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m-new.doc> 

森林(生態系)資源經營新觀念與新技術 
 
一、前言 

新觀念與新技術帶動了改變林業的經營新觀念─保續(永續)經營由過去的林木經營─多目標經營─

生態系經營─生態系經營所需資訊新技術─ 

(1)調查資料收集─ 

a.整合過去己有資料檢討已有資料 

b.由不同層次地面─低空─高空─太空載台與感應器資料的整合 

c.資源調查與監測的整合─永久樣區設立 

(2)調查設計 

a.永久樣區─時間 

b.全面樣區─空間 

c.系統建立後檢討適應之 

(3)資料貯存應用 

a.分散式資料庫建立，電腦檔規劃設立 

b.整合圖、文、表、聲、影等多媒體 

c.主從設計(clieant and sesver) 

d.網路─分散式處理 

(4)生態系統需資訊 

對自然需求─生產力(productivity)、雜異度(biodversity)、層級式資訊提出 

(5)問題解決、方案擬定 

1.專業化思考 

a.新遊樂區開設東勢林管處 

b.公營企業 

c.承載 

2.定性化、量化資訊整合 

a.應用、擬出量化、 

 
二、多目標經營 

追求最大經濟利益，滿足社會大眾需求。除非我們不生產木材，只要我們有生產木材的需求，則

愈強調其他用途愈應提土地生產力，重視高收穫量林業(hgk yield foresting)所以林因以四標為主的計劃

作為，亦即由市場需求─露營機會、木材需求、狩獵機會等為經營目標，分配至各單位，由下而上，

編訂年度工作計畫與預算申請，將人力物力財力預算予以列入，謂之規劃、計畫和預算，此即稱之為

規劃、計劃和預算系統(planning programming and budgeting system, PPBS)為過去美國聯邦林務署營林計

劃之標準計劃作業程序。 

 
三、所謂“生態系徑營“由觀念可分為二方面來談 



(一)由公眾共同參與生態系經營的決策過程，係對行動方案加以詮釋，以營造一個反覆修正氣氛的決

策。 

(二)經營猶如實驗一樣，係由科學家參與規劃，監測發展與測驗所進行的各種革新的實務與經營實務組

合。並由目前對物理、生物環境的知識來進行自然資源的經營管理。 

 
四、技術方面 

(一)收集資料 

(二)以已存在的軟體工具和生態系經營決策支援工具來發展以個人電腦 PC 為基礎的資料淵管理系統。 

(三)生態系經營決策支援(Ecosystem Mangement Deasin Swpport EMDS)的問題分析，資料處理需包括應

用分散式處理系統、設計層級狀決策友援系統。 

(四)建立於微軟視窗(Microsoft Windows)環境下，快速進行 FMDS 的雛型發展，可展示決策系統的基本

功能與能力，決策過程滿足 FEMAT 報告的分析，這個雛型將基於知識(Know ledge - dase system)的

觀念性測驗。系統的執行，不僅判別所需的分析形態，而且需提供這個分析的執行設施。整合所需

結果。 

 
五、描述COMPATS，系統幫忙計劃方案的發展與分析，其計算林木、野生動物棲息指標，沈澱物收穫

成本，資源庫提供庫提供監測。COMPATS：為資料 Data General 其使用 Oracle datable 的林分狀況

的連續資源調查為原始資料來源，而生長收穫模式為基於 Data Belchers SRGYS 南方地區生長收穫

系統，因為應用 CISCD SRGYS 使得 COMPATS 僅能應用於 Region 8 而以。 

 



                  森林經營管理方案 
       
                            馮豐隆 
            八四學年度臺灣省高職森林科教師研習1996,1,30 
 
一、森林經營管理的基本觀念(Basic Concepts of Forest Management) 
   1.森林經營管理的理念與體系(Concepts and System of Forest Management) 
   2.森林經營原則與目標之演變(Evolution of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of FM) 
   3.森林資源經營問題分析(Problem Analysis of FM) 
 
二、資料收集與調查(Data Collection and Survey) 
   1.森林資源經營資料之收集(Existing Data Collection) 
   2.調查資料來源(Source of survey) 
   3.取樣調查設計(Sampling Survey ) 
   4.調查表設計 (Survey Design) 
 
三、資料建檔、處理、資料庫(Data Building, Processing，Data Base ) 
   1.資料建檔、處理、量化(Data Building, Processing，Quantify) 
   2.屬性資料庫(Data Base) 
   3.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4.資料庫管理系統(Database Management) 
 
四、分析、模式庫 (Analysis and Model Base) 
   1.統計分析系統(Statistical Analysis) 
   2.人工智慧專家系統(Artifical Intelligent - Expert System) 
   3.模擬系統(Simulation) 
 
五、資訊庫(Information Base) 
   1.導出變數(Derived variable) 
   2.資訊項目(Information Base Management) 
   3.以臺灣地區林木經營計劃有關資訊 
 
六、方案擬定與評估(Alternative Evaluation) 
   1.經營管理方案擬訂與限制(Management Alternative and Constriant) 
   2.環境影響評估(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3.經濟評估(Economic Evaluation) 
   4.數學規劃、系統評估、決策分析、模擬方法、計量方法(Operation Research) 
 
七、方案選擇計畫(Alternative Selection) 
   1.臺灣地區森林經營計劃體系(System of Forest Resource Mangement Plan) 
   2.林區森林經營計劃(Forest Management Plan in Forest District) 
     惠蓀森林經營計畫(Hwie Sum Forest Mangent Plan) 
   3.美國國有林森林經營計畫 
   4.森林資源經營計畫(法規、人事、行銷、財務、研究發展)(FM Planning), 



     舉辦公聽會(Public Hearing)  (FM Planning) 
 
八、執行(Execution) 
   1.執行(Execution) 
   2.經營績效評估(Management Effectency Assessment) 
 
九、適應經營(Adaptive Management) 
   1.適應經營觀念(Concept of Adaptive managemenet) 
   2.適應經營實務(Practice of Adaptiv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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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森林經營管理的理念與體系 
(Concepts and System of Forest Management) 

