled cumulative frequencies 
Fn(x)＝Expected cumulative frequencies on the basis of a Weibull distribution 

(or Normal distribution) 
 
(3) K-S (Kolmogorov-Smirnov test) 

rull H0：直徑分布為常態分布 N(μ,σ)，測驗直徑分布是否是常態分布 
(1) 
Y 

(oz) 

(2) 
0  

F 

(3) 
  

F 

(4) 
FFd ˆ  

59.5 2 2.8 0.8 
67.5 8 22.7 14.7 
75.5 47 118.3 71.3 
83.5 432 468.5 36.5 
91.5 1320 1368.6 48.6 
99.5 3049 3021.2 27.8 

107.5 5289 5184.9 104.1←largest difference 
115.5 7296 7204.7 91.3 
123.5 8529 8532.6 3.6 
131.5 9170 9180.0 10.0 
139.5 9371 9400.5 29.5 
147.5 9445 9454.5 9.5 
155.5 9459 9464.0 5.0 
163.5 9464 9464.9 0.9 
171.5 9465 9464.9 0.1 

 
For absolute frequencies, the Kolmogorov-Smirnov test statistic is 

0110.0
9465

1.104arg


n

differenceestl
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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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n 時， 

則 05.0 之 KS 門檻值為 n886.0 ，所以 00911.0886.0
)(05.0 

n
D adj  

01.0 之 KS 門檻值為 n031.1 ，所以 1060.0031.1
)(01.0 

n
D adj  

若 0.01D＞nD ，則 Reject the H0，認為此分布不是常態分布； 

0.05D＜nD ，則 Accept the H0，認為此直徑分布為常態分布。 

若 100n ，則
n

D












2
1ln

， 

所以 05.0 ，則 Critical value：
n

D adj

358.1
)(05.0   

01.0 ，則 Critical value：
n

D adj

628.1
)(01.0   

 
4.韋伯函數(Weibull function) 

有關 Weibull 函數的數學式和圖式，可由下列分別表出： 
(1)機率密度函數(pdf)： 

])-(-exp[)-)(()( 1- cc

b

ax

b

ax

b

c
xf   

式中的  00bax ＞＞＞＞ c  
 
(2)累積分佈函數(CDF) 

])-(-exp[-1)( c

b

ax
xf   

式中的  00b0ax ＞＞＞＞＞ c  
 
(3)某一區段的分佈函數 

ULp)(x)(x, DDdxf

])-( -exp[-])-( -exp[)(

＜＜

＜＜

D

b

aU

b

aL
UxLP

DU

DL

cc




 

 
 

5.直徑分佈法模式之步驟 
直徑分佈法，大體可以下列之模式來代表： 

),()( xfxgNtYij    
式中， ijY ：單位面積內某一直徑階的材積 

Nt ：單位面積內的林木株數 
)(xg ：以胸高直徑的函數，如樹高曲線式和材積式 
),( xf ：可適當描述直徑分佈的機率密度函數 

現將直徑分佈法處理時的步驟，說明如下： 
(1)先推算能適當描述直徑分佈的機率密度函數 ),( xf ，如 Weibull pdf 的母數(如 a, b, c)。 

機

率

直徑階(x) 

機

率

直徑階(x) 

機

率

L  U    直徑階(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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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利用每單位面積的林木株數 Nt，配合以上求得母數的區段分佈函數式，以便獲得某一

直徑階每單位面積的株數 
U

L
xfNt ),(  。 

(3)利用樹高曲線式 f(D)H = ，求得各直徑階平均直徑的樹高，再以直徑和樹高利用材積

式 H)f(D,V = ，求得此一直徑階單株林木的材積。 
(4)將此單株林木材積乘上此一直徑階的林木株數，即可得此直徑階，每一單位面積的材

積。 
(5)將各直徑階的材積累加起來，即得每一單位面積的總材積。 
(6)再利用各階每一單位面積的材積去乘上其樹本資料所代表的總面積，即得到欲求面積

內各直徑階和全部的材積。 
 

6.直徑分佈法電腦系統操作 
若將此模式執行步驟，利用個人電腦(personal-computer, PC)裡常用的套裝軟體，經設計、

規劃、配合使用可以將野外樣區調查的資料輸入電腦，即很快的便可獲得資訊詳盡的

各直徑階材積分佈表。現僅將此直徑分佈法的個人電腦程式操作組合，明述如下： 
(1)將野外樣區調查之胸高直徑資料，以 Lotus 123 建檔成 wks 或 wk1 檔，再以 printer file

得 prn 檔的 ASCI 型式，以便在 PE2 內可以修改。 
(2)A.利用陳仲木(1978)以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lihood)所設，後經陳念軍(1988)修改適

合於 PC 使用之求解 Weibull pdf 的 b、c 兩母數的程式。 
B.或直接將 wks 檔或 prn 檔，送入 STATGRAF 程式集成 ASF 檔，利用 STATGRAF 內

的 distribution fitting 的 Weibull function 來求解 Weibull 的母數 b、c，並繪出觀測值

－推測值比較圖和最佳配合度測驟(Goodness-to-fit)、Kolmogorv Smirnov test 和 N2 
test 的資訊。 

(3)將求得的 b、c 值和每單位面積的林分株數，該樹種或該類林型的樹高曲線式

)e(H qlogDp+= 與材積式 )HmDV( kn= ，利用林務局袁鳳與筆者配合建立於 Lotus 123
內的各直徑階材積分佈表相關位置內：於 Lotus 123 按 F9，即可得所需材積分佈表(如
表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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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各直徑階材積分佈表(The Volume Distribution Table of Diameter Classes) 
Weibull 函數之母數 

地名(Place)： 位置(Location)： A： 0.000000 面積(Area) ：1.2000 
樹種(Sps)：  118 大小(Scale)： B：20.078400 株數(N) ：1590 
林齡(Age)：  10 形狀(Shape)： C： 3.654760 每公頃(N/ha) ：1325 

直     徑 頻度 累積頻度 平均

直徑

平均

高度

單株材積 每  公  頃 全  面  積 

最低限

(cm) 
最高限

(cm) 
理論機率

(cm) 
N*Pi NPi+NPi-1 Di  

(cm)
H  

(cm)
Vi  

(cm) 
直徑階材

積 V/ha  

(M3/HA)

累積材積

CV  
(M3/HA) 

直徑階材

積 TV  

(M3) 

累積材積

CTV  
(M3)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0 2 0.000218 0.289 0.289200 1 1.48 0.000088 0.000025 0.0000 0.0000 0.0000
2 4 0.002527 3.349 3.637823 3 2.06 0.000950 0.003181 0.0032 0.0038 0.0038
4 6 0.009282 12.298 15.936203 5 2.40 0.002875 0.035361 0.0386 0.0424 0.0463
6 8 0.022007 29.159 45.095516 7 2.66 0.005964 0.173904 0.2125 0.2087 0.2550
8 10 0.041251 54.658 99.753538 9 2.87 0.010285 0.562146 0.7746 0.6746 0.9295

10 12 0.066070 87.543 187.296208 11 3.05 0.015892 1.391190 2.1658 1.6694 2.5990
12 14 0.093513 123.91 311.200790 13 3.20 0.022829 2.828581 4.9944 3.3943 5.9933
14 16 0.118592 157.14 468.335465 15 3.35 0.031134 4.892278 9.8867 5.8707 11.8640
16 18 0.135212 179.16 647.491155 17 3.47 0.040842 7.317045 17.2037 8.7805 20.6445
18 20 0.138188 183.1 830.590238 19 3.59 0.051981 9.517707 26.7214 11.4212 32.0657
20 22 0.125701 166.55 997.7144596 21 3.70 0.064579 10.755997 37.4774 12.9072 44.9729
22 24 0.100752 133.5 1130.640471 23 3.80 0.078662 10.500997 47.9784 12.6012 57.5741
24 26 0.070283 93.125 1223.765935 25 3.90 0.094250 8.777109 56.7555 10.5325 68.1066
26 28 0.042073 55.747 1279.512592 27 3.99 0.111367 6.208347 62.9639 7.4500 75.5566
28 30 0.021277 28.192 1307.714448 29 4.08 0.130032 3.665841 66.6297 4.3990 79.9557
30 32 0.008937 11.842 1319.546309 31 4.16 0.150263 1.779398 68.4091 2.1353 82.0909
32 34 0.003062 4.057 1323.603624 33 4.24 0.172079 0.698180 69.1073 0.8378 82.9287
34 36 0.000840 1.112 1324.715993 35 4.32 0.195496 0.217464 69.3248 0.2610 83.1897
36 38 0.000180 0.239 1324.955150 37 4.39 0.220530 0.052742 69.3775 0.0633 83.2530
38 40 0.000030 0.039 1324.994630 39 4.46 0.247197 0.009759 69.3873 0.0117 83.2647
40 42 0.000004 0.005 1324.999524 41 4.53 0.275510 0.001349 69.3886 0.0016 83.2663
42 44 0.000000 0.000 1324.999970 43 4.59 0.305485 0.000136 69.3887 0.0002 83.2665
44 46 0.000000 0.000 1324.999999 45 4.66 0.337133 0.000010 69.3887 0.0000 83.2665
46 48 0.000000 0.000 1325.000000 47 4.72 0.370468 0.000000 69.3887 0.0000 83.2665
48 50 0.000000 0.000 1325.000000 49 4.78 0.405503 0.000000 69.3887 0.0000 83.2665

           
p：0.393170 m：0.0000598 
q：0.692453 n：1.8753300 
 k：0.9743400 
註：(1)樹高曲線式：H=Exp[p+q*Log(D)] 

(2)材積式：V=m*(Dn)*(Hk) 



森林測計學 
第九章  林分生長 

空間資訊研究室彙編 9-8

9-2.2 林分胸高直徑的生長 
    林分胸高直徑常用的平均數有二：(1)二次平均數(quadratic mean)或稱算術平均斷面積

(arithmetic mean basal area)的胸高直徑，稱做斷面積平均胸高直徑 (basal area of mean 
d.b.h,Dba)；(2)算術平均胸高直徑(D)。其實 Dba 與 D 的關係，是有如下的關係。 

22
ba SDD   

     式中之  S2：胸徑的變異 


n

D
D i  

    由此可知 DDba  ；Husch et al.(1972)指出，若測定直徑的目的在計算斷面積和材積時，

由於二次平均數胸高直徑與斷面積、材積的相關性較高，所以最好用二次平均數來表示該林

分的平均直徑。至於林分胸高直徑的變化，一般用描述直徑分佈的機率密度函數之母數與時

間，地位、密度的模式(Smalley and Bailey, 1974；Clutter et al., 1983；馮、羅, 1986；楊、馮, 
1989(a))。由於百分數值是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求解機率函數母數的方法，利用百

分數(percentile)與林齡、地位、密度的模式(Abernethy, 1981)。Marson (1982)將 dD/dt=a×exp(b)/D
（D 表 DBH，a、b 為母數)用於幼齡林分之林分表推測(stand table projection)，此式優點在於

易於應用且能很適當的描述含有許多樹種的林分的直徑生長。 
 
9-2.3 林分樹高生長 
    林分高生長以平均值如算術平均值或斷面積加權之平均林分高表之。林分高生長趨勢與

單木樹高之生長曲線相似，更由於樹高生長受林分密度影響較小，且能反應林地生產力，所

以林分樹高生長曲線常用來表示林地生產力。 
    由於樹高和林齡的關係，決定地位(site quality)，所以其間的關係式，頗受重視。樹高生

長通常是發生於胸高直徑生長之前；雖然相似地位的林木樹高生長速率有所不同，但其趨向

則大體一致，至於對某一樹種在不同環境下其關係圖會改變，這個事實已廣泛用於生長，收

穫學和地位評價(site evaluation)。Burkhart et al., (1972)利用 Schumacher 式導出地位指數。 
1.地位指數(Site index) 
    有關以數學式量化某一特定林齡優勢木和次優勢木樹高，以為代表林地生產潛力，謂之

地位指數式。此即說明林地材積生長潛能與樹高生長成正相關的前題假設。大部分基於地位

的評估皆以地位指數曲線(site index curves)表之。任何一組地位指數曲線係含提供參考的量化

符號或數字，而最常使用的方法是在某一特定的基準林齡(reference age)下的林分平均樹高，

此基準林齡一般都選擇接近輪伐期之林齡。查定地位指數真正的目的在於瞭解與推測未來林

分平均樹高發展型態的選擇。近年來，建立地位指數亦有以平均樹高資料為之；因為平均樹

高是由逐漸減少的存留林木樹高平均值得來，而一般認為只有小於平均大小的林木才會枯死

(Lee, 1971)所以漸增的變異會自然地導入生長曲線內，因為這個理由，則採取較高樹高林木

的樹高顯然較平均樹高來得好。而所謂較高部分的樹高定義為每公頃內最高大樹木 40 株或

100 株之平均樹高或類似優勢木數株的樹高平均值。這個平均樹高是基於一定數目的單株。

其實，平均樹高與優勢木，次優勢木平均樹高資料間成直線關係(楊, 1975)。 
2.樹高曲線式(Tree-height-diameter relationship curves)  
    若要準確地量測樹高是相當耗費時間，所以森林從業人員通常不直接去量測。在這種情

況下"樹高─直徑"模式就很普遍地被使用，即由直徑推算樹高或由其他林分變數求得，至於

樹高生長，亦可透過樹高─直徑模式間接預測其生長（Curtis, 1967）。樹高與直徑的關係在

生長收穫的研究裏是相當重要，在同齡林分裡，這種關係隨著時間而改變，倘若僅以利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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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法求得固定關係可能引起對生長、收穫的低估，所以需做時間的修正。表示樹高曲線的模

式很多，式中 H 有設定為總樹高，也有設定為胸高(1.3m)以上的樹高(Ht-1.3)。 
    由 Meyer(1930)提出的繪圖法(graphical methods)建議 D-H 關係曲線應該要能適當地描述

資料，且應具下列特性： 
   (1)斜率皆為正，且當胸徑 D→∞，斜率為 0 
   (2)與時間 X 軸相交 
   (3)森林工作者易於配合之直線迴歸 
    而拉長的 S 型曲線正符合以上條件，其實，若是對幼齡林無興趣或這林分目前不存在，

則與時間軸相交的條件就不需要。雖然德達松樹高曲線(9-1)式的殘差均方(mean square error，
MSE)雖小，但是函數的殘差並非常態分佈，這使得對數偏差(log bias)的修正工作產生困難

(Flewelling and Pienaar 1981)。 
)Dln(a)Dln(aa)5.4Hln( ab2b010t    (Curtis,1967)............(9-1) 

)Dbbexp(5.4H 2b
b010    (Monserud,1975)............(9-2) 

 
      式中： tH ：表樹高 

abDln ：取自然對數的斷面積平均胸高直徑 
)Dln( b0 ：取自然對數的帶皮直徑 

210210 b,b,b,a,a,a ：母數 
 
    而 Monserud (1975)所提的非線性函數(9-2)式，即可解決以上問題，但這樣的式子，由資

料顯示其變異並不具均勻性(homogeneous)所以先由變異的分佈形狀利用迴歸分析使變異均

勻化，以便提供迴歸常數最佳線性無偏推算值。 
    一般認為透過樹高─直徑模式即可準確預測樹高如(9-3)式，但 Larsen and Hann (1987)提
出林分斷面積和地位指數都會影響樹高直徑的關係，其認定(1)生長在地位好的林木較生長在

地位不好的林木來的高；(2)在同樣林齡和相同地位的林分若其樹高一樣，則生長在密林裏的

林木的胸高直徑較在疏林裏的林木來的小。所以 Larsenand Hann (1987)提出(9-4)式。 

2

2

cDbDa

D
H


     ........................................(9-3) 

)XbXbDbbexp(5.4H 2413
2b

b010t      ......................(9-4) 
 
    而式中的ｘi 為增加的獨立變數如每英畝的斷面積(BA)，取自然對數的斷面積[ln(BA)]，
地位指數(Si)，或取自然對數的地位指數[ln(Si)]由於每一條曲線，一般皆基於小樣本且通常是

由不同的觀察者來量測，以致於這樣的曲線無法成一致性(consistency)且常常不具邏輯順序，

因而導致在推算林木某期間生長時，會有錯誤和不合理的變化現象。 
    樹高─胸徑─林齡曲線倘若以樹高為胸高直徑，林齡函數的單一數式表示，來配合由樣

區得到的量測資料，則可消除大部份人為的誤差(Curtis，1967)。樹高可表為直徑和林齡的函

數，要是林齡固定則函數變為樹高─直徑關係式；若是直徑固定，則曲線類似於林木或林分

的樹高─林齡曲線。但也不會相同，因為不同的樹冠級(crownclass)─疏立木、優勢木、次優

勢木、中庸木及被壓木，不同的林齡也會有相同直徑的樹。而在相同的直徑下，樹高和林齡

的關係模式類似於樹高─直徑的關係。 
    Carmean (1972)利用具有截距和不具有截距的樹高生長曲線式來配合橡樹林齡─樹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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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另外利用對數轉換(logarithmic transformation)的資料來處理，結果顯示具有截距之曲線

式效果不佳，尤其在幼齡 1-5 年，因為林齡─樹高曲線源於零點，即在 0 齡時，其樹高亦 0；
而非線性生長模式（nonlinear growth equation）在任何林齡皆配合佳，只有在幾個地方有點高

估或低估現象，而在兩個不具截距的曲線式中 3bt2b
1 )e1(bH  ，又較 )e1(bH t2b

1
 來

得好，所以其選擇 3bt2b
1 )e1(bH  做分析公式（t 表林齡）。 

 
9-2.4 林分斷面積生長 
    每公頃斷面積生長速率(dB/dt)，每單位面積之斷面積(BA)，其發展的行為與單株林木類

似。Buckman (1962)研究美國紅松林分同齡林斷面積生長(dBA/dt)，以(9-5)式表之。 
22 )t(fcSidt)BA(cdBAadt/dBA  .................(9-5) 

     式中：t：林齡 
          Si：地位 
         BA：斷面積 
     a, b, c, d：母數 
 
    Clutter (1963)將生長與收穫模式導成可以相容(compatible)的形式，其認為收穫為生長的

總和，即總生長；說得更明確些，收穫模式是連年生長量模式的積分式，而連年生長量模式

可由收穫模式微分導出： 
材積生長模式： Vtb)dt/dB(VBbdt/dV 21    .........................(9-6) 
材積收穫模式： bt)B(lnbSibbVln 210    ........................(9-7) 
斷面積生長模式： BSitctBct)B(lnBdt/dB 21    ..................(9-8) 
斷面積收穫模式： cSit)D(lnctcSiccBln 210    ...............(9-9) 

 
    式中，b0、b1、b2、b、c0、c1、c2、c 為母數，V 為材積，B 為斷面積，t 為林齡，Si 為地

位，而且在他的研究中是以絕對值的斷面積(B)代替林分密度百分比。另外，他又建議使用定

期年平均生長量(PAG)代替某一生長期間的連年生長量，在用以代替瞬間生長速率。 
    Moser and Hall(1969)針對無法得知準確林齡之異齡林的收穫函數加以研究；假定材積(V)
為斷面積(B)的函數 V=f(B)；而某一時點之斷面積(B)又為初期斷面積(B)與時間(t)的函數 Bt
＝f(B,t)，導出材積連年生長量(dV／dt)為與林分斷面積(B)成正比的關係，又以 Bertallanffy 一

般化模式 dB／dt＝nBM－kB 表示斷面積連年生長量（dB／dt）和斷面積(B)間的關係，得到

相當好的結果。總而言之，其最大貢獻係在沒有時間或林齡為獨立變數的情況下利用積分函

數導出收穫函數。 
Pienaar and Turnbull (1973)以 Bertalanffy 一般化生長模式為基礎，探討針葉樹同齡單純林

的林木斷面積生長與收穫，分別就不同地位級、不同栽植密度的單株樹木生長及林木生長資

料配合貝氏模式，探討模式推算值的變化範圍。此外，並說明其在生物上的意義，即生長速

率是與同化作用率扣除異化作用率後的殘餘率成正比。各種不同栽植密度的林木斷面積生長

皆可使用 Bertalanffy 的一般化生長曲線做適當的描述，樹高和材積生長亦能使用貝氏模式配

合得很好。Richards 一般化模式在林木生長應用的研究，以這一篇的成績最為卓越。一直到

最近吾人發現 Schnute 一般化生長模式涵蓋更廣，前面所提的 Bertalanffy 式及 Richards 皆只

是其特例而以。此外 Schnute 式的母數，如 Y1，Y2 可以直接由觀察資料得到，所推算的母數

皆能相當的穩定(stable)，且能描述森林的再生現象等優點，所以頗值推廣應用(楊、馮, 198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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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楊, 1990)。 
 

9-2.5 單位面積的株數 
    當一人工林同齡林分繼續生長時，某些單株所承受競爭力大於其塑性反應的能力，此時

族群的塑性反應和枯死同時發生。過了此段時期，當林分再繼續生長時，則有依密度(density
─dependent)枯死的現象發生。 

單位面積之林木株數，隨著時間進展而減少的過程，可以枯死林木模式 (mortality 
prediction model)處理。另一方面亦可由存留株數加以探討的存留林木模式(survival prediction 
model)求之。 

 
9-2.6 單位面積之材積和樹木形數(tree form)的發展 
    材積生長曲線和林分胸高直徑，林分樹高一樣皆為拉長的 S 型但不同於此二曲線則在於

其反曲點發生於胸徑、樹高者之後。 
      林分形數(Fs)定義為 

HsBs/VsFs     
      式中：Vs：林分材積  Bs：林分斷面積  Hs：林分平均樹高 

Bs/VsFsHs     
 
    林分形數因子隨林齡漸減，而趨於穩定；而林分高形數(stand height form)可能因增加而

平穩再趨減少。 
    林分平均材積定義為 

 


m

1i

iii

n

Vs

n

fBh
Vn   

              Vn = 林分平均材積 
              Vs = 林分總材積 
               n = 林分的林木株數 
              hi = 第 i 株樹高 
              Bi = 第 i 株斷面積 
              fi = 第 i 株樹高形數 
 
    以上這些定義可說只是理論之意義；而實際林分材積情形則不得而知，要是

FsHsBsVs  其各個部分，如 Bs, Hs, Fs 皆能由實際的調查得來，則林分材積將顯較理想。 
    Pienaar (1965)引用 Claturvedi 和 Redak 的話，"若一變數內含幾個組成分，各組成分的平

均值乘積，並不等於該變數的平均"，若以林分材積來看： 
            Vm≠Bm．Hm．Fm   
            式中的 m：表示算術平均 
    因為平均材積木的胸徑≠平均斷面積木的胸徑。 
 
9-2.7 林分生長模式 (Stand growth model) 
1.模式之定義及分類 
    使用模式的目的，在對自然界的各種現象加以描述說明，以增進對各種自然現象的瞭解，

並進而加以預測。Starfield 和 Bleloch 在 1987 年，將使用模式之目的整理出：(1)定義問題(2)
　整理思考(3)瞭解擁有之資訊(4)溝通並測試對資訊之瞭解(5)預測。這五點模式的特性為：(1)



森林測計學 
第九章  林分生長 

空間資訊研究室彙編 9-12

將自然界的現象帶進室內，使自然界的現象重現，以便作各種處理(2)預測自然界的現象，以

便於各種計畫。 
    廣義的模式可分作三大類： 
    (1)模型(Iconic)：以縮小比例尺重現原形，如各種實體模型。 
    (2)類比(Analog)：將現實狀況，用另一種方式類推表示。如等高線圖。 
    (3)符號(Symbolic)：用文字、數目或其他符號來表示真實狀況。而其中以利用各種數學

關係和方程式，來表示自然界現象的數學模式最為理想。因為數學模

式在解釋及推論方面的能力較強，可以應用在各種研究領域中，一般

所謂的模式，指的就是數學模式。 
2.生長模式 
    在林學上，SPATH(1797)、HOSSFELD(1822)及 SMALLAN(1837)等，很早就將數學模式

應用在測計學及林木生長研究上，供作推定或預測之用，以表示各因子間量的關係。生長模

式雖不能將現時情況詳盡的表達出來，但能扼要表出近似現時情況的有用資訊，如生長極限

值、連年生長量達最大時的總生長量與林齡(楊榮啟)。將依分生長模式為三類，此一分類乃

依據模式之主要關係與變數來加以分類。 
    (1)全林模式(Whole stand model)：利用林分變數(林齡或斷面積)來描繪整個林分。 
    (2)直徑級模式(Diameter class model)：描繪每一直徑級之平均木，再將各級收穫或各株收

穫累加，即可得全林分材積。 
    (3)單木模式(Individual tree model)：對每一樣本或每一林分的每株樹加以描繪。 
    以下分別介紹此三種模式，其分類表見表 9-2： 
    (1)全林模式(Whole stand model)： 
      A. 不考慮密度的模式(Density-Free Model)： 

材積之預測所考慮的因子為林齡及地位指數，因為所根據編定之林分不同，分為

法正林收穫表及經驗收穫表。"法正"表示自然最大密度；"經驗"表示自然平均密度；所

以不必考慮密度因子。 
      B. 變動密度模式(Variable-Density Model)： 

變動密度模式考慮了密度對材積的影響，此一類模式又可分為兩種：(1)直接模式

(2)非直接模式。兩種之區分為：(1)直接模式其現實或預測材積，是由生長函數直接推

算，而非直接模式則藉數學式產生之直徑級材積相加而得總材積。(2)直接模式直接預

測生長，而非直接模式須先預測未來密度，再使用密度計算未來材積，未來材積減去

現時材積，即為生長量。 
    (2)直徑級模式(Diameter class model)： 

計算每一級之平均木的性態值、材積、生長量，將平均木乘以每一級之株數。此類

模式可細分為兩種，其區分為模式採用之資料，是由主要林分實際半徑增加的資料，或

是由調查樣本所推算之一般生長函數，計算而來。 
    (3)單木模式(Individual tree model)： 
    單木模式是所有模式中最為複雜的，它必須單獨模擬每一株林木。大部分模式要計算每

株林木的樹冠競爭指數(CCI)，利用樹冠競爭指數來決定一棵樹是生是死，並使用樹冠競爭指

數決定直徑、樹高、樹冠大小的生長量。分為兩種： 
A.距離相依（Distance-Dependent）畫出並計算每株目的木與其競爭範圍內所有林木的距

離，考慮樹與樹之間因距離而生之競爭關係。 
B.距離獨立（Distance-independent）樹冠競爭指數由目的木之性態值與林分性態值計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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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不考慮距離之影響。 
 

表 9-2  林分生長模式分類表 
 模式使用程式：最初關係及變數 
I、全林模式 
A.不考慮密度之模式 

 

1.法正收穫表 )S,A(fVa   
2.經驗收穫表 )S,A(fVa   

B.考慮密度之模式  
1.推測現時材積 V1  

a.直接模式 )D,S,A(fV1   
b.非直接模式（直徑分布） 

1iii1

ii

i

)nd(VV

)d(fV

)D,S,A(f)d(f





 

2.推測未來生長量 g12 及體積 V1  
a.直接模式  

(i)直接生長推測 

1212

12

gVV

)D,A,S(fg




 

(ii)林分密度推測 

1212

222

1212

VVg

)D,A,S(fV

)D,A,A,S(fD





 

b.非直接模式（直徑分布） 

1212

2iii2

222i

1212

VVg

)nd(VV

)D,A,S(f)d(f

)D,A,A,S(fD







 

II、直徑級模式  
A.經驗林分表計劃 

1212

2iii2

1i2i

VVg

)nd(VV

]INCR,)nd[(f)nd(





 

B.直徑級生長模式 

1212

2iii2

i2

121i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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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單木模式  
A.距離相依 

1212

2kk2

kkk

1kkk121k2k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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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距離獨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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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地位 之株數直徑級indi   
A ＝林齡 

2i

1i

)nd(

)nd(
＝直徑級 i 在生長期初、期末之株數 

12P  ＝生長期間 

D ＝林分密度 時，林木之經驗生長量在直徑級iINCRi   
i ＝直徑級 k＝林木 k 

)d(f i  ＝直徑分布函數 dk＝林木 k 之直徑 
Va ＝林齡 A 之林分材積 hk＝林木 k 之樹高 
V1 ＝現實林分材積 ck＝林木 k 之樹冠大小 
V2 ＝生長期終之林分材積 CCIk＝林木 k 之樹冠競爭指數 
g12 ＝經一生長期之林分生長量 DISTk＝林木 k 與其鄰近競爭林木調查距離 
vi ＝直徑級 i 之平均每株材積 1kkk )c,h,d(

＝
在生長期初、期終，林木之直徑、

樹冠、樹高 di ＝直徑級 i 之大小 2kkk )c,h,d(

 vk＝林木 k 之材積 
 
9-2.8 人工林生長收穫調查分析系統 
1.五種栽植密度之柳杉造林地基本資料 
     樣區名稱 
    (1)樹種(SPS) 
    (2)位置(Location) 
      UTM 座標(Universal Transverse Mercator coordinate) 
      基本圖圖號 
      林管處(Forest Distract, FD) 
      事業區(Working circle, WC) 
      林班(Compartment, Comp) 
      小班(Sub compartment, Subcomp) 
    　樣區面積(Plot area) 
    　樣區方位(Aspect) 
    　樣區海拔高(Altitude) 
    　每公頃栽植株樹(Plant stock, No/ha) 
2.林木生長基本資料 
     圖：單株林木位置圖 
     表：單株林木編號 
         單株林木胸高直徑 
         單株林木樹高 
         單株林木特殊記載 
3.林分分布、平均資料 
     胸高直徑：分布 每公頃斷面積 處理：整地 
               最大 每公頃材積 施肥 
               最小 每公頃株數 除草蔓 
               平均 樣區斷面積 防病蟲害 
               眾數 樣區材積 間伐 
     樹    高：分布 樣區株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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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 林分密度 
               最小 林分地位 
               平均 林齡 
               眾數 樹種 
 
9-3  影響林分生長因子 

預測某樹種或樹種組成林分的生長與收穫的方法，大都決定以下四個因子： 
1.林齡（異齡林為林齡分布）Age（uneven-aged stands, the age distribution） 
2.林分密度（Stand density or site occupancy） 
3.森林撫育（Tending of forests） 
4.地位（Site quality） 
5.樹種（Species）、林型（Forest type） 

生長量依時間、位置、土壤、氣候、林分結構、林分密度而異，土壤、位置→稱為穩定

因子（stable factor）。林分結構、林分密度→稱為暫時因子（transient factor）。 
 
9-3.1 林齡（林分）之查定 
1.同齡林（even-aged stand）─由台帳或選取中等大小之樣木依單株推算之或選不同大小之林

木平均或加權之。 
2.異齡林（uneven-age stand） 

近年發現（研究林分結構各因子與林木生長之關係顯示林木生長與林齡相關性不高。但

森林經營計劃收穫表製造需要，所以查定法可由下施之 
(1)各株立木年齡之查定 

A.應用現實齡（與同齡林算法） 
B.應用經濟齡，將被壓時代換算為經濟齡之法 

(2)平均林齡之計算─如Hoyer氏之中央林齡，即同sps, site, V/ha之單純同齡林之年齡或依各

齡以株數面積或材積等因子為權數，加權之。 
 
9-3.2  林分密度 (Stand density) 

林分密度，即土地內在生產潛能被完全使用的程度（the extent to which the innate 
productive capacity has been and is now, fully utilized.）。林分密度為林木利用林地及其生長空

間之程度，亦即一般所稱林分之疏或密的程度。其疏密程度由現存林木之株數、大小及空間

分佈來決定；而測計之項目為株數、胸徑、樹高及形數。林分密度直接影響林木之質和量的

生長，關係到森林經營的效果，因此，林分密度問題一直是林業及林學（森林生態、育林、

林業經濟、森林經營上）所關心的項目。林分密度可以使用絕對量及相對量表示之，前者為

從林分中直接求出，後者為與某一標準密度之比數。理想之林分密度表示方法必須簡單客觀

而與林齡之老幼及地位之優劣無關。 
 
9-3.3 森林撫育（Tending of forests）：撫育措施包含疏伐、施肥、競爭植物的控制等（Cultured 

treatments applied（thinning, fertilization, competing vegetation control,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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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 立地品位（地位）：即土地內在生產潛力（the innate productive capacity of the land area 
involved.） 

1.地位因子調查 
  (1)地位─特殊種或林型在一生育地（site）的生產潛力。量測每種樹種的立地生長潛能可由

以下幾種方法求出： 
      ａ、直接法（a）以往的收穫記載：如農作物生產量 
                （b）林分立木材積 
                （c）林分樹高 
                （d）定期間高生長：ＤＢＨ五年間的生長 
      ｂ．間接法（a）樹冠層樹木間的關係 
                （b）地被組成豐量度 
                （c）地形、氣候 
    而使用ａ（a）的話，需要品種一致施業法相同，病蟲害設有大變化，輪伐期相同，即非

常集約之經營始可用。 
    ａ（b）則因材積與密度，樹種、組成基因、施業方法而有很大的差別，並不僅是地位，

所以不予使用。 
    ａ（c）同樣密度，依樹種不同，密度會對樹高有影響，但一般重要造林樹種其密度不影

響樹高。 
    ａ（d）Alban（1972）研究紅杉生長期間，認為啟始於8ft（2.4m）以上五年的生長最具

代表地位。一般人相信幼年林分用本法算出的地位較準，老林分則

不適合。 
    ｂ（a）找出樹冠層林木和造林主要樹種對地位反應之關係，（以變更前之林相ＤＢＨ、

Ｈ的分佈與造林木分佈之關係求出其地位。） 
    ｂ（b）若樣區調查發現地被是蕨類和軟草類其林分生長較好，而具若藤類和硬草類地被

之林地樹木生長不佳，此似乎可用之。 
(2)植生性質調查 
(3)地位指數 
(4)收穫表和收穫函數 

    a.同齡林收穫表 
    b.收穫函數 
 
2.立地品位之評估（Evaluating Site Quality） 

一特殊種或林型，在一立地（site）之木材生產的潛能、不同年齡木材生產的大小（sizes）
和價值（value），乃決定於立地品位(site quality)和林分密度(stand density)。立地品位係指土

地的生產力、土地的品質。 
投資和各種撫育作業都決定於不同地位有不同的投資與撫育措施，所以，立地的評估是

一相當重要的工作。所以，發展“量化立地品位＂的技術，相形的為林業經營者努力的地方。 
樹木生長乃由樹種的基因（genetic capacities）和環境（environment）相互影響，而環境

的影響包括以下： 
(1)氣候因子（climate factors）：氣溫、降雨、風、日照（insolution）； 
(2)土壤因子（soil factors）：土壤物理、化學性質、濕度、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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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形因子（topographic factors）：坡度、海拔高（elevation）、方位（aspect）； 
(4)競爭因子（competition）：其他樹的影響、地被植物、動物。 
 
而以上這些因子的總合，即是立地品位(site quality)，而一般競爭都是短暫（transient）且

可由育林方法予處理。所以，在評估地位時不予考慮。 
 
其立地品位之評估方法包含： 

(1)與林木生產有相當關係之環境因子，一般稱為間接方法（indirect method）。 
A.由有關之上層林木之關係（overstory interspecies relationship）評估 
B.由地被植物之特性（lesser vegetation characteristic） 
C.由地形、氣候、土壤等因子評估 

(2)由林木本身的特性，即由環境因子直接反應於林木本身的特性，稱直接方法(direct 
method)。 

A.由歷史的收穫記錄評估 
B.由林分材積資料評估 
C.由林分樹高資料評估 
D.由一段期間樹高生長資料評估 

 
而立地品位一般都以樹高來算之（而直徑少用，因為直徑對森林密度反應較敏感，而樹

高對密度反應不敏感，但對土地生產力卻反應敏感），樹高和年齡的關係一般稱之為地位指數

（site index, SI）。地位指數一般皆以林分內一定數目的優勢木與次優勢木（dominants, 
codominants tree）的平均樹高來計算。 

所以，評估一林地的立地品位（site quality），需要 
(1)優勢木與次優勢木之平均高度； 
(2)平均年齡（25、50、100 年）； 
(3)某一樹種的輪伐期或其他值得依據參考的年齡； 
（Red wood 的 Site index 70 係基於參考年（referenced years）50-year） 
 
而立地品位評估之資料的來源包括： 
(1)由臨時樣區（temporary plots）來量測林分樹高（H）與年齡（Age）的關係 

此建模資料來源的臨時樣區，其涵蓋的範圍，需以地位指數能適當地表示全齡域的

所有現象為其前題，若此前題是不正確話，則此數式將有偏差。然而，尚有許多因子使

不同林齡，有不同的地位表現，此法用於短輪伐期。則較好的立地生長材積量較高，各

種投資花費較少。 

)1(3.1 aDehH   

(2)由永久紀念樹（monumental trees）或樣區的資源來建模式，在不同期間，量其樹高和

年齡。一般需時較久，其資料收集到能用，需要經過一段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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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樹幹解析（stem analysis techniques）之單株資料，建立樹高、年齡的關係：花費較

高，但馬上可得資料。其若(2)法連續的量測，永久樣木後 樹是已知年齡與高度。 
(4)由永久樣區（permanent plots）的長期觀察量測的林木資料，選取每時期優勢木、次優

勢木的平均樹高，進行建模，則可得不同地位、不同時期優勢木、次優勢木的平均樹

高與林齡，更而整合不同地位的永久樣區資料，以獲地位指數，配合伐期齡或輪伐期

的參考林齡。 
吾人可區分地位指數（site index）為三類型： 

   

圖 5  地位指數的三種類型 
 

由 2、3、4 法，可產生以上三種情形。 
由 1 法，則一定產生第一種 anamorphic curves。 

 
9-3 林分演替模式 

生態學家自 1960 年代起，開始發展生態模式。此處依模式討論對象，將森林模擬模式分

為三類(Shugart &West, 1977)。此三者曾發表過之文獻及資料，如表 9-3 所示。其中有關森林

生態演替之模式，以框線標出。 
1.演替模式種類 
    (1) Tree Model：將單一林木作為森林模擬的基本單位，從最簡單的某樹種之單一林木被

另一樹種取代的機率表，到非常複雜的不同大小之不同樹種的三維幾何

模式都有。 
    (2) Gap Model：在一個很小的單位空間內，動態的模擬每株林木之特殊性態值。此一單

位空間之形成，是因為樹冠間隙或取樣的樣區。 
    (3) Forest Model：以全林分作為模式模擬之對象。 
    以下則將這三種模擬模式分別加以介紹： 
    (1) Tree Model： 
      考慮主體 

以單株之林木為主體，其中考慮空間配置者加入其他林木對目標林木之影響，不

考慮空間配置者則以平均木或標準木為代表。 
      應用範圍 

同齡之純林、同齡之混淆林、異齡之純林、異齡之混淆林。 
      模式介紹 

Tree Model 之類型，依所使用的林分狀態，分為以下五種： 
         A.純林空間配置之模式(同齡林或異齡林)： 

H 

Age 
相似曲線 

H 

Age
多型不交叉曲線 

H

Age 
多型交叉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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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對象：限於評估經濟林複雜之造林、栽植株距及收穫計畫。 
            b.考慮因子：林木之定期生長，包括直徑、樹冠體積、尖削度等。 
            c.不可用於生態演替之模擬。 
         B.同齡之純林，不考慮空間配置的模式： 
            a.對象：經濟林，十分均勻之林相(與上述模式為兩可選方案)。 
            b.考慮因子：林分斷面積,立木密度(以株數表示),材積(或生物量)。 
            c.方法：利用上述之考慮因子對時間的微分方程式(如 dV/dT)，使用一平均木，

來計算材積或蓄積量與斷面積之間的關係。因為所作的假設為同齡之純

林，林相十分均勻，所以可以用平均木材積與株數之乘積作為全林材積

的代表。也因此一假設，限制了這個模式使用的範圍。 
         C.同齡之混淆林，不考慮空間配置的模式： 
            a.方法：在混淆林中，不管樹種的不同，把標準大小的林木當作標準木，將不

同林齡的標準木代入動態方程式系中，以解決全林分的建造。 
            b.使用在異齡林之修正：SUZUKI 和 UMEMURA 在 1974 年曾在異林齡上應用

此一模式，加入了機率的考慮，以直徑分布頻度為函數之動態變數，改進此

模式之缺失。 
         D.異齡林，不考慮空間配置的模式(純林或混淆林)： 
            a.對象：天然次生林的生態演替。 
            b.假設：生態演替之特性乃由於包含其中各樹種的性態值而來。 
            c.方法：使用機率(stochastic)的觀念，考慮生與死之過程對單一林木的影饗，而

不計算林木之生長量。 
            d.優點：使用最少的模式來作演替的模擬。 
         E.異齡林、混淆林、空間配置的模式： 
            a.對象：生態演替。 
            b.考慮因子：包括形狀(form)、種子供給(seedsupply)、一定直徑、一定高度以上

之模擬木的確實位置(location)。 
            c.方法：利用母數如樹形方程式、樹冠形狀函數、林分密度、種子落下地面之

分布形態。 
            d.此一模擬方法最為複雜而詳細，且不能通用於每一森林體系，必須依各別森

林狀況加以修定。但此一模擬方法可以產生許多複雜的預測，這是其它普通

森林調查所不包含的。 
以上五種模式中，使用於生態演替之模擬模式者，為第四和第五種，至於第一至三

種，則因為 1.不考慮演替模擬所應考慮之現象；2.資料來自生長旺盛之壯齡林木，並以

疏伐或收穫代替枯死率；3.不考慮樹種間相互影響之關係。所以不能用在生態演替研究

上。 
    (2) Gap Model 
      考慮主體：以天然間隙或人為調查樣區為準，畫分出之小群林木。 
      應用範圍：異齡之混淆林 
      模式介紹 
      Gap Model 可分為以下兩類 ： 
       A.非空間配置模式 

在一個限制的單位空間內，計算樹與樹之間相互競爭的關係，以模擬演替。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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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林分分為許多類型，預測在某一時期之後，一類型會變成另類型。 
       B.垂直空間配置模式 

模擬每株林木直徑的每年變化，以直徑來決定樹高，再利用模擬樹冠面積來發現

因陰影所造成之競爭關係。 
觀察這兩種方法，不難發現這兩種方法，都使用林木競爭的關係來決定演替，來模擬

天然林之長期動態演替。則 Gap Model 使用在生態演替之研究上的可行性不言而可知。 
    (3) Forest Model 
      考慮主體：整個林分或森林。 
      應用範圍：異齡之混淆林、同齡之純林。 
      模式介紹： 
        A.同齡之純林的模式 

收穫表即為憑經驗所得之模式，考慮之層次為整個林分。 
        B.異齡之混淆林的模式 

假設所有景物皆由許多隨演替過程而改變的鑲嵌元素所搆成，此一隨演替過程而

作的改變可以是逢機的(probabilistic)，也可以是持續性的，使用比率來表示鑲嵌元素

之改變。 
以上兩種模式，第一種不能使用在生態演替之研究上，第二種可以，其道理在模式之

方法上，就可以明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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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  生態模式分類一覽表 

種類  年齡結構  雜異度 空間 文獻 演替

模式
 樹種或林型 

 

 

   空間配置 

Nownham 1964 
Lee 1967 
Mitchell 1969 
Lin 1970 
Bella 1971 
Hatch 1971 
Hegyi 1974 
Lin 1974 

  

Pseudotsuga menxiesu 
Pinus contorta 
Picea glayca 
Tsuga heterophylla 
Populus tramuloides 
Pinus resinosa 
Pinus banksiana 
Pseudotsuga menxiesu 
Tsugo neterapnylla

林木 

 

同齡 

 純林      

   非空間配置 

Clutter 1963 
Curtis 1967 
Dress 1970 
Goulding 1972 
Sullivan & Clutter 1972 
Burkhart & Strub 1974 
Clutter 1974 
Elfving 1974 

  

Pinus foeda 
Psedotsuga menxiesu 
 
Psedotsuga menxiesu 
Pinus faeda 
Pinus faeda 
Pinus rodiata 
Pinus sylvestris 

       
  混淆林 － 非空間配置 － Soloman 1974  Northern Hardwood forest 
        

    空間配置 
Adtard 1974 
Arney 1974 
Mitchell 1975 

 
Pinus patula Copressus spp. 
Pseudotsuga menxiesu 
Pseudotsuga menxiesu 

 

異齡 

 純林     

   非空間配置 
Bosch 1971 
Namkoong & Roberts 1974
Suzuki & Umemura 1974 

 Sequora sempervirens 
Sequora sempervirens 
Chamoecyparis spp.  

       

  

 
非空間配置 

Leak 1970 
Farcier 1975 
Horn 1976 
Noble & Statyer 1980 

 

Northern Hardwood Forest 
Northern Hardwood Forest 
Northern Hardwood Forest 
Tasmanian Wet Sclerophvll 混淆林 

       
   空間配置 － EK & Monserud 1970  Northern Hardwood Forest 

         
     非空間配置 － Waggoner & Stephens 1970  Northern Hardwood Forest 
         

空間 － 異齡 － 混淆林 

垂直空間 

Borkin et al 1972 
Shugart & West 1977 
Mielke et al 1978 
Tharp 1978 
Shugart & Noble 1980 
Shugart et al 1980 

 

Northern Hardwood Forest 
Southern Appalachian Forest  
Upland Pine-Oak Forest 
Mississippi Floodplain Forest 
Montane Euclayptus Forest 
Trapical Rainforest 

     
     
     
     
     
         

 
 

森林 

 異齡 － 混淆林 － 非空間配置 

Hool 1966 
Olson & Christofolini 1966 
Moser & Hall 1969 
Shugart et al 1973 
Johnson & Sharpe 1976 
Wilkins 1977 

 Northern Hardwood Forest 
Southern Appalachian Forest 
Northern Hardwood Forest 
Forests in Upper Michigan 
Forests in Geargia Piecmont 
Forests in Tasmania 

 
 
 
 
 

        

 同齡 － 純林 － 非空間配置 －
現今大部分使用於森林之

收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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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長模式與生態模式 
生態學、模式與生態演替 

近一百年來，生態學家對於自然現象的研究，多以演替(Succession)為重；而生態演替

研究的重心，又在於決定樹種組成的改變及生態系的屬性(如：生物量、雜異度)。由於在

演替的研究中，常以森林為考慮的對象，而森林具有長期系統動態之特性，所以森林確實

的形態，常由推論而得。由於主觀性的推論，使得生態學家之間，對於演替的特質，一直

無法取得共識，生態演替的機制也因此產生混淆，對生態演替不能有進一步的研究瞭解。

基於此一缺失，最近生態學家在研究演替時，便開始使用有關森林動態的數學模式。因為

模式可以對演替機制產生一個形式化的敘述(Formal description)，所以可分析產生有關長

期生態系統動態的預測，藉以修正以往對於生態演替機制的混淆，更進而利用模式，模擬

演替形態，以使生態學家對長期森林動態和生態演替，有更新的瞭解與突破(Shugart & 
West 1980)。 

3.測計、模式與生長收穫 
長久以來，森林學家一直希望能對森林資源作有計畫的利用。基於此一目的，森林學

家需要有計算現有資源並預測未來資源的能力，為了計算現有資源並預測未來資源，於是

生長收穫的研究成為森林經營的核心，以往研究收穫主要以法正林經營觀念，以單位材積

和林齡兩個因子，利用繪圖技術來建立收穫表，也就是以法正林─假設的理想林分為基

礎，來作資源的計算及預測，但是收穫表並不能適用於任何情況，若林分曾經經過育種改

良或環境改變，收穫表便不能產生準確的預測，造成了許多困擾。 
為解決此一困擾，森林學家發展了森林生長收穫模式，希望能代替以往的收穫表，對

森林的生長有更進一步的瞭解，並且逼近於森林生長的確實形態。使得森林經營者，更能

有效的掌握林木的生長與收穫。 
4. 生長模式與生態演替 

森林學家與生態學家，近年來分別在其研究領域中，發展各自所需的模式技巧，但兩

者在模式資訊上的交流卻很少，這是一個很可惜的現象；其可能原因有二：模式的充分發

展還是最近之事，並且，森林模式多發表在非森林學家少見的刊物上，因此造成了這一現

象。 
比較上述之生長模式及生態模式，我們可以發現，雖然以往模式的假設較不具生物上

的意義，缺少彈性，但近來模式漸漸注重生物觀點，遇有新資料引進時，可以重新修定，

是一種考慮動態的方法。在生長模式中，單木模式可說是一個較接近生態演替的模式，與

Tree Model 中的生態模式相近，可以用來從事生態演替的研究。至於 Gap Model 則是生長

模式中全林模式的再發展。以往生長模式偏重於材積的計算與預測，一方面是因應當時之

需要，一方面是限於數學模式發展的限制。最近幾年，由於模式技術的進步及社會之需要，

已經可以利用生長模式來從事生態演替的研究，所以應整合兩者之技術，共同努力，以增

進人類對自然生態演替之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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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土地利用及森林資源調查與監測 
10-1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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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resource inventory)或森林監測系統（Forest Monitoring System）

的建立上尚需靠各科系之科際整合小組(interdisciplinary team)共同努力地進行取樣調查及資

料處理、資訊提供的設計與實務。 
    本章重點在於森林資源調查與環境監測建立的程序、過程與考慮。有關整合性的資源調

查(如：水土資源、動物、基因、環境、遊樂、美...)則考慮於分別於調查技術、森林資源經營、

管理、評價、計劃等課程中完成。 
    Husch and Mill（1983）認為完整的林木資源調查應該包括：(1)面積的推算 (2)地形描述

（topography） (3)所有權（ownership) (4)易到達度（accessibility) (5)交通設施（transportation） 
(6)林木質+量（Timber quality and quantity）(7)生長、枯死（growth and mortality）。 
    但吾人認為資源調查方法、結果決定於目標，所以調查報告內容將有許多不同，但皆可

歸為圖、表、文。：為獲得資訊的過程，使資訊能提供做合理決策的依據。以圖、表表達資

訊時，標題(titles, column headings)、單位、等級務必標明清楚。 
    以往資源調查後，以林分表(stand table)、蓄積表（stock tab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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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蓄積表(stock table)：各樹種林木株數，材積(或重量)／單位面積 
 
10-2 資源調查規劃與取樣設計 
    資源調查是一種決策過程，為一種依目標進行的經營活動（Management by objective, 
MBO）可以如圖10-1之符號模式（symbolic model）來表示這種規劃流程，步驟的詳細說明依

次說明如下： 
施行資源取樣調查的基本步驟簡述如下： 
 
1.調查目標的建立 
    土地需合理利用、妥善管理，俾認清其可用限度，及時予以保育處理，而研擬一進步、

明智之土地利用方案前需對土地利用現況、影響生產力之各主要因子予以詳查。 
    森林調查不外乎是提供經營上所需要的資訊與問題的解決。然而從經驗得知，經營上所

真正需要的資訊常不明顯。經營者有時不太詳細知道什麼是所想要的資訊。森林生物統計學

家常須主動要求經營者，列舉所需要的資訊。這些目標盡可能地以統計形式表出，譬如包括

可以忍受的誤差量，以及在經營上願意接受的風險度(即誤差的發生機率)。此外，樣本資料

的將來用途，也應該加以考慮。 
森林資源調查依森林經營資訊需求不同而分： 

    (1)事業(伐木)計劃所需資訊      精密 
    (2)經營計劃所需資訊            ↓ 
    (3)國家林業計劃所需資訊       粗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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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1：調查資訊系統的設計流程 

 
(1)森林資源調查(Forest Survey)之類別、目的及其調查項目。 
   A.立木標售之林分調查(林班販賣調查Cruising purchase survey)需較高準確度，尤其大徑

材，以便精確地估測立木價金之需。 
    a.商品性林木之粗材積(Gross volume)及淨材積(Net volume) 
      粗材積：伐採點至幹梢之材積 
     淨材積：粗材積－瑕疵－腐朽－造材損耗 
    b.最小林木及原木之最小長度 
      規定最小胸徑級(依調查目的或當地之用材規格) 
    c.砍伐後可獲利之材積數量(可造材之材積數量、木材品質、各樹種、品級之材)即每m3

之材積售價大於砍伐費用才伐採，小徑級、劣質、不良排列，則不伐，以免利不及費。 
    d.伐木作業法及其實用方法 
      伐木作業法及道路、運材設備對計算生產費用時，有很密切的關係。所以，伐木獲利

與否與之伐木設備、作業法應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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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作業費之估計 
      伐木、運材、造材、道路修建費、林區調查費、人事費、工寮修建。 
    f.林木之材質 
      各級木材產出、各等級木材材積所佔淨材積總數% 
   B.定林區伐木計劃之調查 
     重於地形之調查、林木密集所在位置、道路修建路線 
    a.分別記載伐區的地形、位置、到達之難易，以為設計木材運搬路線計劃之用。 
    b.調查各主要樹種商品性林木之淨材積(樹種、幹級、品等)。 
    c.繪製各伐區之林分密度分佈圖。 
    d.為保續作業之經營才需要調查─總蓄積量、生長量。 
    e.若皆伐作業時, 須詳細調查、記載全林區地形及復舊造林之地點。 
   C.林木經營計劃檢訂調查(森林經營計劃調查Forest management planning survey)主要查定

現有之蓄積量和生長量，以決定未來之收穫。 
     調查主要項目─齡級、樹種、利用材積、全林區之連年生長量 
    a.事業區或林地總面積 
    b.各樹種、各齡級、各胸高直徑級之林木淨材積；單位面積上各直徑林木株數。 
    c.可砍伐之林木淨材積。 
    d.不同林型之林地面積、不同齡級之林地面積。 
    e.連年生長量。 
    f.最佳之土地利用型。 
    g.對當地之經濟價值。 
 

表10-1  以往森林調查類別及其工作項目比重表（楊寶霖 1991） 

森林調查類別 
森林分布

及全面積 
各林型材

積級面積

齡級及材

積級面積

各林型地

位級面積

地

形

所有

權 
交通

情況 
材

積 
生

長

損

耗

森林資源調查 I I III II II II III I I I 
森林經營計劃檢訂調查 I II I I II III I I I II
林班販賣調查 II I I II I III I I III III
林業政策之制定調查 I I II I II II II II II III
伐木作業計劃調查 II I I II I III I I II III
     I：極重要    II：表示一般敘述    III：表示略加敘述 
 
   D.全國性森林資源調查(森林資源調查 Forest resource survey) 
    全國、全省、某一區域內森林一次調查 
    a.林地面積(主題圖) 
       (a)全面積 
       (b)各林型之面積、分佈 
       (c)各所有權之林地面積 
       (b)各種林地之面積(Ex： 經濟林地、施業限制地、保安林地面積) 
       (e)各事業區之面積 
       (f)各行政區之林地面積 
    b.林木及材積 
       (a)各樹種、各胸徑級之林木株數及材積(尤其各經濟樹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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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各幹級之林木材積 
       (d)總蓄積量 
       (f)製材部份林木材積、幹梢及枝條部份材積 
       (g)瑕疵、腐朽林木之材積 
    c.材積之年生長量及年可伐量(Vnt=Vn+G+I-C-M) 
    d.林木之年枯死量及其材積 
    e.因砍伐、火災、蟲害、病害及風災等材積減損率 
   E.其他特殊目的之調查(林業政策之制定調查 Forest policy) 
     "林業政策"決定之調查 
      ─蓄積、生長、年可伐量、國民需要及其他政策之配合，如副產品（by production）愛

玉子、黃檗、松脂林的生產調查。 
      ─明瞭產脂林木之最小胸徑, 及其以上之林木株數、種類分布之面積、作業之難易、

每單位面積之株數。 
        所以確立林業政策、訂定經營計劃、解決問題，因果關係的瞭解、森林性態值變化

的推估預測均需施行 "森林調查"，凡此，亦皆是森林資源調查的目的。 
 
(2)目標族群的確定 
    目標族群（target population）是想要做取樣調查的族群，而取樣族群（sampled population)
是真正實際做取樣調查的族群。有時根本無法測定目標族群或是要付出極高的費用才能做

到。外業調查時常發覺取樣族群不是目標族群，因而在取樣過程中應特別注意，務必使其配

合。 
    將所要調查族群的個體，適當地劃分清楚，是非常重要的措施。這些個體有時可依照個

體基礎而劃分，或有時也可依照其性態而劃分；僅在當這些個體的性態出現時，其個體才被

包含在族群內。有時對於在境界線上的個體，常根據主觀判定其性態值是否屬於族群內。許

多外業調查者，常對不是屬於經營所規定的目標族群，做族群取樣調查。因此，對於什麼樣

的個體可以成為所要調查族群中的一分子，必須正確明白的加以規定。例如：一株林木是否

成為林木族群的一個分子，必須根據：(i)林木是生長在某一森林地區內，(ii)仍是活的林木，

(iii)林木的連皮胸高直徑至少有10公分，(iv)林木是某一工廠製材或製造木漿的樹種。 
 
(3)蒐集資料項目的決定 
    調查者常從保守的觀點而蒐集過多的資料，其中有許多資料是與調查目的無關，因而也

就未做分析。但是，選取過多不重要資料會降低真正所需資料的精確度。當然，也不要遺漏

在以後推算過程中可能是很重要的資料。蒐集一些多餘的而未被分析利用的資料，造成浪費，

但若沒有蒐集到真正所需要的重要資料以致所做的決策不夠完善時，那種浪費就更大了。 
    一般調查項目皆依不同的調查目的而相異，如收穫計劃(harvesting plan)應強調：(A)地形

描述、(B)決定易到達度、交通運輸設施、(C)林木蓄積量推測，其他項可較不重視或忽視 
    又如：經營計畫擬定所需調查(檢訂調查)則應強調(A)林木質與量推算(樹種組成、林分結

構、林分蓄積)、(B)林木的生長、枯死（林木生長、枯死、結構變化)、(C)林地生產力、立地

品位。 
    森林資源調查係由調查(measuring)與推測(assessing)林木、林分和林地的性態值。 
    資料來源A.地面調查(ground survey) 
            B.遙感探測(remote sensed ima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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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航空照片(aerial photographs, photogrammetry） 
              b.人造衛星影像(satellite imagery) 
 
(4)測定方法的決定 
    調查資料一般可以使用許多種方法及不同儀器與技術測定，這些皆能影響其測定值。只

告訴外業調查者測定樣本的連皮胸高直徑是不夠的，必須明確的告訴外業調查者如何測定。

例如： 使用直徑尺測定樹幹圓周而求出的林木直徑，常會與使用輪尺的測定結果不同。因為

樹幹不是標準的圓形，使用輪尺所得的直徑測定值，是隨測定方向而不同，所以，必須規定

直徑測定方向或是採用逢機方向，或是測定一株立木的最小與最大直徑再求其平均值。其他

如胸高的正確規定，當地形不是水平或樹根裸露在地面以上時，應該從何處開始測定？站在

上坡上測胸高直徑等，也應有所規定。 
    測定有效單位的決定。是否應該定到公分單位，十分之一公分，或是百分之一公分等等。 
 
(5)族群架構的建立 
    族群架構是將族群內各個性態元素排列成表。有時當個體呈地理分布時，其架構可能是

包括調查地區的地圖。例如：某一森林的林木族群或某一城市中以「戶」為單位的人口族群，

其族群架構可能是包含這一森林或城市的列表或地圖。 
    當建立族群架構時，必須規定取樣單位(sampling unit)的定義，取樣單位是為便於取樣所

劃分的族群或個體，將其全部或一部分選入樣本之內。在這種情況下，架構定義就是取樣單

位的列表。隨時間變化的族群，族群架構必須是根據最新資料所建立。 
    取樣單位雖然常是互相排斥，但是不一定必須互相排斥(mutual exclusion)。取樣單位在選

取上必須是毫無遺漏，每一個個體必須屬於某一取樣單位。例如：某一森林所含的林木族群

─植生種類或林型等取樣單位可以規定是不重疊的固定面積樣區。如果在這樣定義下的樣區

涵蓋整個森林時，取樣單位就是互相排斥而且選取上毫無遺漏。倘若假設逢機樣點可以落在

森林內的任何地方，並且假設某一樣區就是圓形區域，而且這一圓形區域是森林的一部分時，

取樣單位在數目上是無限的，其在選取上是毫無遺漏，但不是互相排斥，因為有些林木被包

括在兩個以上取樣單位內。 
    建立架構常是在設計取樣之前，但是這並不是常常可行，有些情況在開始時族群架構只

能使用概念上的定義表出。因此，架構一般是在調查過程中完成，族群中每一個體在外業調

查時都會被訪問並且將其列表，其是否要選做樣本是在這時才做決定。 
 
(6)樣本取樣調查方法的設計 
    調查全林分時可以完全或100%資源調查（Tally每木調查)但往往調查樣本以取樣資源調

查(sampling inventory)進行之。設計樣本調查方法時，必須同時研判其他可行的方法，比較各

個方法的相對效率、相對複雜性、以及相對費用等。樣本大小也應該做詳細的計算及明白的

描述。若要選取不同的取樣方法時，應該做更清楚的討論，考慮可能發生誤差的來源，並且

設法加以防止。關於資料的分析方法，也應做簡要的說明，使調查者知道必要資料是否已經

蒐集齊全以及資料分析結果能否導出所需要的推算值。以下僅就取樣調查流程表示如下圖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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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台帳資料來源 
Multiphase 

衛星影像 
航空照片 
地面調查 
地圖及輔助資料 

 
目        標 決定樣區點 決定有無 決定樣區面積 
調查範圍界定 之中心位置 面積取樣 、樣位大小 
 取樣比例決定 
 樣區、樣位範圍確定 
 
 調查項目決定 調查步驟 調查記錄 
 地理─UTM、經緯度 調查方法 尺   度 執行 
 物理─氣象、土壤 調查工具 單   位 
 生物─動、植物 調查人員 有效位數 調查 
 社經、人文 
 
 資  料  收  集 
 
 資料檢定 資料建檔 資料處理、分析 資訊 
 

圖10-2. 取樣調查流程圖 
 
(7)調查手冊的編製 
    為使樣本調查工作能夠順利進行，應該將整個工作程序編成手冊，以供參考應用。其內

容包括主要調查目標的摘要，調查族群的描述，所要蒐集的資料，測定資料的技術，以及其

他外業與內業有關表格的設計等。其所用名詞的定義，必須使用森林學及統計學術語清楚地

表達，而不可以以模稜兩可的文字表出。外業調查講習及實地做樣本調查以獲得經驗時，應

該將手冊做定期的修訂。 
 
(8)外業調查者的講習及訓練 
    外業調查者必須在外業工作開始之前接受適當的講習及訓練，以使抽選取樣單位的方法

及測定技術盡可能的標準化。例如： 由不同調查者對同一取樣單位實施測定，經過練習及調

整之後，使其所得的測定值非常接近。 
 
(9)外業調查工作的施行 
    森林資源的野外工作(field work)謂之外業 
    1.組隊：依取樣過程、森林狀況、工人狀況、過去調查經驗工作手冊、預備調查，盡量

減少人為誤差、量測、記錄方式一致化、標準化。 
    2.找中心點：依事先規劃好的圖籍、角度、距離、明顯地標(landmark)。 
    3.劃定調查樣區範圍大小。 
    4.以相同的儀器、技術進行調查，記錄調查表之各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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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做外業調查時，應該經常監督及檢核，以保證測定品質。一般而言，為維持工作品質，

以及使不同外業調查隊所用的測定方法保持一致性，外業調查者在當天晚上必須親自核對外

業資料，因為其記憶猶新，可以立即更正重大錯誤或發現遺漏資料。 
 
(10)資料的處理 
    如果樣本調查的範圍有限及所取樣的族群很小時，可以由內業工作者使用桌上計算機進

行資料處理。實際上大多數的樣本調查都是非常龐大，差不多都需要使用電子計算機做資料

處理。因此，必須提前編寫好電腦建檔格式、程式，做好測驗及除錯工作或以套裝軟體測試，

當外業資料進入室內時，可以立刻開始做資料處理。 
    當做資料處理時，應該經常與經營者保持聯繫，會商如何求推算值，外業計算結果的表

出方式，以及最終報告的形式等內業工作。 
    森林資源調查資料的量化分析，當森林資源調查無法直接量測材積、重量，則須建立直

接量測之林木林分性態值(如dbh, height)與欲獲之量 (如蓄積量growing stock,..)之關係式，亦

即推估模式，所以需由野外調查資料(di)建立模式以便計算所需量(V)，或者使用其他林木或

林分或先前建好的關係式、表來推測。 
    綜合以上得知，設計一易於瞭解的資源調查計劃相當重要。現僅就目的、調查收集資料、

財政支援、人員、取樣調查設計、資料建檔、處理、 
資料如何分析與資訊表達，擬成圖10-3。 
 
   A.調查目的 
 1.調查目的 
 2.背景資訊 
 3.林地描述 大小─固定面積取樣 
 6.航照 單位 
 調  查 5.取樣調查設計 形數角矩─無邊取樣 
 7.地面 取樣 
10.維護 方法－機率 
 DATA 
 調查項目、儀器 
 方法 
 8.編輯、分析、處理 
 表 
 4.資訊 
  圖 
 9.報告 

圖10-3. 資源調查流程 
   B.背景資訊 
    a.過去調查之報告、圖、像片等(已有資料空間主題圖籍、屬性、報告之整理分析) 
    b.支持此調查的個人、團體 
    c.可動用資金(funds available) 
   C.林地描述 
    a.位置研究探討範圍之確定(基本圖) 
    b.大小、範圍 
    c.地形、可到達度、交通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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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林型、性質描述 
   D.最後報告所需資訊 
    a.表、圖 
    b.地圖、鑲嵌圖、主題圖 
    c.說明 
  E.資源調查需配合森林、地形、經濟、交通狀況、氣候 
    航照調查→土地利用型、林型之分類(forest classification)、分層(stratification)、製圖面積

範圍之確定(mapping area determination)、調查設計尋找樣區中心點 
    地面調查→林況、地況(forest condition)、林木品質(timber quality)、林木數量(timber 

quantity) 
    precision愈高→cost愈高 
    a.由地面測量航照片、地圖或地理資訊系統以推算面積 
    b.決定林木量(材積表、式) 
    c.取樣單位、大小、形態 
    d.逢機機率取樣(probability sampling) 
      (a)簡單逢機取樣(simple random sampling) 
      (b)分層逢機取樣(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c)多段式取樣(multistage sampling) 
      (d)雙重和迴歸取樣(double & regression sampling) 
      (e)不等機率取樣法(sampling with varying probility) 
    e.非逢機取樣(nonrandom sampling) 
      (a)選擇取樣(selective sampling) 
      (b)系統取樣(systematic sampling) 
    f.調查精確度的設定 
    g.取樣密度(符合精確度要求) 
    h.各部門所需時間與成本 
  F.航空照片判釋過程(photo interpretation) 
    a.取樣單位的位置建立 
    b.決定與地面調查配合之調查判釋資料，以決定當前林分資訊 
    c.病蟲害、林型(forest cover types)、面積 
    d.人事 
    e.工具─立體鏡、點格子板、立體三角數化儀 
    f.資料之記錄表 
    g.品質控制Q.C.(Quality Control) 
    h.資料轉換、編輯 
  G.野外調查(fieldwork; 田野、外業)過程 
    a.組隊(crew organization) 
    b.交通配合 
    c.取樣單位的位置安排 
    d.林木和樣區調查配合航照，以獲目前林分資訊 
    e.與航空測量配合以獲生長、病蟲害為害、枯死、林型、面積資料 
    f.工具、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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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觀察記錄表 
    h.Q.C. 
    i.資料編輯、轉換 
  H.整合編彙、計算 
    a.航照或地面調查資料轉換成理想的表示方式(如101扁柏) 
    b.取樣誤差計算 
    c.特殊方法使用(computer, programmable calculators) 
    d.描述由資料(raw material, data)→資訊(final results, information)過程(含程式) 
  I.最後報告 
    a.大綱 
    b.推算準備時間 
    c.負責人員 
    d.出版方式 
    e.印製份數 
    f.分發予那單位 
  J.維護(maintenance) 
    a.資料的貯存、獲取 
    b.更新資料(updating inventory) 
    c.標準化之轉換 
    d.整合應用上之考慮 
 
10-3  臺灣地區森林資源調查之比較探討 
 
    由於每次的森林資源調查通常耗資甚鉅，耗時甚長，且森林資源經營管理是考慮長期整

合性的生態系統，所需資訊亦需有長期且整合性的資料來加以分析。本段內容主要在比較台

灣地區歷年來進行過之森林資源調查歷史背景、調查目的、調查單位、範圍及項目、調查方

法及取樣技術、資料處理（材積推估方式）與資料分析、結果展示等。 
 
    由於無論在何時、何地每項調查皆有其歷史背景，即當時的現況與需求，進而產生調查

之目的，並由負責調查的單位針對所要調查的族群範圍及調查的項目，依不同的調查方法及

取樣技術來蒐集原始資料，然後在將資料進行處理分析，最後得出結果與報告，有一順序。

所以吾人大體從歷史背景與調查目的、調查單位、範圍及項目、調查方法及取樣技術、資料

處理與資料分析、結果展示等六個項目來比較探討，而言個項目內討論的內容，如圖10-4所
示。 
 
1.歷史背景與調查目的 
    經詳細收集本省歷年來全省性大面積的森林資源調查，大體可依年度前後而分成第一次

森林資源調查、第二次森林資源調查、檢訂調查、連續森林調查、林相變更生長量調查、樟

樹調查林相改良地林木生長調查、第三次森林資源調查等。各項皆有其舉辦的歷史背景與調

查目的，今加以列表比較，如表10-2。 
 

表10-2之所以會將歷史背景與調查目的一同列表，是因為在每一個時代背景轉換中有不

同的需求，而這個需求就是我們的調查目的。而歷史背景的串連亦是一部台灣的林業史；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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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復後土地利用情形呈激烈變化，所以進而想要瞭解森林現況，經過了社會結構由農業社會

變成工業社會，而經營型態也改變強調木材利用與土地有效利用之主要效益功能，進而對各

個資源加以調查，並訂定經營計劃及管理準繩，最後導向多目標經營森林資源為目的的永續

經營，為目前的理想。調查目的也由原先只先瞭解林木與林地，進而瞭解各相關資源與事業，

如：農牧開發潛能區域、集水區、森林遊樂區、自然生態保護區、濫墾或超限使用區、野生

動植物資源之分佈現況等整合性資源，並建立基礎資料庫。建立森林地理資訊系統。 
 
2.調查體系 

由於每次之森林調查有許多不同之協助調查單位，所以分別將其主辨單位及協助單位加

以列表，以明瞭各單位，如表10-3。 
 

由表10-3可瞭解各次調查的協助單位有很大的不同，如將其依工作性質分配，則可分為：

(1)航空照片資料：農林航空測量隊。(2)地面樣區資料：林務局（森林經理組）、各林區管理

處。另外有台灣省農牧局、水土保持局、台灣省糧食局。(3)資料分析與結果報告：中興大學

森林系。(4)技術指導：林務局、農發會（農委會）。而一個體系要發揮功能，實有賴於各單

位之相互配合及分工合作，所以體系之整合實有其必要。 
 
 

 
圖10-4  森林資源調查比較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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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2 臺灣全省大型資源調查之歷史背景與調查目的一覽表 
調查別 歷史背景 調查目的 

第一次森林
資源調查 

民國43年至民國45年，當時政府鑑於全
島土地利用情形自光復以來呈激烈變
化，為了在短時間內把握實況，以訂經
營政策，歷時二年完成。 

獲得林地面積，林木材積統計資料（包
括生長、枯死量等）。 
獲得土地利用狀態，使適當利用，以減
少土壤流失及增加農業生產。 

第二次森林
資源調查 

民國61年至民國66年，社會結構由農業
社會變為工業社會，土地利用呈激烈改
變；政府為有效利用有限之土地，確實
把握現況，以供決策參考，歷時五年半
完成。 

瞭解全省森林資源及土地利用現況。提
出釐訂及修正今後林業政策及經營方針
之依據。配合國土綜合開發計劃，提供
有關資料。勘測具有農牧開發潛能之區
域。蒐集林業經營及山坡地開發所需基
本資料。集水區、森林遊樂區、自然生
態保護區、濫墾或超限使用地區等之研
究與劃定。 

檢訂調查 本省國有林地當時直接由林務局經營管
理者共有1,606,342公頃，區劃為43個事
業區，每事業區分別編訂經營計劃以為
施業管理之準繩，並定每十年檢訂一
次，前後在民國54~58年及民國64~71年
有兩次檢訂調查。 

俾使經營計劃符合森林現況，國家經濟
發展，林業建設之需要並導使現實森林
達成理想之法正經營狀態。 

連續森林調
查 

民國61年5月~66年10月，不論當時及過
去之森林調查方式為何，今日所需是最
近而確實之資料，尤其是林木生長量及
枯損量實為從事本工作不可缺者。 

利用第二次森林資源調查（台灣森林及
土地利用航測調查）所設定之林地樣區
抽選其中一部分樣區以原調查方法加以
重測，以蒐集台灣之林木生長及枯死之
更可靠的資料，以供今後林業政策之制
定。 

林相變更生
長量調查 

台灣省林務局，為整理低劣林相的天然
林，並促進林木生產，充分發揮林地生
產力，供應木材原料，自民國54年起開
始實施林相變更計劃，共分三期，
38,667.81公頃，其後為瞭解林相變更造
林地林木生長情形，林務局曾在民國71
年至73年間實施調查。 

瞭解造林地林木生長情形、林地生產
力、林分構造、各事業區內樹種直徑階
材積分佈情形及績效，作為今後再辦理
林相變更計劃之參考及林業經營之計劃
依據。建立造林樹種之幼齡林收穫表，
以供森林撫育作業之參考。 

樟樹調查 民國74年至75年間，由於各種木材在國
內外均嚴重滯銷，材價低迷，唯獨樟樹
大徑木之材價最高，為每立方公尺
18,000~30,000元，若配合市場需求有計
劃的生產，對林務局紓解財務困境有相
當的幫助。 

調查樟樹的分佈、面積、材積及蓄積，
並對樟樹加以管理與經營，配合市場需
求計劃，以謀求最大經濟利益為目標的
人工林經營方法。 

第一次森林
資源調查 

自78年7月開始，原訂於82年6月完成，
本省林業經營已由過去注重木材生產，
進入以多目標經營森林資源，並掌握最
新的林況、地況，辦理林地分類及建立
全省森林地理資訊系統。 

瞭解全島的土地利用現況。蒐集全島森
林資源之面積及蓄積的有關資料。實施
全島的造林地清查，了解造林木生育狀
況。辦理林地分類。進行全島的森林遊
樂區資源之勘查。勘查全島重要野生
動、植物資源之分佈現況，並建立基礎
資料庫。建立森林地理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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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3  臺灣全省大型資源調查單位一覽表 
調查別 主辦單位 協助單位 

第一次森林資源調查 農復會（即農委會） 農林廳、林產管理局、林業試驗所、農業試驗所、

台灣大學及美國林務局 
第二次森林資源調查 林務局 農林航空測量隊及台灣省農牧局、美國林務署 
檢 訂 調 查 林務局 農林航空測量隊 
連 續 森 林 調 查 林務局 農林航空測量隊及台灣省農牧局 
林相變更生長量調查 林務局 農發會技術上指導，調查成果資料分析及報告，

則由中興大學森林系撰寫 
樟樹調查林相改良地

林 木 生 長 量 調 查 
林務局 中興大學森林系資料分析與報告撰寫 

第三次森林資源調查 林務局 農委會、台灣省糧食局、水土保持局、農林航空

測量所及各林區管理處等 
 
3.調查方法及取樣技術 
  由於森林資源的調查，常是面積大、範圍廣、複雜性大的取樣工作，在實施上常需要較

長的時間，所耗費的人力及物力較多，因此利用取樣技術是必要且有效的方法。而森林資源

調查取樣的技術可分為兩部份：一為航空照片，二為地面樣區。由調查之樣本來推估族群，

以達節省人力、物力與時間，進而取得森林資源調查之資訊提供經營者決策支援。但是歷年

來各次資源調查所使用之調查方法及取樣技術有所不同，今將其列表比較，如表10-3所示。 
  由表10-4可明顯地看出，每次的調查方法皆是採用雙重取樣方法，並以航空照片和地面

樣區做為判釋之依據，且未來的趨勢也是如此，若在衛星影像之獲得與處理，並對陰影加以

改善，則可配合地面永久樣區、航空照片與衛星影像資料，以獲得多項取樣（multiphare 
sampling）之豐富且及時的資訊，效果將更好。從每次的航空照片照片比例、飛機飛行的高

度、攝影飛行方向及間隔距離皆不同，且地面樣區之調查方法可分為三類；同心圓樣區、線

型樣區、矩形樣區三類。如以上能加以測試以瞭解各種取樣方式間之林分推測法的關係，則

在時間序列間林分的變化問題，才得以正確比較，更而選擇最佳的取樣方法，以為往後調查

之依據，亦可提高精確度及減少資料轉換之誤差。 
4.調查範圍及項目 
    由於歷年來各次的森林資源調查所涵蓋的範圍，因調查的性質與內容有所不同，所以在

範圍及項目亦有所不同。三次全省性的資源調查是為了掌握全省的資源及土地利用現況，並

加以經營管理與合理的分配利用。檢訂調查是為了做經營各事業區的計劃依據，每隔五至十

年實施調查，調查之範圍較小，但調查之項目較細。連續森林資源調查是為了明瞭林木及林

地之生產地力，如生長量與枯死量。林相變更生長量調查，是為了瞭解林相變更地，變更後

林地與林木生長之情形，所以範圍僅限於林相變更地。樟樹調查林相改良地林木生長量調查，

是針對西部、東部、宜蘭等２３個事業區調查樟樹的分佈、面積、材積與蓄積。並列表如表

10-5所示。 
    由上表可知資源調查只有三次的資源調查是全島性，其於皆是局部性著重於生產林地、

事業區為範圍的資源調查。而調查項目除了以單純的林木與林地為對象之外，也增加對其他

非林木與林地之相關資源做調查（如：集水區、自然生態保護區、森林遊樂區、野生動物等）。

瞭解有關之森林資源，以利規劃多目標經營之依據。但實際上有諸多重複，如能加以整合並

配合未來生態資源調查之趨勢，而成為整合性生態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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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4  臺灣資源調查取樣調查方法比較一覽表 
調 查 別 調 查 方 法 及 取 樣 技 術 

第一次森林資源調查 採用航空測量方法及分層雙重取樣法。 
a.航空照片：全島以間隔17公里與中央山脈垂直東西向飛行，成一公里
之有效寬幅之帶狀攝影，並保持一定飛行高度。照片比例：海岸平地
為1：9000而最高山地則大至1：3000。 

b.地面樣區：採用同心圓樣區，調查則使用2×2 M正方形樣區。 
第二次森林資源調查 採用航空測量方法及分層雙重取樣法。 

a.航空照片：將全島依2.5公里之間隔劃分成與中央山脈平行南北飛行之
87條航線，飛行高度依地面調整，得一定比例尺的照片，低者10000 
呎、高者20000呎。照片比例：低者為1：15000、高者為1：18000。

b.地面樣區：採用線型樣區調查法。 
檢訂調查 林務局在森林經營計劃檢定工作綱要中，強調以圓形樣區為宜，每個

樣區面積為1/10公頃半徑為17.84公尺，1/20公頃為12.62公尺。樣區設
定採用系統抽樣，並以水平樣線法調查，且可視調查地區之林相變化、
地勢情形，在便於調查原則下，適當調節之，且最少每3公頃面積內，
應設定樣區一個。 

連續森林調查 利用第二次資源調查所設定之林地樣區，並以原調查方法加以重測。
a.航空照片上之照片樣點相當於雙重取樣設計之第一次抽樣。 
b.採用線型樣區抽樣，以不同機率選定樣木之調查方法。 

林相變更生長量調查 本調查對象為造林木之成績調查，因其林相均勻，林木多為30公分以
下之小徑木，故採用1/20公頃圓形樣區及二次抽樣調查。二次抽樣調查
之樣區為1/50公頃之圓形樣區，係在樣區調查時為其同心圓。二次抽樣
樣區內，測定項目為樹高測定及胸徑測定等。 

樟樹調查林相改良地
林木生長量調查 

依林務局電腦中心之造林台帳系統各齡級造林面積比例和位置分佈決
定區集個數和位置每個樣區集依坡度取上、中、下三個樣區，樣區中
心點彼此間距為30m，再依前人對林齡與樹冠面積的關係決定樣區的大
小。 

第三次森林資源調查 本次亦採雙重取樣法，利用航空照片與地面調查之雙重取樣技術。 
a.航空照片：此次調查係根據調查範圍及所需照片比例尺(約1：17000) 
影像重疊度(前後60%，左右30%)等，擬定攝影計畫實施空照，航向
為南北向，航高依地面海拔調整，俾得一定比例尺之照片，照片樣點
之選擇採系統取樣。 

b.地面樣區：採用矩形樣區調查法。 
註：由於檢訂調查、連績森林調查、林相變更生長量調查及樟樹調查林相改良地林木生長量

調查等均無飛機飛行拍攝，所以只將一、二、三次森林資源調查，依圖10-1、圖10-2、圖10-3
分別圖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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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5  臺灣森林資源調查範圍及調查項目一覽表 
調查別 調查範圍 調查項目 

第一次森林資源調查 未覆蓋全島 林地面積、林木材積、土地利用情形 
第二次森林資源調查 覆蓋全島 森林資源、土地利用現況、農牧開發潛能之區

域、集水區、森林遊樂區、自然生態保護區、濫

墾及超限使用之情形。 
檢訂調查(54~58) 

(66~71) 
43個事業區 
37個事業區 

齡級、樹種、利用材積及全林區之連年生長量 

連續森林調查 全島生產林地 林木生長量、枯死量 
林相變更生長量調查 全省分布23個事業區 林木生長力、林地生產力、林分構造、各事業區

內樹種直徑階材積分佈情形及績效 
樟樹調查林相改良地

林木生長量調查 
全省分布12個林區管

理處、31個事業區 
分佈、面積、材積、蓄積 

第三次森林資源調查 全島 土地利用現況、面積、蓄積、造林地清查、造林

木生育狀況、森林遊樂區、野生動植物、林木生

長量、枯死量 
 
5.資料分析與資料處理 

森林資源調查在野外調查作業完畢後，即進行資料分析與處理。但各次的森林資源調查
在分析時所採用的方法不同、推估的方式不同，所代之公式亦不同。 

所以吾將各次資源調查之材積推估方式、面積推估方式與資料處理工具分別列表加以比
較。 
      1.資料分析：A.材積推估方式（表10-6） 
                  B.面積推估方式（表10-7） 
      2.資料處理：處理工具（表10-8） 
 
  由表10-6中第一類是以地方材積表為推算的基礎。第二類是以TREE程式為推算的基礎。

其實第三類中的連續森林調查是從第二次森林資源調查中抽取其中一部份做連續調查，所以

須乘上分層擴大係數。第四類是以生長、收穫模式之關係式，以直徑分佈法，利用累積分佈

函數來推算。第五類考慮了地理因子做為變數之材積式為推算之基礎。由於各次森林資源調

查所用之分析方法、推估方式與所代公式皆不同，所以無法相互轉換使用，且因為相互之差

異甚大，所以今後之調查有整合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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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6  材積推估方式一覽表 
調 查 別 調 查 方 法 及 取 樣 技 術 

(第一類) 
第一次森林資源調查 

(1)編制各事業區主要樹種之地方材積表。 
(2)樣木材積依胸高直徑由地方材積表求得，並由樣區材積推求單位面

積之平均材積。 
(3)全林區之總材積，應等於全林區之面積，乘以單位面積之平均材積，

但以各級林分之平均材積不同，又各級林分佔有之面積與全林區面
積間各佔一定之比率，故全林區之總材積，應為各林分材積之和。
V=A(P1X1+P2X2+P3X3+……PKXK) 
V：全林區之總材積 
A：全林區之面積。 
X1, X2, X3,……XK：林分之平均材積 
P1, P2, P3,……PK：各級林分之面積與全面積之比 

(第二類) 
第二次森林資源調查 

(1)建立樹種立木材積式及樹高方程式。 
(2)樣木材積計算依TREE程式計算每一樣木所代表之株數、斷面積及材

積。 
(3)樣區資料統計核對後利用電腦累計出總材積。 

(第三類) 
連續森林調查 

(1)將每一株林木淨材積換算為每一公頃之材積。 
(2)然後與該株林木所屬分層之擴大係數相乘而得其在所屬分層之材

積。 
(3)將各層之材積相加以求得林區別之總材積。 

(第四類) 
樟樹調查林相改良地
林木生長量調查 

(1)建立生長、收穫模式之關係式。 
(2)直徑分佈法：利用Ｗeibull求得累積分佈函數，進而得出某一區段累

積分佈函數值，配合該樹種較佳樹高曲線式和材積式算出每公頃的
材積量和某胸徑的材積分佈。 

(第五類) 
第三次森林資源調查 

(1)利用地理資訊系統整合模擬模式地面樣區調查資籵。 
(2)建立林分結構、林分蓄積分佈模式系統架構。 
(3)各樹種林型之人工林V/ha=f（林齡、坡度、坡向、海拔高）；天然

林V/ha=f（坡度、坡向、海拔高）。 
(4)製作數值地形模型(DTM)，並以40m×40m地理單元的平均坡度、坡

向、海拔高為推算單位。 
(5)最後以所建之Weibull母數(θ)迴歸推估模式，來推算各地理單元的

母數(parameter estimation)，再以直徑分佈法，亦可推算出天然林型
涵蓋地理單元之材積並加以累計，可得各種天然林型之林木蓄積。

註：TREE程式是在處理樣木資料之前，需有特別方程式，如樹種材積式及樹高方程式做為材

積及生長量計算之基礎。 
 

表10-7  面積推估方式一覽表 
調查別 推 估 方 式 

第一次森林資源調查 
第二次森林資源調查 

此兩次資源調查皆是利用面積儀(planimeter)或點格子法(dot count)求算

基本圖(或林型判釋圖)的面積。 
檢訂調查(54~58) 

(66~71) 
以事業區為單位施行境界測量，使用經緯儀為原則，求得面積。 

林相變更生長量調查 依林相變更地造林台帳中造林面積求得。 
樟樹調查林相改良地

林木生長量調查 
依造林地台帳中造林面積求得。 
（由林務局電腦資訊中心取得資料） 

第三次森林資源調查 是將基本圖 (或林型判釋圖 )數化輸入地理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中，再以積分法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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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8  處理工具如下表 

調查別 處 理 工 具 
第一次森林資源調查 IBM之Punching Machine及Serting Machine。 
第二次森林資源調查 CDC（世霸74）大電腦處理。 
檢訂調查 CDC大電腦目前改由SUN SPARE工作站。 
連續森林調查 CDC大電腦 
林相變更生長量調查 利用林務局WANG VS 80或NEC PC 8801型電腦處理。 
樟樹調查林相改良地

林木生長量調查 
邾用WANG VS 80和WANG PC電腦。伐倒木有關資料LOTUS 1.2.3.，
BUSSINESS GRAPHIC程式集於WANG PC中處理。 

第三次森林資源調查 PC配合SUN SPARE工作站與區域網路。 
 
6.調查經費與結果 
  由於各次的資源調查有不同之經費與結果，所以將其列表比較如表10-9：調查經費與結

果一覽表。並分別對各次調查之林型別面積與蓄積調查之結果列表比較，如表10-10：第一次

資源調查與第二次資源調查林型別林地面積與蓄積比較一覽表。表10-11：連續森林資源調查

生產林地林型別年淨生長量與枯死量一覽表。表10-12：林相變更生長量調查林型別林地面積

與蓄積一覽表。表10-13：樟樹全省面積、材積與重量分佈一覽表。 
 

表10-9  調查經費與結果一覽表 

調查別 
經費 
(元) 

林地面積 
(公頃) 

平均費用

(元/公頃)
換算為 

75年物價 
林地蓄積 

(立方公尺) 
第一次森林資源調查 5,085,274 1,969,500 2.58 7.64 1億8,441萬
第二次森林資源調查 15,309,187 1,864,700 8.21 9.94 3億2,642萬
檢訂調查(54~58) 

(66~71) 
14,130,537
32,336,940

1,612,494
1,567,259

8.75 
20.63 

15.23 
2.73 

1億8,100萬
1億8,995萬

連續森林調查(生產林地) ─ 1,786,500 ─ ─ 3億7,619萬
林相變更生長量調查 ─ 36,880.8128 ─ ─ 2佰萬423,899
樟樹調查林相改良地林木

生長量調查 
─ 4,601.1067 ─ ─ 39萬6,239 

第三次森林資源調查 126,151,90 ─ ─ ─ ─ 
註：第一次森林資源調查、第二次森林資源調查總經費係參考吳(1977)之資料換算；另兩次

檢訂調查則根據游(1983)之資料而得。 
 

由上表可以得知檢定調查之費用高於森林資源調查，此因其以各事業區詳細調查，項目

繁多，然調查項目多有重複，若能將各種森林資源調查項目予以整合，必可節省經費，符合

經濟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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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10  第一次資源調查與第二次資源調查林型別林地面積與蓄積比較一覽表 
項目 

 
林型 

第一次森林資源調查 第二次森林資源調查 
林地面積 

(公頃) 
林木蓄積 
(1000m3) 

林地面積 
(公頃) 

林木蓄積 
(1000m3) 

雲 杉 、 冷 杉 56,900 27,201 35,400 42,902 
鐵 杉 123,300 31,804 71,200 42,636 
檜 木 39,400 19,793 74,600 18,949 
其 他 針 葉 樹 129,600 16,075 234,000 32,022 
闊葉樹及竹類 1,548,000 89,544 1,371,300 189,912 
非 生 產 林 地 ── ── 78,200 ── 
不可作業林地 76,500 ── ── ── 
合 計 1,969,500 184,417 1,864,700 326,421 

 
    由上表得知第二次森林資源調查所得之總林地面積雖無增加，但是林木之蓄積卻有明顯

的增加，而在雲杉、冷杉與鐵杉之林地面積有減少的現象，相對的檜木與其他針葉樹林地面

積卻有增加的現象。由此可知林型別林地面積變遷之情形及林木蓄積量變化情形，以利掌握

森林資源及經營管理。 
 

表10-11  連續森林資源調查生產林地林型別年淨生長量與枯死量一覽表 
項目 

林型 
年淨生長量 年淨枯死量 

總1000 m3 平均(m3/ha) 總1000 m3 平均(m3/ha) 
雲 杉 、 冷 杉 127.3 3.60 16.3 0.46 
鐵 杉 299.6 4.21 9.0 0.13 
檜 木 439.7 5.89 39.6 0.53 
其 他 針 葉 樹 362.8 4.81 11.9 0.16 
針葉樹人工林 1,164.2 7.34 151.3 0.95 
針闊葉混交林 1,008.0 6.45 75.9 0.49 
闊 葉 樹 林 4,632.0 6.16 874.2 1.16 
闊葉樹人工林 1,356.2 4.87 220.8 0.79 
闊葉樹與麻竹 248.8 4.83 24.5 0.48 
竹 林 73.0 0.55 11.4 0.09 
合 計 9,711.6 5.44 1,434.9 0.80 

 
  由上表得知全省年淨生長量合計為9,711,600 m3，平均每公頃年淨生長量5.44 m3。全省年

淨枯死量合計為1,434,900 m3，平均每公頃年淨枯死量則為0.80 m3。若就林型別而論，則闊葉

樹林型：年淨生長量4,632,000 m3為各林型中最大者，值得重視。但是年淨枯死量874,200 m3

與平均每公頃淨枯死量為1.16 m3/ha亦為各林型中最大者。而在針葉樹人工林平均每公頃年淨

生長量為7.34 m3/ha，在各林型中為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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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12  林相變更生長量調查林型別林地面積與蓄積一覽表 
林型 林地面積(公頃) 林木蓄積(m3) 

柳杉 7,642.8080 746,143.79 
二葉松 7,867.3430 474,243.43 
光臘樹 4,676.3049 229,840.40 
相思樹 5,628.4609 309,238.93 
針一類 1,294.6746 60,590.74 
松樹類 670.1074 33,036.29 
杉木類 3,524.1729 322,426.56 
速生樹種  4,023.3084 230,535.58 
樟楠 類  253.3925 3,727.40 
其他闊葉樹 1,300.2402 14,016.58 
合 計 36,880.8128 2,423,899.70 

 
    由上表得知林相變更時變更面積最大者為二葉松7,867.3430 ha最大，其次是柳杉

7,642.8080 ha，相思樹、光臘樹及速生樹種等面積即大。但在林木蓄積方面則以柳杉746,143.79 
ha為最大，顯示柳杉在林相變更後之生長情形較優。 
 

表10-13  樟樹全省面積、材積與重量分佈一覽表 
地區 面積 

(公頃) 
每公頃 
平均株數 

材積重量 
每公頃平均

(m3/ha) 
總蓄積 

(m3) 
每公頃平均 

(kg/ha) 
總重量(kg) 

西部 1,565.3569 101 103.31 161,717.02 102,104.03 159,829,263.53
東部 2,202.5123 220 97.87 205,696.03 123,980.71 264,598,723.75
宜蘭 934.1475 180 134.11 125,278.52 151.652.92 141,666,205.41
全省 4,601.1076 174 86.11 396,239.53 106,602.36 490,479,284.60
 

由上表得知全省樟樹分佈面積為4,601.1076ha，其中東部分佈面積2,202.5123最廣，總蓄

積量205,696.03m3與總重量264,598,723.75kg亦最多。而宜蘭地區則在每公頃平均材積

134,11(m3/ha)與每公頃平均重量151,652.92 (kg/ha)為最多。由上表可顯示出雖然東部分佈面積

廣且總蓄積與總重量最大，但每公頃平均卻低於西部，表示樟樹在西部的生長情形較東部為

優。 
 
10-4 森林資源監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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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分的變化以及變化後的現況，甚至未來的變化情形，都是林業經營者希望掌握的資訊。而

資訊的取得與變化的控制都必須依賴於固定的資料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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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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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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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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監測目標 

監測的對象可分為環境品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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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分、地景

三個層級 
 (1)單株(生物)層級－生物量、DBH、H等 
(2)林分(族群)層級－樣區、物種組成、林分結構等 
(3)地景層級－包含土地利用型、植生、生育地等 

 
更由之掌握背景資料，其包括： 

 (1)背景資訊 
  a.過去調查之報告、圖、像片等(已有資料空間主題圖籍、屬性、報告之整理分析) 
  b.支持此調查的個人、團體 
  c.可動用資金(funds available) 
 (2)林地描述 
  a.位置研究探討範圍之確定(基本圖) 
  b.大小、範圍 
  c.地形、可到達度、交通設備 
  d.林型、森林性態質之描述 
 (3)最後報告所需資訊 
  a.表、圖 
  b.地圖、鑲嵌圖、主題圖 
  c.說明 
 
2.森林監測系統建立之程序 

森林資源監測系統的建立，包括決定監測目標後之資料蒐集、編定調查計畫、永久樣區

的建立及樣區系統維護管理、資源共享、檢討等步驟，其建立流程如圖10-5所示。 
  森林生態系經營為世界林業經營之潮流及努力方向，其目的在提供森林永續經營時基本

原則與方針，期盼能以生態方法，融合人民的需求及環境的價值，以達成國有林及草原地的

多目標利用經營，使國有林及草原地呈現出多樣的、健康的、具生產力以及永續的生態系（馮

等，2000）。 

  生態系經營規劃是把人當做生態系的一部分而不是將人與生態系分開。利用整合建立的

生態系經營地理資料庫進行分析評估，由資訊擬出各種可行方案，評估選擇方案，更而規劃、

執行計畫、經營，再由監測活動中獲得新知識、技能，以建立新目標，再而需要新資訊、新

評估，訂出新決策、新執行方法、方向得以改善，即反覆運轉以下四個步驟的模式，其相互

影響情形如圖 10-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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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需求評估 為了什麼目的？ 
 監測目標 I N D Information 
 assessment 誰將使用結果？ 
 1.視所訂定之目的決定調查項目 
 Data 資料需求  
 requirement 2.樣區本身之性質：位置、生物、

物理因子 
  
 存在資料之評估 蒐集、建立資料 
 E I As Existing information 1.遙測資料 
 assessment 2.野外調查資料 
 3.地圖、台帳 
 
 編定調查計劃 
 1.Sample Design：逢機、目的、系統、分層取樣 
 新永久樣區之設置 等方式 
 2.Minimum Information：最小程度資訊 
  
 3.Plot Configuration：大小、形狀、數量  
 系統維護、資源共享 
 1.資料建立：樣區維護 
 2.資源共享：格式統一 
 3.法令規章：規定 
 檢    討 
 

圖 10-5  森林資源監測系統建立流程圖 

 

(1)監測(Monitoring) 

監測為收集、分析資料、評估資訊，以為決定量測基線狀況的因素或過程是否由於經營

活動影響而改變(謂之基線監測)，並檢視計劃活動是否有效地向目標、理想的未來狀況前進

與完成(謂之效率監測)，前題假設與使用的係數是否正確(謂之確認監測)，是否符合經營目標

(謂之執行監測)(馮，1997)。這個資訊可以提供維持或改變目前決策與執行，成功的生態系經

營是需要一套完整的監測計劃。有效的監測計劃將減少不確定性，測驗主要的前題假設，更

而導致經營方向的改變(Noss & Cooperrider, 1994)。 

事件和問題的界定在決定監測所需資料是必要的(Jones, 1986)。森林生態系經營，經營目

標與目的需要先確定在監測計劃內所需要收集的資訊。監測計劃的目標需在生物、物理或社

會、有機體裏將時間與空間的範圍加以說明(Boargeron & other, 1994)。 

監測計劃需基於實驗設計且能由統計分析做推論(Inference)，由監測計劃獲得之資訊必須

可以供辨別狀況的改變、預測衝擊、測驗因果關係，提供經營者未來目標的設定。 

生物、物理與社會、經濟的指標為量測監測的主要因素，其可監測改變前後的狀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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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可當做無法產生理想效果經營活動的早期預警系統。在還沒有產生損害或不可恢復的改變

前，趁早改變計劃行動。適當的取樣大小，可以確保信耐度統計分析的效率，然而像瀕臨滅

絕物種要做重覆或統計分析往往數量不夠，另外有些社會監測的變數也是不易量測，如社會

福利。 

監測對生態系經營是相當重要的，沒有監測計劃，經營活動的有效性，達到目標的進度

或基金的有效分配與否就不得而知。 

監測需由經營者、決策者和政策擬定者、國會和社會所認可。有效的監測計劃可促使有

效的適應性經營。監測工作是相當昂貴的。在監測策略還沒有很清晰的目標與目的時，監測

將耗費組織機關許多的預算。建立優先順序、取樣設計和結合監測與資源調查亦將耗費相當

多的經費。 

(2)評估(Assessment) 