建立臺灣森林資源經營體系之我見 

馮豐隆 
 

一、前言 

二、森林資源經營之知識 

三、森林經營原則、經營目標 

四、森林資源經營之理念 

    a.世界經營理念演變 

(a)法正林 

      (b)多目標經營 

      (c)多項資源經營 

五、臺灣林業經營歷史 

    a.台灣經營演變 

(a)林業生產    (e)環境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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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國土保安    (f)國民健康 

      (c)森林遊樂    (g)自然教育 

      (d)生態保育    (h)陶冶性情 

六、臺灣森林資源經營體系 

七、引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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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相信大家都同意確實存在一種稱之為"森林"之實體，但每個人對"森林"的
感受一定都有所不同，就算是同一群體的人，也是如此，森林學家所感受的一
定與生物學家不同，藝術家和旅行家所感受到的又是兩樣，因此如何組織我們
的實體觀念，使大家有所共識，研究便成為很重要的部份。先前(1985)曾提出
森林有四種基本的本體論觀點，認為森林為財貨 (commodity)，自然體
(natural)，具有系統性(systemic)與關聯性(relational)，前兩項具有事件偏倚(thing 

bias)，而後二者則有交感偏倚(interaction bias)。在傳統上，財貨的觀點係僅指
由森林所生產的一些可供販售的東西。自然體依其傳統說法，即為植物或生
態。而關聯性的觀念認為森林是由本體與其附屬的東西交感所形成。今天我將
由財貨觀點朝向系統性的觀念來加以詳析。 

林業與森林經營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別，所以由一般共同性來陳
述是相當危險的，然而我敢說財貨本體論都一直支配著森林經營。在北美洲，
當森林被視為木材，使用木材被視為理所當然，且使用時期亦為永無止境，當
一個國家的森林被完全開墾後，林業開發將會拓展到另一個國家。在八十年代
末期，開採者所欲開採的原始林沒有了， 近(九十年代)，森林經營的觀念已
經由財貨的供應轉變成地球維生系統的提供(Odum，1977)。林木被視為只是自
然資源多目標體的一環而已。森林所提供的除了樹幹以外，還包括枝條、葉
子、果實與根(Peters and others，1989)和整棵樹木，甚至整個森林生態系、森林
環境。 

森林之所以成為資源係由於其可提供功能滿足人類需求，森林可提供以五
個字母為代表的五種功能─ F為魚類與野生動物的棲息地(Fish and wildlife)；O

為戶外遊憩的場所(Outdoor recreation)；R為放牧的場所(Ranger)；E為提供良好
的生活環境品質(Envirement Amenity)；S為水土資源涵養保持(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T為林木及其製品的提供等(Timber)；然而資源有限，而各種人
類的需求無窮，要同時滿足各種需求相當困難，所以用系統分析─ 作業研究
(syste manalysis─ operation research)的技術來探討如何經營各種森林的功能組
合， 適化問題， 適化成為自然資源經營很重要的標的。森林生長期長，林
業所面臨的問題多且龐雜，所以透過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將以往專家的觀
念、處理問題的邏輯、技術過程，予有系統的加以整理，成為各種林業專家電
腦系統，以方便大家使用亦成為重要趨勢。但整理知識、技巧，考量 適化以
符合大眾意見、需求的決策時，森林所在的地理位置、物理環境、林分樹種組
成、林分結構、生長、演替的資訊和各種經營措施方案對森林環境所造成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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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與衝擊的資訊，必定要能掌握才可。所以這種描述現況，說明現況的環境評
估；與模擬各種措施方案執行時森林環境所可能發生的影響反應的環境影響評
估，成為森林經營不可或缺的步驟。 

在過去與現在對某些程度而言，森林經營者注意力集中在"自然系統"的問
題上。森林中不同的生態階是什麼？而在不同的生態階中我們期待得到什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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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產層次？更進一步來說，我們所強調的是經營活動對森林環境的影響正在
改變，"在砂土壤土上進行全林分收穫，將會影響將來的立木生產力嗎？"，"在
溼地土壤上持續使用重型機械設備，將會影響土地結構與未來生產力嗎？"，這
些都是深入的問題，因為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瞭解整個系統，而不僅僅是立木
而已。(在美國個國有林中，每一森林計劃皆列出所須研究的問題)，由森林提
供木材會影響到全球氣候變化，此類的問題，使我們發現自己已在傳統生長模
式研究的主要範圍外，要回答如此深的問題，通常假設自然過程都已經了解，
然而了解自然過程目前才剛由其它學科的專家開始發展研究，但無論如何，這
是不能阻止經營者去問這些問題的。 

回答這些深入的問題旨在期望森林經營能更精密、更深入。發展深而一般
人能接受的回答是一件困難的工作，然 好的方法是將生長模式的建造工作鑲
合於科技整合的研究群中。 

向更深問題的趨勢是平行於向更廣問題的趨勢，更廣的意義是包括更多的
森林組成。枯死木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合理的推測林木高度損失與枯死木消耗
率，對於提供穴居動物之居住環境之永續生產是極為重要，聯合森林動態模式
與其它模式(如水文、飼料、火、遊樂)是相當困難的。但是擴充我們的模式是
維續廣大的民眾支持所必要的，並且可以維持政策的支撐，更可使我們的工作
持續進行。 

後，對同一模式研究者，期望他能更深又更廣，這是合理的嗎？也許不
然，在數種學科領域中可產生很多資訊，然而這些學科為了尋找更深入的模式
必須加以評估，而在所有的領域中，各種深入的模式大概只是少數幾個人能了
解。然而，讓生長模式研究者對問題有更深、更廣的瞭解是有其必要的。 

 

未來發展 

 

森林、森林經營及林業以一科學性的學科要從大社會中隔離是不可能的。
一般而言，社會特性大體可以指出未來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需要生長模式者的
服務解決，有兩種未來的社會性質似乎特別重要：人口的增加，森林面積的減
少。連接不同的環境，或許對林木生長不利，但在林地利用衝突中，可能增加
淨效益。 

森林經營者需要模式研究者的技術去解決林地利用上的衝突嗎？也許需
要。為了增加這個機會，我們在考慮如何進行工作時，必須進行如下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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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森林經營必須放寬眼光，考慮空間配置極為重要，另外非經濟的技術
準則在決策中具有相當的價值，有效的準則需要發展，而決策方面必須整合新
的與傳統的準則。當然森林經營的空間理論比更具潛力。什麼是空間概念，其
原理如何應用於森林經營上呢？第二，我們需要發展更深的模式，基於 適配
合原則(goodness of fit criteria)所發展出來高複雜的描述性模式，將被嚴厲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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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支持研究的資金將由之轉向機制模式的研究。因為機制與過程模式可以用
來討論環境的變化。第三，我們需要更正確，特別是更精確的模式，因為森林
的超限利用與降限利用其模式誤差很少。第四，需要發展提供解答所需時間的
方法與過程。如果只須解答五年或更少，則在將來十年或二十年的研究可能不
被支持。 

這是無法確定，但如果生長模式研究者能面對那些問題(當然還有其它的問
題)，以及森林經營者之需求，繼續支持他們的工作，則我們在森林經營體系中
將獲得一席之地，假如我們忽略了經營者的需要，當他們有不能解決的問題
時，說不定他們根本不考慮檢視我們所提的方法。 

在此列出一些個人感到非常的緊急、迫切、我們需要改變的事情，也希望
各位能分擔一些個人迫切的感覺，總之，我們需要擴展森林本體論的觀點，透
視森林經營，加深我們對森林動態的瞭解，與加強我們的研究品質，在未開發
區域裡尋求更多有結果的問題，減少我們的損失，保持一個令人滿意與具廣大
的群眾基礎的工作成效，當然，我們在從事上列工作時, 務必要保持愉快的心
情。 

台灣三次的土地利用、森林資源調查和無數次檢訂調查之資源調查，耗資
無數，獲得資料也不少，但是卻沒有一套良好的模式系統來加以分析以提供森
林經營決策的資訊。為促進台灣林業經營合理化，科學化，決策透明化，則必
須利用模式、技術配合發展神速的電腦科技與經營的理念，建立台灣森林經營
決策支援系統。 

利用台灣的三次資源調查、檢訂調查與以往建立之永久樣區資料，逐步建
立台灣森林經營決策支援系統。本研究的目的擬針對森林與其所孕育的環境如
地理位置，物化環境；與森林本身森林樹種組成、林分結構、林分發展、森林
族群生態演替等方面加以整理建立台灣森林資源經營支援決策系統。使台灣林
業經營決策更為合理化、科學化、透明化。 

 

 

二、森林資源經營之知識 

  (一)生態學(由自然環境供給面) 

1.景觀生態學(Landscape ecology) 

2.族群生態學(Community ecology) 

(1)深度生態學(deep ecology) 

a.對自然與生命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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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注重生態平衡的農業 

c.多樣化的生態保育 

d.人的生活應隨時接觸大自然 

e.人應對地球環境、自然生態平衡與健全負責 

(2)淺度生態學(shadow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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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經濟學(由人文社會環境需求面) 

1.個體經濟(microeconomics) 

2.總體經濟(macroeconomics) 

3.經營經濟學(managerial economics) 

4.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 

5.環境經濟學(environmental economics) 

 

  (三)經營學(由供需調合) 

1.管理程序學派 

2.行為管理學派 

3.計量管理學派 

(1)強調計量方法 

(2)運用數學模式 

(3)應用推測方法 

(4)謀取" 適解" 

(5)提供決策資料 

 

 

三、森林經營原則、經營目標 

原則：是事務的基本道理，是客觀的，任何人，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適
用的法則。 

 

以往森林經營原則： 

 

1.保續性原則：指「森林收穫之連續不輟，恆久不息，保持永恆、連續之
收益」。 

2.經濟性原則：指「以一定之費用獲取 大之經濟成果(效益 大)」，或指
「以 小之費用達成一定之經濟成果(費用 小)」，即利
潤 大之原則。 

3.公益性原則：指「發揮森林之間接功效，以保安國土，供給全民福
利」。 

註：公益：即以公眾意見為主。 

 

現今建議森林經營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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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經營將討論如何獲得並保持森林蓄積在時間與空間的秩序化
(Baskerville,1986)，而經營的任務欲達成：(一)經濟效益(Economic efficiency)，
(二)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三)生態系的完整(Ecosystem integrity)，(四)

生物倫理(Bioethi-calness)等一個或多個目標(Leary，198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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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效益(Economic efficiency) 

經濟效益在森林經營中是傳統性的主要目標，以往針對森林層次，以效益
為基礎建立土地租稅(Soil rent)，森林租稅理論(forest rent theory)及相對森林租
稅理論(relative forest rent theory)。而針對林分層次，建立內在報酬率(IRR)、還
本期(payback period)、益本比(benefitratio)是近幾年來的效益原則。一般經營者
皆以經濟效益準則來經營森林，因為投資者不希望去經營沒有效益的企業。經
濟效益準則如用於公有林經營中，則為納稅義務人稅收分配的準繩，那可能就
有些爭議，因為經濟評估中，效益是要件之一，但非全部。 

 

(二)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 

林業考慮包括恆續效益、財政平衡，及其它重要的傳統社會責任，這是森
林有別於植物社會的地方。在森林計劃中，以財政平衡原理及永續收穫原則來
達成人類社會的穩定是一個重要的目的 (Waggener 1977，Schweitzer and 

Risbrudt，Le Master and Beuter 1989)。在森林活動中，財政平衡提供了就業機
會及永續的利益。 

社會責任也包括地方性之森林資源如美學，但也有區域性資源如集水區保
護，土砂捍止....等森林的社會功能。我們將可預見到森林的空間地位，將由社
會效益拓展到全人類效益。建造更多森林，以便移去空氣中大量的二氧化碳，
並長期保持利於人類生存的環境。 