規劃者和經營者通常能很快地辨別問題所在且投入他們的精力去設計收集分析資料以獲

得解答。要有效地執行生態系經營需要在創造與選擇可能解答以前，就有明確的問題定義，

清晰的經營目標。且對生物、物理與社會、經濟狀況、趨勢和經營機會，有個清楚和具體的

評估，所以整個估評估過程，始於認清楚誰是客戶，他們的問題在那裏，然而這個問題在整

個歷程裏，可能是也可能不是那麼地清晰。 

評估將隨著生物、物理與經濟、社會生態系的組成分在不同時間範籌與空間範圍而有所

不同。評估可以提供對生態系結構(Structure)、過程(Process)與功能(Function)清楚的描述。對

有效的生態系經營來講，這些對於目前狀況的瞭解和未來趨勢的推測皆是非常重要的。若瞭

解(包括林木、林分、地景、地理、物化環境、野生動植物與社會、經濟、文化的)過去、現

在和可能的未來環境，可以使吾人對生態系的生物物理、經濟、社會的限制，更確切地掌握。

更而，明白地模擬生態系的組成結構、其間的關係與未來的情景。凡此，可透過未來情境(劇
本)的規劃(Scenario Planning)和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s)來進行。評估不同時間、空間範圍

內的生態系組成、結構、功能、過程與變遷，是為進行自然資源經營管理較好、較可接受決

策的基礎。 

評估係包括描述不確定性與前題假設的。對國有土地經營者而言，評估並不是決策的文

件，他們並沒有解決事件或提供某些特殊問題的直接回答，其實，評估只是提供目前土地經

營方向和改進建議的基礎。他們提供政策討論與決策擬定所必須的資訊，這些評估的地理區

域範圍和解答的資料，是依探討的系統和事件而定。 

(3)決策(Decision-making) 

在 GPM 的決策步驟包括(一)達到長期目標和短期目的的經營路徑(二)發展經營方案。在

決策裏，方案可以包括那些在執行前需要法令、規則、政策的改變。適合的方案通常與可獲

得的資源、法令、規章、政策的限制是一致的。方案描述是可能行動的集合，方案發展的最

後目的是幫助決策者與資產持有者去瞭解促進生態系整合體(Ecosystem integrity)的實際和潛

在可以執行的經營措施與方式，方案需包括現實的經費與執行時的前題假設。所謂的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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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體包括維繫長期生態系的健康在生態系容納量下永續地提供財貨與勞務。 

決策過程的其他步驟如預測各種方案的衝擊(impacts)。在生態系經營裏，將各種方案對

生態系財貨與勞務的歧異度所造成的影響和每種方案執行時，所有的產出皆展示出來是非常

重要的。不能只列如木材年伐採量，這單一因子來加以比較而已。 

使用 GPM 時，決策的內容範圍可以廣至政策說明或小到遊樂區的發展。決策可以是建

立經營的標準和指引，進行土地與資源的分派目標與目的的設定、列出優先順序等。決策亦

可促成合作和規範參與過程。在土地經營決策裏，環境影響評估 (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EIA)是發展方案相當值得注意的，在國有林地規劃下，較好的方案是那些在技

術、社會意識下，可以達到最理想目標的可能解方案。 

(4)執行(Implementation) 

執行決策通常會造成資源狀況的改變和合夥關係，參與過程的建立與維持。適應性經營

通常是源於此步驟。Bormann & other (1994)描述適應性經營的系統方法(Systematic approach)
是一種更廣泛的決策方式，是一連串的行動而不是單一行動；是一種迴圈式的行動，包括監

測和資訊的組合，在一連串的行動中，整合經營經驗和研究成果，可以做為未來決策所需的

資訊。不同高低層級的經營決策可以是一致的，是整合在一起的，而私有林部門亦將由於這

個過程產生正面的影響。 

執行是使計劃和決策當場變成實施作業的過程。建立資產所有者規劃者和科學家相互學

習、分享經驗，並認識規劃產出。"GPM"對資產所有者來講，是表示實際工作的意思，是由

投入轉成產出。其實社會所強調依以財貨與勞務流量的動力亦在於此。 

 

3.資料需求的評估（Information needs assessment, INA） 
由於各個調查者基於本身研究對象或監測目標的差異，對資料形態的要求也不盡相同，

所以在樣區設置之前，應對日後分析研究上最少需求程度的資料，在質與量上加以評估。舉

例而言IUFRO在對世界森林監測指導方針中，對土地覆蓋、森林、生物量及環境品質等四種

不同監測目標進行監測時，所須資料也有所差異。其監測目標與資料需求之情形如表10-14。 
 
4.現存資料之評估（Data requirement, DR） 

對現有資料或可經由現有資料推導而得之資料加以評估及蒐集，有助於永久樣區設置

時，時間及人力、物力之節省，而提高工作效率。若針對森林資源監測，目前台灣現存的資

料來源包括以下各項： 
(1)遙測衛星資料：如Spot衛星影像資料、Landsat衛星影像資料，尤其在台灣地區衛星

資料接收站建立之後，對衛星資料之取得將更為方便迅速。 
(2)航空測量資料：由農林航空測量所，所提供之航空照片、像片基本圖等各項資料。

歷年來航空照片資料極為豐富，計有庫存照片283,076張，庫存底片

1,083捲。(傅 1990) 
(3)野外調查資料：以往經野外調查測量之資料所建立的資料庫，及歷年林務局進行之

全國森林資源及土地利用調查所獲得的資料；及各實驗林場之野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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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資料等。 
(4)地圖及輔助資料：如航空測量及遙感探測學會編製之各種主題圖、各地區造林台帳、

伐木台帳。 
對於已存在之資料或圖籍，配合森林資源監測系統的建立，決定出可獲得之資料(Data of 

available) ，納入管理，以利作業之進行。 
 

 

 
圖 10-6  生態系經營規劃模式各步驟彼此互相影響的迴圈(改自 Haynes, 1996) 

監測 
·監測生物、物理環境的產出 
·監測社會、經濟環境的產出 
·監測社會價值與目標 
·建議新的評估、新的決策或新

的執行方式 

新萌出的事件 
社會價值與目

的之改變 
新科學知識與

技術 

評估 
·詢答所有權人的問題 
·發展生物、物理環境、社會經

濟系統的狀況分析法 
·辨別財貨、勞務間取代和限制

·發展對未來狀況的了解 
·評估所關心事件的風險 

決策 
·選擇經營目標 
·發展經營方案 
·預測各方案的衝擊 
·建議最佳的方案 
·選擇方案 

執行 
·確實執行決策 
·建立合作關係 
·公共參與決策 
·適應性經營 

監測顯示 
需要新的 
評估或增 
加新資訊 

監測顯示 
需要新決

策

監測顯示 
需要改變 
執行方式 

森林永續經營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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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14   監測目標與資料需求項目表（IUFRO 1992） 
 土地覆蓋 森林 生物量 環境品質 

 1、樣區鑑別     
(1)位置座標 × × × × 
(2)海拔高 × × × × 
(3)坡向 × × × × 
(4)地勢位置 × × × × 
(5)連年觀測 × × × × 

 2、林地分類     
(1)土地利用級 × × × × 
(2)土地覆蓋級 × × × × 
(3)植群型態 × × × × 
(4)樹冠鬱閉 × × × × 
(5)林分歷史  ×   

 3、林木／植物分類     
(1)樹號  × × × 
(2)樹種  × × × 
(3)樹高  × × × 
(4)胸徑  × × × 
(5)年齡  × × × 

 4、幹級     
(1)大小  ×   
(2)林木品質  ×   

 5、冠級     
(1)樹冠直徑    × 
(2)樹冠長    × 
(3)葉面積   ×  
(4)枯梢    × 

 6、空氣污染指標    × 
 7、損害評估    × 
 8、樹輪學  × × × 
 9、下層植被 × ×  × 
10、葉部化學    × 
11、土壤生產力指數 ×    
 
5.編定調查計劃 
(1)調查手冊之編定： 

調查手冊是針對永久樣區設立時，依調查工作上的需要而加以編訂，在手冊中應當對工

作目的、調查組織、調查項目、調查儀器、調查方法、表格登記、取樣原理等，加以說明和

規範。台灣省林務局歷年來進行之全省森林資源及土地利用調查所編定之工作手冊可供參

考。 
(2).工作人員之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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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工作人員對於儀器操作的純熟程度，直接影響調查獲得資料的精確度，所以人員之

訓練是野外調查實施前的重要工作。對於野外的各種應變措施、儀器簡易維修、求生安全訓

練、工作默契的建立以及原始資料偵錯查核，皆應納入訓練課程之範圍。 
 
6.新永久樣區之設立： 

監測系統之建立最重要之工作在於永久樣區之設置，樣區的設立是監測工作成敗之關

鍵，以下依序對永久樣區設立之流程（如圖10-7）加以說明： 
 
 
  決定 
 樣本中心點之確定 樣本個數 
 
 決定樣區 
 形狀 
 
 單面積取樣 多面積取樣 
 固定面積取樣 無邊樣區取樣 
 （變動樣區取樣） 
 
 圓  形 樣  點 
 方  形 
 長方形 樣  線 
 
 樣區大小 角矩大小 
 
 

調查項目 
 
 

外業調查 
 
 
 分析 結果 調查、監測 
   資料庫 
 檢核 
 

圖10-7：永久樣區設立流程圖 
 
資源調查設計、取樣調查方法由成本與精密度加以考量決定，其內容可包括： 

      (1)樣本大小－取樣單位、個數之計算 
      (2)選點－樣區、樣線、樣點之中心點所在位置分布 
              a.分層、雙重取樣、多階段取樣之比較 
              b.系統、逢機取樣 
      (3)樣區形狀－ 
              a.固定面積－圓形、長方形 
              b.變動面積－樣點、樣線 

分層逢機取樣系統

精確度 
成 本 

適

應

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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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樣區範圍大小－ 
              a.固定面積－面積大小 
              b.變動面積－角距(gauge)大小、距離、BAF 
 
10-5 資源調查與監測系統 
    目前已存在的資源調查資料和調查量測的過程在生長變化趨勢的改變和其他森林情況的

改變上，可提供廣泛有用的監測功能。 
    但是無法完全符合監測需求，因為資源調查並不是設計做監測用，所以也沒有"擬說測驗

"（hypothesis testing）的觀念在心裡，且這樣的資料往往沒有事前聚集成地區性的尺度（regional 
scale）。提供空氣污染、環境事件的原因、資訊(factual information)和森林損害的正確解釋

（correct interpretation），對公共政策、土地經營和私人所有權的決策相當重要，決定對社會、

經濟的衝擊亦有，不可忽視的影響，而此種主要資訊，往往無法輕易獲得，為能充分掌握某

些問題或事件對未來森林可能發生的影響。 
    資源調查（Inventory）為量測材積、生長量、枯死量，並對某時間、地點之特殊性態值，

如生產力（productivity）、健康或損害加以評估者謂之。而重複連續資源調查（repeated continual 
inventory），則定期間調查檢視某性態值改變的發生。 
    監測（monitoring)：為連續取樣調查記錄某有關資料以便作為參考系統（reference）或辨

別比較的基線（identified base line）做比較。 
    監測總是含有確定隨時間改變的值，並且以參考值或基線來做比較、解釋，所以與資源

調查最大的不同為： 
    1、取樣和母數詳細的程度與集約度 
    2、取樣收集調查的頻度 
    3、器具使用的複雜化 
    此過程基於統計取樣方法之取樣技術（Sampling technology）是非常重要的。 
    資源調查與監測活動皆可產生描述目前與過去資源狀況的資訊，決策者通常需要未來情

況的指標，以為發展、評估各種行動方案。此種在不同方案、不同時空下，性態值推測資訊

對許多決策者都需要，這種決策過程可由觀察、使用、評估再經由電腦模式建立可達到。目

前的研究主要需著重於發展與使用適當的模式並完成森林生態系的模擬器（forest ecosystem 
simulator）。 
    對原則可考慮雜異度（diversity）和生產力（productivity）。監測方式可採(1)檢視監測

（Detection monitory）、經常監測（routine monitory）。(2)評估監測（Evaluation monitory）、

特別監測。(3)研究監測（research monitoring investigative monitory）。 
 
10-6 資源調查與監測系統建立的內容綜合之可得以下步驟： 
1.調查目的 
2.研究探討範圍之確定(基本圖) 
3.已有資料空間主題圖籍、屬性、報告之整理分析 
4.調查項目、方法、工具儀器比較之確定 
 (1)調查表設計 
 (2)工具儀器選擇、使用 
 (3)方法技巧 
 (4)調查表資料項目記載之量測尺度、單位、有效位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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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現場找樣區中心點 
    航空照片 
    相片基本圖 
    GPS 
6.樣區調查、記錄與檢查 
7.資料建檔、處理、儲存與擷取 
 (1)流程、格式規劃 
 (2)硬軟體工具選擇與使用 
 (3)執行技巧與資料檢核 
 (4)資料格式標準化與轉換 
8.調查資料分析、模式種類之應用 
 (1)統計軟體 
 (2)數學軟體 
 (3)技巧 
9.調查結果展示比較 
10.調查結果應用於經營決策與計畫擬訂之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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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取樣設計 
11-1 前言 

森林經營是一種長期的事業，但是經營管理上需要的相關資訊，便有賴於資料的調查與

蒐集。經營上所需的資料，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資源調查。森林資源調查是林業經營上，為求

獲得林地、林木資訊的重要措施，如過去台灣施行了三次全省的森林資源調查來取得台灣森

林的林木性態值資料。精確的森林資源調查資料是合理森林經營管理的重要依據，而森林資

源調查的成敗則決定於取樣規劃、執行及資料整合、建檔、處理與分析。在監測系統中，更

是需要對有興趣的族群做密集的調查，以取諸如族群數量、氣溫、雨量等等的性態值的資料。

而監測系統的設立，主要的工作在於永久樣區(permanent sampling plot , PSP)的設立，但是當

我們要取的所需的資料時，往往會面臨經費、人力與時間的問題，如何在取得值得信賴的調

查資料並且兼顧現實方面的人力、物力等問題，便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這時如何取樣來代

表母族群便很重要，良好的取樣設計除可達到調查所需的目的外，更能節省金錢、時間及人

力。也就是說，取樣可以較少時間(time)和較低成本(cost)獲得大部分森林經營所需資訊(與全

林調查Tally 100% inventory)有別，雖然全林調查被認為可獲得無誤差的資訊（without error），

然測計大面積的所有林木是不實際的，由於取樣調查（sampling)僅需較少精良訓練人員從事

野外工作，所以取樣調查是可獲信賴的結果。 

森林資源調查，乃對森林資源做一清查，其工作包括調查目的之擬定、調查工作規劃、

野外調查及資料處理分析。以往資源調查在取樣規劃上，乃利用航空照片判釋、轉繪，以透

明方格板決定樣區位置(林務局1995)，此種人工作業方式，並未能慮及森林中地理因子對森

林生物之影響;而傳統的林業資料處理常以一系列之文字或數式表示，而無地理圖籍上之分析

與展示，亦無法充分描述森林生態系動態的變化；自六十年代起，隨著電腦資訊科技之發展，

乃產生了能夠結合遙測資料、電腦繪圖、資料庫管理及地理空間資料分析能力之科技產品─

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GIS），地理資訊系統能整合不同來源、格式

與比例尺之圖形資料，且經由各種空間分析功能，處理分析林業之圖層及屬性資料，應可藉

以解決上述資源調查上的問題，成為森林經營管理上重要之資訊整合工具。近年來我國政府

大力推動國土資訊系統，各學術單位亦進行多方面研究，林務局亦配合第三次森林資源調查

之進行而建立全省森林地理資訊系統(林務局，1995)，顯見其受重視之程度。地理資訊系統

整合不同地理資料，且地理資訊系統的核心應在其強大的空間分析功能上，因此可以其空間

分析配合電腦模擬進行森林樣區設置取樣規畫。 

 

11-2 取樣調查法(Sampling method) 

1.欲瞭解取樣對象事物(如林分或森林)之母族群（parent population）或目標族群的構造，而於

母族群之中抽取一部分調查材料，即樣本(sample）或樣區（plot）來代表母族群，以此樣本

來推測目標族群對象事物之某種狀態，即稱取樣調查法（sampling method, sample survey）。 

2.取樣理論和技術的基本處理 

森林資源調查的取樣包括對森林和其性態值（forest & characteristics）做部分族群的觀

察，以得到可代表母族群的推算值(estimates)。這部份族群稱為樣本。取樣的基本問題在於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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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代表族群的樣本。樣本應具有代表性、逢機性、無偏性等三種特性；代表性及無偏性使樣

本平均值（X）能準確地推估族群的真值（U），而逢機性能確保取樣機差（SE）減少，提高

推估值的精確度。 

3.森林測計實行取樣調查之理由 

(1)調查受時間及經費的限制─減少調查對象，而將節餘時間與經費增加調查項目及結果整理

分析。 

(2)無實行全林調查之必要─作業易改進，非取樣誤差機會減少，雖比全林測計之精密度差

些，但在不需太高精密度時，可簡單又迅速求出所要的結果。 

(3)調查目的相同，欲使調查結果更豐富─如同時要調查林木材積，非林木價值以及森林結構

推移之資訊時，得將時間、精力分配於各種資訊的獲得，則無法全族群調查、取樣則成必

要的手段。 

(4)根本不可能實施全面調查─如測計林木生長量可作樹幹解析，另外測定木材各項性質所作

的破壞性調查時，非採取取樣調查不可。 

4.取樣調查(樣本調查)操作程序 

 (1)決定取樣單位 

(2)使用逢機方法從族群（所有取樣單位）中選取樣本個體 

(3)測定樣本個體的性態值 

(4)從已知樣本值來推論未知的族群值 

(5)若樣本有代表族群，則可由樣本的性態值（characteristics）推估族群的性態值，如V/ha, 

Nt/ha。 

5.取樣調查的目的：可避免人為選擇誤差,提高結果準確性 

6.取樣調查的種類： 

(1)目的取樣法(purposive sampling)－仍有人或物之偏性(Bias) 

所謂〞目的取樣法〞又稱非逢機取樣，基於調查者個人主觀判斷而決定，如標準木、

標準地 

(2)機率取樣法(probability sampling)－多採用之。 

所謂"機率取樣法"係(a)基於機率抽出的作法，而由全林中抽出之樣木或樣區。除非調

查困難執行或其費用過分昂貴，總以合乎統計原理的取樣為明智之舉。(b)與目的取樣法

（標準木、標準地）不同，較客觀。台灣林相複雜，機率取樣正是這種不均齊族群較適合

的方法。取樣法則為提高精密度必須抽選較多樣區。 

 
11-3 取樣設計 

1.取樣設計決定於(1)所用的取樣單位 

(2)樣本個數（樣本大小） 

(3)樣本分布於族群狀態（選樣區、樣點之中心位置） 

(4)取樣方法：形狀、大小 

(5)測計過程 

(6)資料收集 

(7)分析過程 

2.資源調查設計、取樣調查方法由成本與精密度加以考量決定，其內容可包括： 

(1)取樣單位－觀測的取樣單位（Sampling unit），可為林分（stand)、林班（compartments），

行政單位（administrative unit）、固定面積之樣區、樣線（strips）或樣點（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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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所有的取樣單位即為族群，選擇出來的取樣單位即為樣本。 

(2)樣本大小─個數之計算 

(3)選點─樣區、標線、標點之中心點所在位置分布（樣本分布於族群狀況） 

(4)樣區形狀─a.固定面積─圓形、長方形 

b.變動面積─樣點、樣線 

(5)樣區範圍大小─a.固定面積─面積大小 

b.變動面積─角距(gauge)大小、距離、BAF 

 
3.森林調查所使用之取樣可概括分類如下： 

(1)非逢機取樣（nonrandom sampling），亦即目的取樣法（purposive sampling） 

   A.選擇取樣(selective sampling) 

     (A)標準地法(purposive sample plot method) 

     (B)標準木法(probestamm, mean tree) 

   B.系統取樣(systematic sampling) 

(2)逢機取樣(random sampling)亦即機率取樣（probability sampling） 

   A.等機率取樣(Sampling with equal probabilities) 

     (A)由對象分 

        a.樣區法(sample plot) 

        b.樣木法(sample tree) 

     　由方法分 

        a.簡單逢機取樣法（simple random sampling） 

        b.分層逢機取樣法（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B.不等機率取樣或變動機率取樣(sampling with varying probabilities) 

     (A)列表取樣(list sampling) 

     (B)3P取樣(3P sampling) 

     (C)樣點法(point sampling; PPS sampling) 

     (D)樣線法(line sampling) 

(3)多段取樣（multi-stage sampling）、二段取樣法(two-stage sampling) 

(4)雙重取樣（double sampling) 

(5)多層取樣（multi-phase sampling） 

 
11-4 精確度水準（precision level）與取樣集約度（intensity） 

森林資源調查之精確度水準的選擇，依願意接受在推估過程中的取樣誤差（sampling 

error）─±1％、±5％、±10％？過去大部份的資源調查皆沒有設定，而精確度水準則一般皆

依傳統類似的調查訂定之，其實至目前亦鮮有量化的方法決定不同取樣大小的取樣誤差

（Hamiton, 1978，Husch, 1980）。 

精密度水準（accuracy level）可由相對值，如％或平均值的標準誤差(standard error of the 

mean）決定，即以推估平均值的誤差百分比（E％）可以表示取樣精密度，下式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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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S
xS

100
x

xtS
%E





 

      S：標準偏差（standard deviation） 

      n：樣本數 

     x ：平均值 

    xS ：平均值的標準誤差（standard error of the mean） 

      t：ns df=n-1的t分布法（0.95的confidence interval，t值為1.96） 

    如144個固定樣區，推算各樣區之平均材積為11,500 bdft/acre，標準偏差為6,000 bdft，在

0.95的信賴區間下： 

%85100
11500

50096.1
%E

500
144

6000
xS







 

 
    若用可靠最小推估（reliable minimum estimate, RME）（Darkin, 1957）表之。 

 
xtsxRME   

 
    取樣集約度（密度）（sampling intensity, I） 

 

可以 表之。
族群面積

樣區面積樣本數
)100(I 


  

 
    如：200個0.2-acre plot於1000-acre森林中，其I為？ 

%4%)100(
1000

2.0200
I 


  

 
    於機率取樣中，任何取樣單位的機率都是事先曉得(assumed known)，而這個機率每個取

樣單位都一樣（等機率）或不一樣（不等機率)。但是，非逢機取樣不是依機率(low of chance)

而是由個人主觀判斷或系統性選擇。 

 
12-5 樣本大小決定 

    樣本大小（sample size）的選擇是規劃調查的基本決策。多少樣本個數才可以適當地描述

族群，樣本個數太大則浪費有限的資源，太小則怕得到不夠精確的結果（imprecise results）。

樣本大小可以基於過去於族群性態值的知識隨意選擇或再調查後才可判別是否取樣適當。然

而過去族群的知識往往不足，所以樣本大小適當與否，通常在資料調查收集後才可以判釋。 

    Dale etal (1991)基於資料的標準誤差─平均值比例（error─ foreman ratio）；峰度

（kurtosis）、歪度（skewness），提出樣本大小決定的策略，其準則如下： 

    (1)標準誤差─平均值比（S.e/mean）小於1 

    (2)峰度與歪度在某特定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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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基於常態分布（normal）（uniform）triangular或log-normal分布之性態值，模擬結果發

現log-normal分布需較大樣本。 

    (4)由log-normal分布的樣本平均數是有偏差的(biased) 

經Dixon P.M., K.A. Garrett（1993）探討取樣理論發現(3)(4)是不正確的，(2)原則也不是

必要的，且不充分地由任何族群以簡單逢機取樣所獲得的樣本平均值是族群平均值的無偏估

值，其精確度（precision）是隨樣本大小（sample size）和變異（variance）而定，而不是峰

度或歪度。非常態分布之族群不需較大的樣本，除非具有較大的變異，Dale et.al忽視了小樣

本的取樣變異，而混淆了分布或變異的影響，而做出取樣方法的結論是不適的。 

 
1.固定面積之取樣個數（樣本大小）決定法 

   取樣大小的決定： 

      V/classes ←→ V/ha 

22

2

ac4Ae

Ac4
n


  

 
       n:取樣個數 

       A:全面積11.50ha 

       e:誤差率10%(精密度90%) 

       c:林分變係數20% 

       a:樣區面積0.05ha 

 
     (1)取樣總面積 an  

     (2)樣區取樣率（取樣集約度，取樣密度） 

%5.6

100)
5.11

05.015
(

100)
A

an
(

100)
A

(I
















 

     (3)樣區取樣誤差率 

100
)5.1116(

)1605.05.11(
02.02

100
a

)aA(
c2e
















 

     (4)樣區間隔 

m858.84100
16

5.11
100

A
d 


 

    資源調查所用固定面積之取樣單位謂之樣區(plot, strips) 

 
  有限樣本下，簡單逢機取樣的平均值變異如下：(Scheaffer etal 1986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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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N

nN
(

n

r
Xvar

2




  

      n: 樣本大小 

     N: 族群大小（取樣單位數） 

      r: 族群變異 

 
圖11-1. 1000個取樣大小與分布的組合的取樣平均數 

□內表25～75百分數的中值和資料範圍 

. 表是區外點，一實線連接每個樣本大小取樣之樣本平均值 

-----廣線表示族群平均 

 
11-6 樣區面積大小： 

    林分材積或其他林分母數可由任何大小、形狀的取樣單位做無偏推估，但是其調查的精

確度（precision）和成本（cost），則有相當的差異，一個均勻森林（homogeneous forest）取

樣密度相同時，較小的取樣單位比較大的取樣單位有效率（efficient）。但若是異質森林

（heterogeneous forest）則較大的取樣單位會得較少的變異（variability），為較理想的取樣。 

    樣區大小受森林的變異（variability of the forest)影響，若小取樣單位間具不均質性

（heterogeneous)，係數間變異大，則宜採大的取樣單位較合適。不同大小面積之樣區的效率，

可由相對效率(relative efficiency)決定之。 

2
2

2

1
2

1

t)xS(

t)xS(
e   

     1)xS( ：當比較標準之樣區的標準偏差SE 

     2)xS( ：另一不同樣區大小的標準偏差 

        1t ：調查1的單位成本 

        2t ：調查2的單位成本 

        e > 1  表示plot2較plot1有效率 

 
    適當樣區大小(optimal plot size, OPS)(Zeide 1980)為達某精密度的調查所花費最小時間之

樣區大小謂之。 

2
1 )

m

t
(P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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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試調查之樣區大小(容許time & variation) 

        t：相鄰二樣區(P1)間移動所需時間(平均) 

        m：P1內調查所需時間(平均) 

    小樹密林→樣區面積小即可 

    大樹林分→樣區面積要大 

    各國在資源調查之面積考量上如Husch(1971)： 

 
表11-1 世界林業國家常用之樣區大小 

國 家 調 查 形 態 公 頃 英 畝 

英 國 國 家 調 查 0.04 0.1 

 製 材 林 0.08 0.2 

美 國 桿 材 林 0.04 0.1 

 苗 木 0.04 0.01 

瑞 典 國 家 調 查 0.0138 0.03 

芬 蘭 國 家 調 查 0.1 0.25 

日 本 林 木 0.05-0.2 0.12-0.5 

加 拿 大 林 木 0.08-0.1 0.20-0.25 

德 國 林 木 0.01-0.05 0.02-0.12 

 
    北美成熟林以0.2～0.25 acre 

    歐洲成熟林以0.01ha～0.05ha 

    熱帶林則需較大面積之樣區（∵異質化森林） 

    大樹較大面積，小樹密林則以小面積樣區較理想 

          天然林0.1 & 0.05ha 

          造林木0.05ha & 0.02ha 

    北美：成熟林：0.2～0.25acre 

      歐          0.01～0.05ha 

 
    tropical area：  ∵變異大→面積範圍大 

    1 acre=0.40467ha 
    理想正確度(desired precision)與成本(specified cost)為取樣設計所最注意。 

 
1.變異數之函數 

(1) Smith氏之研究成果，認為變異數(Variance)與樣區大小間之關係可以下列數式表示，特

稱作Smith變異函數(Smith variance function)： 

xln'bVlnVln 1x   

         式中之Vx：樣區面積為x單位時，每單位面積之變異數。 

               V1：樣區面積為1單位時，每單位面積之變異數。 

               b'：迴歸係數(Regression coefficient)。 

               ln：自然對數 

(2) Koch及Rigney兩氏曾經提出若樣區為由逢機抽選之x單位所組成時，則每一單位面積之

變異數Vx=V1／x。但樣區若由鄰近之x單位組成，則x單位間有相關關係存在，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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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之變異數較由無相關關係之x單位所組成者大，故應為： 

b
1

x
x

V
V   

        式中之符號與Smith變異函數式同。上式如以對數表示時則為： 

xlnbVlnVln 1x   

       與Smith氏之變異函數式相同。 

(3) Wensel氏贊同Smith氏之理論，並認為變異數與樣區面積間之關係可用下列數式表示： 
b

a kaV   

       式中之 a ：樣區面積 

              Va ：樣區面積為a時，每單位樣區之變異數 

              k, b：常數 

     如以對數表示則為： 

alnbklnVln a   

(4) Arvanitis與O'Regan兩氏研究結果，認為變異函數中若再增加一個二次項，則將優於Smith

變異函數，故又提出下列之數式： 
2

2x )x(lnbxlnbaVln   

        式中之x ：樣區面積 

              Vx：樣區面積為x時之變異數 

              a ：迴歸常數 

              b1, b2：偏迴歸係數 

 
(5) 其實在生態調查上有所謂的最小面積法： 

最小面積法即由增加樣區面積時，雖可發現新的植物種類，但是有許多植物與原來小

樣區相同，只是重現而已，由之導出：種數─面積曲線方程式（species-area curve) 

xlogzklogYlog

kxY z




 

           式中：k：單位面積內之種數 

                 Y：面積x時之種數 

                 Z：介於0-1間之指數（又稱為種類豐富度 species richness） 

 
         種數─面積曲線的功能有四（Goodall 1952, Cain & Castro 1959) 

           (1)數式可顯示種數與面積的關係 

           (2)由此曲線可決定適當的樣區大小及數目 

           (3)由此關係可推測大面積植物社會的植物種數 

           (4)決定某一植物社會之最小面積 

         若以台灣北部烏來之森林為例說明之。 

 
表11-2  烏來地區中性森林植物種數與面積之測驗資料（採若干樣區之平均值） 

樣區面積Area m2 1 4 16 25 50 100 150 300 450 900 

植物種數Sp. no. 8.0 14.9 25.7 33.1 43.0 58.2 68.4 93.3 120.5 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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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利用上表之資料，畫出之種數─面積曲線如圖12-2所示。圖中10％增加率之線實際上

即為連接原點與最後一點（x=900, y=149）之直線，與此線平行而與曲線相切之直線位於其

上方，箭頭所指處即為切點，其x值大約在200餘平方公尺左右，即為多樣區法中，單位樣

區之大小。 

 
圖11-2  利用表11-2之資料繪成之種數─面積曲線以及以圖解法求出之最小面積（蘇） 

 
2.費用函數 

取樣方法之經濟效率（Economic efficiency）為一表示總費用與取樣活動（Sampling 

activities）關係之費用函數。若經費固定，其目的為獲得最小變異數之推算值，亦即使單位成

本之收益最大。然而即使因某種理由而經費不受限制之情況下，仍然要求達到一定精密水準

下之費用為最小。 

(1)在變異數與樣區面積成直線關係之假定下，Hatheway與Williams兩氏曾經提出下列之費

用函數： 

       B = n[C1+C2x] 
       式中之B ：調查之總費用 

             C1：設定樣區費用（樣區設置） 

             C2：調查樣區內每單位之費用（林木測定） 

             x ：樣區內之單位個數（林木數） 

             n ：樣區個數 

(2) O'Regan氏採用Sukhamte氏理論所提出之費用函數（Cost function）為： 

     B = b(a, n) 
     式中之B：外業調查之總費用 

           a：樣區面積 

           n：樣區個數 

 
其又將此外業調查之總費用分成在樣區間行走、樣區設置及林木測定等三部分，如下所

示： 

nTCnCnACB mew   

式中之B：調查外業之總費用，以工分（Crew minutes）表示，以下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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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w：在林地行走單位距離之費用 

            Ce：設置一個樣區之費用 

            Cm：測定一株林木之費用 

            T ：每一樣區（或樣點）所包括之平均林木株數 

            n ：樣區個數 

            A ：林地面積 

Sukhamte提出在面積為A之地面上，n個逢機樣點間之平均最小距離D之近似值為：

nAD   
(3) OPS 

適當的樣區大小（optimum plot sizes, OPS）Mesavage & Grosenbaugh（1956)，

Freeze(1962)，Tardif(1965)，O'Regan & Arvanitis（1966)，Zeide（1980）皆曾研究過。 

Zeide在一階系統取樣與逢機取樣中以下式表示適當樣區大小（optimal plot size, OPS） 

2
1 )

m

t
(POPS   

      式中 P1：試調查所用之樣區大小 

           t ：樣區間平均行走時間 

          m ：調查樣區所耗時間 

3.解析方法 

Arvanitis氏指出如何在所定之精密水準下，求得一組樣區面積與樣區個數之最適組合而

使其調查費用為最小的問題，除利用電子計算機進行非解析法（Non-analytical method）外，

尚可應用解析法進行分析，簡介如下： 

生產經濟學中所稱之生產函數（Production function），乃表示生產因素使用量（Input）

與所能產生之最大產量（Output）間的技術關係。如以Q表產量，x_，x_，....，xr表r個生產

因素之使用量，則生產函數為： 

)x,,x,x(fQ r21   

本研究若以信賴區間之一半寬度（Confidence interval half-width)當作產量，樣區個數與

樣區面積當作生產因素，並假設其他因素對產量之影響一定，則生產函數為： 

       W = f(n, a) 
       式中之W：信賴區間之一半 

              n：樣區個數 

              a：樣區面積 

由經濟理論得知在一定之技術狀況下，為維持產量不變，各生產因素間各種可能組合之

軌跡，稱作等產量線（Isoquant curve)。本研究假定： 

       W = W0 = f(n,a) 
就某一特定值W而言，可以求出許多組n與a之組合，且每組皆能產生同一之W。不同之

W，則可得到許多類似之等產量線： 

       W = f(n, a) 

       兩邊取微分則得： da
a

w
dn

n

w
dw 








  

       由等產量線之定義知  dw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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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w
n

w

da

dn






  

由上式得知dn／da表等產量線上某點以一生產因素（n）代替另一生產因素(a）之比例。

Hitch氏特將此比例稱作邊際代替率（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 

同理，在相同條件下，設費用函數為 B = g(n,a)，則等費用線(Isocost curve）為： 

         B = B0 = g(n,a) 
         式中之B ：調查費用 

               B0：調查費用之某一特定值 

               其他符號同前 

        兩邊取微分則得： da
a

B
dn

n

B
dB 








  

          ∵dB = 0 

∴

a

B
n

B

da

dn






  

Carlson氏指出在線型費用函數時，B＝K+ C1x1＋C2x2，各等費用線為互相平行之直線。

然而O'Regan氏則謂在非線性費用函數時之各等費用線皆為曲線，且第二交互導函數（Second 

cross derivative）值之正負，決定其為凸向（Convex）或凹向（Concave）原點。 

調查者如計畫達到某一W值時，便可依據等產量線及等費用線決定如何配合樣區個數(n）

與樣區面積(a)，以使調查費用為最小。經濟理論指出極小費用組合之條件為「等產量線與等

費用線相切」，此因唯在切點處才能以最小費用達到所定之產量，故在切點之n，a組合方能

成為最適之組合，即 

a

B

n

B

a

w

n

w














 

將各種不同產量下之各最小費用點連接成線稱作擴張途徑（Expansion line）。就任一產

量W而言，其生產因素n, a之最適組合可由擴張途徑線上求得，而一有效之取樣計畫則應由擴

張途徑線上之n, a各點所組成。 

依1967年Nyssonen在挪威永久樣區進行之試驗，顯示樣區測量花費時間之百分比如表

11-3(Avery and Burkhary 1983)。 

 
表11-3  樣區測量時間百分比(Avery and Burkhary 1983) 

活 動 項 目 時 間 ( % ) 

交 通 工 具 運 輸 時 間 20.6 

樣 區 間 之 移 動 22.6 

尋 找 樣 區 12.9 

樣 區 測 量 35.7 

間 隙 時 間 8.2 

總 和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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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取樣設計 

11-7.1非逢機取樣(non-random sampling) 

1.選擇取樣(selective sampling) 

依測計者的主觀判斷選取樣號(但因為個人主觀成見使推算結果產生偏差，且無法求信賴

度) 

(1)標準地法(probeflache, purposive sample plot method) 

依標準地測定全區域內某種狀態(如材積生長量……)，推算全林分的方法。 

標準地：指一定區域森林中,選出具有代表該森林之某種狀態之特定小區域（selective 

sample plot)。 

本法特點： 

    a.受測定者主觀影響甚大，準確度依技術熟練而異。 

    b.大面積森林中，選定足以代表森林平均狀態的標準地屬困難。 

    c.調查之對象森林面積一般較少，在林相整齊或林木價低之林分可依此法測之。 

標準地面積合計

全林總面積
標準地材價合計全林面積的材價   

(2)標準木法(probestamm, mean tree) 

使用標準木推算森林材積的方法為非逢機取樣或稱目的選擇，本法無法推算精密度,統

計學立場不穩，一般少用之，即由標準木材積與林木株數或林分斷面積為媒介，推算全

林材積之方法。如： 

Hartig法：全林林木，按直徑大小順序分成胸高斷面積合計相等或概略相等的直徑級，

各級分別決定標準木，以便進行全林材積推算。 

2.系統取樣(systematic sampling)亦稱機械取樣法(Mechanical sampling) 

假設族群間有N個單元，且依1～N之順序，先逢機決定起始點，再依每k個即取1個樣本，

這種選擇第一點後即決定全部樣本（whole sample)即稱系統取樣(systematic sample)。即僅第

一樣區以逢機方法選出，其餘樣區則以預定之間隔距離，配置於全林區內。 

又稱逢機啟始之系統取樣法，本法的特點為： 

   (1)呈規則間隔，尋找樣區可沿固定方位角及距離前進，減少取樣巡行時間，迅速，費用

低。 

   (2)樣木均勻分散族群中，更能代表族群。 

   (3)起點決定後，即按固定間隔選出，可一直繼續進行，雖無法預先知道族群大小時，亦

可使用。 

   (4)測計者可同時完成繪製林型圖。 

   (5)系統分佈族群中，本法可用於固定樣區或樣帶法應用，亦可應用於P.P.S.取樣之變動樣

區的樣點法，樣線法。 

   (6)樣區在全林區內分佈均勻，樣本平均值與族群真值平均間常具較小機差，常其精密度

常不差於逢機取樣，用逢機取樣公式計算，一般會高估。估值之標準誤差可以SY2更正

之。 

   (7)系統取樣較簡單逢機取樣佳的優點在： 

       A. 較容易取樣、省時(沒有經驗的人亦能得出高的精確度) 

       B. 較精密(其將族群分層成n層，每層包括起始點)，較均勻每層的相同的相對位置，

每層分別由逢機決定啟始。 

         N=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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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逢機的平均精密）（傳統取樣的平均較簡

：系統樣本的平均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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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系統樣本間的變異＞族群間的變異時，精密度高，即各取樣單位間異質，則系統

取樣所得精密度較大。 

         簡單逢機取樣  
n

S
)

N

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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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


  

         分層逢機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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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系統取樣常為人使用，係因為： 

       A.樣本廣佈族群，對族群的平均和總量可得可信推估 

       B.執行方便、快速、便宜，減少逢機選擇過程(random selection process) 

       C.樣區間移動易 

       D.樣本數不需事先得即可做 

       E.製圖(mapping)易做 

   (9)可為固定樣區、線區(plots, strips)、點(points)、線（line）、PPS線逢機啟始(randomly 

chosen，randomly selected)之系統取樣。 

   (10)系統性的資源調查取樣誤差 

       A.當各層(strata)之均勻性(homogenety)增加時，則逢機(random)、系統取樣→趨一致 

       B.無取樣誤差，因variance至少需2個逢機取樣單位（randomly selected sampling unit），

沒有有效的方法推算取樣誤差Shiue(1960)建議取多個系統取樣，至少5個逢機統計

值（random statistics），每一個皆為逢機啟始。 

3、系統的條狀取樣(strip sampling) 

使用帶為取樣單位，其法為將森林區分成一致大小的N個帶，有系統的分布，每間隔Kth

帶即取一帶形成 n帶，如圖11-3，將森林區分成50帶，相同長度的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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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3  森林區分成帶之系統條狀取樣 

 
這取樣間隔為 K帶之樣帶數為n之取法有二： 

      (1)由1～N號逢機取樣，為啟始的取樣單位，以此帶向兩邊每隔K帶取一，實際方法為

N/K的餘數為取樣單位。 

      (2)逢機選第一帶，再依間隔 K帶選取。 

此兩方法皆可得相同機率數的系統取樣，(1)法可得平均值的無偏估值 (unbiased 

estimate)。假如N值不是K的倍數，則(2)法會稍具偏移(biased)，若可能的話，用(1)

施之，若族群大小不知則宜以第2法執行之(如沒有圖可供使用的森林調查)。 

森林往往為不規則形，而不是方形或長方形，若每 Kth帶取一，則每帶大小不一。 

Zenger(1964)提出取樣機率大小隨帶的長度比例而定。 

實用上，以某基線(baseline)或由森林邊緣以羅盤儀(compass)依一方向之直線前進穿越至

另一邊，依不同林型取得樣本分別組合加以推估。 

帶狀面積比例 P=帶寬(W)／帶間距離(D) 

在相同取樣集約度下，較細的帶其間隔較小，所獲得調查的資料分布較均勻，且廣佈於

林分各處，但成本高些。 

      (1)樣帶大小皆相同時，族群平均值(population mean)由(12-1)計算之。 

n

X
X

n

1i
i

  ……………………………………(12-1) 

         取樣誤差則以(12-1)式推算之 

)
N

nN
(

n

S
XS

2
2 
 ……………………………………(12-2) 

      (2)若樣帶大小不一，則以比例推估(ratio method)推算之 

 
11-7.2 逢機取樣 

1.等機率取樣(Sampling with equal probabilities) 

  (1)以對象區分 

    A.樣木法(sample tree) 

       應用逢機取樣法抽出作為樣本之樹木(與使用非逢機選擇法所得之標準木有別)特稱

樣木。應用逢機取樣法可使用統計方法處理，能客觀詳定誤差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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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樣區法(sample plot) 

     D.f：由全林或一地區選取能代表該林區或地區之較小面積，從事調查測計由小面積所

得資訊→再推算全林區或地區之值，係由標準地（probeflache）法演變而來。標準

地法係由測定者主觀意識而定；精密度則依測計者經驗而得，後應用統計學中之

取樣觀念由大面積中逢機取部分實施測計，再推算全面積。所以樣區取樣法應用

統計學取樣理論選取樣本數，可以推算其精密度。 

     Note：各林木或樣木之機會相等，所以屬於等機率(equal probability)調查法。Wensel氏

認為樣木各直徑級之分佈與該林分各直徑級林木之株數成比例，所以稱其為

P.P.F（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frequency）因各樣區面積固定，所以又稱固定樣

區取樣法（fixed plot sampling）。森林經營者對單位面積之林木資訊較單株樹木

來得需要，所以樣區取樣法現已成為應用最廣之取樣調查法。 

(2)以方法區分 

    A.簡單逢機取樣 

簡單逢機取樣為所有其他取樣方法的基礎，其他方法皆是為達較經濟或更精確，簡單

逢機取樣為族群內所有n個取樣單位的組合的選擇機率皆相等。 

每一樣本的選擇皆完全獨立(completely independent)，不受其他因子的影響。 

簡單逢機取樣視整個森林為單一族群，固定樣區取樣單位（fixed-area sampling）則N

為有限的族群，若用點則取樣單位為無限(infinite)。 

逢機等機率(equal probability)的選擇 

資源調查的簡單、無限制逢機取樣可得 

        (a)族群平均值之無偏估值(unbias estimate of the population mean) 

        (b)取樣誤差(sampling error) 

    缺點： 

        (a)需要設計逢機選擇之系統。 

        (b)選擇的取樣單位很難廣佈於族群各處。 

        (c)樣區間移動耗時且昂貴。 

        (d)取樣單位聚集一起時可能導致對平均值（mean）、標準偏差（standard error）和

其他估值的不一致性。 

       資源調查時，使用逢機取樣，需要航空照片(aerial photographs)或地圖（map)去建立架

構。 

       有限族群：用(N-n)/n－1算mean 

       無限族群：用(N-n)/n－1算standard error 

       每個取樣單位需分別計算其取樣誤差。 

 
      n ：取樣單位的個數 

      N ：森林中取樣單位的總個數 

      Xi：第i個取樣單位的X量 

      X  ：每個取樣單位的X平均值 

          族群平均的估算值 

       S ：樣本的標準變異(standard deviation) 

      xS ：平均的標準偏差(standard error) 

      X

：族群X的推算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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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變異係數[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100
x

s
 ] 

      E ：任意選擇的X單位的容許標準偏差(standard error) 

      E%：平均百分比的標準偏差 

      t ：理想的機率水準student's "t" 

          決定於t分布，n-1自由度 

            P165式 

 
    若調查C經費(Ct)固定，則 

10t nCCC   

      C0：調查規劃、組織分析、編輯等經常性費用 

      C1：每取樣單位之成本 

       n：取樣單位個數 

1

0t

C

CC
n


  

 
  B.分層逢機取樣 

   分層逢機取樣法(stratification) 

將某性態值相同、均勻的小範圍（族群）予以歸併成數個層級，再於各層級內進行逢機

取樣的方法。 

     分層逢機取樣之二種理由 

     (a)求得各層級族群的推算值。 

     (b)減少推算整個族群的取樣誤差。 

      將不均質性（heterogeneous）的森林，分成幾個均質的單位，稱為分層（stratification)，

各均質單位為層(strata)。 

      資源調查目的：減少層內的變異（variance），增加族群估值的精確度（ 

      precision)。 

      分層取樣較簡單的逢機取樣 

      (a)針對各分層的平均值(means)和變異(variance)分別推估，較精確。 

      (b)相同的取樣集約度→分層取樣可獲較精確之族群推估值，因各分層之均勻性較全部

族群來得大。 

但分層取樣之各分層大小需已知，至少可合理推估出，且需各層有取樣單位。 

 
2.不等機率取樣或變動機率取樣（sampling with varying probabilities) 

就是：調整群體的選取機率，使較大或較貴重之群體組成分子有較大之機會被選作樣本。 

變動樣區取樣法之全名應為Bitterlich氏變動樣區取樣法，即利用角度距離與面積成比例

之幾何原理在各樣點選定林木作為樣本以之推算全林之方法。Grosenbaugh氏將此法修正之後

在美國應用，並指出由該法所求得之均數（Mean）與變異數（Variance）皆為不偏推算值。

Bitterlich法係以選定之樣點為中心，環此中心而構成大小不同之若干個同心圓樣區

（Concentric plots)，樣區大小隨林木胸高直徑而變動，故稱作變動樣區取樣法（Variable plot 

sampling），或稱樣點取樣法（Point sampling）。 

因本法隨林木之大小而構成大小不同之樣區，與傳統的固定樣區取樣法不同，故又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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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稱作P.P.S.取樣（Sampling with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即取樣機率與其大小成比

例之取樣法。 

    (1)列表取樣(list sampling) 

       取樣機率與表中所列項目之有關數量成比例。 

    (2)3P取樣(3P sampling) 

     說明：所謂3P是"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Prediction"也就是：使取樣機率與預測量成正

比。 

      a、3P取樣法主要用於森林內部，林木售賣時推算材積及材價時用。 

      b、3P取樣為不歸還之逢機取樣 

         方法：(a)調查者進入林內檢視每木，估測其(DBH)，並算出(DBH)2，將這些估測

資料列表記錄如下表： 

 
表11-4  3P取樣法樣木取樣一覽表 

  Xi     Xi 
樹號 (DBH) (DBH)2  樹號 逢機數 (DBH)2 樣木 

1    1    
2    2   × 

3    3    
4    4   × 

． ． ．  ． ． ．  

． ． ．  ． ． ．  

． ． ．  ． ． ． × 

n    n    
Σ        

(Σ)2        

 
             (b)於逢機數字表中採不歸還逢機取樣，抽出n個逢機數字(Ri)，再將Ri與DBH2

比較若(DBH)2≧Ri則該株木為錄取的樣木，若(DBH)2<Ri則摒棄之。 

             (c)實測被錄取樣木之材積(Yi)，依下面公式推算林木之總材積(Ya) 

)
X

Y

X

Y

X

Y
(

N

)DBH(
Y

n

n

m

m

1

1
2

a   

                  N：表示被錄取樣木的株數 

                  Yl,Ym,Yn…表第l號,第m號,第n號的實測材積 

                  Xl,Xm,Xn…表第l號,第m號,第n號的(DBH)2 

                  (l,m,n…表被選取樣木的樹號) 

 (3)樣點法(point sampling; PPS sampling):Bitterlich point sampling 

   (a)P.P.S.(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就是"取樣機率與取樣單位大小成正比" 

   (b)森林測計學中的P.P.S.具有廣義,狹義兩種意義： 

      廣義：與變動機率取樣的概念相符合。 

      狹義：則為森林取樣方法之一，單株樹木的選取機率與表示樹木可測因子之大小成比

例。按照取樣機率與被測定個體之某一性態值大小成比例的原理進行取樣。即

不同林型之林分或不同大小之林木使用不同大小之樣區（如：2000株/ha幼齡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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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0.05ha即可，10株/ha老齡林→取0.2ha才可）測者立於樣點上，使用水平定

角儀透視其周圍立木胸高直徑，計算大於定角透視線之立木株數。 

面之推算值單位面積之林木胸高斷定數
樣點數

各級之樣點立木株數
  

因為不需測樣區面積，所以又稱無邊樣區取樣法（plotless sampling），因Husch

為區別其與固定樣區法，特將樣點取樣稱為P.P.S.（sampling with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即以選取機率與其大小成比例之取樣法。 

使用(a)中心點觀念 (b)中心樹觀念之水平樣點法（horizontal point sampling）的樹

種選擇： 

2(I)表要測計之林木  1(O)表不測計林木  B表邊際木 

 

 
圖11-4.  樣點法 

 
  (4)樣線法(line sampling) 

     使用中心線觀念之水平樣線取樣法之樹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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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5.  水平樣線法林木之選擇 

figure 11-5. Selection of Trees in Horizontal Line Sampling 
 
Associated plot=W1L=2R1L=function of D1 
I=要測定之樣木   in tree─sample 

B=夾邊林木       border line tree 

O=不要測定之林木 out tree 

R=林木最大距離   tree maximum distance 

R(m)=水平距離定乘數乘林木直徑(cm) 

W=樣區寬度       Plot width 

 
11-7.3 多段取樣(multistage sampling) 

1.多段取樣（multi-stage）在森林調查上應用之樣點: 

可為同心圓在不同半徑之同心圓內進行不同程度種類的性態值調查，如小面積圓內調查

地被植物較大範圍進行灌叢調查，更大圓內進行喬木性態值調查。 

本法特點： 

    (1)集中調查測計工作，減少行走於各次級單位之時間。 

    (2)外業測定工作集中於少數幾個位置，監督容易能減少非取樣誤差。 

      Population＝primary stage(初層)取樣單位(Cluster) 

      初層取樣單位＝secondary stage(次層)取樣單位 

      次層取樣單位＝third stage(三層)取樣單位 

      可為變動面積取樣（variable plot）或固定面積取樣單位（fixed unit sampling） 

      優：集中調查測計工作 

      缺：樣區間移動，耗時，因准於達最後取樣單位 

      為求算平均值(means)與標準偏差(standard error)的無偏估值，各取樣單位的逢機選擇是

必須的。 

      可能(1)依林班大小選擇初層取樣單位(PPS)，次層再逢機。 

          (2)先逢機選初層取樣單位，次層則以系統取。 

      two-stage sampling in forest inven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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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初級等大小，含同數的一致大小的次級單位 

      (2)初級不等大小，含不同數但一致大小的次級單位 

      (3)初級不等大小，含不同數且大小不一的次級單位(用ratio estimation) 

      Ref：Cochran 1977 Sampling techniques 3rd ed. John Wiley & Sons 

           Freese, F. 1962 Elementary forest sampling 
           U.S.D.A. Handbook no.232 
      族群平均(population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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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的  M ：族群中總取樣單位(初級) 

                N ：每組初級取樣群中之次級取樣單位總數 

                m ：樣本中初級取樣單位 

                n ：樣本中次級取樣單位 

                Xij：jth初級中之ith次級單位的測值 

               jX ：jth初級單位的X平均值 

               2xS ：全部森林的平均值的變異估值 

               2Sx ：全部森林總數的變異估值 

               2
bS ：次級單位平均值間的變異估值 

               2
wS ：次級單位群內的變異估值 

      最適取樣單位(初級中最適次級單位數) 

額外成本：建立量測次級單位之

：建立初級單位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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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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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限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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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E ：X單位的容許誤差(allowable error) 

            m ：在某一precision下之平均值估值所需初級取樣單位 

            t ：某機率水準下之student's t 

      固定成本c則先決定次級最適樣區數n 

      初級：
21 ncc

c
m


  

  
2.二段(副次)取樣法(two-stage sampling) 

    逢機取樣(一級)+系統取樣(二級) 

大面積森林調查時，先將對象森林分成若干個大區別稱為初級（一級）取樣單位，以逢

機取之，再將此一級(初級)取樣單位分成若干個樣區，稱為二次(次級)取樣單位。再以系統取

樣取出二級單位。 

 
11-7.4  多階段取樣 

1.雙重取樣(double sampling) 

雙重取樣即為二層(two phases)之多層取樣，其利用輔助變數（supplementary variable)與

主要變數(principle variable)之關係，來推估主要變數。 

(在主要變數不易，費時，費錢獲得資料時，而主、輔關係易獲下) 

→目的：減少調查費成本的主要變數，但亦不犧牲推估精密度 

雙重取樣(double sampling) 

＝二相取樣(double-phase sampling) 

以易測之輔助變數的資訊透過與主要變數(principal variable)的關係來推計族群之均數與

總和精密度的推算值。 

目的：在不影響推算精密度下，減少測計費用高之主要變數測計工作。 

族群(N)→樣本(n)由航空照片測輔助變數(x)→大樣本 

                 ↓ 

    樣本(m) 由地面樣區測主要變數(y)→副次樣本(subsample) 

            y=f(x) 
          y：主要變數的族群均數總和推算值 

)xx(byy mnm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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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y ：雙重取樣中主要變數y的均數迴歸推算值 

        my ：雙重取樣中副次樣本之y的均數推算值 

          b：迴歸係數 

         nx ：大樣本輔助變數x的均數推算值 

         mx ：副次樣本之x的均數推算值 

           n：大樣本的取樣單位個數 

          m：副次樣本的取樣單位個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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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照片樣區(點) photo-plot  volume(n) 

      地面樣區         field-plot  volume(m) 

)xx(byy mnmreg   

      或用ratio estimation(為條件迴歸conditional regression) 

          有兩個重要方案用以決定所使用資料的狀況： 

      (1)將航空照片或地圖內的各層級加以描述區別。 

      (2)將雙重取樣或多重取樣(double sampling or multiple sampling)所獲得之樣點或樣區加

以分類。 

森林經營者需要知道林木分布在那？在某地區有多少材積？若為了此目的，層級

應被加以詳細描述區劃才好，由這些描述和各級平均值，則經營者無需額外赴野外調

查即可推算任何小區域的材積。但在使用此時，應先予查對所用之描述和平均值是否

有誤。 

當目標為掌握某一大面積的總材積，而其材積的分布並不重要時，則雙重取樣（double 

sampling）為一有效的方法，因為分類樣點較全面積分類和繪製層級區劃線來得容易且省

費用。由航空照片樣點來分類，決定各層的面積，且由副次樣本的樣點來決定相關的平均

值。 

 
11-8  地理資訊系統輔助森林樣區設置取樣規畫 

地理資訊系統有許多的空間分析功能，可以以地理資訊系統整合不同來源的資料，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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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之資訊，再利用地理資訊系統為空間分析工具，應用這些空間分析功能在森林取樣的樣

區設置，使在最少樣區、樣點調查下，獲得最大的取樣代表性。 

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是一套能處理空間資料的資料庫軟

體系統（database system），可以從真實世界的空間資料中收集、儲存、擷取、轉換和顯示空

間資料來完成一個特別的目的之有力工具組（Burrough，1993）。 

地理資訊系統的技術已被廣泛應用在自然資源、土地規畫、設施選址、污染防治等方面。

整合空間、屬性資料，進行各項空間分析，是地理資訊系統有別於一般電腦輔助設計或繪圖

系統，其最大的特色是配合其強大的分析展示功能，為一客觀的規劃輔助工具。 

地理資訊系統的重心在於其強大的空間分析功能，其空間分析功能包括資料分類

（classification）、運算（calculation）、測量（measurement）、套疊分析（overlay analysis）、路

徑分析（network analysis）、數值地形分析（digital terrain  analysis）、擴散分析（proximity 

analysis）、環域分析（buffer analysis）、尋徑分析（seek analysis）、視域分析（interrisibility analysis）

等空間分析功能。 

採用 GIS 為工具，可大大簡化過去對樣區設置分析時所需的大量而繁瑣的計算。因為運

用 GIS 的各種空間分析的功能，對樣區設置時所需的各因子，能進行大量且重複的模擬，可

使結果更正確。且對樣區設置時所需決定的固定樣區法之形狀、方位與大小，或變動樣區法

之樣點數決定，都能加以整合與解決。 

在資源調查取樣設計上，以地理資訊系統建立之林木位置圖，搭配 GIS 提供之各種空間

分析功能以進行各種取樣模擬。利用地理資訊系統強大的空間分析功能進行取樣模擬，除可

考慮空間因子外，並可簡化樣區設置決定上的大量重複的計算，且為一客觀之取樣工具，可

作為本省森林資源調查上樣區設置之參考。且運用地理資訊系統之林木位置圖與各種空間分

析的功能，可再依分析需要自行設計程式輔助，即可模擬各種取樣設置，以進行地面樣區配

置最佳化的研究。如利用地理資訊系統之套疊分析及路徑分析模擬分層取樣，除可加速取樣

效率外，且具有樣區位置易於尋找之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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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資源調查資料處理 
12-1 前言 
以第三次森林資源調查的資料為例說明 
   
12-2 調查目的 

第三次森林資源調查之目的如下： 
1.了解全島的土地利用現況。 
2.蒐集全島森林資源之面積及蓄積的有關資料。 
3.實施全島的造林地清查，了解造林木生育狀況。 
4.辦理林地分類。 
5.進行全島森林遊樂資源之勘察。 
6.勘查全島重要野生動、植物資源之分佈現況，並建立基礎資料庫。 
7.建立森林地理資訊系統。 

 
12-3 調查規劃 

本次調查自民國78年7月開始，預定於民國82年6月完成，為期四年。其規劃、設計、調

查、資料處理及地理資訊系統之建立，全部由國人辦理，其計畫進度表如表12-1。 
 

12-4 調查範圍(對象) 
全島八個林區及大甲溪、大安溪、濁水溪、大埔、阿里山、玉山等37個事業區及國有林

外之所有土地對象。 
天然林(1)樹種組成─林型，植群(2)林分結構─分布，材積 

 
12-5 取樣方式 

以系統取樣方式進行，照片樣點為一次樣本配合二次樣本的地面樣區調查，即雙重取樣，

選定方式為1.照片樣點2.地面樣區。每間隔3000公尺，即900公頃選定一個樣區，全省地面樣

區分布如圖12-1。 
 
有關探討範圍：大甲溪、大安溪、濁水溪、大埔、阿里山、玉山等事業區範圍其調查樣

區數分布如表12-2。 
 

    若以大埔事業區為例，由圖12-2可以看出航空照片樣點與地面樣區分布狀況。 
 

12-6  樣區面積 
(1)天然林採用0.1及0.05公頃兩種，其考慮因素為： 

      A.樣區內之樣木株數(以超過30株為準） 
      B.主要林木之平均胸徑(平均胸徑超過30公分以上者採用0.1公頃) 

(2)造林地採用0.05及0.02公頃兩種，其考慮因素為： 
      A.樣區內之樣木株數(必須大於30株以上） 
      B.主要林木之平均胸徑(平均胸徑超過20公分以上則採 0.05公頃) 

由於樣區係採長邊順向之長方形樣區，各樣區面積下長、寬之長度如表12-3： 



表12-1 台灣地區第三次森林及土地資源調查全程目標歷年執行計畫進度 
年度 

重要工作項
目 

1990 1991 1992 1993 
合計 

林區(事業區) 單位：點/幅/個 林區(事業區) 單位：點/幅/個 林區(事業區) 單位：點/幅/個 林區(事業區) 單位：點/幅/個

照片樣點判
釋 

南投林區 26,757點 南投林區 
東勢林區 
嘉義林區 

26,757點 
12,181點 
16,430點 

屏東林區 
台東林區 
平地部份 

27,239點 
28,093點 
28,348點 

羅東林區 
花蓮林區 
平地部份 

12,280點 
29,489點 
51,652點 

 

小計  26,757點  55,368點  83,680點  92,421點 258,226點 
林型描繪及
現場校對 

南投林區 
(五千分之一)
南投林區 

(一萬分之一)

127幅 
 

123幅 

東勢林區 
(五千分之一) 
嘉義林區 

(五千分之一) 

256幅 
 

352幅 

屏東林區 
(五千分之一) 
屏東林區 

(一萬分之一) 
台東林區 

(五千分之一) 
台東林區 

(一萬分之一) 

228幅 
 

88幅 
 

148幅 
 

92幅 

羅東林區 
(五千分之一)
羅東林區 

(一萬分之一)
花蓮林區 

(五千分之一)
花蓮林區 

(一萬分之一)
新竹林區 

(五千分之一)
新竹林區 

(一萬分之一)

125幅 
 

73幅 
 

430幅 
 

75幅 
 

108幅 
 

79幅 

 

小計  250幅  608幅  556幅  880幅 2,294幅 
地面樣區調

查 
  南投林區 

東勢林區 
嘉義林區 

352個 
228個 
168個 

屏東林區 
台東林區 

381個 
398個 

新竹林區 
羅東林區 
花蓮林區 
平地部份 

289個 
280個 
512個 

1,198個 

 

小計    748個  779個  2,279個 3,806幅 
林班圖數化
及建檔 

玉山事業區 97幅 阿里山、大埔事業區
木瓜溪、立霧溪、林
田山事業區 
東勢林區 

185幅 
318幅 

 
256幅 

埔里、濁水溪區
玉井、阿里山事
業區 

228幅 
127幅 

旗山及部份阿里
山與大安事業區

  

小計  97幅  75幅  355幅   1,212幅 
林型圖數化
及建檔 

  嘉義林區 249幅 南投林區 
屏東林區 
東勢林區 

250幅 
316幅 
256幅 

台東林區 
花蓮林區 
羅東林區 
新竹林區 

240幅 
505幅 
188幅 
187幅 

 

小計    249幅  822幅  1,120幅 2,191幅 
森林資源調
查資料處理 

  南投林區 
嘉義林區 

 屏東林區 
東勢林區 
台東林區 

 花蓮林區 
羅東林區 
新竹林區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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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1  第三次森林資源調查全省地面樣區分布圖 

 
表12-2  第三次資源調查中部地區航照樣點與地面樣區分布表 

地點 
取樣別 

大  埔
事業區 

玉  井
事業區 

阿里山

事業區 
玉山事

業區 
濁水溪

事業區

大安溪

事業區

大甲溪

事業區

丹  大
事業區 

巒  大
事業區 

總計 

航照樣點 3405 2243 2658 3961 3836 2703 3907 3355 5554 31622
地面樣區 44 31 34 52 45 37 50 46 74 413
樣 木 數 1012 499 687 1272 1266 1084 1565 1437 2680 12401
 

 
圖12-2  大埔事業區航空照片樣點與地面樣區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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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3  樣區面積與其長、寬邊長度一覽表 
樣   區   面   積 長×寬 使  用  林  地 

1/10 (0.1公頃) 40公尺×25公尺 天然林 
1/20 (0.5公頃) 28.4公尺×17.6公尺 天然林、造林地 
1/50 (0.02公頃) 17.9公尺×12.2公尺 造林地 

1/200 (0.005公頃) 8.9公尺×5.6公尺 補助樣區 
 
12-7  資料內容與研究分析項目 

    調查表內容，若與第二次資源調查之地面樣區調查記錄表和經營計劃檢討調查表予整

理比較，如表12-4，其中打"ˇ"處表示本研究所採取使用之變數。 
 
表12-4  第三次資源調查地面樣區、照片樣點紀錄表、第二次資源調查地面樣區調查及檢訂

調查表內容比較一覽表 
 

調查項目 
第三次資源調查 

地面樣區調查記錄表 
第三次資源調查 

照片樣點判釋記錄表

第二次資源調查 
地面樣區調查記錄表 

 
檢訂調查記錄表 

      

 基本圖圖號    集水區  
 樣點序號    林區  
 日期    工作站  
 橫座標    事業區  
 縱座標    林班  
     小班  
 記錄員     
 測定員     
 樣區面積    面積 
 海拔高    標高 
 坡度    傾斜度 
 坡向    方位 
 土地利用型    林相*地種 
 地形     
 造林年度(林齡級)    林齡齡級 
 樹冠密度     
 林分級    每公頃材積*株數 
 主要地表物     
 次要地表物     
 地表植物密度     
 地表植物高度     
 樣木號碼     
 記錄類型     
 樣區線距離     
 樣區線至樣木距離     
 生育狀態     
 樹種    樹種*混交率 
 胸高直徑     
 樹高     
 枝下高     
 樹冠級     
 腐朽率     
 腐朽原因     
 用途     
 利用率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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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建檔分析工具與流程： 
1.工具 
 (1)文書處理：ET, CWI, PE3 
 (2)資料建檔：Lotus 123─PE3─dBaseⅢ 
 (3)統計分析：SAS、SYSTAT 
 (4)生長收穫模式系統：STGSMS(Stand and Tree Growth Simulated Modeling System) 
 (5)地理資訊系統(GIS)：AutoCAD, ARC/INFRO 
 
2.流程 

本研究之詳細流程如圖12-3所示；大體區分由二大部分，一為GIS的圖形檔，一為生長收

穫(G-Ymold)的資料檔、模式檔，由前者之土地利用型圖(林型圖)之林型與樣區內導出主要樹

種別分別加以比較分析。 
若以第三次資源調查資料處理流程為例，其流程如圖12-3。 

 
圖12-3  台灣第三次森林資源調查資料處理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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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研究方法與過程 
1.基本理論與假設 
(1)結合航空照片樣點與地面樣區資料的雙重取樣調查的資料分析，較僅以地的地面樣區調

查的資料來做分析，所得結果誤差小。 
(2)相同經費下，利用雙重取樣調查可得較多的樣區，其精確度較大。 
(3)分層取樣分析效果可改善材積推估能力。 

 
2.運用資料之範圍與種類 
(1)收集第三次森林資源調查的航空照片判釋資料與地面樣區調查資料。 
(2)利用地理資訊系統之空間因子整合航空測計、與地面樣區調查資料。 
(3)建立林分結構、林分蓄積分析模式系統架構。 

 
3.資料之蒐集程序與方法 
(1)蒐集及研析雙重取樣、分層取樣之特點，以供本研究之應用與參考。 
(2)利用電傳與林務局電腦資訊處理中心連線，取得處理後有關資料，進行分析。 

 
4.資料分析及整理 
(1)野外調查依記錄表分為地面樣區資料(Plot1)、樣木資料(Plot2)和航空照片資料(Photo)、土

壤調查(Soil)。 
(2)將Plot1，Plot2，Photo檔轉換成DbaseⅢ檔。 
(3)整理已往研究之A.基本模式g(x)，如：材積式、樹高曲線式B.生長模式C.收穫模式，含(a)

林木現況與其環境之間的關係(b)林木蓄積生長累積的收穫量。 
(4)由Plot2樣木資料來加以分析，求算 

A.各樣區(mapno-plotno)之樹種組成，計算各樣區林木株數(Nt)，依樣區中樹種出現率達

30%者為該樣區之林型、樹種別(mainsps)，並得SPS分布表。 
B.各樣區內樣木的林分結構，以Weibull機率密度函數來配合直徑分布，求算出Weibull的
三個母數a,b,c之最佳推估值(a,b,c,)。 

        f(x,θ)=(c/b)[(x-a)/b]C-1exp[-(x-a)/b]C 
        式中的 a≧0，b＞0，c＞0 

C.利用單株林木材積式，推估累計樣區內之林木材積(SUV)。 
        SUV=ΣVi    Vi=f(D,H) 
        式中的 Vi：i株林木材積 
               D ：胸高直徑 
               H ：樹高 

D.利用直徑分布法求算樣區之林木材積(DDM)。 
        DDM=Nt∫g(x)f(x,θ) 
       式中的 Nt為樣區內林木株數 
              g(x)為胸徑x的函數式如H=f(D)，Vi=f(D,H) 
              f(x,θ)：Weibull的母數θ─a, b, c 
    (A)空間(spatial)：取樣，植群分析，材積分析，結構分析 
      a.林型，植群分類                           → 樹種組成 
      b.地理位置分布(UTM，海拔，坡度，坡向，GIS)→ 林分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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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樹高曲線式 H=f(D) 
單株材積 Vi→ΣVi= SUVHA林分材積 

        (b)材積式 Vi=f(Di,Hi) 
        (c)擬定直徑分布之pdf：f(x,θ) 

直徑分布法



 d)x(f),,x(gNt

DDVHANVV ii  

        (d)每單位面積林木株數 
    (B)時間(tempory)：生長模式，演替模式建立 
      a.人工林 
        (a)林木生長模式  ┐           ┌全林分 ┐ 
        (b)林分生長模式  ├→ 生長變化┤直徑階 ├→林分生長 
        (c)枯死模式      ┘           └單  株 ┘ 
      b.天然林 
          樹種組成變化 ┐ 
                       ├→ 演替 
          林分結構變化 ┘ 
 

E.將Plot2所求算之mainsps，a，b，c，Nt，SUV，DDM轉入Plot1檔。 
F.將Plot1之aspect轉換為水分梯度(moisture content，MC)，Nt，SUV，DDM除以樣區面積

Plotarea，得出每公頃之密度(Nt/ha)、材積(SUV/ha，DDM/ha)。 
G.依性質樣區數歸何主要樹種為幾種，並整理各主要樹種之材積式表、樹高曲線式表。 
H.繪製林分結構母數(a,b,c)，與材積母數(SUV/ha，DDM/ha)與坡度(slope)、坡向(aspect)、
水分梯度(MC)、海拔高(AH)、林齡(age)之關係圖，由此判斷林分結構、材積與環境、

林齡之間的關係為直線或指數、倒數。其間關係可考慮用Cox-Box transformation 
I.建立各SPS土地利用型與林型、林分結構、材積與地理因子、林齡，建立樹種空間性材

積推估模式。 
     (A)利用地理資訊系統整合航空測計、與地面樣區調查資料。 
     (B)建立林分結構、林分蓄積分析模式系統架構。 
     (C)各樹種林型之人工林 V/ha=f(林齡、坡度、坡向、海拔高)；天然林 
         V/ha=f(坡度、坡向、海拔高) 
         天然林型：V/ha=f(slope,aspect,altitude,MC) 
         人工林型：V/ha=f(slope,aspect,altitude,MC,age) 

J.依性質面積、樣區數48種採土地利用型歸併為20種。依第三次資源調查所繪製之林型圖

與檢定調查之林型圖、以為各林型面積之依據。整理主要土地利用型內所含主要樹種樣

區之百分比，由第三次資源調查與檢訂調查，所繪製之數值土地利用圖，分析統合出各

林型種類之面積，並算出各100m×100m polygon的土地利用型別、平均slope，aspect，
altitude。 

K.以J所建之樹種空間性材積推估模式，來推算各土地利用型polygon材積。 
L.繪製材積級圖。 
M.與林班圖、事業區圖、集水區圖等林業、行政區劃主題圖疊合，即可獲各林業、行政區

劃土地利用型的各種樹種林型之林分結構及材積分布圖與數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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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析結果 
(1)林分樹種組成分析 
 A.分析調查區主要樹種、直徑級株數及於樣區中之出現率，以決定林型、樹種別。 

  B.整理各方位、海拔、經緯度下之林型、樹種別。 
      

以相對密度、相對優勢度、相對頻度重要值來評估樹種組成之林型性態值可讓吾人算出

各樹種組成比例（重要值／300）以為各樹種材積推估之依據，另外在生態保育之植生稀有性

評估上亦可由之獲悉。若以冷杉、雲杉、鐵杉、高山松為例可知其生態指示如下： 
 
表12-5  冷杉、雲杉、鐵杉、高山松林型植生群叢之頻度、密度、相對密度、優勢度、相對

優勢度、重要值 
冷杉林型植生群叢 

樹種 頻度 相對頻度 密度 相對密度 優勢度 相對優勢度 重要值 
鐵杉 100 0.5 7.6 28.79 1.1476 23.73 53.02 
冷杉 100 0.5 18.6 71.21 3.6683 76.27 147.98 
雲杉林型植生群叢 

樹種 頻度 相對頻度 密度 相對密度 優勢度 相對優勢度 重要值 
紅檜 12.5 0.047619 0.12 0.65 0.0019 0.02 0.717619 
冷杉 12.5 0.047619 0.12 0.65 0.0849 1.31 2.007619 
雲葉 12.5 0.047619 0.50 2.61 0.1657 2.57 5.227619 
臺灣扁柏 25.0 0.095238 0.62 3.26 0.2407 3.74 7.095238 
華山松 37.5 0.142857 1.00 5.22 0.2556 3.97 9.332857 
鐵杉 62.5 0.238095 1.87 9.8 0.2334 3.62 13.658090 
雲杉 100.0 0.380952 14.87 77.77 5.4510 84.72 162.870900 
鐵杉林型植生群叢 

樹種 頻度 相對頻度 密度 相對密度 優勢度 相對優勢度 重要值 
長尾尖錐栗 9.09 0.037035 0.09 0.32 0.0132 0.17 0.527035 
紅檜 9.09 0.037035 0.18 0.64 0.0174 0.23 0.907035 
香杉 9.09 0.037035 0.09 0.32 0.1269 1.54 1.897035 
冷杉 9.09 0.037035 0.45 1.60 0.0246 0.32 1.957035 
雲杉 9.09 0.037035 0.36 1.28 0.2140 2.82 4.137035 
華山松 36.36 0.148142 0.36 1.28 0.2264 2.98 4.408142 
臺灣扁柏 63.63 0.259248 2.63 12.50 0.9363 12.35 25.109240 
鐵杉 100.0 0.407431 23.27 82.05 6.0312 79.56 162.01740 
高山松林型植生群叢 

樹種 頻度 相對頻度 密度 相對密度 優勢度 相對優勢度 重要值 
青剛櫟 10 0.027777 0.1 0.38 0.0017 0.05 0.457777 
白花八角 10 0.027777 0.2 0.77 0.0019 0.05 0.847777 
臺灣五葉松 10 0.027777 0.3 1.15 0.0124 0.20 1.377777 
其他闊葉樹 20 0.055555 0.3 1.15 0.0125 0.38 1.585555 
雲葉 40 0.121212 0.6 2.31 0.0492 1.47 3.891212 
紅檜 30 0.083333 1.0 3.86 0.0916 2.75 6.693333 
臺灣扁柏 40 0.121212 2.6 10.03 0.1091 3.27 13.41212 
鐵杉 60 0.166666 3.6 13.89 0.4144 12.43 26.48666 
華山松 60 0.166666 4.5 17.38 1.0957 32.93 50.47666 
臺灣二葉松 80 0.222222 12.3 47.49 1.5160 45.47 93.1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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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林分結構分析 
  A.求算各地面樣區、航照片樣區及各樹種別、林型別之胸高直徑分布與平均每公頃蓄積量。 
  B.建立各樹種別、林型別之材積推估模式。 
  C.分析雙重取樣與簡單地面樣區取樣資料之結果的精密度。 

樣區利用Hatger、Wingo、Fillter、Dagostino等五種方法求算各樣區內林木直徑分布之

Weibull機率密度函數的母數，經以Komonov-Siminov配合度測驗測驗之,則以Dagostino方法最

佳，在413個樣區中佔90%；各樹種林型樣區之直徑分布以Weibull函數描述後，Weibull母數

分布範圍各異詳情如表。經綜合可知天然林型其b 值較人工林型者大亦即直徑分布範圍較

廣。c值大都接近2，為Rayleign分布，人工林c>3.6，則其分布為負偏歪。 
 
(3)建立分析推估材積之模式系統。 
  A.單位面積蓄積量推估 
    (A)合計樣區內之所有利用單木材積式計算之樣木的材積再除以樣區面積以得單位面積

蓄積量之推估(SUV/ha)。 
    (B)利用直徑分布法推估單位面積之蓄積量(DDV/ha)。 
  B.建立林分材積推估模式 
    (A)將坡向、坡度做sin、cos、tan數轉換。 
    (B)建立林分生長收穫隨著 UTM坐標位置、海拔高、坡度、坡向等空間因子不同而改變

之趨勢變化。 
    (C)利用逐步迴歸建立林分材積推估模式。 
  C.推算全林分材積 
    (A)利用地理資訊系統(GIS)的疊圖分析功能將林分蓄積，結構的空間模式與數位地形

(DTM)和土地利用型圖整合分析、推算出組成各土地利用型材積結構分布圖、蓄積量

分布圖。 
    (B)疊合所需瞭解的行政區劃、林業區劃、集水區區劃圖層以掌握，各種區劃之樹種組成、

林分結構、林分蓄積量。 
 

由以上各種全林分材積推估方法, 吾人可以整理出台灣中部8個事業區各種土地利用型

之描述直徑分布之Weibull函數的母數值、各林型之單位面積之蓄積量推估值與林分材積空間

推估法之母數分布表，如下表： 
表12-6   台灣中部8個事業區各種土地利用型之全林分材積推估方法母數分布表 

土  地 
利用型 

Weibull函數 
的母數值 

直徑分布法 
單株木累蓄積(m3/ha) 

Weibull函數的母數值B 
空間推估式之母數 

Weibull函數的母數值C 
空間推估式之母數 

LU BAVG CAVG DDAVG SUAVG BINT BELE BSLO BASP CINT CELE CSLO CASP 
12 35.600 2.980 569.190 425.840 107.226 -0.026 0.006 1.312 -12.400 0.003 0.064 0.377
12 44.510 2.160 605.150 942.630 127.070 -0.016 -1.140 0.291 -3.403 0.002 0.044 -0.086
13 55.250 2.680 654.200 934.00 546.641 -0.027 -2.960 -41.312 32.159 -0.001 -0.166 -2.767
14 24.820 3.330 205.120 206.300 18.855 -0.005 0.491 0.595 9.191 -0.001 -0.059 -0.310
15 51.990 3.190 412.840 644.520 -192.469 0.063 2.239 0.756 6.461 -0.002 -0.018 0.367
19 41.480 2.100 398.890 516.250 223.620 -0.025 -1.363 -17.322 8.722 -0.002 0.004 -0.606
30 28.400 2.430 349.940 417.170 14.677 0.003 0.176 0.212 2.564 0.000 -0.014 -0.001
40 17.020 3.790 134.840 85.640 19.445 0.001 -0.124 -0.266 3.168 -0.001 0.026 0.066
50 23.970 2.420 179.120 264.380 18.272 0.007 -0.125 -0.015 4.354 -0.001 -0.030 -0.016
61 3.730 2.280 10.020 0.700 17.165 -0.005 -0.587 2.097 8.222 -0.004 0.009 -0.319
62 14.410 5.980 238.660 0.010 22.166 0.008 -0.465 -0.347 6.899 -0.003 0.036 -0.169
63 5.590 3.140 12.430 0.120 4.886 -0.007 0.054 0.536 3.928 -0.002 -0.167 0.745
64 0.000 0.000 0.130 0.710 -6.970 0.014 -0.065 2.328 -0.750 -0.001 0.029 0.290
80 21.930 3.090 41.420 126.610 16.171 0.007 0.098 -0.274 2.929 -0.001 -0.004 0.085
90 27.090 1.830 0.000 35.98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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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6(續)  台灣中部8個事業區各種土地利用型之全林分材積推估方法母數分布表 
土  地 
利用型 

直徑分布法 
空間推估式之母數 

單株木累蓄積 
空間推估式之母數 

LU DDINT DDELE DDSLO DDASP SUINT SUELE SUSLO SUASP 
12 12026.00 -3.230 -13.214 -58.620 6004.993 -1.786 -0.621 -0.621 
12 5126.703 -1.129 -52.156 85.244 2279.590 -0.590 5.409 53.510 
13 20583.000 -0.070 -202.269 -1588.931 16370.000 0.126 -187.382 -1231.642 
14 -145.358 0.045 7.476 1.633 -32.365 0.042 4.540 -1.310 
15 403.455 0.030 -9.707 50.028 -173.170 0.339 0.242 -8.334 
19 2673.824 -0.388 -9.182 -229.667 3927.855 -1.088 16.208 -252.744 
30 217.606 0.282 -8.965 34.070 47.874 0.123 -0.014 29.389 
40 -342.598 0.084 17.746 -52.722 -54.884 -0.003 3.240 10.646 
50 -102.304 0.138 1.353 18.676 754.412 0.163 -17.019 -7.453 
61 -4.924 0.061 -5.012 27.107 -1.341 0.002 -0.120 0.718 
62 309.582 0.634 -24.589 -2.722 -44.932 0.024 0.387 4.494 
63 -29.487 -0.040 1.109 8.782 -0.121 0.000 0.003 0.012 
64 0.201 -0.001 0.003 -0.019 -0.413 0.003 0.017 -0.025 
80 47.897 -0.003 13.451 -69.587 12.579 0.231 -0.491 -6.692 
9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利用方法(3)H所處理得出之表4單位面積材積DDavg、SUavg再配合林型圖之面積屬性資

料，獲各天然林林型蓄積量DDVrat、SUVrat。利用方法(3)處理建立表12-6各林型之空間推估

式，再配合DTM各地理單元坡度、坡向、海拔高求算出DDVreg、SUVreg。利用方法(3)K處

理建立表12-6各林型之母數推估式，再配合DTM各地理單元，求算出DDVpar。 
 

表12-7  以15種方法模式推估八仙山事業區各天然林林型之蓄積量 
 頻度 土  地 

利用型 
DDVrat SUVrat DDVreg SUVreg1 DDVpar 

1 42 12 987,073.307 738,479.768 -39,031,684,326.764 735,033.901 982,467.519
2 49 12 1,148,096.470 1,788,366.755 148,638,466,824.938 1,786,623.206 1,146,977.165
3 46 13 897,124.401 1,280,836.362 -3,547,728,682,708.000 1,277,576.278 894,840.968
4 143 14 618,567.078 622,125.551 15,832,400,163.471 621,804.693 618,248.063
5 1 15 1,319.698 2,065.297 23,612,621.125 2,165.587 1,383.782
6 37 19 1,313,174.131 1,699,531.515 -516,493,770,456.250 1,699,247.169 1,312,954.474
7 422 30 7,604,775.595 9,065,795.000 1,299,365,742,404.969 9,063,135.059 7,602,544.785
8 32 40 28,935.844 18,377.823 -17,880,556,416.500 18,265.299 28,758.675
9 221 50 1,297,085.082 1,914,596.382 327,853,947,954.000 1,912,799.890 1,295,868.033

10 14 61 134.977 9.430 256,500,226.000 8.848 126.653
12 1 62 42.041 0.002 -1,569,165.375 0.002 38.186
12 13 63 280.418 2.699 476,315,809.906 2.693 279.806
13 30 80 25,774.336 78,785.343 -85,810,421,560.500 78,721.037 25,753.298

 
    由表12-7結果可知，利用空間推估模式配合DTM地理單元算出之材積不適，實驗推估模

式需再檢討坡度、坡向、海拔高與蓄積量之關係，而以SUVrat、DDV-rat之比例推估方法在設

有面積推算誤差下較為合適。 
求算各事業林分建立各林型各性態值之空間推估模式，以為由數值地形模型（DTM）求

算族群內各地理單元（40m×40m）的性態值，利用逐步迴歸分別建立天然林各林型的材積推

估模式，其模式型態如天然林以DDV/ha，SUV/ha或θ=g（林型，坡度，坡向，海拔高）表

示之。再利用(六)的材積推估模式與地理單元之坡度、坡向、海拔高，可以迴歸推算出各林

型之林分蓄積量。另外，利用表示直徑分布的Weibull三個母數a，b，c分別建立聯合林分結構

模式，考慮空間因素(位置因子、地理因子)在林分結構、生長收穫模式之建立，可提高生長

收穫模式的推測能力並充實地理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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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利用DTM的資料所分析的坡度、坡向、海拔高與由地面樣區資料建造之材積推估模式

所用坡度、坡向、海拔高的定義不同，應用上應多加考量。坡度、坡向、海拔高與林木生長

蓄積是否有密切關係，應再重新思考，或許改用與生長有關的能量、陽光、土壤、水分、養

分較為適當。地理資訊系統在整合林型圖籍面積與蓄積量推估上相當理想，且在展示空間位

置上相當方便。 
圖可讓各人掌握全局與特定資料，但往往來源不一、比例尺不同而無法比較。地理資訊

系統正可改進圖籍使用的一致性，且更新容易、快速成圖，若具精確度高的資料庫則可以隨

時獲得不同比例尺的圖籍。 
    在基於相同地理資料庫下，依各生態經營單元（如集水區、地勢單元）完成資料的收集、

整合、分析，建好之資料庫宜依各經營、管理層級依轄區之資料置放於各層級單位，由基層

單位更新資料後，再送上一層機關。各使用者當可依其經營需求而擷取所需資訊，使資料庫

更具效率與彈性。 
    地理資訊系統在充分的圖籍與屬性資料的整合下，可使資料庫、模式庫方便應用於生態

原則下永續經營管理所需之資源調查的取樣設計、現場調查、檢核與資料處理、分析、模式

整合、結果展示、查詢，甚而整個經營、管理決策上皆具相當功效。然而目前最大的問題乃

在：如何將不同來源、比例尺、精確度的圖籍與屬性資料整合，考慮計算其可能誤差，更而

有效地提供資訊提供的精確程度。 
    地理資訊系統亦可供各種森林資源調查事前分層取樣之依據、便利森林資源經營系統性

的研究與規劃、執行。充實林業地理資訊系統使其有效地提供臺灣森林經營決策所需要的資

訊。 
表12-8  大甲溪事業區土地利用型別面積及蓄積一覽表 

序

號 
土地利用型 面        積 每公頃蓄積 林分蓄積 
種類 頻度 公頃數(ha) 百分比(%) DDV/ha SUV/ha DDV.rat SUV.rat 

1  0 無 68 470.620098 0.9458 -68.000000 -68.000000
2 12 冷杉天針 129 3,483.636901 7.0012 569.190 425.840 1,483,471.931396 1,982,851.300163
3 12 鐵杉天針 138 7,230.506314 14.5312 605.150 942.630 6,815,692.144348 4,375,541.079956
4 13 檜木天針 6 309.146029 0.6213 654.200 934.010 288,745.483398 202,243.332520
5 14 松類天針 288 8,689.317924 17.4629 205.120 206.300 1,792,606.316353 1,782,352.851715
6 15 雲杉天針 48 963.068607 1.9355 412.840 644.520 620,716.996277 396,630.171631
7 19 其他天針 80 2,990.390124 6.0098 398.940 516.250 1,543,788.895355 1,192,836.763580
8 30 天針闊純 262 8,877.481436 17.8412 349.940 417.170 3,703,419.039063 3,106,585.879169
9 40 天闊純 4 9.783142 0.0197 134.840 85.640 837.828308 1,319.158836

10 50 天闊混 30 583.860180 1.1734 179.120 264.380 154,360.957916 104,575.196053
12 造林地面積 481 12,380.857547 22.8722 328.310 372.327 2,807,751.532875 3,177,276.184480
12 其他土地利用型 547 4,770.043735 9.5674 ─ ─ ─ ─ 

  2,081 49,758.714840 100.0000 19,210,765.574957 6,321,586.479736
表12-9  大甲溪事業區材積級別分佈頻度及面積統計表 

序號 材  積  級 頻度 面    積 百分比 
1 0 615 5,240.664401 10.5322 
2 1 274 3,318.278343 6.6687 
3 2 358 6,101.835240 12.2629 
4 3 426 10,961.375213 22.0291 
5 4 295 17,061.476020 34.2884 
6 5 123 7,075.085623 14.2188 

總             計 49,758.71484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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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繪製各種區別之材積分布圖。 
 
12-10 模式之測驗 
    發展模式的最後一個階段，就是測驗模式，經過測驗，才可以確認模式是否可用。模式

測驗並不能使模式"有效"或"可信"。模式測驗的目的在測試模式，以決定模式於預測時之信賴

度(credibility)。所以模式在測驗時，必須十分嚴謹而合於邏輯，才能達到此一目的。 
    生態演替模式在測驗時特別困難，因為生態演替模式所預測的現象，可能需要在自然環

境中經過很多年，甚至經過很多代，才會出現，某些生態演替模式所含的機率性質(stochastic 
nature)，則要求一個大樣本的觀測資料，才能測驗。所以，大部分演替模式的測驗，必須依

賴推論而非直接觀測。 
    模式測驗的過程可以概分為六類（SHUGART & WEST1980），如下所示： 
一、(BRUTE FORCE)過程： 
 1.方法： 

將模式所得的預測結果直接與此林分之實測值比較，利用兩者之誤差作測驗，在測驗

以森林為導向的模式時，更需使用指定之資料組作測驗。 
2.資料來源： 

建立模式時使用之資料組。 
3.限制： 

    (1)某些測驗所需的資料很難取得(如評估氣候改變的資料)使得這種測驗方法使用的範圍

受到了限制。 
    (2)為了模式的應用，在設計模式時，不希望使用大量而費錢的資料。在測驗時，當然也

必須考慮此一因素，而表1-1中，用於研究生態演替的模式，在使用此種測驗時，多需

收集這種資料，造成了另一種限制。 
 
二、邏輯法(LOGICAL)： 
  1.方法： 

強調模式建立的原則及模式的假設，檢查模式之假設是否合理，如果模式之發展乃基

於一合理之假設，則我們承認因之而生的模式可以產生合理的結果。 
  2.資料來源： 

模式本身之假設。 
 
三、長期預測法(LONG-TERM PROJECTIONS)： 

1.方法： 
利用森林動態之延伸資料，建立演替模式之測驗，將模式預測的結果與其他未受干擾

林分作比較。 
2.資料來源： 

其他未受干擾之林分。 
3.限制： 

因為此一測驗方式使用另一組未受干擾之棲群動態的資料，所以只有一些關於演替的

模式可以使用這種測驗方法。尤其在森林演替模式的長期預測上，可使用新收集到的資料

重新檢查，以發展對森林動態的理論瞭解。 
 
四、歷線預測法(PREDICTING GRADIENT RESPO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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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法： 
檢查模式之預測是否符合一些生態曲線的趨勢。 

2.資料來源： 
其他已發生過之生態曲線(如洪水氾濫曲線，野火頻度曲線)。 

3.限制： 
在預測較高層次之交互作用產物上(範圍較大，考慮整個林分)，效果較佳，而不能預

測單株的生理變化。 
 
五、後視法(HINDCAST)過程： 

1.方法： 
檢查模式之預測是否符合過去發生過的事件。 

2.資料來源： 
過去發生過的事件，如病害、花粉紀錄顯示之氣候改變。 

 
六、偶發事件(ACCIDENTS)： 

1.方法： 
由於資料輸入錯誤，產生不同之結果，卻意外的發現合於真實情況。 

2.這種因意外而產生的測驗結果，常有所聞，對於模式的測驗貢獻頗大。以往這種測驗方

式因不合傳統又太過戲劇化，它們的重要性常被低估了。 
 
12-12 資源調查之誤差結構 

森林資源調查的誤差 
       取樣調查的精確度(precision)＝取樣誤差(sampling error) 
                 正確度(accuracy)＝調查誤差＋模式誤差＋應用誤差 
       吾人於森林資源調查中重視正確度(accuracy)。 

設計(design)＋執行(executing)資源調查→可接受的精密度，以消除或減少非取樣誤差

至最小。 
取樣誤差：因樣本而非族群的資料∴有←增加樣本可改善，以平均的標準差(standard 
error of the mean)表之。 
非取樣誤差：來自樣本或族群調查上，與選擇樣本的統計問題無關。 

    森林材積資源調查時，若有合適的 
      1.統計取樣(statistical sampling)─sampling method 
      2.分析、解釋適當(analyzed & interpred) 
    則資源調查→ 
      1.可以推算所興趣之母數(parameters) 
      2.可以對此母數進行擬說的顯著測驗(signification tests of hypothesis) 
      3.針對推測值誤差和測驗進行推論(inference) 
    分析資源調查的誤差結構形態，吾人可以 
      1.判別每一個誤差組成和其來源 
      2.評估每一個組成的相對重要性(對總誤差的相對大小) 
      3.控制在有效的取樣設計下的誤差組成分大小的平均值 
 
     幾世紀來森林資源調查被認為是收集量測資料最可接受的方法。但並沒有一種方法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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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獲得完整表現真實圖徵、屬性（actual feature attribute）的資料。因為資源調查過程中，有

各種誤差存在，茲將森林資源調查的誤差（errors）來源予整理如下表。 
 

表12-10  森林資源調查的誤差來源一覽表 
階    段 誤  差  來  源 

1.資料收集 野外調查、資料收集所造成的誤差 
使用存在圖籍為資料來源所造成之誤差 
遙測資料分析、野外調查、資料收集所造成之誤差 

2.資料輸入 由於數化操作者與設備所造成之不精確(inaccuracies) 
地理圖徵的不精確(如邊緣林緣很強烈對比之界限) 

3.資料儲存 屬性數字資料之精度不夠，圖形空間資料之精度不足 
4.資料處理 不適當的分級間隔(Class intervals) 

多次疊合所造成之誤差，多邊形疊合過程所造成長條細片 
5.資料輸出 比例尺不精確，輸出設備不精確所造成之誤差 

介面不穩定所造成之誤差 
6.使用結果 資訊被誤解、資訊被誤用 

 
    森林資源調查的誤差大體可區分為二種，一為取樣誤差：因樣本所造成的誤差而非族群

的資料，所以增加樣本可改善一般以平均的標準差(standard error of the mean)表之。二為非取

樣誤差：來自樣本或族群調查上與選擇樣本的統計問題無關。 
    而一般所謂的取樣誤差(sampling error)即為取樣調查的精確度(precision)至於取樣調查的

精密度(accuracy)則包括調查誤差、模式誤差與應用上的誤差。 
    吾人於森林資源調查中較重視精密度(accuracy)。設計(design)與執行(executing)資源調

查，以消除或減少非取樣誤差至最小，以達可接受的精密度。森林材積資源調查時若有1.合
適的統計取樣；2.適當地分析與解釋則資源調查的結果，可以(1)推算所興趣之母數(2)對此母

數進行擬說的顯著測驗(3)針對推測值誤差和測驗進行推論(Cunia 1990)。分析資源調查的誤差

結構形態，吾人可以(1)判別每一個誤差組成和其來源(2)評估每一個組成的相對重要性(對總

誤差的相對大小)(3)在有效的取樣設計下，控制誤差組成分大小的平均值。以下即對誤差的結

構成分，分別予於說明。 
    1.取樣誤差(sampling error) 
          相同的取樣過程應用於相同族群，但由於選擇的取樣單位(sampling units)而得出不

同的推算值。 
    2.調查誤差(measurement error) 
          相同的取樣單位(如樹或樣區)由不同的人調查記錄，得不同結果而導出不同的推

算值。 
    3.統計模式誤差(error of statistical model) 
          相同的調查資料，由不同的統計方法分析、解析，會得不同的推算值。 
    4.應用誤差 
          由相同的取樣調查與統計分析方法而獲得模式，但由於分析與建模式之前題假設

條件不同的資料所以會得不對的推算值。 
          每種誤差皆包括二部分：(1)逢機誤差(random error)一般在大樣本中可自行消除(2)

系統誤差或偏倚(systematic error or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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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討論中皆認為偏倚很小，所以誤差的大小用變異(variance)表之。利用一階段

(相)取樣設計進行生物(biomass=ovendry weight)資源調查是相當沒有效率的，因為其必

須進行破壞性取樣(destroctive sampling)，所以一般皆以二階段(相)取樣設計(two-phase 
design)進行。 

第一相對其相對大小樣本(如樹)進行測計，其輔助變數(auxiliary variable)如DBH, 
SPS, H等，這些性態值並不是吾人原先所興趣的，但由於方便量測，且與生物量有相

當的關連(highly correlated with biomass)，我們所興趣的變數並不量測。 
第二相取小樣本的樹進行除輔助變數以外的生物量調查，由第二相資料建立生物

量迴歸函數式(biomass regression functions)，然應用到第一相樣本則可得調查森林範圍

內之生物量推估值。 
第一相誤差謂之"主要取樣誤差(main sample error)" 
第二相誤差謂之"生物量迴歸誤差(biomass regression error)" 
每一相的誤差皆有(1)取樣誤差(2)測計誤差和(3)統計模式誤差(statistical model 

error)。 
不做實際的林木生物量量測，而由生物量迴歸式來推算，實際值與迴歸值間皆為量測誤

差(measurement error)，其中含有逢機部分(輔助變數的測計)和系統部分(迴歸期望值與實際生

物量間的差值)。 
吾人認為資源調查系統為二相型(two-phase type)，吾人必須考慮迴歸所生之誤差項；生

物量迴歸式係由一組族群資料建立，而其一般應用於其他組資料上，所以同樣的迴歸式應用

於不同資源調查族群上會得不同大小的誤差。 
GIS用於規劃時，精密度不需很高，以致於空間資料的誤差往往被忽視或認為可以接受。

然目前用於耗成本或耗時間的空間分析（spatial analysis），對於空間資料的量測與記錄的精

確度就顯得更需要（Smith et al, 1991）。所以當模式更精密更依賴生育地之資料（site-specific 
data）時，則空間（spatial）和屬性（attribute）誤差的整合影響往往會限制模式預測的價值。

如：基於GIS的生長模擬器所產生的林分材積的誤差可能導源於生長模式和GIS林分面積或林

木資料調查，所以在有效進行空間分析前吾人需知所使用空間資料的精密度。 
地理資訊系統內之資料大體可分二類：一為以位置、大小幾何形狀表示圖形的空間資料

（spatial or coordinate data）一為表示測物、地點為表格形式的性態值之屬性資料（attributed or 
tabular data）。 

土地利用型圖（林型圖）係應用航空照片判釋，地面踏勘繪製基本圖，再清繪製圖已有

50年的歷史在這段期間有討論以像片為基礎製圖的精密度和修正方法（correlation methods）
者，但可惜迄今誤差校正的方法通常被忽視在以往一般人認為面積的誤差在於所使用的儀

器、工具如用點格子法（dot grid）、面積儀（planimeter）而在GIS則無此面積誤差，但GIS
中圖籍間做空間分析如各種疊圖（multilayer overlays）時這種誤差的出現就顯得格外的明顯