 

(三)生態系的完整(Ecosystem integrity) 

生態系的完整在永續性的觀念下，有成為森林經營主要目標的趨勢。人類
的能力在近十年來戲劇性地影響到森林經營。在已開發中國家在林地上使用大
型機械設備與化學藥品，這種化學藥品可能破壞土壤的正常功用與營養系；而
在開發中國家，雖然藥劑使用量較少，但在百萬人的斧、刀、鏈鋸、殺蟲劑及
森林大火的威脅下，這種生態系破壞的威脅，不見得比已開發中國家來得小。
由此兩個案例中顯示我們對生態系過程之完整性運作一無所知。 

 

(四)生物倫理(Bioethicalness) 

動植物種類滅絕的預防，在已開發中國家已獲得很大的發展，而在開發中
國家也正在積極提倡中。雖然有時在開發中國家將種植物保護視為一種奢侈，
但在未來無疑地成為森林經營管理的重點。斑點貓頭鷹 (Strix Occidentalis 

Canrina)的保護在北美洲是個很好的例子，經由生物倫理的評估導致森林經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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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迅速地被修改，進而趨向於發展建立施業技術的基準。由歷史性的生物論透
視之，則目前已有其法律上的地位如美國瀕臨絕跡物種法令(United States 

endangeredact)，其對森林建議計劃案有否決權，此種觀念源自於主要的森林經
營計劃過程之外。對於地方性或全球性有滅絕可能之動植物，森林學家不像經
濟學家一樣，可在內在報酬率或在淨現值法中來加以判斷。因為森林學家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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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簡單可量化的方法來判斷。森林學家需要的是一個有效的危險指數(index 

of endangeredness)，此種指數可用來確定動植物延續的必要性。這種指數必須
是完整的森林經營計劃中的一部份，而不是到後來才依據其它技術準則來否定
建議計劃案。有關生物倫理大體可由時間尺度與空間尺度來加以探討。 

 

1.時間尺度(Temporal Scales) 

森林學家所討論的皆為長時間範圍的問題，恆續收穫(sustained yield)及永
久性(perpetuity)的觀念，據個人所知似乎只有森林學家將它當做是一門科學來
訓練。在 近十年來，在森林經營中大部份的人皆強調財務準則，而金錢的時
間價值已經縮短。森林計劃的時間範圍達數十年之久，但以 近全球性的環境
觀念，以及森林在任何計劃中扮演著"經營"綠色地球的角色，長時間範圍的觀
念將被重新拾回。 

 

2.空間尺度(Spatial scales) 

當生長環境條件是均質時，他們可用一次微分方程式來表示生長變化，如
〝Lotkas〞之狀態函數(Lotka 1956)；當環境條件不均質，但穩定時，以向量式
表示是必要的；當環境條件隨著系統本身變化時，我們將需要使用偏微分方程
式以表示森林的動態變化。 

而育林的空間尺度若以公尺表示，則林木經營當以公里表示。當林木供應
對全球氣候的效應問題被研究後，在未來森林經營中，空間尺度的重要性將隨
之增加。 

執行種類 時間 

執行理念的例子 

空間 

經濟效益 

 

 

社會責任 

 

 

生態系的完整性 

 

生物倫理 

─ 租稅理論 

淨現值、內在增殖率、成
本 小化 

人類社會之穩定性 

財政平衡 

保續收穫 

養分存留時間 

穩定性 

連續性 

間接交感作用 

可作業區域的大小 

 

 

視覺品質 

 

美學 

生育地多樣性 

 

並列 

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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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森林經營應以經濟效益、社會責任、生態系的完整性、生物倫理等四種
執行準則去安排生長、蓄積在時間上及空間上之秩序化。而傳統林木經
營焦點則放在時間配置與經濟效益與部份社會責任執行準則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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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森林經營事業可以依圖一表示之，林木經濟僅為森林經營的一部份,

其主要經營目標應以經濟效益與社會責任為主要執行準則去求得時間之秩序
化。將來森林經營將會大大的拓展其焦點，在其執行準則上與增加空間上的考
慮。 

 

目標：是一種預先想到的需要，在將來欲達到的情況或條件，是經營活動
之朝向。 

 

森林經營目標：乃根據區域的特性，在顧及經營原則下，林主個人在考慮
個人及公眾之需求情況，對各個不同時期定下的，欲達成之一切具體的物質與
非物質要求之總體及其優先次序。 

 

早期森林經營目標： 

 

(1)營養食物之供給及充分供給材料為目標。 

(2)貨幣收益 大。 

(3)森林純益 大。 

(4)林地純益 大。 

(5)經濟收益率 大。 

 

近期森林經營目標： 

 

(1)生態系保護 完整。 

(2)環境保護功效 大。 

(3)森林遊樂等功效 大。 

(4)對國民總福利效益之貢獻 大。 

在同一地區的森林，可能各種目標並存，即所謂「多目標森林經營」。訂
定多目標時，應分別定其優先次序。 

 

林地使用優先順序 

    1 林地利用方式 

    2 保護、保留-值得保護、保留的生態環境與事物 

    3 保安、水土保持 

    4 特殊位置景觀、遊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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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林木、野生動物 

    6 綠地、裸地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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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森林資源經營之理念 

 

森林資源經營係以經濟效益、社會需求、生態調和及一些生物性意義為基
礎來討論如何獲得並維持樹種組成、林分結構、蓄積與林木生長在時間與空間
配置上的秩序化。改變森林蓄積的森林經營決策準則，可能隨著不同會議、不
同人團討論而有不同的結果 

    a.世界經營理念演變 

     (a)法正林 

     (b)多目標經營 

     (c)多項資源經營 

 

a(a)法正林經營理念 

1.約近兩世紀以前，法國及德國森林學家，發展了一種理想森林(Ideal 

forest)之觀念，此理想森林，即稱之為法正林(Normal forest)。森林須明顯具備
所有林齡，自一年生至輪伐齡，以代表森林之永續，此即所謂法正林分之排
列，所有林分之總材積，即為法正蓄積。亦即在全立木度下，林地生產力
(Production capacity)，乃被認為全被利用，林木生長可以維持 大。法正林乃
一具有法正齡級分配，法正林分排列，法正生長及法正蓄積之森林。 