和客觀了。 
幾世紀來森林資源調查被認為是收集量測資料最可接受的方法。但到目前為止，並沒有

任何一種方法可以獲得表現真實圖徵、屬性（actual feature attribute）的資訊。所以往往需要

配合航空測量以航照判釋掌握大面積的地面狀況，以取樣設計進行樣區的野外調查。森林的

界線一般由航空照片直接繪出，林型是由航照判釋者判釋，而林分的性態值則由田野調查而

來。土壤型性態值由野外調查獲得，而土壤的界線則由航空照片判釋之。 
 
航照判釋（photo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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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照判釋品質導由判釋者個人執行工作方法、使用的技術與背景，判釋對象與航空照片

品質的（Avery & Berlin, 1985）交互作用，甚少研究是針對森林航照判釋的精密度（Biging et 
al, 1991）雖然有些方法研發，但皆限於一些航照判釋點，以查核地面測點，此結果構成誤差

表、混淆矩陣。 
 
系統取樣與分層取樣 
    地面系統取樣所得結果無法代表航空照片以分群方法(group method)所得樣本的變異。若

地面樣區以系統取樣為之，則各分層間的變異必較大，此說明系統取樣較分群取樣(group 
method)的取樣效率差。 
    像片分層（photo strata）依航空照片判釋的精度(photo interpretation accuracy)和所依分層

變數的重要性(importance of the variables)而異。類別尺度變數(nominal scale variable)的航空照

片判釋的精度，Cohen（1960）利用K-statistic來表示，此統計值亦用於航空照片判釋的一致

性(Congulton & Mead，1983)；航空照片材料中，與其判釋精度有關的類別尺度的變數為：排

水狀況(drainage status)、土地利用級(land use class)、主要樹種（dominate tree species)、處理

分級（treatment class)；空中照片樣點與地面樣區所得材積的相關為0.5-0.7。 
    各群下再予分層（stratification)，層數由17-38，依各層面積大小而異，最大的分層變數

為土地利用級、經營管理分級、材積級則在土地利用級下分出，然主要樹種一般較材積級不

易判別，由航空照片判釋，判釋精度差。 
    面積／材積電腦處理系統，一般整合樣本以獲結果和其統計精確度(statistical precision)；
輸入因子一般為整合某目標區域的地面樣區和航空照片樣點和導引航空照片樣區分層的母數

檔(parameter file)，這個母數檔需依目標區域分別編纂，其所得結果表如下： 
 
統計精確度(statistical precision) 
 1.模式的取樣誤差 

若航空照片樣點所對應的地面樣區皆有調查，則其樣區變異(variation)為唯一的取樣誤

差來源，其蓄積的平均材積估算式為： 

k

X
m

m

X

k

1j
j

j


   

   k ：樣區數(tracts) 
   Xj：第j區的平均材積 
   mj：tract j的樣點數 
   m ：每tract的平均樣點數 
 
   X的變異謂之航空樣點取樣誤差(error of the photo sample)(Loetsch & Haller 1973 ⅤⅡ 
p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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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所產生的推算值 
   ∵沒考慮第二層(second-stage)取樣(Cochran 1977 p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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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l：航照片分層數 
         n：航照片樣點數 
         m：航照片地面樣區數 
        nh：h層的航空照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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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hi=h層的地面樣區i的材積觀測值 
        Xh=h層的地面樣區的平均材積 
        則基於地面調查之h層的平均材積為 Xh=Xh'+(Xh-Xh') 
        Xh'：h層航空照片樣區的平均材積 
        Xh的variance=Σ2  sub-means(∵covXh',(Xh-Xh')=0) 
 
 2.推估誤差(error estimates) 
       相對的標準誤差(S, relative standard error) 
   total sampling variance=error of photo sample 
                          +error due to interpretation(VE)of mean volume of growing stock 
                          +mean volume of pine stock(x pine)by sub-area 

212
2

1
22 xSxrS2xSxSdxS   

   式中 1
2 xS ：在情況1下之平均材積推估值的變異 

       2
2 xS ：在情況2下之平均材積推估值的變異 

          r ：情況1與情況2之連續調查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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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k：樣區數 
        X：情況1之平均材積 
         y：情況2之平均材積 
        Xj：情況1在j樣區之平均材積 
        yj：情況2在j樣區之平均材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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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區權重
m

m
W

j
j   

 
樣區權重 
    永久樣區(permanent plots) Nyssion(1967)平均值的標準偏（誤）差，一般以在設定的機率

水準（prob. level），用平均值估值的百分比誤差（percent error of an estimated mean)E%表之。 

100
x
xtS%E   

     前例 %5.8100
11500

)500)(96.1(
1Exp   

    若不用mean和conifidence interval於林木推估，亦可以reliable minimum estimate(RME)代
之(Dawkin 1957)。 

xtsxREM   
                                    單 prob. level：0.05 
       t由單尾分布查出，查雙尾分布但 
                                    雙 則應查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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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單位系統 
1.公制系統(metric system) 
       線：公里、公引、公丈、公尺、公寸、公分、公厘 
 
       面：公里2、公引2(公頃)、公丈2(公畝)、公尺2、公寸2、公分2、公厘2 
            1      100         104         106 
 
       體：公尺3(公秉)、公石、公斗、公寸3(公升)、公合、公勺、公撮 
            1           10    102   103         104   105   106 
 
       重量：公噸、公擔、公衡、公斤、公兩、公錢、公克 
               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時間：光年、年、月、日、時、分、秒 
 
    十進位系統（decimal system）之詞頭(prefix)、因子(factors)、縮寫(abbreviation)如下表： 

 
附表1-1  十進位系統詞頭一覽表 

詞頭（prefix） 因子（factors） 縮寫（abbreviation） 
tera 1012 T 
giga 109 G 
mega 106 M 
kilo 103 k 

hecto 102 h 
deka 101 da 
deci 10-1 d 
centi 10-2 c 
milli 10-3 m 
micro 10-6 μ 
mano 10-9 n 
picp 10-12 p 

 
2.台制系統─六進位系統（sexagestimal system） 
         市里、  市引  、  市丈  、  市尺  、  市寸  、  市分  、  市厘 
           1    1.5×10   1.5×102   1.5×103   1.5×104  1.5×105   1.5×106 
 
         市石、尺3、市斗、市升、市合、市寸3、市勺、市分3 
           1   27    10    102   103  2700    104  2.7×105 
 
         市擔、市斤、市兩、 市 錢 、 市 分、 市 厘 、市 毫 
           1   10     16   16×10   16×102  16×103  16×104 
 
         線  3.3台寸=1台尺 
         面  1坪=6台尺×6台尺×6台尺=3.30578m2    1甲=0.969932ha=2,934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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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  1m3=3.6石=360才                          
             1cord=3.625m3 
             1broadfeet=2.36m3 
       重量  1 斤=0.6kg 
 
3.英制系統 
       英制(English system) 
       六進位系統(sexagesimal system) 
        1 pd= 454g 
        1acre=0.40467ha 
 
4.公、英制系統換算 
    線：哩(mile)、碼(yard)、呎(feet)、吋(inch) 
           1        1760       3        12 
                      1        1 
    面：碼2、呎2、 吋2 
 
    體：碼3、呎3、 吋3 
             27 
              1   1728 
 
    重量：盎司(ounce)、英磅、美磅(pound)、噸(tons) 
 
    時間：光年、年、月、日、時、分、秒 
 

表1-2：換算係數(converting factors) 
長度(Linear) 

0.393701 inches 1 centimetres 2.540005 
1.093614 yards 1 metres 0.914402 
0.621372 miles 1 kilometers 1.609347 
4.97096 links 1 meters 0.201168 
0.198838 roda 1 meters 5.02921 
0.04971 chains 1 meters 20.1168 
3.280833 feet 1 meters 0.3048005 

面積(Area) 
0.15500 sq. in 1 sq cm 6.45163 

10.76387 sq, feet 1 sq m 0.092093 
1.19599 sq yards 1 sq m 0.83613 
2.47104 acres 1 hectares 0.40469 
0.38610 sq miles 1 sq km 2.59000 

體積(Volume) 
35.31445 cu. ft. 1 cu m 0.02832 
1.30794 cu. yards 1 cu m 0.76456 
1.76072 pints 1 litres 0.56795 
0.22009  1  4.54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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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4178 gallons 1 litres 3.785332 
28.3774 bushels 1 cu m 0.0352383 
0.033814 fl. ounce 1 cu cm 29.5737 

重量(Weight) 
0.035270 ounces 1 grams 28.34953 
2.204620 pounds 1 kilograms 0.453592 
0.000984 tons 1 kilograms 1016.047 
2.679228 pounds 1 kg 0.373242 

時間(time)：光年、年、月、日、時、分、秒 
速度(Velocity) 

0.539593 knots 1 km/hr 1.85325 
3.28083 ft/sec 1 m/sec 0.304801 
0.621370 mile/hr 1 km/hr 1.60935 

功率(Power) 
9.80665 watts 1 kg. m/sec 0.101972 

745.7 watts 1 Horse power 0.00134 
0.01315 HP 1 kg. m/sec 76.04 
1.341 HP 1 kilowatt 0.7457 
0.98632 HP 1 metric HP 1.01387 

 
英制轉換成公制 
 (a)1 pound = 454 grams 
 (b)1 barrel(bbl)= 42 gal =159.0 liters 
 (c)1 mile = 1.6 kilometers 
 (d)1 acre = 0.404 hectares 
 (e)1 cubic foot = 0.03 cubic meters 
 (f)1 British Thermal Unit(BTU) = 251.996 calories 
 (g)1 BTU/lb = 0.555 kcal/kg 
 (h)x ℉ ×5/9(℉+40℉)-40℃ = y ℃ 
 
5.燃料轉換 
 (a)1 quad = 1×1015 BTU (quadrillion Btu) 
 (b)1 quad = 40×106 tons bituminous coal; 
           50×106 tons sub-bituminous coal; and 
           62.5×106 tons lignite 
 (c)1 quad = 172.4×106 barrels of oil 
 (d)1 quad = 1×1012 ft3 natural gas 
 (e)1 quad = 62.5×106 tons wood (O.D. basis) 
 (f)1 quad = 96.2×106 barrels of oil 
 (g)1 quad = 105×106 tons municipal waste 
 (h)1 quad = 293×109 kilowatts delivered 
 (i)1 ton bituminous coal = 25×106 BTU 
 (j)1 barrel of oil = 5.8×106 BTU 
 (k)1 ft3 natural gas = 1000 BTU 
 (l)1 ton wood (O.D. basis)= 16×106 BTU* 



森林測計學 
附錄 

空間資訊研究室彙編 附-4

 (m)1 ton wood (green basis)= 10.5×106 BTU* 
 (n)1 ton municipal waste = 9.5×106 BTU* 
 (o)1 kilowatt(delivered) = 3,412 BTU 
註：B.T.U.(British thermal Unit) 
    1 磅水升高1℉所需能 
    1千兆BTU = 4,000萬ton 生煤(bituminous coal)= 18,200萬桶原油 
 
6.木材轉換 
 (a)1 cub ft ≒ 30.0 lbs** 
 (b)1 cord ≒ 1.25 tons+ 
 (c)1 bd ft ≒ 2.5 lbs++ 
 
 1 cord = 4×4×8 ft3=128 cuft = 3.625 m3 
 1 cunit = 100 cuft =2.8316 m3 
 1 standard = 165 cuft =4.672 m3 
 1 boardft = 83.33 cuft =2.36 m3 
 1 m3 = 35.315 cuft =0.4238 boardft 
 1 m3 = 3.6 石 = 360 才 
 1棚 = 3.01 m3 = 2台尺×10台尺×5台尺 
 1才 = 1台寸×1台寸×10台尺 = 0.2783 m3 
 1立方尺 = 0.1 石 = 10 才 
 * This is an average values for softwoods and hardwoods by age of wood, type of material (e. g., 

bark, heartwood, etc.), and other factors. 
 * This is an average value also, and equally subject to wide variation. 
** 1 ft3 針葉樹材 ≒ 27 lbs and 1 ft3闊葉樹材 ≒ 32 lbs 
 + A cord is defined as wood stacked in a 4 ft× 4 ft × 8 ft pile. 
   There is much variation in this unit of measure. 
++ This is again an approx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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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1-2  統計相關理論 
壹、敘述統計 
一、敘述統計平均值(means) 

  (1)算數均數(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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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幾何均數(Gm)： n n
1i im yG    











n

1i
im ylog

n

1
Glog  

  (3)調和均數(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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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二次均數(quadratic mean, Qm)： 



n

1i

2
im y

n

1
Q  

  (5)中位數(median)：變數按大小順序則正中之值 
  (6)眾數(mode)：發生機率最大的變數 
            yi：觀測值 
             n：觀測值個數 
 
二、分散度(dispersion)：觀測值分散情形及離均數的程度 
  測定分散度的方法： 
  (1)變距(range)：最大變數─最小變數 

  (2)均差(mean deviation，MD)：   )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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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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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變異係數(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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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正項(correction term) 

 
三、機率(probability) 
      不確定性與機率有關，所以機率為統計處理問題之根本，統計理論建立在機率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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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定義： 
        (1)n個機會均等且互斥之事象(mutually exclusive)中出現屬性A者S個，則A出現的機

率=S/n(如銅板正反面出現的機率為1/2)。 

 
圖10-4  機率分布圖 

 
       (2)相對次數(relative frequencies) 
          某一事象發生比率，長期狀況下發生之相對次數為機率(相對次數的極限) 
          S/n →值  n→∞ 
        樣本→族群 
        據調查惠蓀台灣杉生長優於杉木，成功率99%表示吾人根據一個具有1%誤差的統計

技術，即衡量該事象成功(方法適合度)的尺度。 
   2、機率之計算法則 
       (1)加法法則 
          AB有關P(A or B)=P(A)+P(B)-P(A+B) 
          AB互斥：P(A or B)=P(A)+P(B) 
       (2)乘法法則 
          P(A1&A2&...&Ak)=P(A1)×P(A2)×....×P(Ak) 
          P(A&B)=P(A)×P(B/A) 
                 =P(B)×P(A/B) 條件機率(conditional prob.) 
四、族群(population)： 
      族群：具有相同性態值(characteristics)個體之全部 
      如每一立木為一個體，而立木皆有DBHi, Hi, Vi各構成一族群 
      可分(1)實存族群(existent population) 
          (2)假想族群(hypothetical population)：如測高儀測一立木的樹高 
             →任意測定無數次測定值所構成之族群 
      樣本(sample)：族群數量多→不能全部觀測、測定→取一部分個體推測其族群，此部分

稱樣本。 
      樣本必須能代表族群，且取樣時必須滿足逢機性(randomness) 
      逢機取樣(random sampling)： 
      族群中每一個體均有被選取作樣本的相同機會，不受取樣者主觀影響 
 
五、資料整理及表示 
   1、統計表：實測值表、次數分布表 
   2、統計圖：直方圖(histogram, bar chart)、餅圖(pie chart)、多邊形(polygon)、曲線(curve) 
   3、數學模式：H=f(D), v =f(D.H.F), D=f(t), v ／ha=f(SPS, SQ, Den, Ag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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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理論分布(Theoretical distribution) 
      資料分布狀況，可由分級後所作成之次數表，表示之 
      重要性：掌握經營決策等資料的分布，方便決策、施業，... 
      理論分布：實際次數分布之數學模式為一機率分布(prob. dist.)可依之判斷實際發生之

機率 
              →實際資料雖不能肯定證實某一通則，但至少可說明其可信賴程度 
      (1)二項分布(binominal distribution) 
         假設：1.每次try的成功率(機率)相同 
               2.各次試驗互相獨立 

xnx )P1(P
x

n
)X(P 








  

         n次獨立試誤(try)中有X次成功，(n-X)次失敗 

         可能組合 







x

n
 




m

1k
kk )X(PX  

 


m

1k
k

2
k )X(P)X(   

      (2)卜瓦松分布(Poisson distribution)(Poisson, 1837) 
         當二項分布P很小，n→∞，nP→極限 
                    P→0，n→∞，nP→μ 

i

ux

X

e
)X(P



  

           X=0, 1, 2, ... 
      (3)常態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 Gaussian distribution（Gauss, 1777-1855)：又稱高斯分

布 
         現代統計理論的基礎 
         18世紀發現─用以解釋測定機差的變異情況→機差法則(law of errors) 
         亦可由二項分布式導出 
         二項分布式成功機率 P→1/2   n→∞ 

2

2

2

)x(

e
2

1
)X(P 








  

         P(X)：X之發生機率 
           μ：族群均數 
           σ：族群標準差 
            e：自然對數之底=2.71828 
           π：圓周率≒3.14159... 
         若以發生次數yf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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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1-1  常態分布之標準化 

 
        曲線性質： 
        (1)曲線對稱  ∴均數=中位數=眾數 
        (2)距均數μ較小變值之機率＞距μ較大變值之機率 
        (3)曲線彎曲點在μ±σ 
        (4)常態分布隨均數μ及標準差σ而變化 
           均數決定曲線中心位置，σ決定曲線之分散度 

        標準化 )1,0(
X

Z 


 

  

        分布： 2

z2

e
2

1
)Z(P





 

 
七、樣本統計值之分布 
      族群或取自族群之樣本，均有表示其特徵之常數如：平均數、變異數、標 
      準差、迴歸係數與相關係數 
      由族群資料所算之常數，用以表族群特徵並決定分布→母數(parameter) 
      由樣本資料所算之常數，用以表族群特徵並決定分布→統計值(statistic)或推算值

(estimate) 
      樣本均數和其他樣本統計值之分布→樣本分布(sampling dist.) 
   1、樣本均數分布 
      由包括N個個體的常態分布族群N(μ,σ2)中 
      每次抽取n個個體，組成一組樣本，共可取(N)組樣本 
      其各自樣本均數Xi→次數分布 
      當N→∞樣本均數分布呈常態分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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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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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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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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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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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μ：母族群之均數 
      σ2：母族群之變異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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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X2分布─單一族群 
      由包括N個個體的常態分布族群N(μ,σ2)中 







n

1i

2i2 )
X

(X



 

        )N(
n

個 X2可作成次數分布N→∞ 

)2/X(2/)2/f(2
2/f

2 e)X(
)2/f(T2

1
)X(P   

        T(f/2)：f/2之Gaussian函數 
           f ：自由度 
                n-l個限制條件 
        X2分布測驗次數分布與假說分布之符合性 







m

1i i

2
ii2

e

)eO(
X  

        Oi：觀測次數 
        ei：期望次數(第i年之理論次數，可當該級次數之真值均數) 
        m：級數 
 
       →配合度測驗(tests of goodness of fit) 
         X2＜X2

(p=0.05, df=n) 

         實際測株數分布與理論株數分布無顯著差異，即常態分布可適當配合 
 
   3、F分布  F(f1, f2) 
      兩個常態分布族群N1(μ1 , σ1

2)與N2(μ2 , σ2
2)從中各抽取一個樣本分別計X1

2，X2
2，

自由度f1，f2，可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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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
F  →測族群變異數σ1

2與σ2
2間無差異存在 

S1與S2樣本變異數 
       每一對樣本均求得一F值，則得 )N(

n
個F可做成次數分布 

       N1→∞ 
       N2→∞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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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t分布 

n/S

X
t


  

      X ：樣本均數      μ：族群均數 
       S：樣本標準差     n：由常態分布族群N(μ, σ2)中抽取n個個體組成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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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n
個t可作成次數分布，當N→∞，其分布式： 

]2/)1f[(
2

)
f

t
1(

)2/f(f

]2/)1f[(
)A(P 





  

        自由度  f=n-1 
            Γ：gamma函數 
 
貳、統計推論(Statistical inference) 
    根據樣本所得資訊，對族群作結論或決策之方法稱之。 
    統計推論問題可分二： 
    (1)推算問題(problem of estimation) 
       對未知之族群母數值加以推估(如某林分蓄積) 
    (2)假說測驗問題(problem of testing hypothesis) 
       =顯著測驗(test of significance) 
       由假定族群母數值而得之結論或決策(如某sps1生長快於sps2)(某種除草劑無效) 
 
ㄧ、推算(estimation) 
    A.點推算法─決定族群之母數應以何樣本統計值代表 
    B.區間推算法─決定母數可能範圍 
 1.推算值的重要統計性質：(最能代表其推算之族群母數) 
    A.不偏性(unbiasedness)：重複試驗得推算值的平均值(期望值)=族群母數 
    B.一致性(consistency)：樣本 N→∞ 推算值=族群母數 
    C.比較有效性(relative efficiency)：推算值樣本分布變異較小謂之 
    D.充分性(sufficiency)：樣本所得推算值能使用樣本的全部資訊時謂之 
 2.區間推算法為首先由點推算法求出點推算值，再根據統計數之分布及所定機率算出族群母

數可能所在區間 
  Example：有一台灣杉同齡林，其立木DBH是常態分布，μ=16.8，σ=3.8，由此林分族群

中逢機抽取1株立木，其DBHi≧24cm之機率為何？ 

76.1
8.3

)8.165.23(x
z 








  

      由常態面積表查 Z=0 → 0 
                     Z=1.76 → 
      Z=0～z=1.76 → 面積 0.4608 
      Z=1.76 右側 → 面積 0.5000-0.4608=0.0392 
      若總株數90株，則DBH由18cm～22cm，株數幾株？ 

50.1
8.3

8.165.22
z

18.0
8.3

8.165.17
z










 

      由常態面積表查 
      Z=0～z=0.18 → 面積 0.0714 
      Z=0～z=1.50 → 面積 0.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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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1.98～Z=1.50 → 0.4332-0.0714=0.3618 
         0.3618×90=32.56株 
      胸徑12.5～20.5林木所占機率為何？ 

97.0
8.3

8.165.20
z

13.1
8.3

8.165.1
z










 

13.113.1Z0Z

3340.097.0Z0Z



面積～

面積～
→0.3340+1.13=0.7048 

佔70.48% 
 
  以族群均數μ之區間推算說明： 
  (1)母族群之變異數σ2已知，則可算出統計值Z 
     Z為均數μ=0，變異數σ2=1之常態分布 

n/

x
z




  

     其發生的機率可由Z-標準常態分布數值表查出。 
     機率1-α下μ之信賴區間→所求族群均數可能所在區間 









］＝＋＞或＜

］＝１－＋＜＜

)n/(zx)n/(zx[P

)n/(zx)n/(zx[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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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的機率為α 
  (2)母族群之變異數σ2未知，則以樣本變異數S2代替之，可算統計值t 

n/S

X
t


  

     由樣本資料推算族群均數時，在機率1-α下，μ的信賴區間為 









］＝＋＞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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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tx)n/S(tx[P

)n/S(tx)n/S(tx[P

1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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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機率為α 
   區間推算法(1)先由點推算法求算點推算值 
             (2)再依統計數分布及所定機率定出族群母數可能所在之區間 
   以上推算理論皆基於常態分布之假設 
   然自然、社會現象資料皆常態分布原則，其總和、平均數亦近常態→可用 
   
二、假說測驗(Hypothesis testing)→顯著性測驗(test of significence) 
    如兩族群變異數、均數是否相等之測驗 
    先提兩不同假說(hypothesis) 
   (1)兩族群均數差異為 0→假說被棄卻之可能 
      ∴虛無假說(null hypo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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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兩族群均數不等之代替假說(alternative hypothesis) 
      樣本均數差異很大→H reject 承認兩族群均數有顯著差異 
                    小→H accept 無顯著差異 
  1、假說測驗的兩種誤差→影響測驗結果的正確度 
   (1)假說真實→但被棄卻→第一型誤差(type I error) 
   (2)虛偽假說→但被採納→第二型誤差((type Ⅱ error)儘量使此兩誤差最小 
  2、族群均數之假說測驗 
     測驗族群均數μ=特定值μ 
      σ2已知：Z測驗 
      σ2未知：t測驗(標準差S) 

n/S

X
t 0  

     定機率α，自由度n-1，查t值，  )tt(P ＞  

      t0＜t → accept H0：接受假說 
      t0＞t → reject H0：棄卻假說 
  3、兩族群變異數之假說測驗 

     σ1
2與σ2

2是否相等 → F test  
2

2

2
1

0
S

S
F   

     P(F＞Fd)=d   F0＞F reject H0 
                  F＞F0 accept H0 
   直線迴歸(Linear Regression)及相關(Correlation) 
   森林族群之個體的性態值DBH-H，DBH-bark 
   兩族群的性態值  (dV/dt)/ha─溫度、降雨量、土壤深度 
   研究此兩兩性態值是否同時變異，變異如何之現象(共變異covariance)之方法有二：迴歸、

相關。 
 
三、迴歸分析及相關分析 
   一、直線迴歸(linear regression);曲線迴歸(curvilinear reg.) 
          y=f(x)                                   y=b0+b1x 
     y：從屬變數(依變數) (dependent variables)       b0：截距(intercept) 
     f(x)：獨立變數(自變數)(independent variable)     b1：斜率(slope) 
   
     y隨x變化的迴歸式 

 
附圖1-2  直線、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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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偏微分求極小值方法導出一組求迴歸常數的規正方程式(normal equation) 

x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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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y
b

)xx(

)yy)(xx(

)x(xn

yxxyn
b

xyxbxnb

yxbnb

0

222

2
0

0



 
 










 

 
   直線迴歸式求出後→進行變異分析與各項測驗 
 

附表1-3  直線迴歸之變異分析 
變異來源 自由度 平方和 均方 F 

迴歸 1  xyb   xyb  yx
2S/xyb  

與迴歸相差 n-2  yx
2d  


 yx

2
yx

2 d
2n

1
S  

 

總變異 n-1  2y    

 
   y的離均差平方和    22 y)yy(  

   迴歸能解釋(歸因於x之變異)    xyb)yy)(xx(b  

   迴歸不能解釋(歸因於機會之變異)   xybyd 2
yx

2  
   y值與迴歸值相差的變異=殘差平方和(residual sum of squares) 
 
   F test：測驗迴歸係數是否等於0的測驗 
      F＜F0.01(df1, df2)迴歸直線不顯著(係數與0無差異) 
   亦可用 t test 

bS

b
t


   (Sb：迴歸係數之標準機差)




2

yx
b

x

S
S  

    t＞t0.01(n-2)  迴歸係數≠0 
bxaŷ     ←均數推算值 

)x/x()n/1(SŷS 22
yx   

ŷSt 01.0 為族群均數真值在機率90%之信賴區間 
ŷStŷŷStŷŷSt 01.001.001.0  ～＞ 即接受此曲線 

 
四、相關(Correlation) 
      相關：兩變數相互間的關係 
      相關係數(correlation coefficient)：衡量兩變數間相關程度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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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x1，x2間的相關係數(correlation coefficient)或稱總相關係數(Total corr. coef.) 
     ┌ -1  完全負相關(- perfect correlation) 
  r：├  0  無相關(no correlation) 
     └  1  完全正相關(+ perfect correlation) 

   相關關係要有意義(如防火費／dD/df 無意義相關) nonsense correlation 
 
五、多元迴歸及相關(multiple regression and correlation) 

如 )treatment,age,densty,site,age(f
dt

dV
  

   V=f(DBH, H, F) 
   Y=b+b1x1+ b2x2+...+ bkxk 
   xi：獨立變數 
   Y ：從屬變數(依變數) 
   bi：偏迴歸係數(partial regression coefficient) 

 
   如  cb HaDV   

210 cxbx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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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正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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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4  多元直線迴歸之變異分析 

y=b0+b1x1+ b2x2+...+ bkxk 

變異來源 自由度 
平方和 

定義 計算公式 
迴 歸 k 2)yy(    yxbyxby kk11k,...,2,1

2  
  

與迴歸相差 n-k-1 2)yy(   yxbyxbydy kk11
2

k,...,2,1
2    

總 變 異 n-1 2)yy(   
n

)y(
yy

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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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驗迴歸顯著性假說 
      H：β1=β2=....=βk=0 
    F＞F0.01(k, n-k-1)  表多元迴歸極顯著 
   測驗偏迴歸係數與計算從屬變數族群推算值之信賴區間 

)1kn(

yd
k

ŷ

F
k,...,2,1

2

k,...,2,1
2






  

 
六、相關與迴歸 
  1.定義─ 
    迴歸：探討從變數y對獨立變數x依賴的方程式  y=f(x) 
    相關：探討兩變數相互依賴的程度，相互關連的程度 
  2.相關係數(correction coefficient) 
    (測定兩變數間共同變異或相互關聯的程度) 
    即積差相關係數(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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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簡單相關係數 
    平方和之分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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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相關係數之性質 
   (1) r與測度單位無關。 
   (2)相關係數之變域為 -1≦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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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 Models先以部分資料fit，得出R2,σ者，再以其他的資料來check看看，若fit亦不

錯，再以全部的資料fit該選出之model，由之求出其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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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異數

均數
的常態分布 

 
   自由度=(n-2)之t分布 
   α=某一特定值的擬說測驗 
      推算α的信賴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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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異數

均數
的常態分布 

 
   自由度=n-2之t分布 
   β=某一特定值之擬說測驗 
      推算β的信賴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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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線性迴歸、非線性迴歸 
 

附表1-5  25組變異Y、X的觀測值 
觀測值號 

（Observation Number）
變數（Variable） 
Y X 

1 10.98 35.3 
2 11.13 29.7 
3 12.51 30.8 
4 8.40 58.8 
5 9.27 61.4 
6 8.73 71.3 
7 6.36 74.4 
8 8.50 76.7 
9 7.82 70.7 

10 9.14 57.5 
11 8.24 46.4 
12 12.19 28.9 
13 11.88 28.1 
14 9.57 39.1 
15 10.94 46.8 
16 9.58 48.5 
17 10.09 59.3 
18 8.11 70.0 
19 6.83 70.0 
20 8.88 74.5 
21 7.68 72.1 
22 8.47 58.1 
23 8.86 44.6 
24 10.36 33.4 
25 11.08 28.6 

 
    利用最小平方法(least square)以直線式Y=β0+β1X+ε來配合這25組觀測值情形。 

 
附圖1-3  以直線配合觀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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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6  變異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變異來源 自由度（df） 平方和（SS） 均方（MS） F 

迴歸 1 
 


n

1i

2
i )yy(
  regMS  MS/S2 

與迴歸相差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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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i )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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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YSS
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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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變異

 

  以S2推估σ2Y.X 
    S2=0.7923 based on 23 degrees of freedom. The F-value will be explained shortly. 

附表1-7  變異分析表 
變異來源 自由度（df） 平方和（SS） 均方（MS） F 

迴歸 1 45.5924 45.5924 57.54 
與迴歸相差 23 18.2234 S2=0.7923  
總變異 24 63.8158   

 
    模式Yi=β0+β1Xi+εi，i=1, 2,.....n 之前題假設為 
   εi為逢機變數，其平均值為0    變異數為σ2(未知) 
     則E(εi)=0.V(εi)=σ2 
   εi與εj沒相關，i≠j 
     則 cov(εi,εj)=0    而E(Yi)=β+β_Xi,  V(Yi)=σ2 
     當i≠j時，則Yi與Yj不相關 
   εi為常態分布之逢機變數其平均值為0    變異數為σ2 
       εi～N(0.σ2) 
     加　則εi,εj不僅是不相關且需獨立 
     此狀況如附圖1-4所示 

 
附圖1-4  所有觀測值是來自於常態分布的中心點，每個常態分布的變異數皆為σ2，連接中

心點即構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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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1  台灣省林務局木材檢尺及分等 
(農林廳 68. 6. 4.農秘字第 34583 號函備查) 

壹、一般規定 
一、本木材檢尺及分等適用於臺灣地區自產木材。 
二、木材之檢尺於下列場合行之： 

(一)造材完畢時。 
(二)集材裝車時。 
(三)運材到達貯木場時。 
(四)製材完畢時。 
前四項外，實際認有必要時。 

三、木材檢尺就每木行之，但不能以每木測定者，依磅秤法或棚積法測定之，薪材、木漿材、

材積與重量換算標準如附表一…………CNS  442，0.1001－2.3 
四、材積以立方公尺為單位。於測定原木、山造角材及依棚積法測定之材積，計至單位以下

二位為止，於製材及造林木針葉樹原木，計至單位以下三位為止，餘數均四捨五入，但

指定尺寸者不在此限；如每根（每塊）之材積四捨五入至單位以下二位或三位均為零者，

則計至單位以下三位或四位為止，第四位或第五位四捨五入，餘類推。如無法測計原木

材積時，得憑其重量換算材積；重量單位為重噸（1,000Kg）。………CNS  4749，0.1021
－2.1 

五、長度以首末兩端之最短垂直角之連接直線為準，以公尺為單位，單位以下一位為止，餘

數不計（造林木針、闊葉樹、天然木闊葉樹原木及山造角材，未滿 20 公分倍數之餘數不

計，例如 4.19 公尺捨作 4.0 公尺；4.39 公尺捨作 4.20 公尺；餘類推…），但經主管機關

指定造材長度者，按照造材規格指定長度為準。原木最短直線長度之一端如為削端，其

長度在 4 公分以下及延寸、根張或伐木倒口部份，概不計其長度。………CNS  4749，
0.1021－2.2 

 
貳、原木檢尺 
六、圓材材積依下式計算： 

(一)天然生針葉樹原木之材積計算：…CNS  4749，0.1021－3.1 
材積＝（末端直徑＋定數）2×0.79×長度 
前式定數，其末端直徑在 50 公分以下者，就其材長每公尺加算 0.9 公分，末端直徑

在 52 公分以上者，每公尺加算 1 公分，材長未滿公尺之尾數時，四捨五入計，材長

未滿 2 公尺者不加定數。 
測定末端直徑如有下列情形者，應用首末平均直徑依下式計算之： 
材積＝（首末平均直徑）2×0.79×長度 
1.首末兩端直徑近相等時。 
2.末端直徑加定數後，推算出之首端直徑大於實際之首端直徑時。 
3.末端直徑加定數後，推算出之首端直徑小於實際之首端直徑，且首末直徑相差在 1/3
以上時。 

(二)天然生闊葉樹原木之材積計算：…CNS  4749，0.1021－3.2 
材積＝（末端直徑）2×長度 
但首末直徑相差在 1/3 以上時，依下式計算之： 
材積＝（首末平均直徑）2×0.79×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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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造材木針闊葉樹原木之材積計算：…CNS  4749，0.1021－3.3 
1.材長未滿 5 公尺 
材積＝（末端直徑）2×長度 

2.材長 5 公尺以上 
材積＝（中央直徑）2×0.79×長度 

(四)柳杉、杉木、柚木、相思樹原木之材積計算：…CNS  4749，0.1021－3.4 
材積＝（末端直徑＋定數）2×0.79×長度 
1.柳杉、杉木： 

前式定數，其末徑在 38 公分以下者，就其材長每公尺加算 0.7 公分，在 40 公分

以上者，每公尺加算 1.6 公分；材長以實際長度計算。 
2.柚木： 

前式定數，其末徑在 30 公分以下者，就其材長每公尺加算 0.6 公分，在 32 公分

以上者加算 0.7 公分；材長以實際長度計算。 
3.相思樹： 

前式定數，其末徑在 20 公分以下者，就其材長每公尺加算 0.6 公分，在 22 公分

以上者，每公尺加算 0.9 公分；材長以實際長度計算。 
但首末直徑相差在 1/3 以上時，依下式計算。 
材積＝（首末平均直徑）2×0.79×長度 

(五)山造角材之材積計算：…CNS  4749，0.1021－3.5 
材積＝厚度×寬度×長度 

(六)棚積之材積計算：…CNS  4749，0.1021－3.7 
材積＝棚高×棚寬×材長×0.7 

七、原木之徑，以其正長末端最短之直徑與成直角之直徑平均求之，如末端之形狀不規則時，

應連測四徑平均求之，各測定讀數止於單位公分（但計算材積時應換算為公尺），於平均

時未滿 2 公分倍數之餘數削除（例如連測 15.8 公分二直徑，測定讀數為 15 公分及 18 公

分，二者平均得 16.5 公分，捨作 16 公分），但造林木針葉樹材於平均時，未滿 1 公分者

削除之（例如連測 11.4 公分及 12.6 公分二直徑，測定讀數為 11 公分及 12 公分，二者平

均得 11.5 公分，捨作 11 公分）。…CNS  4749，0.1021－2.3 
八、山造角材測定厚、寬度時，應測定最小橫斷面，測定讀數止於單位公分，餘數削除（例

如 21.9 公分，捨作 21 公分；但計算材積時應換算為公尺）。…CNS  4749，0.1021－2.4 
九、割同材之材積，以其割開數除原圓材材積而計算之，原圓材之直徑測定屬二割材者，依

其割面之寬加圓身面高之二倍數以二平均之；屬四割材者，將各割面寬之二倍數相加以

二平均之；如割開數不明者，則以割面所挾角度推定之。…CNS  4749，0.1021－3.8 
割胴材或其他材種，凡橫斷面類似圓材者，其材積依圓材材積測計法，類似角材者，依

角材材積測計法，但其圓弧之兩對邊（即寬與厚）得按 90%計算。…CNS  4749，0.1021
－3.9 

十、幹空材積之扣除：…CNS  4749，0.1021－4 
(一)幹空為空洞、抽心、抹香腐、麥稈腐、無償藕朽、鋸口腐朽及蟲蛀所據有之材積，

如由其面積相加計算之直徑滿 6 公分時應由原材積扣除之；空隙超過 50%之藕朽為

無償藕朽，未達 50%者為有償藕朽，則不得扣除材積；鋸口蟲蛀比照藕朽計扣。 
(二)幹空之測定依照末端直徑測定法平均其直徑，貫通者取首末兩端平均直徑；幹空於

一端有二處以上者，以各該面積相加計算直徑，幹空如在根張部位者應不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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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幹空材積計算式： 
1.天然生針葉樹 

(1)一端幹空： 材長
一端幹空直徑

 79.0)
2

( 2  

(2)兩端幹空：（幹空首末平均直徑）2×0.79×長度 
2.天然生闊葉樹 

(1)正常原木（首末直徑相差在 1/3 未滿） 

一端幹空： 材長
一端幹空直徑

 79.0)
2

( 2  

兩端幹空：（幹空首末平均直徑）2×0.79×長度 
(2)異常原木（首末直徑相差在 1/3 以上） 

一端幹空： 材長
一端幹空直徑

 79.0)
2

( 2  

兩端幹空：（幹空首末平均直徑）2×0.79×長度 
3.造林木針闊葉樹 

(1)長度 5 公尺以上，比照天然生針葉樹計算式。 
(2)長度 5 公尺未滿，比照天然生闊葉樹正常原木計算式。 

4.柳杉、杉木、柚木、相思樹： 
不論材長，均比照天然生針葉樹計算式。 

十一、樹皮均不列入材積。…CNS  4749，0.1021－2.6 
 
參、製材檢尺 
十二、製材之材積計算方法如下： 

(一)材積＝厚度×寬度×長度…CNS  4749，0.1021－3.6 
(二)製材之寬、厚應以公分為單位（但計算材積時應換算為公尺），單位以下止於一位，

餘數削除（例如 21.95 公分，捨作 21.9 公分），但山地手工製材之測定讀數止於公分，

餘數削除。…CNS  4749，0.1021－2.5 
(三)同一樹種、材種、尺寸及等級之製品作成束時，其材積以一塊或一根之製材材積乘

其根數計算之。 
十三、製材數量採用之單位，板類用塊或束，割材類用束，角材類用根。 
 
肆、原木之材種及品等區分 
十四、材種之規格區分如下： 

(一)天然木材種規格區分；如附表二……CNS  442，0.1001－2.2.1.1 
普通原木：針闊葉樹，末徑 20 公分以上，材長 2 公尺以上。 
短尺原木：針闊葉樹，末徑 20 公分以上，材長 2 公尺未滿。 
小徑原木：針闊葉樹，末徑 20 公分未滿，材長 2 公尺以上。 
枝梢材：針闊葉樹，末徑 20 公分未滿，材長 2 公尺未滿。 

(二)造林木材種規格區分，如附表三……CNS  442，0.1001－2.2.1.2 
普通原木：針葉樹末徑 6 公分（闊葉樹 12 公分）以上，材長 2 公尺以上。 
短尺原木：針葉樹末徑 6 公分（闊葉樹 12 公分）以上，材長 2 公尺未滿。 
小徑原木：針葉樹末徑 6 公分（闊葉樹 12 公分）未滿，材長 2 公尺以上。 
枝梢材：針葉樹末徑 6 公分（闊葉樹 12 公分）未滿，材長 2 公尺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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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原木品等依其下列缺點區分之（各缺點在延寸或根張部份者不計）。……CNS  4748，
0.1020－2 

(一)節。 
(二)彎。 
(三)鋸口縱裂、拔破。 
(四)鋸口環裂。 
(五)幹空或有償藕朽。 
(六)材面之腐朽、蟲蛀、穴、疵、破缺。 
(七)碰傷、扭捩、捲皮、捲入、脂囊、根張、偏心等。 

十六、節之缺點依其長徑與短徑之平均值，及有節材面之數量而定，但節徑未滿 1 公分者不

認為缺點。普通節，謂末徑 44 公分以下之圓材或寬 45 公分以下之山造角材之生節徑

在 6 公分以內，暨末徑 46 公分以上之圓材或寬 46 公分以上 89 公分以上之山造角材之

生節徑在 9 公分以內者，超過上述限度者為大節。死節或腐節之徑，認為生節徑之二

倍。……CNS  4748，0.1020－3.1 
十七、彎之缺點，依原木不含根張之內曲面最大弦高，對圓材末徑或山造角材厚度之比率而

定。彎有二處以上時，依其和。……CNS  4748，0.1020－3.2 
十八、縱裂之缺點，依其裂痕之長度對材長之比率而定，但 5%以下之縱裂不認為缺點。縱列

於同一端有二處以上時，以其最長者為其長，如在兩端時，以其各端之最長者之和為

為其長，拔破作為縱裂論，髓心裂以其最深者之二倍作為縱裂處理。……CNS  4748，
0.1020－3.3 

十九、環裂之缺點，依其弧長對圓材末端周圍長度或山造角材依其補足鋸口方形四邊之和之

比率而定。環裂於同一端有二處以上時，以其長之和對末端周圍之比率而定，但在環

裂弧端與樹心所圍成之扇形內之其他環裂部份不認為缺點。環裂如在兩端時，以其弧

長之和較大一端為準。……CNS  4748，0.1020－3.4 
二十、幹空（空洞、抽心、抹香腐、麥稈腐、無償藕朽、鋸口腐朽及蟲蛀，如其面積相加計

算之直徑為 6 公分以上者）或有償藕朽（腐朽空隙未達 50%者）依其在鋸口之面積（一

端有二處以上時計其面積之和）對其末端鋸口斷面積之比率而定其缺點。幹空或有償

藕朽如在兩端時，依其平均面積對末端鋸口斷面積之比率而定；幹空或有償藕朽如僅

在一端時，即照其面積之 25%計算幹空與有償藕朽，如同時存在時，有償藕朽之比率

應自其面積扣除幹空面積後計算之。幹空如在根張部位時可不計算。……CNS  4748，
0.1020－3.5 

二十一、在材面之腐朽、蟲蛀、穴，視為其二倍長徑之生節，在材面之疵及破缺，視為其同

一長徑之生節，瘤視為半長徑之生節，但破缺、疵或瘤如於利用上認為無障礙時，

不作缺點論。……CNS  4748，0.1020－3.6 
二十二、餘如碰傷、扭捩、捲皮、捲入、脂囊、根張、偏心等缺點，視其情形之輕重隱顯、

礙用與否作為品等區分之參考……CNS  4748，0.1020－3.7 
二十三、天然生針葉樹原木之品等區分，如附表四……CNS  4748，0.1020－4.1 
二十四、天然生闊葉樹原木之品等區分，如附表五……CNS  4748，0.1020－4.2 
 
伍、製材之材種及品等區分 
二十五、製材之材種依下列規定區分之……CNS  442，0.1020－2.2.2 

(一)板材類：最小橫斷面之寬為厚之三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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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厚 0.6 公分以上，3 公分未滿，寬 9 公分以上。 
小幅板：厚 0.6 公分以上，3 公分未滿，寬 9 公分未滿。 
厚 板：厚 3 公分以上，6 公分未滿。 
特厚板：厚 0.6 公分以上。 

(二)割材類：最小橫斷面方形之一邊未滿 6 公分，寬為厚之三倍未滿。 
正割材：橫斷面正方形。 
平割材：橫斷面長方形。 

(三)角材類：最小橫斷面方形之一邊 6 公分以上，寬為厚之三倍未滿。 
正角材：橫斷面正方形。 
平角材：橫斷面長方形。 

二十六、製材不足寸之容許限度。……CNS  442，0.1020－2.2.3 
板及小幅板：厚度 0.05 公分未滿，寬度 0.2 公分未滿，長度 0。 
厚板及特厚板：厚度 0.1 公分未滿，寬度 0.2 公分未滿，長度 0。 
割材類及角材類：厚度 0.1 公分未滿，寬度 0.1 公分未滿，長度 0。 

二十七、製材之品等依下列缺點區分之（各缺點在延寸部位者可不計）。……CNS  444，0.1003
－2，節、弧邊、鋸口縱裂、鋸口環裂、材面裂痕、腐朽、蟲蛀、穴、疵、傷缺、藕

朽、捲皮、捲入、脂囊、偏心、扭捩、反翹、污痕、邊材變色等。 
二十八、節之缺點，在板類依其長徑及其數目，在割材類及角材類依其長徑及其長徑與材寬

之比率而定，但長徑未滿 0.6 公分者，不認為缺點，長徑為短徑之三倍以上者認為

其長徑 1/2 節。 
拔節、腐節或易拔節之徑，認為其實測徑之二倍，如貫通他材面者認為其實測徑之

四倍。……CNS  444，0.1003－3.1 
二十九、板小幅板之弧邊，依其於橫斷面短邊之缺對其補足之短邊之長之比率而定；厚板、

特厚板之弧邊則依其於橫斷面短邊之缺對其補足之短邊之長之比率，及其長邊之缺

對其補足之長邊之長之比率而定；前款缺點均依其程度較大者而定之割材類及角材

類之弧邊，依其最小橫斷面方形四邊之缺之和對其補足之方形四邊之和之比率而定

之，材面之缺，如沿於長之稜線上者，視為弧邊。……CNS  444，0.1003－3.2 
三十、鋸口縱裂，依其裂痕之長對其材長之比率而定，在同一端有二處以上時以其最長者為

其長，如在兩端則以其各端之最長者相加為其長。 
材面裂痕，在板類如裂痕貫通他材面者，視為同長之鋸口縱裂，未貫通他材面者，視

為 1/3 長之鋸口縱裂。割材、角材類如裂痕貫通他材面者，視為 1/3 長之鋸口縱裂，未

貫通他材面者不認為缺點。上列各項材面裂痕如有二條以上時，以最長者為

準。……CNS  444，0.1003－3.3 
三十一、鋸口環裂，依其弧長對其鋸口周圍之比率而定，在板類，同一端有二處以上時，以

其最長者為其長，如在兩端則以其各端之最長者為其長，在割材類或角材類，在同

一端有二處以上時以其長之和為其長，如在兩端則以其各端之最長者為其

長。……CNS  444，0.1003－3.4 
三十二、材面之腐朽、蟲蛀、傷缺、疵、穴、及污痕、捲皮、捲入、脂囊等缺點準以節（二

十八）之缺點處理，貫通他材面者，認為其實測徑之二倍，但污痕、捲皮、捲入、

指囊如為線狀（寬 0.3 公分以下）而未貫通他材面者，視為其長度 1/20 長之

節。……CNS  444，0.1003－3.6 
三十三、藕朽之缺點，在板材類，依各缺點面積之大小及其數目而定；在割材類，僅依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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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大小而定，貫通他材面者，各缺點面積視為二倍大。在角材類，依缺點面積大

小及各面積之和對鋸口面積之比率而定，如在兩端者，則依其比率之和。……CNS  
444，0.1003－3.7 

三十四、其他、反翹、偏心、變色等缺點，依其有無、輕重、隱顯等情形而定，作為品等區

分之參考，其中闊葉樹之長向反翹，為依長向內曲面最大弦高對材長之比率而

定。……CNS  444，0.1003－3.8 
三十五、藕朽佔材積 70%以上或腐朽佔材積 60%以上者，列為廢材。……CNS  444，0.1003

－3.9 
三十六、天然生針葉樹製材之品等區分，如附表六。……CNS  444，0.1003－4.1 
三十七、天然生闊葉樹製材之品等區分，如附表七。……CNS  444，0.1003－4.2 
 
陸、標示記號 
三十八、原木之檢尺完畢時，應即於材之側面或鋸口斷面打記檢收鐵印，並依下列順序明顯

刳刻其標示記號： 
(一)林班伐區號碼。 
(二)造材年度及編號。 
(三)樹種。 
(四)長度、直徑。 
(五)割胴數。 
(六)幹空之記號及其直徑。 
(七)檢尺者及造材者之符號。 
指定造材或其他特種材需製其他記號時，應標示於林班伐區上方。 

三十九、各林區管理處當集材裝車時，釐定其品等，並刳刻等次記號。 
四十、原木之貯木檢尺完畢時，應即依下列順序將其各種標示記號以刳刻或鐵印於材之側面

或鋸口斷面明白標示之。 
(一)檢尺者之符號（指定造材或其他特殊材需要其記號時，應標示於檢尺者之上方）。 
(二)貯木年度。 
(三)生產區別（視需要而定）。 
(四)貯木號碼。 
(五)樹種。 
(六)品等。 
(七)長度。 
(八)割胴數。 
(九)幹空記號及其直徑。 