2.法正林之要件有五： 

(1)法正齡級分配(Normal distribution of age classes) 

法正林每年收穫相同，則全林必有由一年生至伐期齡間相差一年之各齡
階，且其面積應各相等，即此齡階之數目，等於輪伐期 u。設全林面積
為 F ，則每年之伐採面積為 F/u，謂之法正年伐面積，亦即每齡階之
面積。 

(2)法正林分排列(Normal arrangement of stands) 

森林如有法正齡級分配及法正生長，若其空間順序無適當位置，即缺法
正排列，則法正狀態不能持久，恆續收穫不能安全。 

(3)法正生長(Normal increment) 

法正生長乃為林木依其年齡與土地生產力相當之生產量。 

設林分年齡為1,2,3...u年生。 

設各林分連年生長量為 z1,z2,z3...zu 

全林生長量為Zu...，材積為 m1,m2,m3...mu 

Zu= z1+z2+z3...+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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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m2-m1)+(m3-m2)+.....+(mu-mu-1) 

=Mu 

此為 老林木之材積，即法正林1~u年之總生長量zu，與伐期林木之材
積相等。 

設將連年生長z1 , z2.....zu代以伐期平均生長zh，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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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u×zh 

則  Mu=uzh  

故  Mu=Zu 

(4)法正蓄積(Normal growing stock) 

森林有法正齡級分配與法正生長，則其所有林木材積之和，謂之法正蓄
積(Normal growing stock)。 Zh 

 

 

 

 

 
Mu：u年生之林木材積。 

zh：伐期平均生長，u：輪伐期， m1 m2 m3 m4.......................mu 

圖二   收穫表法正蓄積圖解 

 

 

(5)法正伐採量(Normal harvesting) 

法正伐採額為法正林恆續供應之收穫量，亦即保持法正狀態之森林所應
伐採之材積。其每年之伐採數量，謂之年伐量(Annual cut)。以輪伐期
中每 n 年之伐採材積表示者，謂之定期伐採量。 

法正林乃為理想之森林，即在理想條件之下所育成的理想森林。 

其組織條件為： 

(1)樹種一致(Uniform of species) 

(2)林齡齊全(Uniform of age, Normal distribution of age classes) 

(3)林分整齊(Uniform of stocking, fully stocked and developed) 

(4)生長法正(Normal increment) 

事實上並無真正之法正林，而發展現實林近於理想之法正狀態，則為森林
經理之 高目標。普通所稱法正林者，常認為乃屬一種完全的規整林
(Fully regulated forest)，或稱規範林(Normal forest)，亦即法正林。誘導森
林趨於法正，乃依法正收穫表，以估測林木生長，為 重要步驟。 

3.法正林新觀念：森林全部為適於立地之樹種所支配，蓄積能夠永遠供應
大量之有價值木材，如此之森林，始得稱為法正，又森林之各部分，應
不中斷其各種保安任務之履行，更由各種觀點言之，使作業組織之合理
化，如森林區劃、路網、排水、土壤、被覆、木材收穫及使森林生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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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管理利用合理化等，亦均為「法正」之要件。關於森林「法正」之新
觀念，次第產生，較原來對自然法則之更加尊重，其 高原則，非為秩
序(Order,Ordnung)，而為木材生產(Timber production, Holzerzeugung)，
且獎勵混淆之異齡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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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多目標經營理論 

 

1.附加關係(Supplementary relationship) 

獨立關係(Independent relationship) 

某資源利用程度之增減，影響其他資源利用程度，如牧草增減遊樂利用。 

 

2.互補關係(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某資源利用程度之增減,造成其他資源利用程度之增減，如野生動物保育-遊
樂利用。 

 

3.競爭關係(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某資源利用程度之增減,造成其他資源利用程度之減增，如木材生產水資
源。 

 

多目標經營理論 

 

1.等地位論(Equal priorities philosophy) 

依1960 MU-SY為基礎，其基本原則： 

(一)利用間應求和諧(Harmony)衝突則當諧調(coor dination)。 

(二)各資源利用之地位，基本上同等，無相對優先權(relative priority)。 

所以森林經營應以滿足大眾需求為原則，對實質與非實質效益均應同樣
重視，不分輕重。 

 

2.主利用論(Dominant use philosophy) 

美學者W.a.Starr提出： 

森林資源固可供各種利用，然大眾對利用需求程度不同，資源可供利用能
力亦異，所以其利用應有輕重，主次之分。 

 

3.綜合理論 

因為(一)林地生產力固定(二)森林資源利用需求不斷增加，新的科技導致資
源利用方式的改變和產品的不同，又因有代替品所以利用方式轉移。即因
為人為提高地力，增加資源利用程度，使資源更豐富，所以可以同時經營
多種利用，因此有否主次利用經營目標,就不再是重要問題，而倒應在多目
標利用計劃和經營上多予注意，以發展出一套可資利用之作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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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目標經營利用即在求 適利用(Optimum Use)可為 

 1.不分先後之利用組合(Combination of use) 

 2.有輕重之分之單獨利用，有主、次利用之別。 

 

a(b)多目標經營理念下資源利用間之關係 

1.目前 好的森林資源經營策略，是採用林地分區分類的「多目標利
用」。簡單地說就是在特定森林區內，分別劃定伐木作業區(經濟林
區)、水源保安林區、自然保護區、森林遊樂區等等，然後在這特定目
標的區域內，進行各種單目標的資源利用。這便是「多目標利用」的全
貌了。世界各科學領域(森林學、遊樂學、野生動物學、水文學、牧畜
學)的教課書中，分別獨立傳授該學科所關心的永續生產所屬的資源，
而各學科相互之間毫無相通與整體概念。 

2.許多國家國有林的林業經營模式為「保續生產」及「多目標利用」。
「保續生產」是指在再生資源生長範圍內，作合理的定期收穫。木材經
營上遵守「合理伐採量」；野生物管理上的「合理獵殺量」；放牧地、
原野及森林遊樂地的「載荷量」；水收穫經營的「入庫量」，都是永續
生產的現成例子。永續生產某種資源是根據平衡理念，也就是生長量與
收穫量之間達到平衡之後，資源才能永續再生。 

3.多目標只駐留在法規層面─ 記載於美國1960年的「多目標利用與永續生
產法案」中；出現在 新頒布的「資源規劃法(國家公園經營法的修正
條文)」及「土地政策及管理法」。法律明文規定的「和諧及協調的經
營法」，應指同步多目標利用多項資源經營，而非分區單項資源利用。
在此規範下，應摒棄過分注重各行獨立的專業技術、昔日的執行方式；
要拆除門戶之見的籓籬，否則多元利用絕不會成為資源經營的典範。 

4.「森林資源經營學」所載的單項再生資源概念。「整體」資源經營概念
便因而被束諸高閣了。森林系教授排斥「森林資源經營學」這本書，也
同時摒棄了「整合資源經營」理念。 

5.Duerr等人於年出版的「森林資源經營學(Forest Resource Management)」
以「再生資源的整體經營」為中心，廣泛的涉及經濟、政治、社會、人
事與政策等層面，認為森林內各環節間相互依恃，同時演進，相互影
響。也就是樹木砍倒之際，森林生態系的野生棲息地、溪水流量、燃料
量、枝葉量、能量流轉及營養循環，及景觀無不受到波及。多目標利用
只能做到分區利用，不能達到同步利用。多資源經營能否同步達成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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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這早已涵蓋在系統概念之內了，其理至明。但是，用分區規劃
經營來達成森林多元性是行不通的。 

6.凡是認真執行「和諧並協調」的經營方式，林業人員應知「動一髮牽全
局」的真意。林業人員可利用模擬程式，預估動用一種資源之際，其他
資源可能受到的影響。林業人員以系統為重心，也就是多項資源林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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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的精神所在。而永續生產的多目標利用便顯得缺乏這種內涵。 

7.以生態系為出發點的作法，是與永續生產模式背道而馳的。此時林業人
員考慮的是森林生態系的狀態，而不只僅僅著眼在資源供需方面。保續
生產模式是市場動態取向，只求消費性經濟學的合理化而已。多項資源
經營的重心為土地。 

 

8.表：永續生產的多目標利用與多資源林業經營之比較 

 永 續 生 產 的 多 目 標 利 用 多 資 源 林 業 經 營

假 設 

 

 

 

 

 

目 標 

 

限 制 條 件 

 

 

應 用 

 

 

直 接 反 應 

 

 

適用的社會 

 

森林是由多種可利用，時空
分布相異的物質與服務組
成；社會對森林利用的認知
是不會改變的；長期的社會
觀是"過度利用"林地是生產
力的限制因素 

 

永續提供多種特定與獨立的
物質及服務 

定時收穫量不得超過該時段
的生長量 

 

"定量使用"的政策─ 執行規
畫；使用量是根據主觀政策 

 

經由長期投資來提高生產
力；極終限制條件是該林地
的生物物理極限 

適用於18世紀中歐的有階級
商業政治經濟系 

森林是一個完整的生物地理
系統，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受
到操縱後會以系統方式產生
各種反應；社會對森林的認
識是動態與易變的；生產力
的限制因素是資金 

以 低成本同步生產多種相
互關連及可利用的物質與服
務 

維護該森林生態系仍然是一
個生態系 

 

事先模擬，隨之監測該系統
對於經營作業的反應；以生
物物理及社會考量來評估 

短期邊際調整；維持各種代
替方案；投資額的合理使用 

 

適合世紀末的民主、資本政
治經濟體系 

 

9.保續生產經營者強調或關心的策略性問題是「資源耗竭」。而多資源經
營模式與資源「耗竭」無關。彼等注重的是「如果經營此數種資源時，
森林生態系的變化何在？」例如輕度地表焚燒對野生物的棲息地、泥沙
流失、景色美觀或飼草產量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再如，林道開闢、皆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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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擇伐作業的影響何在？如果指定為原野地時，對木材生產與當地
收益有何關係？經營者為了模擬生態系改變後的狀況，必要先投入時
間、勞力與資金，尋求各種代替經營案。其中將許多數道模式的模擬聯
串起來，得悉經營計畫在經濟上的效益。各種經營代替方案造成社會上
與政治上的後果，也可用各種科技來解決此類問題。電腦設備是從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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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資源森林經營技術與執行的工具。多項資源森林經營時，建立模擬程
式是不可或缺的步驟。 

10.多項資源經營也就是指短期內靈活的土地經營；或是只在生產力高的林
地作投資；或儘量依賴自然界或反應迅速的程序的經營方式。 

11.耶魯大學的林業政策教授指出：「多資源森林經營」是審慎的使用森林
生態系系，及認真考慮投入勞力或資金到一個森林生態系中，同步得到
數種社會大眾需要的產物。此經營前提是要具有在事先預估人類經營干
擾後的生態系，會產生什麼樣立即的後果及長期反應，同時要秉持維持
森林生態系仍然是森林生態系的經營法則。林業經營人員要考慮森林生
態系的物理與生物容納量，及該生態系的各種反應，其經營要符合社會
體系的要求。 

12.多資源林業經營的典範尚有許多待解決之處。例如精修其概念，收集相
關數據及資料，建立可信賴的模擬程式，這些皆需團隊精神的研究。研
究再研究這些項目，才能走向多資源林業經營之坦途。多資源林業經營
上的"設限"是經營後產生的影響。正由於這種"設限"存在，研究勢在必
行。 