四十一、標示於原木之記號及數字依下列規定： 
(一)造材年度、貯木年度刻劃中文字，例如五十、五二……六五、六六。 
(二)貯木號碼：刻劃中文數字，如一三五九、八七六二等，其刳刻及鐵印依下列中文

阿拉伯數字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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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 字 刳 刻 鐵 印 
零 × ○ 
一 一 1 
二 二 2 
三 三 3 
四 四 4 
五 五 5 
六 六 6 
七 七 7 
八 八 8 
九 九 9 

(三)樹種 
扁柏 扁 青猴公樹（紅豆） 猴 
紅檜 紅 其他櫧類 櫧 
亞杉 亞 （包括椎木、柯仔）  
香杉 香 牛樟 牛 
松類 松 楠類 楠 
鐵杉 鐵 黃杞 杞 
雲杉 雲 楝樹 楝 
紅豆杉 豆 赤楊 台 
肖楠 肖 木荷 木 
冷杉 冷 雲葉 葉 
黃杉（威氏帝杉） 黃 赤皮 赤 
柳杉 柳 稠仔 稠 
杉木 杉 紅雞油 榆 
花紋樟 花 光臘樹 光 
櫸木 櫸 （白雞油、山苦楝）  
黃連木 連 重陽木（茄苳） 茄 
烏心石 烏 其他 什（他） 
百日青 青   

(四)品等 
等 級 刳 刻 鐵 印 
一等 ／  
二等 ／／  
三等 ／／／  
四等 ／／／／  
五等 五  
癈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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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長度 
數 字 刳 刻 鐵 印 
零 × × ○ 
一 二 I ／1／ 
二 一 II 2 
三 三 III 3 
四 四 IV 4 
五 五 V 5 
六 六 VI 6 
七 七 VII 7 
八 八 VIII 8 
九 九 IX 9 
一○ 一○ X 10 
一一 一一 XI 11 
一二 一二 XII 12 
一三 一三 XIII 13 
一四 一四 XIV 14 
一五 一五 XV 15 
一．一 一．一 I／I 1 m1 

一○．二 一○．二 I／II 10m2 
(六)直徑（包括幹空、藕朽之直徑） 

準用貯木號碼所規定之符號。 
(七)割胴數 

二割 
II

1  

三割 
III

1  

四割 
IV

1  

(八)幹空 
貫通兩端幹空 △ 
一端幹空 ＾ 

四十二、在山地依手鋸之製品其製材檢尺完畢時，應依下列順序以橡皮印或木材墨標示之。 
(一)號碼。 
(二)樹種。 
(三)品等。 
(四)長度。 
(五)厚寬。 

四十三、製材品等材種等區分或捆束完畢時，應就每木或每束依下列順序以鏤字模樣或木材

墨刷印標示之。但山地手鋸之製品，得用其他簡便方法行之。 
(一)一般製品。 

1.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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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樹種。 
3.品等。 
4.長度。 
5.厚寬。 
6.林區管理處名、工廠名。 

(二)板材類、割材類。 
1.號碼。 
2.樹種。 
3.品等。 
4.長度。 
5.厚寬度及捆裝數量。 
6.林區管理處名、工廠名。 
對於指定製材或其他特殊樹種可比照上列規定適宜標示之。 

四十四、製材之商標及其他鏤字模板尺寸等另定之。 
四十五、因改造或其他原因再行檢尺致有異動時，應立即訂正標示符號。業已標示之記號變

為不明再行檢尺時，應倣描原有標示，重新標示記號。 
 

附表一  主要樹種用材及枝梢材重量表 
級

別 
樹種 重量kg/m3 級

別
樹種 重量kg/m3 

用材 枝梢材 用材 枝梢材 

針

葉

樹

一

級

木

台灣扁柏 804 991 闊

葉

樹

一

級

木

烏 心 石 1,082 1,209 
紅 檜 879 1,040 台 灣 櫸 1,276 1,366 
香 杉 812 994 牛 樟 1,099 999 
台 灣 杉 1,137 1,258 台灣擦樹 (749) 910 
台灣肖楠 (1,015) ─ 黃 蓮 木 (1,280) ─ 
紅 豆 杉 ─ ─ 毛 柿 (1,210) ─ 
威氏粗榧 ─ ─ 闊

葉

樹

一

級

木

台灣胡桃   
針

葉

樹

二

級

木 

鐵 杉 1,098 1,259 大 葉 楠 (910) 1,002 
雲 杉 (880) 1,210 香 楠 (927) 1,162 
冷 杉 1,137 1,258 假長葉楠 (927) 1,046 
二 葉 松 1,122 1,248 瓊 楠 (1,056) 1,164 
五 葉 松 1,120 1,378 猪 腳 楠 (963) 1,135 
華 山 松 ─ ─ 南投黃肉楠 (993) 941 

針

葉

樹

造

林

木 

柳 杉 1,002 1,533 樟 樹 (1,000) 1,032 
杉 木 1,097 1,651 厚 殼 桂 (990) 1,024 
琉 球 松 1,255 1,639 青 剛 櫟 (1,180) 1,369 
馬 尾 松 (1,094) ─ 錐 果 櫟 (1,250) 1,338 
濕 地 松 ─ ─ 長尾尖儲 (1,149)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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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主要樹種用材及枝梢材重量表(續) 
級

別 
樹種 重量kg/m3 級

別
樹種 重量kg/m3 

用材 枝梢材 用材 枝梢材 

闊

葉

樹

二

級

木

石 楮 (1,270) 1,301 
闊

葉

樹

三

級

木

台灣雲葉 (1,057) 1,128 
烏 來 楮 (1,040) 1,297 薯 豆 ─ 1,002 
單 刺 楮 (1,050) 1,258 烏心石舅 (1,071) 1,114 
短尾葉石楮 (1,040) 1,176 烏 皮 茶 (1,069) 1,187 
紅 背 楮 (1,060) 1,158 楓 香 (1,000) 1,304 
川上式楮 (1,210) 1,140 紅花八角 ─ 1,419 
狹葉高山櫟 ─ 1,317 大 頭 茶 (1,109) 1,239 
台灣赤楊 (910) 1,125 山 黃 麻 (747) 828 
木 荷 (1,051) 1,341 台灣枇杷 ─ 1,008 
重 陽 木 (1,067) 1,393 阿里山灰木 ─ 1,171 
苦 楝 (900) 889 台灣蘋果 ─ 1,393 
光 臘 樹 1,169 1,210 雜 木 ─ 1,131 
江 某 1,144 1,048 闊

葉

樹

造

林

木

柚 木 1,329 ─ 
香 桂 (815) ─ 相 思 樹 (888) 1,217 
森 式 櫟 ─ ─ 鐵 刀 木 (1,110) 1,223 

    泡 桐 794 809 
    油 桐 779 990 
    木 麻 黃 ─ 1,452 

註：1.各樹、材種重量為去皮生材單位材積之換算連皮重量（Kg／m3）。 
2.本表數字係台灣省林務局與國立中興大學合作試驗報告資料。 
3.括弧內之數字係林業試驗所試驗報告資料。 

 
(二)混合樹種用材及枝梢材重量標準（連皮生材） 

針一級木用材，每m3＝900公斤，枝梢材，每m3＝1,000公斤。 
針二級木用材，每m3＝1,100公斤，枝梢材，每m3＝1,200公斤。 
闊一級木用材，每m3＝1,150公斤，枝梢材，每m3＝1,200公斤。 
闊二、三級木用材，每m3＝1,200公斤，枝梢材，每m3＝1,20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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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天然木材種規格區分表 
取 材 
部位別 材種別 樹種別 末端直徑 材長 品等 主要用途別 衡

主

幹

材

︵

素

材

、

用

材

︶

 
 

普通原木 

針 一 
二 

級木 20 cm以上 2.0 m以上 1～5等 
一次加工用材

（製材用材）

 
闊 

一  
級木

 
 

 
 

 
上、中、下等 

 
 二 

三 
 
 

短尺原木 

針 一 
二 

級木  2.0 m未滿 1～5等  

 
闊 

一  
級木

 
 

 
 

 
上、中、下等 

 
 二 

三 
 
 

小徑原木 

針 一 
二 

級木 20 cm未滿 2.0 m以上 不分等 桿、柱、樁材

 
闊 

一  
級木

 
 

 
 

 
 

 
 二 

三 
枝
梢
材
︵
薪
炭
材
︶

（短細材） 
針 一 級 木  2.0 m未滿   
闊 一 級 木  2.0 m未滿   (M

 

（短細材） 

針 二 級木    木槳材 
 
闊 

一  
級木

 
 

 
 

 
 

木漿材薪炭材

二 
三 

說明：1.上表各材種規格區分應同時受長度、末端直徑、品等之限制。 
2.枝梢材規格之長度或末端直徑，任何一方超過上表規格表（即短尺、小徑原木），

應烙印（免編號）後以重量計，並應換算材積以用材類處理。 
 
 
 
附表三 造林木材種規格區分表 
取 材 
部位別 材種別 樹種別 末端直徑 材長 品等 主要用途別 

主

幹

材

︵
素
材
、
用
材
︶

 
普通原木 針葉樹 6 cm以上 2.0 m以上 不分等 

一次加工用材、桿、柱

樁材 
闊葉樹 12 cm以上 2.0 m以上   

短尺原木 
針葉樹 6 cm以上 2.0 m未滿   
闊葉樹 12 cm以上 2.0 m未滿   

小徑原木 
針葉樹 6 cm以未滿 2.0 m以上   
闊葉樹 12 cm未滿 2.0 m以上  桿、柱、樁材、坑木 

枝
梢
材

（短細材） 針葉樹 6 cm未滿 2.0 m未滿  木漿材、樁材 
（短細材） 闊葉樹 12 cm未滿 2.0 m未滿  木漿材、坑木、薪炭材

 
附表四 天然生針葉樹原木之品等區分表 
缺點 節 

彎 鋸口縱裂 鋸口環裂 幹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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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等 末端徑44公分以下 末端徑46公分以上 

一等 
三方無節一方普通節

（節徑6公分以內） 
三方無節一方普通節

（節徑9公分以內） 15%以上 10%以上 10%以上 5%以

 
二等 

二方無節二方普通節 
或三方無節一方大節 
（節徑超過6公分） 

二方無節二方普通節 
或三方無節一方大節 
（節徑超過9公分） 

 
20%以上 

 
20%以上 

 
20%以上 10%以

三等 
一方無節一方普通節 

二方大節或四方普通節 
一方無節一方普通節 
二方大節或四方普通節 30%以上 30%以上 30%以上 15%以

四等 超過上列限度 超過上列限度 
超過上 
列限度 

超過上 
列限度 

超過上 
列限度 

超過

列限

五等 
1.幹空或其他缺點不能利用部份佔原木材積之60%以上；70%未滿者。 
2.有償或無償藕朽佔原木材積70%以上；80%未滿者。 

廢材 超過五等材缺點限度 
註：1.相當一、二、三、四等之材，如其缺點在三種以上且各程度近最大限度者，降一品等。 

2.相當二、三、四等之材，如無彎、材面腐朽或幹空之缺點，其他缺點在二種以下且各

程度近最小限度者，昇一品等。 
附表五 天然生闊葉樹原木之品等區分表 
缺點 
品等 

節 
彎 鋸口縱裂 鋸口環裂 

末端徑44公分以下 末端徑46公分以上 

上等材 
1.四方無節 
2.一方普節、三方無節 

1.四方無節 
2.一方普節、三方無節 10%以上 10%以上 10%以上 

中等材 
1.二方普節、二方無節 
2.一方大節、一方普節 
3.二方大節、二方無節 

1.二方普節、二方無節

2.一方大節、一方普節

3.二方大節、二方無節

 
20%以上 

 
20%以上 

 
20%以上 

下等材 超過上列限度 超過上列限度 超過上列限度 超過上列限度 超過上列限度 超

廢  材 
1.四方大節 
2.幹空或其他不能利用部份佔原木材積70%以上 

註：1.原木末端直徑未滿20公分者，一律以下等。 
 
附表六 天然生針葉樹製材之品等區分表 

一、板材類  (一)板、小幅板、厚板─材長標準2公尺 
缺點 

 
品等 

 
節 

材面之腐朽、蟲蛀、傷

缺、污痕、疵、穴 
（未貫通他材面） 

 
弧邊 鋸口縱裂 

或 環 裂 
捲皮、捲入或脂囊

（未貫通他材面

特等 無 無 無 無 無 

一等 
長徑1.5公分以下三個以

內（小幅板一個以內） 無 10%以下 5%以下 
長徑3公分以下三個

內（小幅板三個以內

二等 
長徑3公分以下六個以

內（小幅板三個以內） 
長徑1.5公分以下六個以

內（小幅板三個以內） 20%以下 10%以下 
長徑6公分以下四個

內（小幅板二個以內

三等 
長徑6公分以下六個以

內（小幅板三個以內） 
長徑3公分以下六個以

內（小幅板三個以內） 30%以下 20%以下 
長徑12公分以下四個

內（小幅板二個以內

四等 
長徑9公分以下六個以

內（小幅板三個以內） 
長徑4.5公分以下六個以

內（小幅板三個以內） 50%以下 30%以下 
長徑18公分以下四個

內（小幅板二個以內

五等 超過上列限度 超過上列限度 超過上列限度 超過上列限度 超過上列限度

註：1.各種缺點數量之限度於標準長度（2公尺）每增加2公尺以內者加一倍，材長未滿1公尺

者，按1/2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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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節之長徑，在其規定限度之1/2以下者以二個視為一個，1/4以下者以四個視為一個。 
(二)特厚板─材長標準4公尺 

缺點 
 

品等 

 
節 

材面之腐朽、蟲蛀、傷

缺、污痕、疵、穴 
（未貫通他材面） 

 
弧邊 鋸口縱裂 

或 環 裂 
捲皮、捲入或脂囊 
（未貫通他材面） 

特等 無 無 無 無 無 

一等 
長徑1.5公分以下六

個以內 無 10%以下 5%以下 
長徑3公分以下四個

以內 

二等 
長徑3公分以下十二

個以內 
長徑1.5公分以下十

二個以內 20%以下 10%以下 
長徑6公分以下八個

以內 
2
以

三等 
長徑6公分以下十二

個以內 
長徑3公分以下十二

個以內 30%以下 20%以下 
長徑12公分以下八

個以內 
4
以

四等 
長徑9公分以下十二

個以內 
長徑4.5公分以下十

二個以內 40%以下 30%以下 
長徑18公分以下八

個以內 
8
以

五等 超過上列限度 超過上列限度 
超過上 
列限度 

超過上 
列限度 超過上列限度 

註：1.各種缺點數量之限度，材長在標準4公尺以上者加一倍，材長未滿2公尺者，按1/2計算。 
2.節之長徑限度，與前表註2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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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割材類 
缺點 

 
品等 

 
節 

材面之腐朽、蟲蛀、傷

缺、污痕、疵、穴 
（未貫通他材面） 

 
弧邊 鋸口縱裂 

或 環 裂 
捲皮、捲入或脂囊 
（未貫通他材面） 

特等 無 無 無 無 無 

一等 
長徑對於材寬之比率

在20%以下（長徑1.5
公分以下） 

 
無 

 
10%以下

 
5%以下 

長徑對於材寬之比率

在20%以下（長徑1.5
公分以下） 

二等 同上在30%以下（長

徑3公分以下） 

長徑對於材寬之比率

在20%以下（長徑2公
分以下） 

 
20%以下

 
10%以下 同上在30%以下（長

徑3公分以下） 

三等 
同上在50%以下（長徑

6公分以下） 
同上在40%以下（長徑

4公分以下） 30%以下 20%以下 
同上在50%以下（長徑

6公分以下） 

四等 
同上在70%以下（長徑

9公分以下） 
同上在60%以下（長徑

6公分以下） 40%以下 30%以下 
同上在70%以下（長徑

9公分以下） 

五等 超過上列限度 超過上列限度 
超過上 
列限度 

超過上 
列限度 超過上列限度 

註：各種缺點之測定方法，同於一、板材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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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材類 
缺點 

 
品等 

 
節 

材面之腐朽、蟲蛀、

傷缺、污痕、疵、穴

（未貫通他材面）

 
弧邊 鋸口縱裂

或 環 裂
捲皮、捲入或脂囊

（未貫通他材面） 材面 

特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一等 
長徑對於材寬之比率

在20%以下（長徑3公
分以下） 

 
無 

 
10%以下

 
5%以下

長徑對於材寬之比率

在20%以下（長徑3公
分以下） 

2 平 方 公

分以下 

二等 同上在30%以下（長

徑6公分以下） 

長徑對於材寬之比率

在20%以下（長徑3公
分以下） 

 
20%以下

 
10%以下

同上在30%以下（長

徑6公分以下） 

4 平 方 公

分以下 

三等 同上在50%以下（長

徑9公分以下） 
同上在30%以下（長

徑6公分以下） 

 
30%以下

 
20%以下

同上在50%以下（長

徑9公分以下） 
8 平 方 公

分以下 

四等 
同上在70%以下（長

徑12公分以下） 
同上在50%以下（長

徑9公分以下） 40%以下 30%以下
同上在70%以下（長

徑12公分以下） 
16平方公

分以下 

五等 超過上列限度 超過上列限度 
超過上 
列限度 

超過上 
列限度 超過上列限度 

超過上 
列限度 

註：1.各種缺點之測定方法，同於一、板材類。 
2.角材兩端各在1/20材長以內之所有缺點，除腐朽外均可不計。 

 
附表七 天然生闊葉樹製品之品等區分表 

一、板、小幅板、厚板─材長標準2公尺 
缺點 

 
品等 

節（材面之腐朽、蟲蛀、

傷缺、疵、穴、及捲皮、

捲入、脂囊包括在內） 

 
弧 邊 鋸口環裂 

或縱裂 
長之反翹 
（弓曲） 

 
其他 

 
上等材 

長徑1.5 cm以下，三個

以內（小幅板二個以

內） 

10%以下 5%以下 1%以下 極輕微 

 
中等材 

長徑4.5 cm以下，六個

以內（小幅板三個以

內） 

30%以下 10%以下 3%以下 較輕 

下等材 超過上列限度 超過上列限度 超過上列限度 超過上列限度 超過上列限度

註：1.各種缺點數量之限度、標準材長外，每增加2公尺以內者加一倍，材長未滿1公尺者，

按1/2計算。 
2.節之長徑，在其規定限度之二分之一以下者，二個視為一個；四分之一以下者，以四

個視為一個。 
 

二、割材類 
缺點 

 
品等 

節（材面之腐朽、蟲蛀、傷

缺、疵、穴、及捲皮、捲入、

脂囊包括在內） 

 
弧 邊 鋸口環裂 

或縱裂 
長之反翹 
（弓曲） 

 
其他 

上等材 無 5%以下 5%以下 1%以下 極輕微 
 

中等材 
長徑對於材寬之比率在

20%以下（長徑3 cm以下） 
10%以下 10%以下 3%以下 輕  微 

下等材 超過上列限度 超過上列限度 超過上列限度 超過上列限度 較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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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各種缺點之測定方法，同於一、板材類。 
 

三、角材類及特厚板 
缺點 

 
品等 

節（材面之腐朽、蟲蛀、傷

缺、疵、穴、及捲皮、捲入、

脂囊包括在內） 

 
弧 邊 鋸口環裂 

或縱裂 
長之反翹 
（弓曲） 

 
其他 

 
上等材 

長徑對於材寬之比率在

20%以下（長徑3 cm以下） 
5%以下 5%以下 1%以下 極輕微 

 
中等材 

長徑對於材寬之比率在

40%以下（長徑6 cm以下） 
10%以下 10%以下 3%以下 輕  微 

下等材 超過上列限度 超過上列限度 超過上列限度 超過上列限度 較顯著 
註：1.各種缺點之測定方法，同於一、板材類。 

2.角材兩端各在1/20材長以內之所有缺點，除腐朽外均可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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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生長錐使用方式說明 
單株林木之林齡查定係以生長錐施行之,以下說明生長錐之使用、誤差與校正。 

1.構造: 
生長錐由三個主要部份, 即把手(handle),錐(borer bit)及抽出器(extractor)而成。 

 

 
 
2.使用法說明: 

                 
    (1)旋轉抽出器                      (2)由把手取出抽出器 

 
    (3)用手掌輕輕的敲打把手。          (4)打開固定板, 將錐頂插入 即能順利取出錐。           

 
    (5)關閉固定板, 使固定板鑲入錐      (6)固定板關至定位。 
     頂固定溝內, 即可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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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向樹木中心直角方向用力按上後,   (8)旋轉把手, 至所需深度為止。 
       向右旋轉。 

 
    (9)把抽出器溝漕向上, 插入錐子內。   (10)插入抽出器於錐時應注意正確操作。 
 
 

 
 
   (11)欲自樹木取出試驗樣品，應把把     (12)如圖自錐內抽出抽出器，在抽出器上之木 
      手向相反方向旋轉一次, 即抽出        條(樹蕊)即為供調查用之試驗樣品。 
      器後端之鋸齒形刻度向上方, 因             
      此種鋸齒形刻度與抽出器溝上之 

刻度為同一面。 

 
   (13)向左旋轉後由樹木取出此錐,再      (14)收置後把抽出器插於錐裏旋緊蓋子。每次 
      自把手取下錐尖。收置於把手         使用後應擦拭樹脂及水份, 並塗防銹油等 
      中,收置時應注意,避免使錐尖之        注意保養。 
      刀刃衝緊把手而使損壞。             
           
3.使用生長錐測生長量所可能造成誤差的地方 

(1)在平坦地時, 可於樹幹之任何方向, 取離地面上1.3 m 處為測點, 用輪尺或直徑尺測取胸

高直徑; 若在傾斜地時, 須於傾斜面之上位, 離地面上1.3 m 處, 於水平方向測取胸高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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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但使用生長錐取出胸高點樹蕊測查生長量時, 為取工作方便, 常於樹木上部向傾斜方

向, 並在測定直徑位置略為下方之處鑽入生長錐, 故查得連年直徑生長率

=Pd=(1/5)×(Id/Dib)常得較生長量為大。(註:Id為5年間之直徑生長量Dib為除皮胸高直徑) 
(2)林分材積之調查, 測定樣區內每木胸高直徑之際, 須測取其平均直徑( 即最大､最小兩個

直徑之平均值), 但實際上常因調查對象區域廣大, 調查期間較短, 缺乏經費, 或調查人

員技術不甚熟練, 等等關係,測量工作常較粗放, 而不以最大､最小兩個直徑之平均值為

平均直徑,故在生長量調查時, 測取平均直徑之際,不免發生誤差。 
(3)鑽入生長錐, 須於測定胸高直徑之方向, 向樹幹中心保持與樹幹軸成為垂直,但由於使用

方法尚未熟練, 生長錐偏上或偏下鑽入,故以取出之樹蕊所測得之生長量, 較真正生長量

為大。 
(4)由生長錐取出之樹蕊,如遇生長不良,或秋材色淡之闊葉樹類,其年輪多不明顯,判讀困難, 

此時如不以其他方法處理,而逕予推測生長量時,致使年輪極明顯者常得較大之值。 
(5)生長量調查木之選定, 由於作業容易, 易受測者之主觀影響,而選擇作業較易, 生長良好, 

材質柔軟, 年輪極為明顯之林木, 故測得之值亦難免較一般生長量為大。 
(6)偏心生長之林木, 無論由任何一方向鑽入生長錐, 取出之樹蕊測得其半徑之生長量, 乘2

所得之直徑直徑生長量, 常示過大或過小。 
(7)由平均直徑之方向, 測得直徑生長量, 是否為其平均生長量,至今尚無法論斷, 有待研究。 

 
4.誤差之校正 

(1)平均胸高直徑之測定位置, 與生長錐鑽入位置不同, 而引起誤差者為絕對之誤差, 於現

地調查之際, 應用輪尺測取直徑, 同時於測徑處, 用粉筆或木材筆繪上⊥符號, 為生長錐

鑽入位置之標記, 如此可避免測定位置位置之不同而生誤差。 
(2)測徑工作粗放, 不以最大最小兩個直徑之平均值為平均直徑,所引起生長量之誤差, 雖不

甚大, 但總不為正確之方法, 仍須依上述(1)項方法細心工作務使經確。 
(3)生長錐慎向樹幹中心鑽入, 木材部分漸入錐管內, 略過樹心時扣緊楔針, 切斷樹蕊, 緩緩

拔出錐管, 抽出樹蕊, 測得直徑之生長量, 雖精細鑽入生長錐採取樹蕊,但林木常呈偏心

生長, 向樹幹中心鑽入, 並非一定與年輪成為直角, 測得直徑生長量未免有過大或過小

之值, 故對於多數樹木採取樹蕊, 調查生長量時, 因上述偏心生長而引起之過大(+) 或過

小(-) 結果, 常能互相抵消,使差異趨向近似為零, 故可以多數材料而矯正之。 
(4)由生長錐取出樹蕊之年輪不明顯, 判讀困難者, 須以染料著色,或用HNO3與水, 以6:4之

溶液, 將樹蕊浸入10─90秒後, 秋材部分可呈黃之赤褐色, 處理後之樹蕊年輪明顯, 經細

心用微量計測取至mm為止, 即得準確之生長量。 
(5)於天然生闊葉樹林調查之際, 由於測者之主觀影響, 常選擇較易工作之樹種。故行取樣法

調查林木之生長量時, 可在所抽出之樣區面積中心點10% 區域內, 選擇調查木, 即可避

免測者之主觀影響所引起之誤差。 
(6)偏心生長之林木, 與其樹木生立方位、坡度、樹冠狀態之間,稍有關係存在,假設坡地上下

兩面測得生長量, 與坡上測得生長量之比, 以1.0 為基準, 先就現實林中實施預備調查, 
觀查偏差之趨勢, 然後依實驗決定矯正係數。因偏心生長所引起之誤差, 可由此係數矯正, 
而獲得近似真正之生長量。 

(7)由平均直徑(由方向或方向實測值之平均數)之方向, 測定直徑生長量, 不但如前述無法

正確測取, 且現在測得過去5年之生長量, 是否即為該林分迄今每5年間之平均生長量, 
亦尚難證實。有連年生長量, 依林齡作葉法等等之不同, 亦個有異。似不能代表過去5年
間之平均生長量, 若用以推定將來之平均生長量, 難免發生誤差, 仍須待將來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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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7-2  軟 X-射線-微密度計法解析立木年輪(參考詹明勳 2002) 
1.軟X射線及X射線性質用途上之差別 

軟X-射線與硬X-射線(Hard X-ray)之差別，主要是依其穿透力的大小不同而分，軟X-射
線的穿透力較弱而硬X-射線的穿透力較強，前者能夠穿透7 mm的木材，而無法穿透7mm的

鋁片，硬X-射線就能穿透7 mm的鋁片。再以波長加以區分，軟X-射線的波長大約在 3-12Å
之間，而硬X-射線的波長在3Å以下。 

軟X-射線–微密度測定法，可以對木材密度做準確的測定，對於一些傳統測定法較難完

成的項目，如年輪連續性密度變異、樹木年輪內及樹木年輪間密度的變異，可以配合微密

度計精確測定，獲得樹木年輪的特徵值(樹木年輪密度、寬度)是樹木年輪學相關研究一項重

要的工具。 
軟X-射線微密度測定法，是將試片置軟X-射線與底片之間，當X-射線穿透樹蕊試片時，

因樹蕊試片各部分密度不同使穿透的光量不同，而使底片的感光程度有異。再利用微密度

計將底片加以解析，則可將感光度，用光學濃度（AD）表示出。 
樹蕊試片內高密度的部分，X-射線透射較少，底片粒子感光較少，使感光粒子殘留於

底片較少，因此高密度的部分如秋材，在底片的濃度較低(顏色較淺);而低密度的春材，在

底片上的濃度較高(顏色較深)。 
若我們將X-射線的原理，再作深一步的了解，這些光學現象就更加清楚。如圖1：入射

X-射線的強度為I0，穿透過厚度 d (mm)與密度 (g/cm3) 的樹蕊試片，樹蕊試片吸收X-射
線的能量，透過試片後，X-射線的強度只剩下I。 

In(I0/I)稱為光學濃度，是微密度計解析底片所得的記錄。由Beer法則，我們知道，密

度是與ln(I0/I)成正比，所以密度愈大的部分，其X-射線透過強度I愈小，所以底片的感光程

度較低而呈現較淺顏色。又由於樹蕊試片密度 (g/cm3) 與光學濃度In(I0/I)成正比，所以可

以利用光學濃度的差異判定樹蕊試片密度變化。 
在這個領域中先驅的研究者首推法國的Polge應用在樹木年輪寬度及密度上，獲得精確

性很高的密度與寬度值資料(Polge 1963, 1965a , 1965b , 1966 , 1967 , 1970a , 1970b , 1971a , 
1971b , 1971c ; Polge and Garros 1971 ; Polge nad Keller 1969 ; Polge and Nicholls 1971)。方法

上隨科技進步而不斷的改進，加拿大林務署Parker et al.(1973)，則研發出可以直接對木材試

片進行掃描的軟X-射線系統，使分析能更快速的進行。斯時計算機資料處理的量及速度，

仍然是這個方法主要的限制。且由於軟X-射線設備昂貴，並非相關實驗室或研究機構所能

普及擁有。雖然技術已發展到可以運用的階段，但是有僅限於歐美及日本幾個國家，擁有

這種昂貴的設備。台灣最近10年才擁有高解析並且精密的軟X-射線設備。期望得到台灣雲

杉樹木年輪內密度與寬度之連續變動值。 
 

I=I0 exp [-μρd ] 
A=logI0/I[-μρd ] 

 I0 :入射 X-射線強度        I :穿透樹蕊試片 X-射線強度 
 μ：質量吸收係數（cm2/g）   ρ：密度(g/cm3) 
  d : 樹蕊試片厚度（cm） 

強度（I 0） 強度（I） 

入射 X 射線 穿透 X 射線
樹
蕊
試
片

d (cm) 

密度ρ（g/cm3）
 

圖 1 soft x-ray 吸收的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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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過程 
A.試材準備 

a.生長錐（increment borer）：生長錐使用技巧主要以生長錐在胸高直徑(1.3m)處鑽取樹蕊

(core)，鑽取前生長錐內刀先整支塗抹石蠟（若將石蠟溶融以後整支生長錐內刀浸入更

佳），鑽取前先判斷立木木理走向，鑽取盡量與木理走向垂直方向鑽取，樹蕊外觀可獲

得同心圓之年輪，切割方向則與導管或管胞方向垂直，每個導管或管胞則清晰可見。 
b.樹蕊試片的切割：試片在恒溫恒濕下調整木材含水率至 12-15%左右，樹蕊試片保持穩

定的含水率，再用動物性蛋白膠，固定在預先製作具有凹槽的木製砧板(圖 3)，切割時

可避免表面燒焦。木製砧板的材料(越南檜木、阿拉斯加扁柏)以無節且材質切割性佳

為考慮的重點。動物性蛋白膠粉末(gelatin powder )具有熱水溶特性，因此在熱水浴

(70℃)中蛋白膠之流動性增加，可平均的佈入凹槽內。樹蕊植入凹槽時，應先審視樹

蕊各個切面(橫、縱及弦切面)，植入時應以橫切面向外(圖 3)，充分的與凹槽緊密黏貼，

以免造成切割時撕裂。平台鋸切割樹蕊時，鋸片厚度及鋸齒的大小間格於切割針葉樹

材及闊葉樹材有所不同。切割時應注意試片通過鋸齒的速度，太快或太慢會有表面燒

焦的狀況，因此控制一定的速度非常重要。樹蕊切割成厚 2 mm、寬 5 mm，且必須要

保持兩面光整平滑。長度則視當時鑽取時的長度而定。 
 

 
圖 3 樹蕊樣本由 5mm 切割成 2mm 之剖面圖 

 
c.抽出：以甲醇（98%）為抽出液，使用 1L 的量筒(直徑=10cm 高度=55cm)作為樹蕊抽

出的容器(量筒長度適合樹蕊長度，可以不必將樹蕊折斷。抽出液蒸餾後回收，不做分

析用。)。量筒開口上裝置冷凝管，並用膠帶將封口封住避免甲醇散出，隔水加熱，水

溫保持(70℃)，抽出時間 24 小時，一次可以進行 30 枝樹蕊，若抽出液顏色變為深褐，

應將抽出液換新(Varem-sanders et al. 1996)。 
d.調整樹蕊含水率：樹蕊在恆溫恆濕箱中調整含水率至 12-15%。樹蕊取出進行 X-射線

穿透攝影時需注意含水率之變化並於恆溫恆濕的空調室內進行拍攝，拍攝前樹蕊應置

封口袋內，以防止樹蕊含水率過早發生變化。 
 

B.測定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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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 X-射線設備之型號為 HP CABINE X-ray system series MODEL43855B，並配置有

自動沖洗負片底片暗房一間，可供沖洗底片。主要作為一般材料非破壞性檢測之用。通

過樹蕊試片的 X-射線光束必須充分平行，避免影像壓縮。照射前 Wedge 與試片必須先

排列在底片上，排列方法如圖 4 所示。 
照射及沖洗底片條件如下： 

a.X-射線距離樹蕊試片 62.5 cm ，照射底片的範圍 25.4cm x 11.5 cm (4.5 in x 10 in)，底片

為 Kodak Industrex film M (ready pack II) 。 
b.X-射線強度 14 (PkeV) 3 (m A) 照射時間 7 分鐘，或者 X-射線強度 12 (PkeV) 3 (m A)
時間 10 分鐘均可得一致的效果。 

c.底片沖洗時間：5 分鐘定影，1 分鐘沖水，20 分鐘顯影，再沖水 5 分鐘。定影與顯影

藥水溫度保持在(35℃)。放入烘箱(60℃)烘乾底片。 

 
圖 4  樣本及 wedge 排列在 X ray 底片的形式。Wedge 排列在樣本中央 

 
C.木材密度測量 

a.微密度計：(日製型號：Model MPM-2 Micor-photometer) 
(a)機器可調整特性：測定最小面積為 4μm2，最大濃度 4.0D ( D 值表示微密度計對 X-

射線底片測定之相對黑度，底片愈黑，D 值愈大。D 值最大為 4，最小為 0)。X、Y
方向的檢測狹縫可獨立調整在 100 X 倍率下，光學解析度可達 1μm。檢測速度每秒

2mm，並具備高安定性的光源及增幅器，可使測定誤差縮減至±0.02D。 
(b)檢測使用條件：光源強度(HV=700)，檢測目鏡 10X ，檢測速率 2mm/sec ，檢測面

積 100μm X 300μm。 
 

b.類比信號/數位信號卡(PCL818)(A/D board：Analogue signal / Digital signal board) 數位

化及電壓資料儲存 
(a)微密度計掃瞄的光學濃度值，以電壓(Voltage)值輸出類比訊號，一般掃描底片濃度

值的範圍 0D-4.0D，電壓值先經 PCLD-780 以決定進入 PCL-818 的頻道(channel)，
目前因為只有微密度計的電壓進入，因此接的位置為 channel 0 (Fukazawa et al. 
1990)。 

(b)PCL-818：電壓訊號由類比訊號轉換成數位資料，PCL-818 card 裝置在個人電腦

( pentium 586)，透過 GENIETM軟體控制 PCL-818，監控微密度計掃描的過程及訊號

儲存的起始，一般進入電腦的數位訊號以 ASCII file 文字檔的格式儲存，整個軟 X-
射線微密度計作業方法流程如圖 5 所示(Fukazawa et al.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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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Micro-densitometry 分析系統的流程。(修改 Fukazawa et al. 1990 ) 

D.光學濃度-數位電壓訊號-木材密度之轉換 
a.光學濃度非線性迴歸指數式的衰變式 1(Nonlinear Regression Exponential Decay) 

    由GENIETM軟體所擷取的數位電壓資料以ASCII file 文字檔格式儲存在電腦硬碟

中。同時 Wedge 用微密度計掃描後資料用相同的格式儲存。本研究所使用的 Wedge 是
連續式(continuous type) (Varem-sanders et al. 1996) 。Wedge(圖 4)： 長 2.496 cm、寬 0.5 
cm、厚 0.01-0.5 cm。Wedge 有關密度基本屬性：Wedge density = 1.165 or 1.142 g/cm3、

Wedge volume = 0.299 cm3、Wedge weight = 0.35 g 。Wedge 校正常數(wedge calibration 
-constant) = 0.6621(Varem-sanders el al. 1996) 為適合各不同樹種之使用，必須配合各樹

種之木材物理屬性，尤其是照射 X-射線時的木材含水率，予以重新校正，方法如下： 
re-calibration constant =(calibration-constant )  (basic density correction factor / wood 
moisture content)。 

台灣雲杉有關基本密度的因素( basic density factor)計有容積比重 / 絕乾比重 = 
0.434 /0.472 =0.919 ，樹蕊試片調濕後照射 X-射線時的含水率 15%為 wood moisture 
content。因此重新校正常數(re-calibration- constant) = 0.6621  0.919 /1.15 =0.5291。作

為木材密度分析時， 厚度 2mm 處之 Wedge 密度 0.5291 g/cm3。 
 

b.Wedge 之非線性迴歸指數式衰變式校正曲線(Non-linear regression exponentional decay 
curve of Wedge ) 

X-射線對物質的穿透量與該物質分子量的 2 倍成反比，因此物質密度對 X-射線的

透過量呈非線性迴歸指數式衰變式，所以用非線性迴歸指數式衰變式重新校正曲線較

為適合，另外用雙曲線式擬合也可得到很好的結果(Fukazawa et al. 1990 )。由微密度計

掃描 Wedge 後得到數位(A/D)值(圖 6)用非線性迴歸指數式衰變式重新校正曲線，以預

測值(prediction value)重新估算木材的密度。這些程序將數位(A/D)值匯入 Microsoft 
EXCEL 確定 Wedge 之掃描點數，微密度計掃描的點間距離為 0.0241mm，因此長度

24.96mm之Wedge由 1037個點所涵蓋。非線性迴歸指數式衰變式用SPSS SIGMAPLOT 
計算而得到預測值。 

 
c.數位電壓值-木材密度值轉換(Conversion of Digital Voltage Value to Wood Density) 

    預測值與 Wedge 掃描點位置相互對照，找到 Wedge 長度 1 cm 處，因為此點

Wedge 厚度 2mm，設定此點密度為 0.5291 g/cm3，以內差法計算木材密度。公式如下： 
木材密度值 = [0.5219  樹蕊試片(A/D 值) - 0.5219  Wedge 0cm 處(exponential decay 
predication value(A/D)] / -[Wedge 1 cm 處(exponential decay predication value(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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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ge 0 cm 處(exponential decay predication value (A/D)]。木材密度值換算完成後，以

試算表的形式(.XLS)的附屬檔名儲存在硬碟中這些程序在 Microsoft Software EXCEL
完成。本研究換算之台灣雲杉密度為絕乾密度(oven dry density)，因此文中所表示之台

灣雲杉密度皆用絕乾密度表示。 
 

(a) X-射線負片 X-ray negative 
 
 
 
 
 
 
 
 
 
                                     (b)輪內密度圖 XY plot of the intra-ring density. 
 
                                     
 
 
 
                             
 
 
 
 
 
 
 
 
 
 
  
 

圖 7 台灣雲杉樹木年輪內密度層級及位置 
 

E.樹木年輪資料解析 
    樹木年輪密度連續的資料，解析為 8 種樹木年輪的特徵值。日本山形大學農部野掘

嘉裕(1989)撰寫的 Tree-Ring Analysis Program 可以用來解析樹木年輪密度連續資料。該

程式可以在 WIN95 作業系統執行。本研究將該原始程式 Microsoft software Visual Basic
加以修改以適用於視窗 95 中英文的作業系統。該程式主要功能可以增加或削除早晚材

部份以利定年(dating)(精確的定出樹蕊試片每一年的寬窄變化)，並且由樹木年輪密度連

續的圖譜變化計算 8 個樹木年輪的特徵值，自動儲存為附屬檔名為(prn)的文字格式，文

字格式中包含(表 1)之 8 種樹木年輪特徵值，及附屬檔名為(bmp)的圖形格式，該圖可以

與 X-射線負片進行定年比對，增加定年的快速及精確性。 
    經由 EXCEL 軟體處理的樹木年輪密度連續資料，每次擷取 2500 點，拷貝後轉入

SIGMAPLOT 軟體，將密度資料格式由單一向量的資料，改為橫向的資料格式，並且拷

貝轉入小作家軟體轉存成 ASCII 文字檔的格式附屬檔名為(dat)，即可進入本分析程式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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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Wedge 非線性迴歸指數式的衰變式 
Fig 6. Nonlinear Regression Exponential Decay of W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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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S DATA  
1.Ring Starting Position (RSX) 
2.Minimun Ring Density Position (MNDX) 
3.Earlywood – Latewood Boundary (ELBX) 
4.Maximum Ring Density Position(MXDX) 
5.Latewood-Earlywood Boundary (LEBX) 

Y-AXIS DATA 
6. Minimum Ring Densiy (MNDY) 
7. Mean Earlywood Density (EDY) 
8. Mean Latewood Density (LDY) 
9. Maximum Ring Density (MXDY) 
10. Earlywood-Latewood Density Level 
(ELDY) 
11.Latewood-earlywood Density Level 
(L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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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早材及晚材境界(boundary )的決定 

    依據 Mork(1926)劃分早晚材管胞的定義，細胞之 2 倍管胞壁厚度等於管胞腔寬度時

視為早材與晚材的境界。將 X-射線負片以 100 倍光學顯微鏡觀察，可以清晰分辨管胞腔

(黑色)及管胞壁(白色)，從樹木年輪境界開始（圖 7 , X 軸 1的位置）算起到晚材細胞的

位置（圖 7 X 軸 3的位置）則是早晚的境界(Parker 1973)。全部取樣的 20 株樹蕊試片中，

本研究選取其中 10 株樹蕊試片，觀察 50 個樹輪，包含心材與邊材兩部份的早晚材平均

境界值加以平均，訂定出早晚材密度境界值為 560 kg/m3，如圖 7(X 軸 3 的位置為早晚

材密度境界，X 軸 5 的位置為晚早材密度的境界為 500 kg/m3)所示。 
Phillips et al. (1962) 及 Polge (1965)訂定出美國花旗松(Douglas fir)及歐洲赤松

(European Silver fir)早晚材密度境界分別為 540 kg/m3 及 550 kg/m3。Fukazawa et al.(1990)
研究日本雲杉(Picea glehnii)，訂定出其早晚材密度境界為 550 kg/m3 與歐洲赤松相同。

Schweingruber (1993)文獻中列舉落葉松屬的 Larix laricina(東部落葉松 eastern larch)的早

晚材密度的境界為 580kg/m3、雲杉屬的 Picea engelmannii(英格蘭雲杉 engelmann spruce)
的早晚材密度的境界為 440kg/m3。早晚材密度的境界雖為同一樹種，由於各地區之生育

地條件與氣候條件不同，早晚材密度的境界也會略有不同。 
早晚材密度境界的訂定，影響早材寬度與晚材寬度的精確度，早材密度與晚材密度

亦有相同影響。選取的樹種若生態幅度太大，早晚材密度境界的訂定不易，若省略早晚

材密度境界的訂定，僅能獲得樹木年輪內 4 個樹木年輪特徵值(年輪平均寬度、年輪平均

密度、最小密度與最大密度)。樹木年輪氣候學的研究常以與樹木年輪寬度與最大密度為

參數與氣候因子求相關性（Snader et al. 1995） 
 

G.年輪內8個樹輪特徵值資料的輸出 
Tree-Ring Analysis Program 程式分析全部取樣的 20 株台灣雲杉樹蕊試片之樹木年

輪內密度連續資料結果如表 2 所示，平均年輪寬度為 1.320mm，早材平均寬度 0.840mm，
晚材平均寬度 0.480mm。樹木年輪內密度生長輪平均密度 499kg/m3，早材部平均密度

415 kg/m3，晚材部平均密度 639 kg/m3，最低早材密度 322 kg/m3，最高晚材密度 699 
kg/m3。台灣雲杉 8 個樹木年輪特徵值在徑向軸上的樹齡變動，經時變動自 1830 年到 1998
年共計 169 年。 

表 1  8 個樹木年輪的特徵值 

解析項目  英文名稱 簡寫 
目的年輪 Year YR 
距離髓心的長度 Distanc From Pith DFP 
1個年輪的寬度 Ring Width RW 
早材寬度 Earlywood Width EW 
晚材寬度 Latewood Width LW 
1個年輪的平均密度 Ring Density  RD 
早材部平均密度 Earlywood Density ED 
晚材部平均密度 Latewood Density LD 
年輪內最低密度 Minimum Density MND 
年輪內最高密度 Maximum Density M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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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樹木年輪解析程式定年後儲存之圖形檔案 

 
 
表 2 台灣雲杉 20 隻樹蕊樣本輸出 8 個樹木年輪特徵值 
 
 

Num RW EW LW RD ED LD MIN MAX Total 
YEAR 

1 190 128 62 457 367 634 239 692 123 
2 156 106 50 478 415 617 314 664 146 
3 114 81 33 471 401 632 315 687 209 
4 163 117 47 443 363 645 235 710 148 
5 108 72 37 483 395 642 292 717 194 
6 109 70 39 514 441 637 352 691 271 
7 183 106 78 508 382 671 263 745 145 
8 153 95 59 503 418 637 316 703 172 
9 128 66 62 544 448 647 362 708 160 

10 135 74 61 517 409 648 322 705 123 
11 77 46 32 538 448 658 381 733 50 
12 96 63 33 499 428 617 355 670 398 
13 111 71 40 517 458 613 370 661 206 
14 139 87 52 511 432 634 347 694 205 
15 128 83 45 489 399 651 305 722 256 
16 102 63 38 516 438 637 362 703 238 
17 144 97 47 466 390 618 283 663 168 
18 112 71 41 498 425 625 352 667 215 
19 133 84 49 514 425 652 350 717 207 
20 156 104 52 507 413 662 329 733 231 

平均 132 84 48 499 415 639 322 699 193 

 
依據Nobori et al. (1991)用軟X射線–微密度計對50-60年生之日本雲杉進行年輪內密度分

析，結果顯示早材部平均密度在 350-400 kg/m3 之間變動，晚材部平均密度在 600-700 kg/m3

之間，最低早材密度在 200-300 kg/m3 之間，最高晚材密度在 720-800 kg/m3 之間。比較台灣

雲杉與日本雲杉之年輪內密度各項特徵值差異，發現早材部平均密度與最低早材密度高於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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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雲杉者，晚材部平均密度相當近似，而最高晚材密度值則較低。 
(VIII)電子式密度計實測值之比較 
    軟X射線–微密度計分析台灣雲杉樹蕊的試片後，進一步以密度解析度0.001 g/cm3(density 
resolution 0.001 g/cm3)，最大承載重量 200g (capacity = 200g)之電子式密度計(MD-200S MFD 
by A&D LTD)驗證所測樹蕊試片密度的正確性。將選取全部 20 株樹蕊試片中的 10 株切割成

適合電子密度計分析之尺寸(長度 8 cm )進行，結果如表 3 
軟 X-射線微密度計與電子密度計分析之樹蕊試片密度兩者差異不顯著（t = 1.5  Prob > T 

= 0.1448），依據王氏(1983)所測台灣雲杉之絕乾比重為 472kg/m3，與本研究之密度值相差

27kg/m3。 
表 3  軟 X 射線–微密度計平均密度與電子式密度計分析 10 個樹蕊樣本平均密度的差異 
 

軟X-射線平均密度（Kg/m3) X ray 照射條件 電子式密度計（Kg/m3) 
514 12 (PkeV) 3 (m A) 10T 540 
508 12 (PkeV) 3 (m A) 10T 550 
514 12 (PkeV) 3 (m A) 10T 500 
544 12 (PkeV) 3 (m A) 10T 544 
517 12 (PkeV) 3 (m A) 10T 497 
538 12 (PkeV) 3 (m A) 10T 582 
516 12 (PkeV) 3 (m A) 10T 498 
517 12 (PkeV) 3 (m A) 10T 556 
511 12 (PkeV) 3 (m A) 10T  520 
507 12 (PkeV) 3 (m A) 10T 550 

平均519  平均534 
T test 檢驗 t = 1.5  Prob > T = 0.1448  差異不顯著 
 

其他樹種如鐵杉、紅檜及冷杉，依據上述方法，調整Wedge參數值，是否可以獲得正確的密

度值，有待下一步的實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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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馮豐隆，1989，求蓄積量最有效的方法－直徑分佈法，台灣林業，15(1):31-35, 
43.<DDM.doc> 

33. 馮豐隆、林子玉，1992，台灣林分結構生長模擬模式系統的建立，興大實驗林研究報告，

14(2):55-58.<台灣林分結構系統建立.doc> 

B、地景 

34. 馮豐隆、黃志成，1997，空間模式應用於林分結構母數推估之研究，中興大學實驗林研

究彙刊，19(2):57-75.<Psem1-1.doc> 

35.土地利用型圖製作與應用<Gis94rpt-1.doc> 

Land-use Type Mapping and Application 

36. 馮豐隆、高堅泰，1999，應用克立金推估模式於降雨製圖，台大實驗林研究報告，

13(2):155-163.<esri87.doc> 

37. 馮豐隆、陳乃得，2003，台灣林地土壤圖與土壤氮池分布製圖，2003.10.31發表於“中華

林學會92年度學術論文發表會論文集＂壁報發表，國立嘉義大學森林館，p542. 
<乃得poster轉word.doc>  

38. 馮豐隆，2003，台灣地覆與潛在植生製圖與應用，2003.12.6發表於“2003植物生物多樣

性與植物資源永續利用研討會＂論文集，台中東海大學省政研究大樓大會議室，

p149-204.<Veg-mapping conf.doc> 

   (二)功能（Function） 

A、單株林木 

39. 馮豐隆、楊正澤、蔡尚惪，1998，以東北角海岸國家風景特定區之植生與昆蟲為例探討

整合性森林資源調查與監測，農林學報，47(3):67-87.<monitor.doc> 

40. 許榮章、馮豐隆，1994，地理資訊系統應用於木荷生育地因子之探討，興大實驗林研究

報告，16(1):133-156.<Gis94rpt.doc> 

B、林分 

41. Feng, Fong-Long and Jian-Tai Kao  1999  The Interaction of Stand Structure and Habitat 
Forest in Taiwan.  The IUFRO Conference on "Structure of Mountain Forests", Davos 
(Switzerland), Sep 6-10, 1999.<Stand Structure(瑞士).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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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地景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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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Habitat.doc> 

43. 馮豐隆、吳昶清，2003，應用空間資訊於林地生態地位評估－以惠蓀林場為例，中華林

學季刊，36(2):115-125.<應用空間資訊-以惠蓀為例.doc> 

   (三)變遷（Change） 

A、單株林木 

44. 馮豐隆、李宣德，2002，利用林木位置圖探討孔隙對林木生長之影響，林業研究季刊，

24(1):21-30.<利用林木探討孔隙.doc> 

B、林分 

45. Fong-Long Feng.  1997.  Modeling Stand Growth Varies in Response to Different Spacing.  
Jour. Exp. For. Nat. Taiwan Univ, 11(2):p123-135.<Phd-chil.doc> 

46. 馮豐隆、黃志成，1993，新化林場大葉桃花心木之生長收穫之探討，興大實驗林研究報

告，15(1):121-141. <CHUN2.doc> 
47. 馮豐隆、廖亞禎，2003，校園土地利用之地景變遷－以國立中興大學為例，林業研究季

刊，25(1):37-48.<79-NCHU_LULUC投稿.doc> 

C、地景 

48. 馮豐隆、黃志成、陳英彥，1993，地理資訊系統應用於惠蓀實驗林場土地利用變遷之研

究，遙感探測，19:71-95.<Chang.doc> 

49. 馮豐隆、黃志成，1997，惠蓀林場土地利用之地景排列和變遷，中華林學季刊，

30(4):387-400.<惠蓀林場土地利用之地景排列和變遷資料夾> 

50. 李宣德、吳昶清、馮豐隆，2000，孔隙模式在人工林經營上之應用，2000.12.27於中華林

學會2000年會森林學術發表會.<孔隙模式在人工林經營上之應用.doc> 

   (四)模擬（Simulation）與假設情境（Scenario） 

51. 馮豐隆，2002，假設情境及其在氣候變遷上之應用，台灣林業，28(4):24-32.<scenario.doc> 

52. 李宣德、馮豐隆，2001，運用“細胞自動化＂概念在森林生態系模擬，台灣林業，

27(6):22-26.<運用細胞自動化.doc> 

53. 馮豐隆、林妏嬪，2001，數學規劃法於森林經營上之應用－從林木經營到生態系經營，

台灣林業，27(6):15-21.<MathProginFM.doc> 

 

五、資訊應用［Information Application］ 

   (一)林分 

A、單株林木 

54. 馮豐隆、李宣德、林明進，2001，林木位置圖應用於香杉之疏伐業務，林業研究季刊，

23(2):77-88.<117thinning.doc> 

B、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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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蔡政弘，1997，地理資訊系統在森林分層取樣設計上的應用，國立中興大學森林學研究

所碩士論文(指導論文)，57pp.<Gis94rpt-3.doc> 

56. 馮豐隆、蔡政弘，2000，地理資訊系統在森林分層取樣設計上之應用，中華林學季刊，

33(4):485-503.<Paper(投稿GIS).doc> 

57. 馮豐隆、蔡政弘，1998，地理資訊系統在樣區設置上之應用，中興大學實驗林研究彙刊，

20(1):81-99.<GIS在樣區設置上的應用.doc> 

58. 蔡信峰，1997，林分密度管理圖與競爭指數在林木疏伐作業之應用，國立中興大學森林

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指導論文)，79pp. 
 

C、地景 

59. 陳英彥、馮豐隆，1994，地理資訊系統應用於水源涵養林經營資料庫之建立與造林樹種

之選擇，遙感探測，20:29-53.<CHEN2-New.doc> 

60. 吳貞純，1997，地理資訊系統應用於森林遊樂區土地使用分區之研究－以八仙山森林遊

樂區為例，國立中興大學森林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指導論文)58pp.<貞純資料夾> 

61. Fong-Long Feng.  1997.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9(3):p220-236.<Eia-crpt.doc> 

62. 馮豐隆、楊榮啟、黃俊維、高堅泰，1998，“林業溫室氣體減量策略規劃及衝擊評估研

究報告＂，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八十七年度空氣污染防制研究發展計劃，

EPA-87-FA44-03-75，111pp. 
63. 馮豐隆、高勝助、黃國峰，1999，固定源總量調查─森林碳吸存之效益評估與林業經營

策 略 ， 行 政 院 環 保 署 八 十 八 年 度 空 間 污 染 防 制 基 金 專 案 計 劃 ，

EPA-88-FA32-03-2215，74pp.<EPA-88Abs.doc> 

64. 馮豐隆、高堅泰，2000，由台灣地區森林碳吸存之效益評估談政府資料發布，2000.12.27
於中華林學會2000年會森林學術發表會.<CO2林學.doc> 

65. 馮豐隆，2003，以CO2FIX模式推估台灣的森林地景碳吸存之潛力評估，發表於“氣候變

遷對森林之二氧化碳吸存影響研討會論文集＂，2003.10.9在台灣大學工學院應力

館國際會議廳，p39-82.<64-CASFOR-II.doc> 

66. 馮豐隆、黃俊維、高堅泰，1998，台灣地區生態區分類，87年中華林學會年會及會員大

會，87年12月11日於台灣大學森林館.<semi6.doc> 

67. 馮豐隆、高堅泰，2000，Holdridge生態區分類方法在台灣的應用與模擬，X2000 ESRI暨
ERDAS 用戶會議暨成果應用發表研討會， 2000.11 於台北劍潭活動中

心.<Holdridge-TWA(一校).doc> 

68.4S在台灣森林生態系經營之應用<2000GIS-GISEM.doc> 

69. 王駿穠、馮豐隆，2000，地理分析計畫(GAP)在台灣藍腹鷴棲地保育之應用，2000.12.27
於中華林學會2000年會森林學術發表會.<GAP藍腹鷴.doc> 

71. 馮豐隆、王駿穠，2001，4S在鳥類棲息地保育研究上之探討，2001.5.25於中台灣生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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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研討會，台灣，台中，東海大海省政大樓國際會議廳.<4S鳥類棲息地保育.doc> 

72. 馮豐隆，2001，4S於台灣地景分類之應用，The 2nd IALE Asia-Pacific Region Conference 
"Landscap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y".  Sep 22-25, 2001, Lanzhou, 
China.<2ndIALEfullpaper.doc> 

73. 張小飛、馮豐隆，2001，地理資訊系統在惠蓀林場生態規劃上的應用，2001中華地理資

訊學會及研討會，2001.10.12-13於宜蘭技術學院.<小飛摘要.doc>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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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林學報，

53(4):339-354< 85-馮豐隆-2003SAITAfullpaper.農林學報.doc> 

 

 

森林測計學教材主要參考引用文獻：  

  1.馮豐隆  2004  森林調查測計學  國立中興大學教務處出版  356pp 
2.林子玉  1986  森林測計學  國立中興大學教務處出版  497pp 
3.楊榮啟、林文亮  2001  森林測計學  國立編譯館出版  復文書局印刷  309pp. 
4.馮豐隆  1993  調查技術  國立中興大學 
5.馮豐隆  1994  森林調查測計學講義（上）（中）（下）  國立中興大學 
6.南雲秀次郎、箕輪光博  1990  現代林學講義地球社  243pp. 
7.Avery T. E. 1975 Natural resources measurements.2ed. McGrow-Hill Book Company 

(Part 3)  p.199－301. 
8.Avery T. E. and H. E. Burkhart 1983 Forest Measurements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331pp. 
9.Duerr W. A., D. E. Teeguarden, N. B. Christiansen, S. Guttenberg 1982 Forest resource 

management－Decision-making principles and cases. O.S.U.Book Stores, INC. (Part 4) 
p.159-276. 

10.Husch B, C. I. Miller and T.W. Beers 1980 Forest Menstruation John Wiley & Sons 
402pp. 

11.Lund H. G. 1978 Integrated Inventories of Renewable Natural Resources：Proceeding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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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森林測計學考題集彙 
 
 1.森林測計對森林資源經營有何重要性？其內容為何？ 
 
 2.量測的四種尺度為何？其計算平均值時，分別以何值表之？請各舉二個林業例子說明該尺

度。 
 
 3.每2公尺種植一株台灣杉，請問一甲地上和一英畝(acre)分別栽植密度幾株？ 
 
 4.黑森林計1.5公頃，目前蓄積量(總共材積)每公頃80m3，請問若木材市價每才5元，總共可

賣多少錢？若外銷每板呎(broadfeet)200元美金，總共可賣多少台幣？(1 US$=25 NT$) 
 
 5.真值10，觀測10次，其值分別為8, 9, 9, 7, 10, 12, 11, 13, 12, 11，請問其精密度、正確度為

何？ 
 
 6.何謂d.b.h.、d.o.b.、BA？公認胸高為幾公尺？幾英呎(ft)？為何決定樹高、材積也要測量胸

高直徑？用何工具測？其調查要領為何？ 
 
 7.若要瞭解林分材積量，則應以何種林分平均胸高直徑計算之？如何？ 
 
 8.請圖示分枝型(deliquescent)、主幹型(excurrent)林木之總樹高(total height)、根株高(stump 

height)、幹材長(bole height)、樹冠長(crown length)，並說明其測計原理為何？測計方法算

式、測計要領和可能使用的測計工具儀器。 
 
 9.何謂aforestation、reforestation、plantation (=man-made forest＝artifcial forest)；其單株樹齡

如何決定？林分之林齡如何決定？ 
 
10.何謂確定的(deterministic)數學模式、機率的(stochastic)數學模式？ 
 
11.何謂工時研究(time study)？其目的為何？ 
 
12.請用Huber's formula、Simalian's formula、Newton's formula分別算其樹幹表面積和材積，並

說明此三式之適用時機。 
 
13.請以樹幹縱剖面說明各種樹幹曲線(stem curve)及截面體(frustum)的名稱及其計算方法。 
 
14.何謂沒入水中法(water displacement)？其目的為何？ 
 
15.樹高曲線式(diameter-height relationship curve)、材積式(volume equation)的種類？用途？如

何建立該種單木基本模式？另外請以表、圖分別說明之。 
 
16.何謂形數(form factors)、形狀度(form)、尖削度(tapering)、樹幹曲線(stem curve)、樹幹曲線

方程式(stem curve equation)、正形數(normal form factor)、胸高形數(breast form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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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rard形狀級、台灣用形狀級為何？ 
 
17.森林測計學應用統計的目的？何謂描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推論統計(inductive 

statistics)？其範圍內容分別為何？試舉例說明之。 
 
18.何以統計學源於理論機率分布？何謂常態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其二個重要參數(母數 

parameters)為何？各分別以何統計值表之？ 
 
 
森林測計學期末考試題目(1991/6/20) 
 1.解釋名辭(30%) 
  (1)何謂每木法？選擇取樣？系統取樣？逢機取樣？分層取樣？現實林？經濟林？永久樣

區？林分收穫、蓄積、結構？標準木？標準地？樣區法？樣線法？樣點法？PPP？PPS？ 
  (2)適合度測驗的目的為何？X2值和Kolmonov-Simirov測驗值如何算？ 
 2.如何查定立地品位(site quality)？優缺點？利用樹高(平均、優勢次優勢木平均)建立地位曲

線式以便查定立地品位。 
 
 3.林分密度如何查定？表示林分密度的方法有那些？優缺點？ 
 
 4.樹幹解析的目的為何？過程為何？結果？ 
 
 5.生長量之種類？請繪製各生長量與年齡之關係圖、與何因子會影響生長？ 
 
 6.林分生長、林分結構、林分枯死如何定義、描述？ 
 
 7.何謂模式？數學模式？模式、數學模式種類與功用？生長、收穫模式的種類為何？全林分

收穫模式？直徑階生長模式？單株生長模式？ 
 
 8.土地利用資源調查實施步驟為何？請以流程圖表之。 
 
 
森林測計學期末考試題目(1991/06/21) 
 1.解釋名辭(36%) 
  (1)何謂選擇取樣？現實林齡？CFI？標準地？樣線法？PPS？枯死率？生長模式相容性

(compatibility)？CI(Competition Index)？ 
  (2)適合度測驗(goodness to fit)？全林分收穫模式？直徑分布模式？(以函數式表之) 
 
 2.查定立地品位(site quality)的方法？若利用樹高(平均、優勢次優勢木平均)如何建立地位曲

線(site index curve)？請以圖表示說明之。如何以地位曲線查定立地品位？(15%) 
 
 3.樹幹解析(stem analysis)的目的為何？過程為何？應注意事項？(15%) 
 
 4.土地利用資源調查實施步驟為何？請以流程圖說明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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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請以以下總生長量資料計算總平均生長量(m.a.i.)、5年期間生長量(pi)、相對生長量

(RGR)、絕對生長量(AGR)、連年生長量(c.a.i.)為何？並請繪製總生長量、m.a.i.、c.a.i.、生

長率與年齡之關係圖，並說明影響生長之因子？ (20%) 
 

AGE DTG(cm) 
1 0.00 
2 0.00 
3 0.40 
4 1.80 
5 4.30 
6 6.50 
7 8.60 
8 10.40 
9 11.80 

10 13.10 
 
 
森林測計學期末考試題目(1992/6/26) 
 1.解釋名辭(24%) 

系統取樣(systematic sampling)？ 
樣點法(point sampling)？ 
3P？ 
晉級生長(ingrowth)？ 
收穫(yield)？生長(growth)？ 
生長模式相容性(compatibility)？ 
CCF(Crown Competition factor)？ 
地位曲線(site index curve)？ 

 
 2.何謂雙重取樣(double sampling)？分層逢機取樣(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其目的各為何？

(15%) 
 
 3.何謂全林分收穫模式？直徑分布模式(diameter distribution method)？(以函數式表之說明各

變數)？(15%) 
 
 4.森林資源調查目的為何？並請繪製資源調查計劃流程圖及說明各項內容。又森林資源調查

何以要用取樣調查？(15%) 
 
 5.請繪製理論總生長量曲線、連年生長量曲線、平均生長量曲線之關係圖並說明其數學關

係？(15%) 
 
 6.樹幹解析(stem analysis)的目的為何？過程為何？應注意事項？(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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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林測計學期中考(1993/4/15) 
 1.請分別說明森林線、面、體、重量、時間等性態值有那些？應如何測(調查)？如何計(推算)？

(50%) 
 
 2.請您規劃設計一個資源調查，目的在希望得知惠蓀林場第三林班內的台灣杉與杉木的林分

結構(Stand Structure)與林分蓄積量(Growing stock)等資訊以便經營森林。(20%) 
 
 3.何謂地球投影座標系？UTM座標為何？GIS？GPS？地圖？主題圖？基本圖？各以何線為

基楚？請舉例之。何謂方位角(azimuth)？方向角(bearing)其間的關係？(30%) 
 
 
森林測計學期末考試題目集錦 
 1.森林資源調查目的為何？並請繪製資源調查計劃流程圖及說明各項內容。 
 
 2.森林資源調查何以要用取樣調查？取樣調查應注意何事項？為何？ 
 
 3.針對100ha林地進行調查5個樣區，每公頃材積分別為100、120、150、160、170，請問平

均每公頃材積多少？標準誤差為何？在0.95信賴區間(t值1.96)下，請問平均每公頃材積分布

範圍、總材積分布範圍為何？ 
 
 4.何謂機率取樣？等機率取樣？不等機率取樣？非機率取樣？選擇取樣？系統取樣？ 
 
 5.迴歸推算與比例推算的時機、方法如何？吾人如何用樣區的林分性質推估森林族群？ 
 
 6.何謂分層逢機取樣(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簡單逢機取樣(simple random sampling)？並

加以比較。 
 
 7.何謂雙重取樣(double sampling)？其目的為何？ 
 
 8.何謂3P取樣法、水平標線取樣法(horizontal line sampling)、樣點取樣法(point sampling)？請

以簡要的Bitterch原理，在沒有工具下，如何執行，求算每公頃材積量。 
 
 9.林木生長(單株生長)─樹高生長、胸高直徑生長、斷面積、材積生長各由何組織增生？生

長型態為何？請圖示。 
 
10.決定林分生長的因子為何？分別如何查定？ 
 
11.全林分生長模式如何表示之？ 
 
12.請以下表計算柳杉林分連年生長量(current annual increment，c.a.i.)、定期生長量(P.I. 5年)、

平均生長量(average increment)、總生長量(C.I.)(定期總生長量)、收穫(yield)，連年生長與

收穫之關係數為何？ 
年齡 DBH H BA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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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連續調查兩次間的林分生長變化項目為何？請以數式表之，並說明各項目之意義。 
 
14.何謂地位(site quality)？查訂地位的方法有那些？地位指數圖如何製作？請圖示並說明流

程。 
 
15.何謂密度？其表示方法為何？何謂樹冠競爭係數(crown competition factor, CCF)？何謂林

分密度指數(stand density index，SDI)？ 
 
 
森林測計學期末考考題集彙(1993/6/21  考試時間：100分鐘) 
 1.何謂(1)取樣單位(sample unit)、(2)取樣大小(sample size)、(3)分層逢機取樣(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4)多段式取樣(multistage sampling)、(5)多相取樣(multiphase sampling)、(6)雙重

取樣(double sampling)之間的異同、(7)樣點法(point sampling)、(8)樣線法(ling sampling)、
(9)3P取樣(3P sampling)、(10)PPS sampling。(20%) 

 
 2.影響全省性森林資源調查成效的因子有那些，分別如何影響？(25%) 
 
 3.永久樣區(permanent plots)設立與樹幹解析(stem analysis)的目的、進行步驟、可能發生的問

題與解決的對策，各為何。(25%) 
 
 4.生長演替學為探討林木、林分、森林的性態值(Characteristics)與內外在因子－如樹種、林

型、密度、立地品位(地位)，經營處理及林分生長歷史－間的關係及性態值在時間歷程變

化的情形。請問如何探討這些因子對林木、林分性態值生長替的影響？ 林分性態值的各

種生長量在時間歷程變化趨勢為何請以圖示說明之。(30%) 
 
 
森林測計學期末考考題集彙 
 1.何謂取樣單位 (sample unit)、取樣大小 (sample size)分層逢機取樣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多段式取樣(multistage sampling)？ 
 
 2.多段式取樣(multistage sampling)、多項取樣(multiphase sampling)、雙重取樣(double sampling)

之間的異同。 
 
 3.不等機率取樣法(sampling with varying probability)、變動機率取樣(sampling with varying 

probabilities)、樣點法(point sampling)、樣線法(ling sampling)、3P取樣(3P sampling)、PPS 
sampling？ 

 
 4.目的取樣法 (purposive sampling)、選擇取樣 (selective sampling)、系統取樣 (systematic 

sampling)？ 



D:\馮豐隆 20120917\C-1、D.馮豐隆-課程教材\1.課程教材全文檔\0.壓縮檔\114106-1\測計考試夾\2001 年版-測計

學考題集彙+平時測驗.doc 

 2001 年版-6 

 
 5.哪些因子會影響全省性森林調查的成效？ 
 
 6.永久樣區(permanent plots)設立與樹幹解析(stem analysis)的目的、進行步驟、可能發生的問

題與解決的對策，各為何？ 
 
 7.生長演替學為探討林木、林分、森林的性態值(Characteristics)與其外出數(Exogenous 

Variables)間的關係及性態值在時間歷程變化的情形請問影響林木、林分性態值生長演替的

因子為何？ 林分性態值的各種生長量在時間歷程變化趨勢為何請以圖示說明之。 
 
 8.同齡林、異齡林之直徑分佈形狀為何？若以Weibull機率密度函數描述臺灣杉10、30、60

年生同齡林之直徑分佈，則a、b、c三個母數之幾何意義與大小順序會是如何？(10%) 
 
 9.何謂直徑分布法(diameter distribution method)？施行步驟如何？最後結果表─各直徑級材

積分布表(如表一)(4)、(8)、(9)、(10)、(11)、(12)、(13)等各欄位表示如何算出？(20%) 
 註：Weibull機率密度模式為： 

}]
b

)1x(
[exp{]

b

)1x(
)[

b

c
()x(f c1c 




  -----------------------(1) 

          θt即(2-71)式的a、b、c 
    式中： c>x≧a 
           b>0 
           c>0 
 
 Weibull累積分佈函數可由下列式表示之： 

}]
b

)1x(
[exp{1)x(F c

 -----------------------(2) 

             式中： x≧a>0 
                    b>0 
                    c>0 
 
   某區間(直徑階)的累積分佈模式： 

}]
b

)aD(
[exp{}]

b

)aD(
[exp{)DXD(P cuc1

u1





＜＜ -----------------------(3) 

 
 
轉學生森林測計學檢定測驗 
一、森林測計學若包括(1)測樹學(2)資源調查學(3)生長收穫學，則請問： 
    (1)測樹學所探討樹的線、面、體各為如何？如何量測？如何計算？應注意？ 
    (2)資源調查的目的為何？如何設計取樣調查？應調查哪些項目？各資訊如何取得？ 
    (3)生長收穫學為探討林木、林分、森林的性態值（Characteristics）與其外出數（Exogenous 

Variable）間的關係及性態值在時間歷程變化的情形：請問林木、林分的性態值為何？

生長量種類為何？林分為性態值的各種生長量在時間歷程變化的關係請以圖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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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林測計學實習畢業考試題 
 1.胸高直徑、樹高測定時應注意那些項目？太密的林分其樹高如何測定分析？(20%) 
 
 2.請圖示樹幹縱斷面形狀與各部分線、體名稱與算式。(20%) 
 
 3.請以區分材積法、圖表法等測定以下伐倒木之材積(區分材積法請分別以區分材積式─

Newton, Huber, Smalian式算之)。（20％） 

 
 4.何謂(1)取樣單位(sample unit)、(2)取樣大小(sample size)(3)分層逢機取樣(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4)多段式取樣(multistage sampling)、(5)多相取樣(multiphase sampling)、(6)雙重

取樣(double sampling)之間的異同、(7)樣點法(point sampling)、(8)樣線法(ling sampling)、
(9)3P取樣(3P sampling)、(10)PPS sampling。（20％） 

 
 5.請以以下總生長量資料計算總平均生長量(m.a.i.)、5年期間生長量(pi)、相對生長量(RGR)、

絕對生長量(AGR)、連年生長量(c.a.i.)為何？ 並請繪製總生長量、m.a.i、c.a.i、生長率與

年齡之關係圖，並說明影響生長之因子？(20％) 
 

AGE DTG(cm) 
1 0.00 
2 0.00 
3 0.40 
4 1.80 
5 4.30 
6 6.50 
7 8.60 
8 10.40 
9 11.80 

10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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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森林測計學平時測驗 學號： 

平時測驗─Chap1、Chap2 姓名： 
 時間：1999/3/8 

1.何謂樹（tree）、林分（stand）、森林生態系（ecosystem）、森林資源（resource）之系統關係？ 
Ans： P.1-1 

 
2.林業（森林經營管理）的使命： 

Ans： 維續生態系健康（生產力強、歧異度大）、服務人民、滿足需求。 
 
3.資料（data）與資訊（information）之關係。 

Ans：資料將其分析處理，以便用來提供決策之參考，即稱為資訊。 
 
4.資料來源有那些？ 

Ans： 屬性資料、圖形、影像、聲、文、經驗 
（1）現有資料 （2）遙測資料 （3）野外調查資料 

 
5.測計尺度（measurement scale）有那四種？分別舉二例。 

Ans： P.1-8,1-9 
 
6.1 坪＝    m2  1 甲＝    ha＝    坪  1 板呎（boardfeet）＝    m3 

Ans： 1 坪＝ 3.30578 m2  1 甲＝ 0.969932 ha＝ 2934 坪  1 板呎（boardfeet）＝ 2.36 m3 

 
7.正確度（accuracy）與精密度（precision），意義差別？ 

Ans： 正確度（accuracy）：推算值的成功度，模式推斷值與真值間的差距。 
精密度（precision）：樣本值對平均值的集中度，及圍繞平均值的分散情形。 

 
8.闊一級、針一級木有那些？（樹名與學名） 

Ans： P.2-4,2-5 
 
9.熱帶林、暖帶林、溫帶林、寒帶林，以海拔如何分？舉各森林帶之代表樹種。 

Ans： P.2-10 
 
10.請繪主幹型（excruuent）樹說明樹冠、樹幹、枝下高、胸高及根株。 

Ans： P.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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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森林測計學平時測驗 學號： 
Chap3─點調查 姓名： 

時間：1999/3/15 
1.模式可分為那三種？地圖是屬於？數學模式是屬於？ 

Ans： （1）模型（iconoc）－縮小比例尺重現原形－實體模型。 
  （2）類比（analog）－將現實情形，用另一種方式類推來表現－地圖。 
  （3）符號（symbolic）－用文字、數目或符號來表示－數學模式。 
 
2.方向角（bearing）與方位角（azimuth）的關係？ 

Ans：方向角－以北或南為起點，分四個象限。 
方位角－以北為起點，順時針方向測 0-360 度水平角。 
象限 方向角 方位角 方位角       方向角 

θ         Ⅳ    Ⅰ 
 

Ⅲ     Ⅱ 
 

Ⅰ NθE θ 
Ⅱ S(180-θ)E θ 
Ⅲ S(θ-180)W θ 
Ⅳ N(360-θ)W θ 

 
3.何謂地圖投影（map projection）？ 

Ans： 將地球球面轉換到地圖平面上的數學方法稱之。 
 
4.目前世界最常用的投影法為何？ 

Ans： 橫麥卡托投影法（Transverse Mercator Projection） 
 
5.台灣目前所用的地圖投影為何方法？其中央經線為何？ 

Ans： UTM 二度分帶（2°TM），以 121°為中央經線。 
 
6.地圖依內容分為那兩種？依表示法分為那兩種？ 

Ans： 依內容－地形圖（topographic maps）、主題圖（thematic maps） 
  依表示法－像片圖（phot-map）、線繪圖（line map） 

 
7.何謂經度（longitude）？緯度（latitude）？ 

Ans： 經度－由基準子午線以角度測定之弧距離。 
  緯度－由赤道以角度測定之弧距離。 

 
8.主題圖（thematic map）的表示方法有三：(1)點陣圖（dotmap）(2)地誌圖（choropleth map）

(3)等價圖（isopleth）以下各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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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  （2）    （3）   （2）   （2） 

9.航空照片、地圖各屬中央、垂直、正射、投影？ 
Ans： 航空照片－中央投影法、地圖－垂直、正射投影法 

 
10.網格圖（raster map）？向量圖（vector map）？單元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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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 網格圖單元－網格  向量圖單元－點、線、面 

         2001 森林測計學平時測驗 學號： 
Chap4─線量測 姓名： 

時間：1999/3/22 

1.何謂 DBH、Dob、Dib？代表何意義？ 
Ans：DBH：Diameter of Breast Height ；胸高直徑；自地面算起 1.3M 處之樹幹直徑。 

Dob：Diameter outside bark：胸高處含樹皮之直徑。 
Dib：Diameter inside bark：胸高處不含樹皮之直徑。 

2.何以要測 DBH？原因何在？ 
Ans：（1）方便及統一。 

（2）a.可推估樹高。     b.可推估材積。     c.由長期觀測可得其平均及連年生長率。 

3.測 DBH 的工具有那些？使用的要領分別為？（20%） 
Ans：（1）a.輪尺 b.直徑尺 c.Biltmore stick d.Sector fork e.小徑木直徑測定鋏。 

（2） 

4.位於斜坡上的樹如何測 DBH？ 
Ans：P.4-6 頁  圖 1 及圖 3 

5.分叉的樹如何測 DBH？ 
Ans：P.4-6 頁  圖 4 及圖 5 

6.何謂總樹高（total tree height）、總樹長（延幹長）（tree length）？ 
Ans：（1）總樹高：從地面至最頂端之枝葉之高。 
    （2）總樹長（延幹長）：從地面至樹幹分叉點。(P.4-9 頁：圖 4-5。) 

7.測高器的原理有那二種？使用要領為何？ 
Ans：（1）a.相似三角形原理。     b.Tagent 角原理。 

（2）測點至樹幹之距離約等於樹高。 

8.人站在樹地際地面下方，與樹同平面，樹梢上方如何計算樹高？ 

Ans：樹高＝ｔａｎ（量樹梢的角度） 水平距離－ｔａｎ（量樹地際的角度） 水平距離 
註：仰角為正，俯角為負。 

9.何謂樹高曲線（height-DBH relationship curve）？何用途？ 
Ans：（1）表示樹高平均值隨胸高直徑變化之曲線。 

（2）可由胸高直徑推估樹高。 

10.繪製樹高曲線的方法為何？ 
Ans：P.4-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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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森林測計學平時測驗 學號： 
Chap5、6─面積、體積 姓名： 

時間：1999/3/29 

1.葉面積與樹冠覆蓋面積量測可供何用途？（10%） 
Ans：a.降雨截流的推估。   b.樹冠層光線穿透量。 

c.森林枝葉層的累積量推估。 d.土壤含水量流失的推估。 
e.蒸散作用率的推估。 

2.多邊形（polygon）面積之計算方法有那些？（10%） 
Ans：a.幾何求機法。    b.求積儀法。 

c.方格點法。    d.倍子午距法。 
3.台中八期重劃區原來為農地每甲 400 萬元，改為都市用地後，每坪 20 萬，請問其每 ha 增

值多少？請以數式表列出。（20%） 
Ans：1 甲=0.969932 公頃=2934 坪； 

原來：1 公頃：400÷0.969932=412.4 萬元 
後來：1 公頃：20×2934÷0.969932=60499.09 萬元  每公頃增值 60086.69 萬元 

4.何謂 BA？DBH 為 2m 的 BA 多少？（5%） 
Ans：BA：胸高斷面積；DBH 為 2m 的 BA=1×1×3.1415926=3.1415926m2 

5.何謂板呎（board feet）？1 board feet＝？m3＝？才（5%） 
Ans：板呎：木材量測的體積單位；1 board feet＝2.36m3=0.0066 才 
6.何謂單株林木材積式？供何用途？（10%） 
Ans：a.將許多相同樹種的林木區分累積材積與胸高直徑，樹高或形數間的關係建立數式，即

為單株林木材積式。 
b.可推估材積。？？？？？ 

7.Smalian formula？Huber's formula？Newton's formula？各應用於何截面體上？（10%） 
Ans： Smalian formula：V=(h/2)(Ab+Au)；拋物截面體。 

Huber's formula：V=h(Am)；拋物截面體。 
Newton's formula：V=(h/6)(Ab+4Am+Au)；綜合體。 

8.何謂形數（form factors）？胸高形數（breast height form factor）？正形數（normal form 
factor）？形狀係數（form quotients）？（10%） 

Ans：a.形數：樹幹材積對以樹幹上某一特定位置為直徑及以樹高為高之圓柱體體積之比較。 
b.胸高形數：樹幹材積對樹幹上胸高位置為直徑及以樹高為高之圓柱體體積之比較 
c.正形數：樹幹材積對以 9／10 樹高之位置為直徑及以樹高為高之圓柱體體積之比較 
d.形狀係數：胸高以上某特定高度之直徑／胸高直徑 

9.請繪製樹幹縱斷面（vertical section）和其樹幹曲線（stem curve）？各截面體（frustum）？ 
Ans：  P.6-5~6 頁。 
10.整株 30m 高針葉樹與闊葉樹立木，如何算葉面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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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森林測計學平時測驗 學號： 
Chap7、8 姓名： 

時間：1999/4/12 

1.針一級木有那些？其重量每 m3 約？kg 

2.闊一級木有那些？其重量每 m3 約？kg 

3.木材重量的影響因子為何？ 

4.樹體積與重量間的關係圖為何？請繪出。 

5.空間一實體的基本空間變化有那些？ 

6.何謂工時研究（time study）？ 

7.何謂取樣（Sampling）？推估（Estimating）？ 

8.何謂確定的（deterministic）？機率的（stochastic）？ 

9.推論統計（inductive statistic）？ 

10.描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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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森林測計學平時測驗 學號： 
Chap16  林木生長 姓名： 

時間：1999/4/26 

1.何謂生長量（growth, increment）？請繪樹幹直徑生長剖面圖及其組織名稱。 

2.請繪出樹幹具橫斷面與蹤斷面年輪（annual ring），並標出其年輪形成的林齡數。 

3.何謂真實生長序列（real growth series）？ 

4.何謂抽象生長序列（abstract growth series）？ 

5.請繪出生物曲線（biological curve）、總生長量曲線及其特點。連年生長量（current annual 
increment）曲線與平均生長量（mean annual increment, mai）曲線及三者間的關係。（30%） 

6.何謂永久樣區（permanent plot）、臨時樣區（temporary plot）？其設置目的？ 

7.何謂樹幹解析（stem analysis）？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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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森林測計學平時測驗 
Chap17                  時間：2003/5/30 

 姓名： 
 學號： 

1.請舉 6 個林分性態值(Stand Characteristics)。 

2.何謂 Shanon diversity／Simperson diversity index？及其比較。 

3.何謂豐富度(abundance)／豐多度(richness)？ 

4.舉例計算：假設有二昆蟲群落： 
A 蟲相有四個不同科的鱗翅目昆蟲，每一科的昆蟲含 3 隻，總個體數為 12； 
B 蟲相亦有四個不同科之鱗翅目昆蟲，其中一科含 9 隻，其餘 3 科各含 1 隻。 
請問那個蟲相的豐多度、豐富度高？ 

5.直徑分布－林分結構的關係？請問可用 pdf 或 CDF 的幾何圖來描述？ 

6.人工同齡林、天然異齡林的直徑分布形狀為何？ 

7.Weibull pdf 之 a, b, c 參數具何幾何意義？請分別說明之。 

8.若以 Weibull pdf 描述 10, 20, 40 年生等不同林齡杉木林之直徑分布，請問其 a, b, c 值的大小

排列為何？ 

9.請以數式表示直徑分布法(Diameter Distribution Method, DDM)及各符號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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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DM 有何優點？ 

2001 森林測計學平時測驗 學號： 
 Chap 18 林分生長 姓名： 

時間：2001/5/18 

1.何謂真實生長序列(real growth series)、抽象生長序列(abstract growth series)？ 

2.連續機率密度函數(prob. Density function, pdf)與累積分布函數(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CDF)之圖形與關係？ 

3.同齡林、異齡林林分的直徑分布用 Weibull 來描述 C 值，分別會是多少？ 

4.何謂 q value、百分數(percentile)？ 

5.二次平均數(quadratic mem)？請以林分平均直徑表示之。 

6.何謂地位指數(site index)？圖示之。 

7.模式的種類為何？ 

8. gap model 為何？以 Botkin-Shugart gap model 數式表之。 

9. gap model 的四種角色植物為何？ 

10.馬可夫模式(Morkov model)為何？以數式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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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森林測計學考題集彙 

第一章 題目 

1. 簡答題 

(1) 森林測計對森林資源經營有何重要性？其內容為何？ 

(2) 每 2 公尺種植一株台灣杉，請問一甲地上和一英畝(acre)分別栽植密度幾株？ 

(3) 黑森林計 1.5 公頃，目前蓄積量(總共材積)每公頃 80m3，請問若木材市價每才 5 元，總

共可賣多少錢？若外銷每板呎(broadfeet)200 元美金，總共可賣多少台幣？(1 US$=25 

NT$) 

(4) 真值 10，觀測 10 次，其值分別為 8, 9, 9, 7, 10, 12, 11, 13, 12, 11，請問其精密度、正確

度為何？ 

(5) 森林測計學應用統計的目的？何謂描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推論統計(inductive 

statistics)？其範圍內容分別為何？試舉例說明之。 

(6) 何謂樹（tree）、林分（stand）、森林生態系（ecosystem）、森林資源（resource）之系

統關係？ 

(7) 林業（森林經營管理）的使命： 

(8) 資料（data）與資訊（information）之關係。 

(9) 6.1 坪＝    m2  1 甲＝    ha＝    坪  1 板呎（boardfeet）＝    m3 

(10) 正確度（accuracy）與精密度（precision），意義差別？ 

(11) 台中八期重劃區原來為農地每甲 400 萬元，改為都市用地後，每坪 20 萬，請問其每

ha 增值多少？請以數式表列出。 

(12) 何謂板呎（board feet）？1 board feet＝？m3＝？才 

(13) 資料來源有那些？需增加調查與更新的資料需測計的話，其量測（measure）的四種尺

度為何？其數值有何意義？當計算平均值時，分別以何值表之？請各舉二個林業例子

說明該尺度。 

(14) 森林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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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題目 

2. 選擇題 

(1) 將地球球面轉換到地圖平面上的數學方法稱為 (A)地球投影法 (B)地圖轉換法 (C)地圖

投影法 (D)地球轉換法 

(2) 下列哪一種比例尺，能將同一固定區域表示的最為詳細？(A)1:500 (B)1:2500 (C)1:5000 

(D)1:10000  

(3) 下列何種非主題圖？(A)地籍圖(B)林班圖(C)等高線圖(D)林相圖 

(4) 以下何者〝非〞主題圖的主要方式 (A)點陣圖 (B)地誌圖 (C)等價圖 (D)柏拉圖 

(5) 何者非“主題圖”？ (A)地籍圖 (B)土壤 (C)道路圖 (D)林班圖 (E)地形圖 

(6)何種地圖既是等積，又是等角的地圖？(A)地球儀(B)等積圖(C)正角圖(D)地形圖 

(7)量測尺度中，何者為＂有意義的零點＂？(A)類別(B)等級(C)等距(D)等比 

(8)現今台灣地區使用何種 TM ﾟ座標系統？(A)2 ﾟ(B)3 ﾟ(C)4 ﾟ(D)6 ﾟ 

(9)以下何者〝非〞目前台灣相片基本圖之編碼方式 (A)9622 (B)9622-  (Ⅰ C) 9622-Ⅰ- 016 (D) 

9622-Ⅰ- 016-SW 

(10)現用的台灣地區座標系統為下列何者？(A)六度 TM(B)三度 TM(C)TGD80 

(11)將複雜的詳細地貌簡化，最好用什麼比例？(A)1：500(B)1：1000(C)1：1500(D)1：2000 

(12)何者是地圖表示方式？(A)點陣圖(B)地誌圖 (C)等價圖(D)以上皆是 

 

3. 簡答題 

(15) 中興大學有哪四個林場?請寫出其名稱。 

(16) 量測的四種尺度為何？其計算平均值時，分別以何值表之？請各舉二個林業例子說

明該尺度。 

(17) 任何將地球球面轉換到地圖平面上的數學方法稱為    法。 

(18) 地圖種類依表示法分類中，  圖：用線條及記號表示地圖，一般地圖均屬之。 

(19) 地圖為通俗化的，複雜的詳細地貌被簡化表示之，尤其是在_______比例尺地圖。 

(20) 量測尺度(類比、等級、等距、等比)的比較？ 

(21) 何謂地圖投影（map projection）？ 

(22) 目前世界最常用的投影法為何？ 

(23) 台灣目前所用的地圖投影為何方法？其中央經線為何？ 

(24) 地圖依內容分為那兩種？依表示法分為那兩種？ 

(25) 何謂經度（longitude）？緯度（latitude）？ 

(26) 主題圖（thematic map）的表示方法有三：(A)點陣圖（dotmap）(B)地誌圖（choropleth 

map）(C)等價圖（isopleth）以下各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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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航空照片、地圖各屬中央、垂直、正射、投影？ 

 

4. 問答題 

(1) 請分別說明”向量資料”及”網格資料”的優缺點。 

(2) 空間(space)的定義為何，試述之 

(3) 何謂主題圖；其表示方法分為哪幾種？請舉例說明 

(4) 數位地圖有兩種相映且互補的方法表示空間的資料屬性，各為何？單元為何？如何區

別？各有何優缺點？請舉例說明 

(5) 地圖投影種類可分為幾種？有什麼差別？ 

(6) 試述森林資源、經營決策系統與社會經濟的關係。 

(7) 試述自然資源的供給，需求與經營管理關係？ 

(8) 在 UTM、TM2 ﾟ、TM3 ﾟ三種橫麥卡托投影法中，何者最適合台灣使用？請說明理由。 

(9) 林相圖與林型圖有何不同? 

(10) 何謂地圖？地圖的內容有哪些？ 

(11) 試說明台灣現行的圖號區劃？ 

(12) 模式可分為那三種？地圖是屬於？數學模式是屬於？ 

(13) 何謂地球投影座標系？UTM 座標為何？經度？緯度？何謂主題圖？其表示方法有那

幾類？圖廓外的資料如：方位角（azimuth）為何？方向角（bearing）為何？其間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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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題目 

一、選擇題 

 

1. 不直接接觸到目標物，而是利用儀器取得該目標物的物理性資料，並利用這些收集資料來

做分析、萃取所需要的種種資訊的技術稱為？  （A）遙感探測（B）地理資訊系統（C）

模式系統（D）衛星定位系統 

2. 請問下列何者非包含在 3S 技術之內？﹝A﹞GIS ﹝B﹞SMS ﹝C﹞RS ﹝D﹞GPS 

3. 下列何者不是 GPS 共有的功能特性?(A)即時定位(B)24 小時全天候服務(C)不受天候影響

(D)提供時間資料 (E)收費簡便(F)無使用者數目的限制 

4. GPS 的組成下列何者為非?(A)衛星(B)監視站(C)主控站(D)載俱 

5. 差分定位的功能為何？（A）座標的轉換（B）比例尺大小轉換（C）校正測量的誤差（D）

角度換算 

 

二、填充簡答 

 

1. GPS 常以________提高資料之精確度。 

2. 完整之地理資料必須包括_____資料及______資料 

3. 當今遙感探測可分為哪兩種? 

4. 簡述何謂三 S、四 S、五 S? 

5. GIS 功能有那四項? 

6. 利用 5S 技術提供資源經營者分析及了解整個生態系的____、 ____和____ 

 

三、申論題 

1. GIS 廣義的解釋 

2. 模擬的定義?  

3. 請問 5S 資源調查分析技術包括哪些？關係為何？ 

4. 地理資料之特性? 

5. 試述 5S 技術之應用? 

6. 地景結構的元素有哪些？他們的意義為何？ 

7. 永久樣區(permanent plots)設立的目的、進行步驟、可能發生的問題與解決的對策，各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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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題目 

一、選擇題 

1. 根據實習的項目,以下物候現象的判斷標準何者不包含在內？  (A)花候(B)葉候 

(C)樹候  (D)果候 

2. 何者是單一個體基本空間變數的改變導致空間分布型態與演替的順序 (A)逢

機—規則—成群 (B)規則—成群—逢機 (C)規則—逢機—成群 

3. 下列何者為非？(A)林業之經營是屬於長期性的工作(B)時間尺度的測計，通常

是依照時間的長短來加以區分(C)我國植物物候觀測起源甚早，可追溯至西元前

二千餘年(D)氣象學方面有儀器就準確了，故不需要植物物候觀測。 

4. 工時研究的主要步驟不包含哪一項 ？  (A)選擇要研究的工作  (B)比較方法  

(C)評比  (D)寬放時間  (E)進行測時工作。 

 

二、填充簡答 

1. 物候因觀測對象的不同,可分為________與________兩方面. 

2. 時間尺度的測計大略可分為哪兩種情況? 

3. 研究時間尺度測計的原始目的為何? 

 

三、申論題 

 

1. 何謂物候學? 何謂植物物候？ 

2. 工時研究的期望？ 

3. 工時研究的主要步驟？ 

4. 地理資料整合建檔儲存分析的步驟？ 

5. 何謂工時研究(time study)？其目的為何？ 

6. 空間一實體的基本空間變化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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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題目 

一、選擇題 

(    ) 

 

 

 

 

(    ) 

 

(    ) 

 

(    ) 

 

(    ) 

 

(    ) 

 

(    ) 

 

(    ) 

5. 根據胸高直徑的測量注意事項，以下何者為非？     

(A)胸高直徑，定為立木離地 1.3 公尺處之剝皮樹幹     

(B)胸高處樹幹成畸形時，以直徑點代替胸高     

(C)不論平地或坡地之傾斜生長林木，其胸高應沿樹幹軸平行計算 

(D)過老林木根系露在地面者，胸高應自水平板根算起 

6. 立木材績表的種類中，依材種分的話，下列何者不是？    (A)原木

材積表    (B)立大材積表    (C) 層積材積表    (D) 方積材積表 

7. 立木材積表中最為普遍且應用最廣者為何?  (A)一因子材積表  (B)

二因子材積表  (C)地方材積表  (D)立大材積表 

8. 立木樹幹材積測計方法最迅速簡便的為何?  (A)望高求積法  (B)形

數求積法  (C)估算法  (D)目測法 

9. 量測 DBH 的原因何者錯誤？  (A)可推估樹高  (B)可推估材積    

(C)跟樹木培養感情    (D)方便及統一 

10. 何者非測 DBH 的工具？    (A)輪尺    (B)Haga    (C)直徑尺    

(D)小徑木直徑測定鋏 

11. 從斜坡上量測 DBH 時，胸高應從地面何處算起?(A)上坡 (B)下坡 (C)

沒有規定  

根據胸高直徑及樹高測定值求數高取線的方法，以下何者為非? (A)手

描曲線法 (B)平均法 (C)DBH 曲線法 (D)樹高曲線式法 

 

二、填充簡答 

4. 三因子材績表是由  ______、______、______三因子所構成之材積表 

5. 立木指立於林地上生長的樹木而言，包括 ______、______ 

6. 立木材積表: 

   適用於一定區域或小規模面積之調查:                    . 

   適用於伐倒木,查定利用材積:                   .  

7. 簡述形狀度及尖削度 

8. 測高器的原理有哪兩種？ 

9. 根據胸高直徑及樹高測定值 

10. 試述胸高直徑為何？ 

11. 何謂形數 

12. 樹幹形狀的定義 

13. 位於斜坡上的樹如何測 DBH？ 

14. 分叉的樹如何測 DBH？ 

15. 何謂總樹高（total tree height）、總樹長（延幹長）（tree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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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人站在樹地際地面下方，與樹同平面，樹梢上方如何計算樹高？ 

 

三、申論題 

1. 我們測量樹直徑時多以 DBH 作為樹的直徑，請問其有何優點？ 

2. 試簡述 Haga altimeter 的使用方法 

3.測量 DBH 時，若立木有分叉應如何處理？ 

4.何謂樹高曲線及其用途？求樹高曲線之方法有哪些？ 

5.全高的定義為何? 

6.立木材積因什麼材種分類？並說明有何不同。 

7. 何謂 d.b.h.、d.o.b.、BA？公認胸高為幾公尺？幾英呎(ft)？為何決定樹高、材積也要測量

胸高直徑？用何工具測？其調查要領為何？ 

8. 何謂形數(form factors)、形狀度(form)、尖削度(tapering)、樹幹曲線(stem curve)、樹幹曲線

方程式(stem curve equation)、正形數(normal form factor)、胸高形數(breast form factor)？

Girard 形狀級、台灣用形狀級為何？ 

9. 胸高直徑、樹高測定時應注意那些項目？太密的林分其樹高如何測定分析？ 

10. 請分別說明森林線、面、體、重量、時間等性態值有那些？應如何測(調查)？如何計(推算)？ 

11. 請繪主幹型（excruuent）樹說明樹冠、樹幹、枝下高、胸高及根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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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題目 

一、選擇題 

(    ) 

 

(    ) 

 

(    ) 

(    ) 

 

12. 樹幹外表面積可由下列何者來推算？(A)胸高直徑(B)形成層表面積

(C)內皮層表面積(D)外皮層表面積 

13. 樹幹縱斷面形狀可以概分為哪幾種形狀？(A)凹面體(B)圓柱體(C)拋

物線體(D)圓錐體(E)以上皆是 

14. 轆轤體又稱 (A)凹面體 (B)圓錐體 (C)圓柱體 (D)拋物線體。 

15. 完頂體係指樹幹具有完整之梢端，又稱 (A)完頂體 (B)截頂體 (C)轆

轤截面體 (D)頂完體。 

 

二、填充簡答 

17. 伐倒木之樹高可以直接量測量得之長度稱作                  . 

 

18. 有哪些物理方法可以求出木材材積? 

 

19. 木材檢尺的意義為何? 

 

20. 樹幹外表面積可由                            來推算。 

 

21. 樹幹縱斷面形狀，可以概分為                、               、               、          

四種 

 

22. 何謂幹軸(Stem axis)？ 何謂幹曲線(Stem curve)？ 

 

23. 影響木材重量的因子有哪些? 

 

24. 木材檢尺或稱為                  、                     ，        字係指長度,

檢寸之         字係指寬厚度.直徑而言. 

 

25. 樹幹縱斷面形狀可分為哪幾種?  

 

26. 影響木材重量的因子？ 

 

三、申論題 

12. 層積材積法的公式為: 實積係數=實積/層積 影響實積係數因子為何試說明之 

 

13. 木材檢尺之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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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台灣的針葉一級木與闊葉一級木有哪些? 