13.在林業教育方面，應採用教授團制度，傳授整體性「森林資源系統」，
要摒棄傳統上各學科獨自為政的教學傳授方式。 

14.Henry H.Carey在「森林信託：─ 年的報告」一書中指出：「人常問道：
為什麼我們的森林無法永續生產？是否伐後即種？」。我的答案是「森
林不等於栽植林」。森木應包括有巨大老樹，是讓野生動物能有生活的
棲息環境。森林是清淨水源，使溪水中的生物能繁衍。森林是恬靜的原
野。森林是有巨木，生產建築木樑之地。森林是都市人類的供水活泉。
森林是深厚土壤，能吸收與儲藏水與營養之倉庫。護林及養林是一樁比
想像中更深奧複雜的事。必需集合所有的科技，智慧及實踐才能達成。 

 

 

五、臺灣林業經營歷史 

(1)民國47年「臺灣林業政策及經營方針」 

(2)民國64年「臺灣林業政策及經營方針改革之指導原則」 

(3)民國65年「林業經營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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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47年 

臺灣林業政策，經營方針，改革方案 

民國65年 

臺灣林業經營改革措施 

重心 

 

重點 

 

 

 

 

 

 

 

內容 

 

 

 

 

 

 

 

 

 

 

 

 

 

 

結論 

注重經濟性原則(木材生產) 

 

1.優先改造低山闊葉林 

 

2.加速開發過熟針葉樹林 

 

3.保安林除其應絕對禁伐地區外，其
大部份應加以擇伐法之合理經營 

 

4.造林應能配合工業發展 

1.對保安林之要求較不嚴格 

2.對經濟林之經營－在恆續生產原則
下，儘量開發森林，以獲得 高之
收穫，加強森林撫育，積極造林 

 

3.尚未確定用途之林地，山坡保留地
等，應重加測量，再劃定其用途
如：宜農、宜牧，或混農林等 

4.加強林業公共教育，配合立法、司
法及行政力量，保護森林資源 

5.發展林地多角用途，建設森林遊樂
區域 

 

 

 

在顧及水土保持下，儘量伐、造林
木求取收益 大之收穫 

注重保安性,福利性 

 

1.林業之管理經營應以國土保安為目
標 

2.加強水土保持,保安林區域應再予
擴大 

3.國有林地儘量由林務局妥善經營，
停止放領放租；現有木材商之業
務，應在護山保林原則下，逐部予
以縮小，以維護森林資源 

1.對保安林之要求較嚴格(如方案2) 

2.事業區之經營，應依據永續作業，
國土保安及經濟效益與多目標利用
之原則,釐訂森林經營計畫、伐木
造林作業應嚴格依據計畫執行 

3.除山地保留地外，不再放租，而放
租放領者，應由主管機關嚴格執行

 

4.永久保護森林資源 

 

5.發展國有林地多種用途,建設自然
生態保護區及森林遊樂區，保存天
然景物之完整及珍貴動植物之繁
衍，以供科學研究、教育及增進國
民康樂之用 

以公益性，保續性為重，擴大造
林，加強治山防洪，維護森林資
源，今設林業經營，不以開發森林
為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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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係安排由下往上看，其涵義是以傳統的林業生產、國土保安為基礎，
並以金字塔式的一層層加上森林遊樂、生態保育、國民健康、自然教育、陶冶
性靈等功能。 後，是8項功能齊全，且要充分發揮，為林業發展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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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多目標林業動向摘要 

森 林 功 

能 大 類 
內 涵 註 釋 歷 程 概 述 未 來 推 展 方 向

8.陶冶性靈 

 
 
 
 

(1) 回 歸 自 然 (green 

contact) 

(2)對性情、心靈的影
響。 

此項高境界的森林功能，在臺
灣幾乎尚未獲重視與推動。惟
歐洲人天生喜愛森林，自古以
來哲人、詩人、藝術家輩出，
可證森林的功能。 

(1)原生林、天然林或巨木群益受珍重。
(2)俟研究或推展的課題：森林內各種藝

術、音樂、文學等活動、森林文化、
森林美學等。 

7.自然教育 

 

(1)對社會大眾推動森
林自然及環境教
育。 

(2) 對遊客做解說服
務。 

(1)幾十年來，林業界很少做推
廣教育及解說工作。 

(2)近年來，對於森林自然的調
查、解說教育漸見開展解說
員現場解說也有好的開始。 

(1)必須多培訓解說員, 與民眾或遊客打
成一片。 

(2)美國林務屬的NREE Program及日本的
自然教育林之關念與作法, 均值得借
鏡。 

6.國民健康 (1)推行森林浴活動，
培養健康活力。 

(2)提供大眾活動、復
健、調養的場所。 

(1)72年起推動森林浴活動，成
為國內新潮健康法之一 

(2)德國的「森林自然調養法」
及日本的森林浴，均十分成
功，可為借鏡。 

(1)將來以鑄造健康為主的森林利用價值
可能 受重視。 

(2)俟推展的課題有：森林之健康學、森
林內運動生理反應及芬多精陰離子之
科學等。 

5.環境綠化 保護生活環境，包括
緩和氣象、防音、防
火、防風、淨化空氣
等。 

(1)近二十年來提倡及參與城鎮
綠化工作。 

(2)新近推行之生態綠化，在一
些工業區及海岸林已初見成
效，觀音工業區可為範例。 

(1)工業區要做「好鄰居」，都市公害益
加嚴重，生態綠化 近倍受重視。 

(2)這是林業界對社會的另一種奉獻機
會。 

4.生態保育 森林區保存自然資
源，包括：保安林、
森林自然保護區、自
然保留區等。 

(1)保安林制度，已如上述。 

(2)森林自然保護區，始於 63

年，現已有31處，可見林業
單位早已重視保育，並自動
付諸實施。 

(1)以積極性目標，陸續調查，擴大編
定。 

(2)已編定者應加強管理、調查、研究及
解說宣導，以發揮國民利用得的積極
意義。 

3.森林遊樂 (1) 發展國民育樂事
業。 

(2) 以保育理念為基
礎，並讓大家親近
森林。 

(1)54年以來逐漸推進，已有相
當基礎。 

(2)近年來充實設施並推動感性
知性之旅，對於提升水準，
頗有進步。 

(1)鼓勵民間參與經營，改善設施及服
務。 

(2)亟待推展的課題有：森林美學、一地
渡假之策略、動態化的樂趣森林、森
林浴活動等。 

2.國土保安 傳統林業重點之一 

(1)依森林法之規定，
設置保安林(環境保

(1)臺灣保安林制度始於 1901

年，民國年以後更擴大編
定，76年底達440,203公頃。

(1)現正研訂「保安林經營準則」，以加
強發揮社會公益，除已設的各種保安
林外，將增設自然保育保安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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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林) 