 

15. 何謂單株林木材積式？供何用途？  
 

16. Smalian formula？Huber's formula？Newton's formula？各應用於何截面體上？ 
 

17. 請圖示主幹型（excrement）樹幹縱剖面並說明樹幹曲線（stem curve）、各段曲線及截面體

（frustum）的名稱及其計算方法數式。（10%） 
 

18. 請用 Huber's formula、Simalian's formula、Newton's formula 分別算其樹幹表面積和材積，

並說明此三式之適用時機。 
 

19. 何謂沒入水中法(water displacement)？其目的為何？ 
 

20. 請以區分材積法、圖表法等測定以下伐倒木之材積(區分材積法請分別以區分材積式─

Newton, Huber, Smalian 式算之)。（20％） 

 
21. 請繪圖配合 Huber's formula、Simalian's formula、Newton's formula 等區分材積方法，分別

算其樹幹表面積和材積，並說明此三式之適用時機。樹高曲線式與材積式做何用？材積式

種類？常用材積式 cbHaDV  ，其 b、c 參數約為多少？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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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題目 

一、選擇題 

(    ) 

 

(    ) 

(    ) 

 

(    ) 

 

(    ) 

 

(    ) 

(    ) 

 

16. 下列何者是決定林份生長發育的因子?(A)林齡(B)林地生產力(C)密度(D)保育形式

(E)以上皆是 

17. 林地經營最重要的部份是?(A)立木時的莖(B)樹幹(C)伐倒後的原木(D)以上皆是 

18. 若以什麼切面來看一棵樹幹的結構，則可以很容易地瞭解其年輪與木質部，於樹

幹和主要枝條的生長情形（A）縱切面（B）橫切面（C）縱切面和橫切面。 

19. 生長速率與林齡所形成的曲線稱為生長曲線一般為什麼曲線（A）線行（B）倒錐

形（C）鍾形 

20. 當平均生長量最大時，即表示平均生長量(A)等於(B)小於(C)大於(D)不一定 連年

生長量 

21. 何種氣候年輪叫不明顯？（A）熱帶雨林（B）溫帶草原（C）溫帶季風。 

22. 當什麼生產量最大時即平均生產量=連年生產量？（A）定期生產量（B）平均生

產量（C）總生產量。 

 

二、填充簡答 

27. 樹木或林木經一定時間增加之量稱之為 (     ) 或 (     ) (     ) 

 

28. 試述植物的生長階段. 

 

29. 某一樹種或某些樹種組成的林分，大都由（    ）、（    ）、（    ）、

（    ）和（    ）等五個因子決定其生長與發育。 

 

30. 何謂生長？ 

 

31. 何謂真實生長序列（real growth series）？ 

 

32. 何謂抽象生長序列（abstract growth series）？ 

 

三、申論題 

22. 樹齡之查定方法: 

 

23. 什麼是保育形式? 

 

24. 簡述單株林木（以根、莖、樹幹來說明） 

 

25. 性態值生長測定計算一時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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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請以以下總生長量資料計算總平均生長量(m.a.i.)、5 年期間生長量(pi)、相對生長量

(RGR)、絕對生長量(AGR)、連年生長量(c.a.i.)為何？並請繪製總生長量、m.a.i.、c.a.i.、生

長率與年齡之關係圖，並說明影響生長之因子？ 
AGE DBH(cm) 
1 0.00 
2 0.00 
3 0.40 
4 1.80 
5 4.30 

AGE DBH(cm) 
6 6.50 
7 8.60 
8 10.40 
9 11.80 
10 13.10 

 

27. 林木生長(單株生長)─樹高生長、胸高直徑生長、斷面積、材積生長各由何組織增生？生

長型態為何？請圖示。 

 

28. 請繪出樹幹具橫斷面與蹤斷面年輪（annual ring），並標出其年輪形成的林齡數。 

 

29. 生長量之種類？請繪製各生長量與年齡之關係圖並說明其數學關係？何因子會影響生

長？ 

 

30. 何謂生長量（growth, increment）？請繪樹幹直徑生長剖面圖及其組織名稱。 

 

31. 生物曲線(Biological Curve)即總生長量曲線，請圖示說明總生長量曲線與連年生長量曲線

(Current Annual Increment, CAI)、平均生長量曲線(Mean Annual Increment, MAI)之間的關

係？X 軸、Y 軸代表意義及標示其間關鍵點位？(15%) 

 

 

32. 樹幹解析的目的為何？過程為何？結果？應注意事項？可能發生的問題與解決的對策，各

為何？ 
 
33. 何謂單株林木材積式？供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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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題目 

一、選擇題 

(    ) 

(    ) 

 

(    ) 

 

23. 物種歧異度的層次不包括何者?(1)基因(2)物種(3)生育地(4)年齡 

24. Whittaker(1977)依資源調查多樣性將多樣性分成四種尺度,其中的 ε多樣性為何多

樣性的集合?(1)點多樣性(2)r 多樣性(3)α多樣性(4)β多樣性 

25. 林分中若所構成的各株林木年齡皆相等或差異很小時，稱作(1)單純林(2)混淆林(3)

同齡林(4)異齡林 

 

二、填充簡答 

33. 何謂林分？ 

 

34. 列舉林分生長的因子 

 

35. 林份由同一樹種的林木構成時稱做______;若由兩種或兩種以上樹種構成時稱做

________ 

 

36. 在一般自然生態系中,常具有很多歧異之物種。而物種歧異現象稱為生物群落之 

________ 

 

37. 一般的林木性態值是如何依現況、功能與變遷來說明？ 

  

38. 種豐富指數與種豐多度的不同為何？   

 

39. 同齡林、異齡林之直徑分佈形狀為何？若以 Weibull 機率密度函數描述臺灣杉 10、30、

60 年生同齡林之直徑分佈，則 a、b、c 三個母數之幾何意義與大小順序會是如何？ 

 

三、申論題 

34. 經由上課老師的講解、課後的研讀，請述說你對＂林分性態值＂的了解? 

 

35. 試舉例或列式說明並比較種豐多度指數與種豐富度指數？ 

 

36. 何謂生物多樣性？分為哪四個尺度？分為哪三個層次？並請敘述解釋。 

 

37.  何謂林分結構及表示林分結構的指標有哪些? 

 

38. 林分密度如何查定？表示林分密度的方法有那些？優缺點？ 

 

39. 何謂樹冠競爭係數(crown competition factor, CCF)？何謂林分密度指數(stand 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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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SDI)？ 

2004 森林測計學第二章平時小考 
姓名          學號           

5. 選擇題（25％） 

(    ) 

 

(    ) 

(    ) 

(    ) 

 

(    ) 

(6) 下列哪一種比例尺，能將同一固定區域表示的最為詳細？(A)1:500 (B)1:2500 

(C)1:5000 (D)1:10000  

(7) 何者非“主題圖”？ (A)地籍圖  (B)土壤圖 (C)道路圖 (D)林班圖 (E)地形圖 

(8) 量測尺度中，何者為＂有意義的零點＂？(A)類別(B)等級(C)等距(D)等比 

(9) 將地球球面轉換到地圖平面上的數學方法稱為 (A)地球投影法 (B)地圖轉換法 

(C)地圖投影法 (D)地球轉換法 

(10) 現用的台灣地區座標系統為下列何者？(A)六度 TM(B)三度 TM(C)TGD80 

 

6. 簡答題（30％） 

(28) 中興大學有哪四個林場?請寫出其名稱。（10％） 

答： 

(29) 量測尺度(類比、等級、等距、等比)的比較？（20％） 

答： 

 

 

 

7. 問答題（45％） 

(14) 數位地圖有兩種相映且互補的方法表示空間的資料屬性，各為何？如何區別？各有

何優缺點？請舉例說明（20％） 

答： 

 

 

 

 

 

(15) 在 UTM、TM2 ﾟ、TM3 ﾟ三種橫麥卡托投影法中，何者最適合台灣使用？請說明理

由。（15％） 

答： 

 

 

 

 

 

(16) 試說明台灣現行的圖號區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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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2004 森林測計學第三章平時小考 
姓名          學號           

8. 選擇題（30％） 

(    ) 

 

 

(    ) 

(    ) 

 

(    ) 

(    ) 

(11) 不直接接觸到目標物，而是利用儀器取得該目標物的物理性資料，並利用這

些收集資料來做分析、萃取所需要的種種資訊的技術稱為？  （A）遙感探測（B）

地理資訊系統（C）模式系統（D）衛星定位系統 

(12) 請問下列何者非包含在 3S 技術之內？(A)GIS  (B)SMS  (C)RS  (D)GPS 

(13) 下列何者不是 GPS 共有的功能特性？(A)即時定位  (B)24 小時全天候服務  

(C)不受天候影響  (D)提供時間資料  (E)收費簡便  (F)無使用者數目的限制 

(14) GPS 的組成下列何者為非？(A)衛星  (B)監視站  (C)主控站  (D)載俱 

(15) 差分定位的功能為何？(A)座標的轉換  (B)比例尺大小轉換  (C)校正測量

的誤差  (D)角度換算 

 

9. 簡答題（20％） 

(30) 完整之地理資料必須包括___    __資料及_    _____資料。（10％） 

(31) 當今遙感探測可分為哪兩種？（10％） 

答： 

 

 

10. 問答題（50％） 

(17) GIS 廣義的解釋（20％） 

答： 

 

 

 

 

 

(18) 請問 5S 資源調查分析技術包括哪些？關係為何？（30％）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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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森林測計學第五章平時小考 
姓名          學號           

11. 選擇題（25％） 

(    ) 

 

 

 

 

(    ) 

 

(    ) 

 

(    ) 

(    ) 

(16) 根據胸高直徑的測量注意事項，以下何者為非？     

(A)胸高直徑，定為立木離地 1.3 公尺處之剝皮樹幹     

(B)胸高處樹幹成畸形時，以直徑點代替胸高     

(C)不論平地或坡地之傾斜生長林木，其胸高應沿樹幹軸平行計算 

(D)過老林木根系露在地面者，胸高應自水平板根算起 

(17) 立木材績表的種類中，依材種分的話，下列何者不是？  (A)原木材積表  

(B)立大材積表  (C)層積材積表  (D)方積材積表 

(18) 立木材積表中最為普遍且應用最廣者為何?  (A)一因子材積表  (B)二因子

材積表  (C)地方材積表  (D)立大材積表 

(19) 何者非測 DBH 的工具？  (A)輪尺  (B)Haga  (C)直徑尺  (D)小徑木直徑

測定鋏 

(20) 從斜坡上量測 DBH 時，胸高應從地面何處算起?(A)上坡 (B)下坡 (C)沒有

規定 

 

12. 簡答題（25％） 

(32) 三因子材績表是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三因子所構成之材積表（15％） 

(33) 測高器的原理有哪兩種？（10％） 

答： 

 

 

 

 

13. 問答題（50％） 

(19) 何謂 d.b.h.、d.o.b.、BA？公認胸高為幾公尺？幾英呎(ft)？為何決定樹高、材積也要

測量胸高直徑？用何工具測？其調查要領為何？（30％） 

答： 

 

 

 

 

 

 

 

(20) 何謂樹高曲線及其用途？求樹高曲線之方法有哪些？（20％）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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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森林測計學第六章平時小考 
姓名          學號           

14. 選擇題（20％） 

(    ) 

 

(    ) 

 

(    ) 

(    ) 

 

(21) 樹幹外表面積可由下列何者來推算？(A)胸高直徑(B)形成層表面積(C)內皮

層表面積(D)外皮層表面積 

(22) 樹幹縱斷面形狀可以概分為哪幾種形狀？(A)凹面體(B)圓柱體(C)拋物線體

(D)圓錐體(E)以上皆是 

(23) 轆轤體又稱 (A)凹面體 (B)圓錐體 (C)圓柱體 (D)拋物線體。 

(24) 完頂體係指樹幹具有完整之梢端，又稱 (A)完頂體 (B)截頂體 (C)轆轤截面

體 (D)頂完體。 

 

15. 簡答題（30％） 

(34) 木材檢尺的意義為何? 

答： 

 

 

(35) 影響木材重量的因子有哪些? 

答： 

 

 

16. 問答題（50％） 

(21) 請繪圖配合 Huber's formula、Simalian's formula、Newton's formula 等區分材積方法，

分別算其樹幹表面積和材積，並說明此三式之適用時機。樹高曲線式與材積式做何用？

材積式種類？常用材積式 cbHaDV  ，其 b、c 參數約為多少？為何？（30％） 

答： 

 

 

 

 

 

 

 

(22) 請以區分材積法、圖表法等測定以下伐倒木之材積(區分材積法請分別以區分材積式

─Newton, Huber, Smalian 式算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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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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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森林測計學第七章平時小考 
姓名          學號           

17. 選擇題（20％） 

(    ) 

 

(    ) 

 

(    ) 

(    ) 

 

(25) 生長速率與林齡所形成的曲線稱為生長曲線一般為什麼曲線（A）線行（B）

倒錐形（C）鍾形 

(26) 當平均生長量最大時，即表示平均生長量(A)等於(B)小於(C)大於(D)不一定 

連年生長量 

(27) 何種氣候年輪叫不明顯？（A）熱帶雨林（B）溫帶草原（C）溫帶季風。 

(28) 當什麼生產量最大時即平均生產量=連年生產量？（A）定期生產量（B）平

均生產量（C）總生產量。 

 

18. 簡答題（40％） 

(36) 某一樹種或某些樹種組成的林分，大都由（    ）、（    ）、（    ）、

（    ）和（    ）等五個因子決定其生長與發育。（20％） 

(37) 何謂真實生長序列（real growth series）、抽象生長序列（abstract growth series）（20

％） 

答： 

 

 

 

 

19. 問答題（40％） 

(23) 請以以下總生長量資料計算總平均生長量(m.a.i.)、5 年期間生長量(pi)、相對生長量

(RGR)、絕對生長量(AGR)、連年生長量(c.a.i.)為何？並請繪製總生長量、m.a.i.、c.a.i.、

生長率與年齡之關係圖，並說明影響生長之因子？ 
AGE DBH(cm) 
1 0.00 
2 0.00 
3 0.40 
4 1.80 
5 4.30 

AGE DBH(cm) 
6 6.50 
7 8.60 
8 10.40 
9 11.80 
10 13.10 

答： 

 

 

 

 

 

 

 



D:\馮豐隆 20120917\C-1、D.馮豐隆-課程教材\1.課程教材全文檔\0.壓縮檔\114106-1\測計考試夾\2004 森林測計學

考題集彙+平時測驗.doc 

 2004 年版－19 

 

2004 森林測計學第八章平時小考 
姓名          學號           

20. 選擇題（10％） 

(    ) 

(    ) 

 

(29) 物種歧異度的層次不包括何者?(A)基因(B)物種(C)生育地(D)年齡 

(30) 林分中若所構成的各株林木年齡皆相等或差異很小時，稱作(A)單純林(B)

混淆林(C)同齡林(D)異齡林 

 

21. 簡答題（25％） 

(38) 何謂林分？（10％） 

答： 

 

 

(39) 一般的林木性態值是如何依現況、功能與變遷來說明？（15％） 

答： 

 

 

22. 問答題（65％） 

(24) 何謂生物多樣性？分為哪四個尺度？分為哪三個層次？並請敘述解釋。（30％） 

答： 

 

 

 

(25) 在一林分中進行三個樣區的調查資料如下，請利用此表一資料計算表二中所需之資

訊（35％） 

表一 

樣區 株數 BA 
甲 杉木 1 株 

柳杉 4 株 
10 
10,10,20,20 

乙 杉木 3 株 
台灣杉 2 株 

10,20,20 
10,10 

丙 台灣杉 5 株 10,20,20,20,20

表二 

樹種 相相對對密密度度 相相對對頻頻度度 相相對對優優勢勢度度 重要值 林分種豐富度  

杉木     林分新新浦浦森森歧歧異異度度指指數數  

柳杉     林分夏夏農農歧歧異異度度指指數數  

台灣杉     林分均均勻勻度度指指數數  

 



2005 森林測計學期中考試 時間：2005/5/6 

於森林系階梯教室 10:10～11:50 

1. 請說明森林經營理念的演變？何謂林木經營、多目標經營與生態系

經營？（15%） 

2. 何謂森林層級？其時間尺度、空間尺度為何？描述森林層級的現

況、功能與變遷的量測屬性為何，請各舉二例？各屬於何種量測尺

度【類別(Nominal)、等級(Ordinal)、等距(Interval)、等比(Ratio)】？

各層級以何主題圖表示？（20%） 

3. 何謂 3S、4S、5S 空間技術？5S 各空間技術分別作何用途？（10%） 

4. 台灣五木為何？在量立木的樹高與胸高直徑應注意哪些因子？樹高

器用何原理製作？測直徑用何工具？（15%） 

5. 何謂物候學(Phenology)？可供何用？請以校園生物為例說明之。

（10%） 

6. 請繪製林木總生長量曲線、連年生長量曲線(cai)與平均生長量曲線

(mai)？並標出其間的關係。（15%） 

7. 請繪製樹幹縱剖面圖，並標示出其各截面體名稱、樹幹曲線及其截

面體計算方法。（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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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森林測計學期中考試 時間：2005/5/6 

於森林系階梯教室 10:10～11:50 

1. 請說明森林經營理念的演變？何謂林木經營、多目標經營與生態系經營？ 

2. 如何由供給、需求與經營保育來說明自然資源的經營？ 

3. 量測的四種尺度為何？ 

4. 何謂森林層級？其時間尺度、空間尺度為何？描述森林層級的現況、功能與變遷的量測屬

性為何，請各舉二例？各屬於何種量測尺度【類別(Nominal)、等級(Ordinal)、等距(Interval)、
等比(Ratio)】？各層級以何主題圖表示？ 

5. 請由森林層級說明族群與樣本的關係？ 

6. 何謂 3S、4S、5S 空間技術？5S 各空間技術分別作何用途？ 

7. 台灣五木為何？在量立木的樹高與胸高直徑應注意哪些因子？樹高器用何原理製作？測直

徑用何工具？ 

8. 何謂座標系統(coordinate system)？最通用的系統為何？有何特點？台灣的 2°分帶以何為中

央經線？ 

9. 圖層(maplayer)貯存方式有哪些？其特點各為何？ 

10. 空間的時間變化有哪些類型，請簡單敘述？ 

11. 何謂物候學(Phenology)？可供何用？請以校園生物為例說明之。 

12. 請繪製林木總生長量曲線、連年生長量曲線(cai)與平均生長量曲線(mai)？並標出其間的關

係。 

13. 請繪製樹幹縱剖面圖，並標示出其各截面體名稱、樹幹曲線及其截面體計算方法。 



2005 森林測計學期末考試 
時間：2005/06/23 於森林館二館梯形教室 上午 10:10～11:50 

 

1.何謂 5S 空間資訊技術？各 S 的中、英文與功能、意義？其彼此間有何關係？如何應用於森

林測計學(15%)？ 

 

2.何謂資源調查（Forest inventory）、監測（monitoring）？其間有何異同？取樣（sampling）

與推估(estimating)在此過程所扮演的角色與功用？(10%) 

 

3.影響林分生長的主要關係為何？(1)若以 V/ha=f(Sps, Age, SQ, Den, Treamt)表示，其各符號

代表意義？(2)Sps 樹種組成，若以歧異度(diversity)表示α,β,γ diversity 各表何意義？

(3)SQ 若用 SI 表示，SI 以圖示為何？(4)Den 有那些表示方法？(15%) 

 

4.何謂直徑分布法(Diameter Distribution Method, DDM)(1)使用目的？(2)若用數學模式

dxxgxfNt lj

uj

D
D ),()(  ，請問各符號代表的意義？(3)何以用韋伯(Weibull)機率密度函數

   
















 





 








 cc

b

ax

b

ax

b

c
xf exp)(

1
來描述？其 a, b, c 代表之幾何意義為何？(4)適合度測驗

(Goodness of Fit)做什麼？(15%) 

 

5.生物曲線(Biological Curve)即總生長量曲線，請圖示說明總生長量曲線（含起始點、反曲點

與漸近線）與連年生長量曲線(Current Annual Increment, CAI)、平均生長量曲線(Mean 

Annual Increment, MAI)之間的關係？X 軸、Y 軸代表意義及標示其間關鍵點位？表示生長

函數 W=f(t) 之 Richards 模式 W=A(1-Be-kt)1/(1-m)有哪三種型態(15%) 

 

6.請以推估新化林場桃花心木碳吸存（每年吸存變動量）與碳貯存（目前貯存總量）為調查

目標，規劃新化林場的取樣調查，請以流程圖及文字規劃說明之。(20%) 

 

7.本學期森林測計學的內容讓你印象最深的單元有哪些？對學森林的你有何啟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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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歷年考－ 
 

1999 森林測計學期中考試 時間：1999/4/19 

於森林館 101 教室 3:00～4:40 

1.森林測計學若包括：上冊─測樹學、中冊─資源調查學、下冊─生長收穫學，則請問： 
(1)測樹學所探討樹、林分、生態系的點、線、面、體各為如何？用何量測？如何推算？（10%） 
(2)測胸高直徑、樹高之直徑尺、測高器，其設計原理為何？測定時應注意那些項目？（10%） 

Ans：(1)點：地點、位置、座標、海拔高、坡度、坡向─像片基本圖、GPS─地圖、航空照片。 
(2)線：距離、長度、高度、寬度、半徑、直徑、周界－皮尺、光波測距、雷射測距－

地圖、數學式。 
(3)面：面積、斷面積、剖面─線資料─數學公式、求積儀、方格點法、幾何求積法。 
(4)體：材積、蓄積、挖填方─線、面資料─數學式、材積式。 
(5)直徑尺：meter-diameter，測量位置要準確，直徑尺量測時，尺要保持水平，讀取刻

度要準確。 
(6)測高器：相似三角形原理 tangent 角原理，對測高器性態要熟悉，測量操作力求正確，

量測者所站位置約與樹高之距離相等，讀取刻度要準確。 

2.資料來源有那些？需增加調查與更新的資料需測計的話，其量測（measure）的四種尺度為

何？其數值有何意義？當計算平均值時，分別以何值表之？請各舉二個林業例子說明該尺

度。（20%） 
Ans：(1)資料來源：現有資料－地圖圖面、野帳、台帳及統計表檔案、簿冊、像片、影像等

資料。 
遙測資料─衛星影像、航照、低空攝影錄影帶、像片等。 
野外調查資料─調查野帳、樣區資料。 

(2)量測四種尺度：類別（Nominal）─能分類和描述─眾數─林分圖、林相圖、土壤圖。 
等級（Ordinal）－能分類和描述且能分等級－中位數－木材等級、

立地級、土壤級。 
等距（Interval）－能分類和描述且能對差異做比較－算術平均數－

溫度、海拔高、濕度。 
等比（Ratio）－能分類和描述且能對比值做決定與比較－幾何均數、

調和均數、C.V.－材積、重量、斷面積。 

3.請圖示樹幹縱剖面並說明樹幹曲線（stem curve）、各段曲線及截面體（frustum）的名稱及

其計算方法數式。（10%） 
Ans：樹幹曲線：樹幹表面與包含幹軸的平面相交所得的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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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歷年考－ 
 

直線、圓錐體  




  AuAbAuAb

h
VAbhV 2

33
1  

拋物線、拋物截面體  AuAb
h

VAbhV 
22

1  

直線、圓柱體 AbhV   

轆轤曲線、轆轤截面體 




  AuAbAuAuAbAb

h
VAbhV 3 23 2

44
1  

h：截面體高 Au：在樹幹頂部斷面積 
Ab：在基部斷面積 Am：在樹幹中間斷面積 

4.請繪圖配合 Huber's formula、Simalian's formula、Newton's formula 等區分材積方法，分別算

其樹幹表面積和材積，並說明此三式之適用時機。樹高曲線式與材積式做何用？材積式種

類？常用材積式 cb HaDV  ，其 b、c 參數約為多少？為何？（20%） 
Ans： Huber's formula Simalian's formula Newton's formula 
 

   
 體積： 

AmhV   
體積： 

 AuAb
h

V 
2

 

體積： 

 AuAmAb
h

V  4
6

 

 表面積： 
 mt PLSAmSS   2  

表面積： 















 





2
PuPb

LS

AuAbSSt





 

表面積： 















 





2
PuPb

LS

AuAbSSt





 

 拋物截面積 拋物截面積 綜合體 
樹高曲線：表示樹高平均值（H），隨胸高直徑（DBH）變化的曲線。如 H= f(DBH)。 
材積式：林木區分累積總材積（V）與胸高直徑（D）、樹高（H）或形數（F）間建立的數

學式。 

材積式：

HaDV

bHa
DVHbDaV

HFbDaVHbDaV

HdDcHbDaVHaDV

dc

cb

2

1
2

22

22












 

V：材積  D：DBH  H＝樹高  a、b、c、d：係數 
cb HaDV    a 約為 1，b 約為 2，因為林木材積與圓柱體體積之相關性。 

5.何謂地球投影座標系？UTM座標為何？經度？緯度？何謂主題圖？其表示方法有那幾類？

圖廓外的資料如：方位角（azimuth）為何？方向角（bearing）為何？其間的關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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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歷年考－ 
 

Ans：地球投影座標系：地球是近似球體，地圖是平面，將地球球面座標轉換到地圖平面的座

標系統。 
UTM 座標：是橫麥卡脫投影的一種，自 180 度經線起向東分成每 6 度帶的經線帶，以

其真中的經線為中央經線（中央子午線，座標計算乃距中央子午線東西各

3 度）。 
經度：由基準子午線以角度測定之弧距離。 
緯度：由赤道以角度測定之弧距離。 
主題圖：用以表示特定主題的地圖，如林相圖、地籍圖等。 
主題圖表示方法：點陣圖、地誌圖、等價圖。 
方位角：自北為起點，順時針方向測 0～360 角之水平角。 

方向角：以北或南為起點，分四個象限。 

6.森林測計學應用統計的目的？何謂描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推論統計（inductive 
statistics）？其範圍內容分別為何？試舉例說明之。（7%） 

Ans：森林測計學應用統計的目的：統計是將較混淆不清的予以整理成規律法則。森林測計所

面對的林木、林地相當龐雜，所以往往以取樣方式，由探討、面對的族群中取出部分有

代表性的樣本，以樣本整理（統計）出分布來推估族群全體。 
(1)描述統計：資料整理、歸納平均值、分散度分布。蒐集樣本資料加以整理、計算可描

述族群的數值－平均值、百分率、分散度、變異數、標準差、變異係數－如樣區資料整

理。 
(2)推論統計：資料分析成一般法則，如變異分析、迴歸模式建立。根據樣本資料，估算

全部之族群或檢定假說，將帶有不確定事物導出結論： 

－推算問題、點、區間推算，σ2 知用 Z 分布




x

Z ，σ2 不知，用 t 分布，

n
S
x

t


 。 

7.何以統計學源於理論機率分布？何謂常態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其二個重要參數（母

數 parameters）為何？各分別以何統計值表之？（5%） 
Ans：(1)不確定性與機率有關，實際次數分布之數學模式為一機率分布（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可依之斷實際發生之機率。 
(2)常態分布：現代統計理論的基礎，用以解釋測定機差的差異情況→機差法則，由二

項分布式導出，  np
2
1  

2

2

2
)(

2
1)( 








x

exp   μ：族群均數  σ：族群標準差 

以圖表示如下： 
 

8.何謂 4S：RS、GIS、GPS、PSP？其間的關係為何？（8%） 

E  90∘

S  180∘ 

N  0∘ 

W  270∘ 

E  90∘

S  0∘

N  0∘

W  90∘

機率

p(x) 

X
σ

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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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歷年考－ 
 

Ans：RS（Remote Sensing）：遙感探測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理資訊系統 
GPS（Global Position System）：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PSP（Permanent Sampling Plot）：永久樣區棷樣 
整合 4S 應用於森林生態系經營之用 
RS：收集各種尺度的地覆、土地利用狀況的資料組成，分載台與感應器。載台如高空：

衛星影像；中空（飛機）：航測資料；低空（無人載台、高塔）。 
GIS：將 RS、GPS、PSP 收集的空間與屬性資料建檔、儲存、分析、應用、展示。 
GPS：建立 RS、PSP 收集的資料座標化，恢復以往圖籍資料的絕對座標位置，以方便

空間資料之整合。 
PSP：資源調查與長期監測、收集性態值變化用。 

亦即利用 RS 調查收集需要更新、增加調查的資料，以 GPS 定位獲得調查地點的座

標位置，以方便將該資料整合至 GIS 中，以方便資料的整合、處理、分析與展示。而此

過程中，PSP 為監測的核心工作，連續的調查經取樣設計的永久樣區，可透過 GPS 的

空間位置資料，配合 RS 的調查更新，以獲得長期間的森林／土地利用變遷的資料，並

整合於 GIS 中，以為分析、展示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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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歷年考－ 
 

1999 森林測計學期末考試 時間：1999/6/21 

於森林館 101 教室 下午 2:00～3:40 

 

1.何謂 4S？分別代表何意義？其間有何關係？(15%) 

 

2.何謂資源調查（Forest inventory）、監測（monitoring）？其間有何異同？取樣（sampling）

在此過程所扮演的角色功用？(10%) 

 

3.n 年與 n+1 年進行連續資源調查其間的關係式為 MCIGVV ntn  ，請問各符號代表

的意義？若用 Vn、Vn+t 用 DDM 表示，以 Weibull pdf 描述其林分結構(如胸高直徑分佈)，則

其天然林林分與人工林林分之分布有何不同？請圖示說明之？(15%) 

 

4.影響林分生長的主要關係為何？(1)若以 V/ha=f(Sps, Age, SQ, Den, Treamt)表示，其各符號代

表意義？(2)Sps 樹種組成，若以歧異度(diversity)表示α,β,γ diversity 各表何意義？(3)SQ

若用 SI 表示，SI 以圖示為何？(4)Den 有那些表示方法？(15%) 

 

5.何謂直徑分布法 (Diameter Distribution Method, DDM)(1)使用目的？ (2)若用數學模式

dxxgxfNt lj

uj

D
D ),()(  ，請問各符號代表的意義？(3)何以用韋伯(Weibull)機率密度函數(模

式)    
















 





 








 cc

b

ax

b

ax

b

c
xf exp)(

1
來描述？其 a, b, c 代表之幾何意義為何？(4)適合度測

驗(Goodness of Fit)做什麼？(5)機率密度函數(probablity density function, pdf)與累積分布函

數(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cdf)的關係圖？(15%) 

 

6.樹幹解析(Stem Analysis)的(1)目的(2)方法、步驟(3)注意事項(4)最後完成何統計表、統計圖(5)

樹幹解析圖？(15%) 

 

7.生物曲線(Biological Curve)即總生長量曲線，請圖示說明總生長量曲線與連年生長量曲線

(Current Annual Increment, CAI)、平均生長量曲線(Mean Annual Increment, MAI)之間的關

係？X 軸、Y 軸代表意義及標示其間關鍵點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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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歷年考－ 
 

 

           2000 森林測計學期中考試 時間：2000/4/24 

於森林館 101 教室 1:30～3:30 

1.測樹學所探討樹、林分、森林生態系、林型/地景的點、線、面、體各為如何？用何儀器量

測？如何推算？（10%） 

2.測胸高直徑、樹高之直徑尺、測高器，其設計原理為何？測定時應注意那些項目？（10%） 

3.資料來源有那些？需增加調查與更新的資料需測計的話，其量測（measure）的四種尺度為

何？其數值有何意義？當計算平均值時，分別以何值表之？請各舉二個林業例子說明該尺

度。（10%） 

4.何謂 4S：RS、GIS、GPS、PSP？森林測計學引用這些科技有何目的、用途？4S 間的關係

為何？（10%） 

5.何謂地球投影座標系？UTM座標為何？經度？緯度？何謂主題圖？其表示方法有那幾類？

圖廓外的資料如：方位角（azimuth）為何？方向角（bearing）為何？其間的關係？DEM 又

為何？（10%） 

6.請圖示樹幹縱剖面並說明樹幹曲線（stem curve）、幹軸、各段曲線及截面體（frustum）的

名稱及其計算方法數式。（10%） 

7.請繪圖配合 Huber's formula、Simalian's formula、Newton's formula 等區分材積方法，分別算

其樹幹表面積和材積，並說明此三式之適用時機。樹高曲線式與材積式做何用？材積式種

類？常用材積式 cb HaDV  ，其 b、c 參數約為多少？為何？（10%） 

8.森林測計學應用統計的目的？何謂描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推論統計（inductive 
statistics）？其範圍內容分別為何？試舉例說明之。（10%） 

9.葉面積對林木的生長、樹冠郁閉度對林分發展、孔隙對森林演替皆有相當大的影響，所以

吾人需要葉面積的資料。請考慮針葉樹、闊葉樹立木的葉面積如何推算？舉出可能的方法、

步驟，需要調查那些項目？使用這些方法時，樹與林分的條件應如何？其前題假設又為何？

（10%） 

10.試舉出針一、針二、闊一、闊二級木種類的俗名與學名以及哺乳類、鳥類、兩棲類、爬蟲

類、魚類、昆蟲等各三種保育類動物之俗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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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森林調查測計學期末考試   時間：2000/6/19 

於森林館 101 教室 2:00～4:00 

1.請以以下樹高總生長量資料計算連年生長量(c.a.i.)、總平均生長量(m.a.i.)、5 年期間生長量

(pi)、相對生長量(RGR)、絕對生長量(AGR)為何？並請繪製理論總生長量(TG)、m.a.i.、c.a.i.、
生長率與年齡之關係圖。m.a.i.、c.a.i.與 TG 間的數學函數關係及其曲線之間的幾何關係？

並說明之。（20%） 
柳杉栽植密度 3.1m*3.1m 之林分高生長 

Age H c.a.i. m.a.i. pi(5) RGR AGR 
1 1.03   
2 2.07   
3 2.97   
4 4.23   
5 5.47   
6 6.37   
7 7.77   
8 8.77   
9 9.63   
10 10.53   
11 11.23   
12 12.17   
13 13.13   
14 14.10   
15 15.10   
16 15.77   
17 16.30   
18 16.87   
19 17.30   
20 17.70   
21 18.30   

2.永久樣區(permanent plots)設立與樹幹解析(stem analysis)的目的各為何？進行步驟為何？有

何異同？（20%） 

3.查定立地品位(site quality)的方法？請說明如何利用樹高(平均、優勢木、次優勢木平均)如何

建立地位指數曲線(site index curve)？請以圖表示說明之。如何以地位曲線查定立地品位？

（20%） 

4.何謂林分結構(Stand structure)？用 Weibull pdf 描述直徑分布之林分結構有何意義？適合度

測驗的目的為何？請以 Kolmonov-Simirov 測驗值(Dn、D0.05、D0.01)說明之。同齡林、異齡林、

人工林、天然林之直徑分布會是什麼形狀，其 Weibull pdf 的 a、b、c 參數值會有何差別？

隨林齡增加，參數會有何變化？直徑分布法(DDM)：  dxgxfNtha  )(),( ，各符號代

表何意義？使用此方法有何目的？（20%） 

5.資源調查(inventory)與監測(monitoring)有何異同？其目的？流程各為何？請詳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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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森林測計學期中考試 時間：2001/4/24 
於森林館 101 教室                   1:30～3:30 

一、林木、林分、森林生態系與林型（土地利用型）地景的地理資訊圖籍與屬性資料為何？

各屬於何種量測尺度（measurement scale）？其資料來源如何？如何由林木層級的資料處

理析成林分層級的資料？ 
二、何謂連年生長量（Current annual increment, cai）、生長率（rate of growth）、稱絕對生長率

（Absolute growth rate, AGR）、平均生長量（Mean annual increment, mai）、總生長量（Total 
growth, TG）？請繪出 cai、mai、TG 之曲線，指出其間的關係及其函數式？而生長

（growth）、收穫（yield）各指何曲線？其兩者間的關係為何？ 
三、請說明生長關係函數(（allometric relationship function）、Von Bertalanffy 模式？請以數式

表示，並說明其生物意義及 Richards 生長函數： mktBAWtfW  1
1

)exp1(),(  

，式中的 A、B、k、m 為參數(母數)，請以圖示 A 值、m 值變化時，曲線如何變化？ 
四、何謂直徑分布法（Diameter distribution method）？其數式、目的、步驟為何？若以 Weibull 

pdf：       cc baxbax
b

c
xf 






  exp),( 1 式中的 0,  bax ，參數θ為 a、b、

c，請問 a、b、c 的幾何意義？天然林、人工林分別會是什麼形狀的直徑分佈，用 Weibull 
pdf 描述時，其參數會有何不同？ 

 

testx
testSK

fitofgoodness
xf

2

),(




 

 
 





 dxfxgNt
ha

Vi
pastNo

FHDfVViNiSUMpast

),()(
),,(:(:
 

=DD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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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Df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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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說明何謂 4S（GIS、GPS、RS 與 PSP）？4S 科技如何應用於生態系經營所需的生物生

態資料、資訊庫？ 
六、單株樹高曲線（Tree height curve）與單株材積式（Volume equation）函數式為何？如何

應用？如何建構這些模式？資料的來源？ 
七、請以樹幹緃斷面，圖示說明樹幹曲線及樹幹截面體和 Huber、Smalia、Newton 等計算方

式。 
八、何謂投影座標系？UTM？2∘TM 座標？ 
九、請寫出針一級木、闊一級木、針二級木、闊二級木其中文名及學名。 

N 

DBH 

Freq

DBH

f(x,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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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樹木的點位置、線長度（DBH, H）、斷面積（BA）、體積（V）、重量（W）如何量測、

推估計算？量測 DBH、H 時，用何儀器？應注意何要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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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森林調查測計學期末考試 時間：2001/6/20 
於森林館 101、102 教室 下午 6:30～8:10 

 
一、何謂森林資源調查(Forest inventory)與森林資源監測(Forest monitoring)？有

何異同？取樣(sampling)、推估(estimation)在資源調查與監測上如何應用？

（15 %） 

二、何謂分層取樣(stratification sampling)、逢機取樣(random sampling)、選擇取

樣(selective sampling)？PPP？PPS？樣點法(point sampling)、樣線法(line 
sampling)？（15 %） 

三、請以圖示說明密度對平均胸徑及總生長量的影響，其內容包括：(1)疏伐三

次的林分與未疏伐林分之淨收獲量(總生長)曲線及其關係；(2)不同栽植密度

(栽植距離：寬、窄分)，其材積(V)總生長曲線、連年生長量曲線；(3)平均

DBH 總生長量曲線之圖。（15 %） 

四、何謂模式 (model)？符號模式 (symbolic model)？數學模式 (mathematical 
model)？舉例說明之。以及證實(verification)與驗證(validation)如何用於數學

模式上？目的？。（10 %） 

五、何謂實證模式與機制模式？馬克夫模式(Markov model)與孔隙模式(gap 
model)？（10 %） 

六、資源調查的組成分： CMIGVV tt 1 ，請分別說明其各字代表意

義、內容及推估計算的方法。（15 %） 

七、樹幹解析的目的、過程、成果、方法、步驟？解決什麼問題？遇到的問題？

（10 %） 

八、林分生長收穫受五個因子影響： ),,,,( TreatmentAgeSQDenspsfha
dt

dV
 ，

請繪出此五因子分別與生長量 ha
dt

dV
的關係圖，並說明之。（10 %） 



D:\馮豐隆 20120917\C-1、D.馮豐隆-課程教材\1.課程教材全文檔\0.壓縮檔\114106-1\測計考試夾\歷年期中期末

考.doc2005/2/22 製 2012/12/26 印 

 11歷年考－ 
 

2002 森林測計學期中考試 時間：2002/4/19 

於森林館 101 教室 8:30～9:00 

1.請說明測樹學所探討內涵：森林不同層級-樹、林分、生態系、地景在點、線、面、體、時

間之調查項目各為如何？如何以圖層空間資料及屬性表資料表示森林不同層級的內涵？

（20%） 

2.何謂 3S、4S、5S 資源調查分析技術？各種資源技術在科學探討的功能為何？（12%） 

3.何以要測胸高直徑？測胸高直徑、樹高之直徑尺、測高器，其設計原理為何？測定時應注

意那些項目？有何辦法可以取代此繁雜之全林測量？（10%） 

4.請圖示樹幹縱剖面並說明樹幹曲線（stem curve）、各段曲線及截面體（frustum）的名稱、

胸高形數？正形數？及其計算方法數式。（10%） 

5.樹高曲線式與材積式？分別做何用？屬於何種模式(model)？其獨立變數、依變數(dependant 
variable)為何？統計圖如何？如何製作？（10%） 

6.解釋名詞與其間之比較（28%，每題 3 分） 
(1)推估(Estimating)與取樣(Sampling)及樣本(sample)與族群(population)的關係？ 
(2)地圖投影(project system)？坐標系統(Coordinate system)-UTM？2 度分帶(2TM)？ 
(3)何謂奈米(nanometer)？八吋晶圓、十二吋晶圓是幾公分？ 
(4)相片基本圖可以提供哪些信息(資訊)？ 
(5)屬性表(tabular attribute)與圖層(map-layer)資訊？地理資訊系統如何將之整合？ 
(6)時間尺度？空間尺度？如何將之整合於地理資料庫(geo-referenced DBMS)中？ 
(7)網格式(raster)資料？向量式(vector)資料？並比較。 

7.請翻譯以下文章（10%） 
This text is intended for introductory courses in forest measurements. Emphasis is on the 

measurement of timber, with detailed coverage on measuring products cut from tree boles 
measuring attributes of standing trees, inventorying volumes of forest stands, and predicting growth 
of individual trees and stands of trees.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statistical methods, sampling 
designs, land measurements, and use of aerial photographs is also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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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學年度森林測計學期末考試 時間：2002/6/21 
地點：森林系 101, 102 教室 

1.林分的生長、蓄積受那些因子影響？這些因子對林分生長的意義為何？請以曲線表示林分

生長量(W/ha)與因子間的關係，並加以文字說明。（15%） 

2.何謂立地品位(site quality)？直接評估方法、間接評估方法有那些？地位指數(site index, SI)
屬何類？請以引導曲線方法(The guide curve methods)，以同型曲線(anamorphic curve)－
Richards 生長模式，說明地位指數曲線圖的製作與完成圖。（15%） 

3.何謂多樣性？歧異度？α、β、γ歧異度？若以森林植群為對象加以探討時，α、β、γ

歧異度各指什內涵？假設有二塊樟楠群叢，A 群叢有 4 個不同科，每一科含 3 種，總個體

數為 12 種；B 群叢亦有 4 個不同科，其中一科含 9 種，其餘 3 科各含 1 種。請問 A、B 群

叢的豐多度(richness)、豐富度(abundance)為何？（15%） 

4.總生長量曲線(W=f(t))、連年生長量曲線(dW/dt=f(t))與平均生長量(W/t=f(t))（式中的 W：總

生長量；t 為林齡；f(t)：時間的函數），請問此三曲線個別的形狀及特點為何？三個曲線間

的關係又為何？請以圖形、數式推導與文字，加以說明之。（15%） 

5.直徑分布法(Diameter Distribution Method, DDM)數式？功效？執行的步驟為何？使用時應

注意什麼？過去描述直徑分布(x)的機率密度函數(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pdf)常用

Weibull 函數： 



 



  c1c )

b
ax(exp)

b
ax)(

b
c()x(f ，請問其理安在？此函數有何優點？（15%） 

6.孔隙模式(gap model)如何為何？其將物種依何原則分成不同角色？角色 1、角色 2、角色 3、
角色 4 分別代表什麼生態意義？其環境因子依何項目考慮較妥？（15%） 

7.由森林測計學這門課，學到什麼內容？與當初期望有何差別？對自己的學習有何檢討？對

老師課程教授有何建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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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森林測計學期中考試 時間：2003/4/18 
 姓名： 
 學號： 

(每題 10 分，以 110 分計) 
1.請繪製供給、需求下之自然資源管理決策系統。 

2.5S 代表什麼資源技術？技術的目的為何？5S 間的關係為何？ 

3.測量尺度(measurement scale)有那四種？請舉例說明之。 

4.台灣五木為何？請以中文、學名表示。適合他們生存的生育地條件為何？ 

5.目前台灣地圖依何投影座標？以那一條經線為中央子午線？標高是依何基準？as 代表意義

為何？平面控制三角點(基點)為何？ 

6.何謂網格式(raster)？向量式(vector)？有何差別？影像資料、土地利用型圖、林型圖、林班

圖、溫度分布圖分屬何數位資料？ 

7.如何量樹高？測高器依那兩種數學原理？應注意何？ 

8.何謂樹高曲線(D-H relationship curve)？請繪圖表之。如何測驗？如何用？ 

9.請繪製樹幹縱斷面及其各段截面體(frustum)算式？ 

10.何謂胸高形數(breast height form factor)？正形數(normal form factor)？請比較其值大小？ 

11.上課迄今，對森林測計學上課方式、內容的評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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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森林測計學期末考試 時間：2003/6/20 
 姓名： 
 學號： 

1.生物曲線(Biological Curve)即總生長量曲線，(1)請圖示說明總生長量曲線(TG)與連年生長量

曲線(Current Annual Increment, CAI)、平均生長量曲線(Mean Annual Increment, MAI)之間的

幾何圖形關係？(2)X 軸、Y 軸代表意義及標示其間關鍵點位？另外，(3)MAI, CAI 與 TG 間

的數學函數關係為何？(4)一般生長(growth)、收穫(yield)分別指何生長量？(5)其間的關係又

為何？(15%) 

2.何謂直徑分布法 (Diameter Distribution Method, DDM)(1)使用目的？ (2)若用數學模式

dxxgxfNt lj

uj

D
D ),()(  ，請問各符號代表的意義？(3)何以用韋伯(Weibull)機率密度函數(模

式)    
















 





 








 cc

b

ax

b

ax

b

c
xf exp)(

1
來描述？其 a, b, c 代表之幾何意義為何？(4)適合度測

驗(Goodness of Fit)做什麼？(5)機率密度函數(probablity density function, pdf)與累積分布函

數(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cdf)的關係圖？(15%) 

3.有關林分生長問題：(1)影響林分生長的主要因素為何？(2)若以 V/ha=f(Sps, Age, SQ, Den, 

Treamt)表示，其各符號代表意義？(3)Sps 樹種組成，若以歧異度(diversity)表示α,β,γ 

diversity 各表何意義？(4)SQ 若用 SI 表示，SI 以圖示為何？(5)Den 有那些表示方法？(15%) 

4.請以圖示說明密度對單株林木及林分的影響，其內容包括：(1)疏伐三次的林分與未疏伐林

分之淨收獲量(總生長)曲線及其關係；(2)不同栽植密度(栽植距離：寬、窄分)，其林分材積

(V)總生長曲線、連年生長量曲線；(3)疏密林分之單株平均 DBH 總生長量曲線之圖。(15%) 

5.(1)查定立地品位(site quality)的方法有那些？(2)請說明利用樹高(平均、優勢木、次優勢木平

均)如何建立地位指數曲線(site index curve)？(3)以圖表示說明之。又如何以地位曲線查定立

地品位？(15%) 

6.t 年間兩次連續資源調查的組成分： CMIGVV ntn  ，請分別說明其各符號代表意

義、內容及推估計算的方法。(15%) 

7.請自評對此課程所下的工夫與收穫，並自認為值得獲幾分？為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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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森林測計學期中考試       時間：2004/04/23

上午 10：10~11：30 
 

1. 森林測計對森林資源經營有何重要性？其內容為何？你所知道林務局、國家

公園之工作人員，參與調查測計工作為何？有哪些資料可供做什麼經營決

策？（15﹪） 

2. 請問 5S 資源調查分析技術包括哪些，請將其中、英文及其各技術的功能列

出？5S 間關係為何？（15﹪）  

3. 何謂物候學? 何謂植物物候？這學期來實際觀察校園植物物候之現象有什麼

發現？這些資訊你認為可做什麼校園景觀經營規劃決策之用？（15﹪） 

4. 請繪圖配合 Huber's formula、Simalian's formula、Newton's formula 等區分材

積方法，分別算其樹幹表面積和材積，並說明此三式之適用時機。樹高曲線

式與材積式做何用？材積式種類？常用材積式 cb HaDV  ，其 b、c 參數約為多

少？為何？（15﹪） 

5. 生物曲線(Biological curve)即總生長量曲線，請圖示說明總生長量曲線與連年

生長量曲線(Current annual increment, cai)、平均生長量曲線(Mean annual 

increment, mai)之間的關係？X 軸、Y 軸代表意義及標示其間關鍵點位？並以

自己的身高依年齡變化說明此生長曲線與關鍵點位置。（20﹪） 

6. 生長錐鑽取木蕊與樹幹解析的目的各為何？其過程分別為何？結果包括哪

些？應注意事項？（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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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森林測計學期末考試      時間： 2004/06/11 

                                                             上午 10：10~11：50 
 

 

一、 樹幹解析（stem analysis）與生長錐（increment boring）木蕊年輪分析所  獲

得的資料有那些？彼此有何差別？有何相似處？如何提供森林經營與環境

監測之用？（15﹪） 

二、 靜態與動態的林分性態值有哪些？如何量化？（15﹪） 

三、 林分蓄積、林分結構如何調查分析？直徑分布法（Diameter Distribution 

Method，DDM）的目的，數學式與過程為何？要注意哪些事項？（20﹪） 

四、 森林資源調查（Forest inventory）與監測（Monitoring system）的異同？使

用時機？若將惠蓀林場交給你來經營規劃的話，你會如何利用森林資源調

查與監測的資料來經營？（20﹪） 

五、 取樣調查方法有哪些？若要調查新化林場的森林資源，您認為用何種取樣

方法較適合？如何分配樣區進行調查較妥？（15﹪） 

六、 森林生態系若要能永續經營，則應在單株、林分、森林層級如何來進行其

資料收集、貯存、處理分析？（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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