(2) 實施治山防洪工
程。 

(2)54年起加強實施治山防洪工
程，現正實施五年計劃(76-

80年) 

保安林等。 

(2)應加強保安林造林及管理，以強化實
質效益。 

1.林業生產 傳統林業重點之一。
包括林產收獲、造
林、保林、經營者。 

 

(1)日據時代(1895年)迄今，對國
民生計頗有貢獻。 

(2)76年度止，全省現存人工林
達萬公頃。現正實施加強造
林五年計劃(76-80)。 

(1)天然林伐採量應大幅減少，天然檜木
林、水庫集水區保安林等，均規定禁
止採伐。(78-81年) 

(2)應拓展國產造林木的大眾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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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臺灣森林資源經營體系 

森林資源多目標經營要能落實，則一定要有即時、精確和可模擬預測的森
林環境資訊，這些資訊包括森林的地理位置、物理環境、林分樹種組成、林分
結構、林木生長、林分發展、族群生態演替的趨勢、社會大眾的意見、需求與
經營措施對森林環境、經濟社會環境的影響、所需的成本與所造成的效益等。
然而森林經營資料多且雜，必須靠各種量化模式有系統的加以整理分析才能成
為支援經營決策的資訊。本計劃擬針對台灣不同的位置、地理環境所孕育不同
的樹種、林型、林分結構和生長情形，加以考慮建立各種地理位置與森林的關
係以利森林資源的調查資料分析與資訊的掌握，另外亦考慮建立於不同的森林
作業措施下對森林所造成的影響，以方便經營方案的擬定、選擇與評估，而完
成森林資源經營支援決策量化系統。 

 

 

經營科學： 

決策理論 

 

經營系統 

 

決    策 

 

勞力與資本 適化模式 私經濟的財貨與勞務：價格 

 

生物科學： 需求資訊 

生態系行為                         社會科學： 

觀察與分析        生物物理  公經濟的財貨與  勞  務  制度化分析 

                  反應資訊 ：政策信號 

 

  生物物理    商品(財貨)  社會系統 

森林資源系統 

  供   給    美感(勞務)  需   求 

 

  模擬模式                                              成本效益模式 

 

圖1-1：森林多項資源經營的結構與過程(仿、修 Behan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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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森林生態系／資源類型 

之經營管理原則 

 

 法令、政策、技術 

生物、生態、土地 、人事、組織 

  

森林資源經營目標 

經濟、財務 社會、公共意見 

 

森林資源經營資料收集與調查 

 

資料建檔、處理、分析 

 

資源經營資料庫系統 

 

 地 模 資濟 

 理 擬 源評 

 資 模 經估 

 訊 式 營系 

 系 系 之統 

 統 統 經 

 

整合經營管理資訊 

 

．取代性(trade-off) 

對其他資源影響評估 

(相容、互補、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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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 組織、用人 

 執行 行銷─ 指導、控制 

 財務─ 指導、控制 

  研究發展─ 指導、控制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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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續(sustain yield) 

 過去 福利(welfare) 

 經濟(economic) 

 原則 經濟效益(Economic efficiency) 

 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 

 現在 生態系完整(Ecological integrality) 

 生物倫理(Bioethicalness) 

 保續經營(Sustain yield & protection) 

 

 Fish & Wildlife 

 Outdoor Recreation 

 Resource Conservation 

 目標 Environmic Ammenity 

 (土地資源類型) Soil & Water conservation 

地理、物理(土地) Timber 

生物、生態 過去狀況  

社會公共意見 法正林 

經濟、財務 現實 理想 (normal forest) 

法令、政策 現在狀況 多目標經營 

人事、組織 狀況 狀況 (multiple use) 

 上層計劃 多項資源經營 

計劃 以往計劃 未來狀況 (multiresource) 

 平行相同計劃 

 2.經營、管理森林生態系的方法 (1)資源環境條件 

 林地分類 F：各種目標動物之生育地 

 (1)土地 經營活動設施建設 O：適合各種遊憩活動的環境 

 林道等交通建設 R：具代表之生態環境林相 

 E：四季景觀變化、防污染森 

 林景觀配置理想的森林 

 森林保育保護─ 人、火、蟲病 S：複層林、鬱閉林 

 (2)生物 森林變更伐木─ 間、主伐 T：蓄積量大、生長量大、木 

 森林利用造林─ 樹種、密度 材好之林木且能保續生產 

 適合、大小、質地之 

 1.經營、管理森林生態系的理念 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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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社會上考量─ 公共意見之溝通 (2)能提供的財貨與勞務(潛能) 

 (2)經濟上考量─ 效益評估 

 (3)生態上考量─ 環境影響評估 質 

 (4)經營上考量─ 大、 小、 適化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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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之所以成為資源係由於其可提供功能滿足人類需求，森林可提供以
FOREST五個字母為代表的五種功能─ F為魚類與野生動物的棲息地 (Fand 

wildlife)；O為戶外遊憩的場所(Orecreation)；R為放牧的場所(Ranger)；E為提供
良好的生活環境品質(Envirement Amenity)；S為水土資源涵養保持(Sand water 

conservation)；T為林木及其製品的提供等(Timber)；然而資源有限，而各種人
類的需求無窮，要同時滿足各種需求相當困難，所以用系統分析─ 作業研究
(system analysis─ research)的技術來探討如何經營各種森林的功能組合， 適化
問題， 適化成為自然資源經營很重要的標的。森林生長期長，林業所面臨的
問題多且龐雜，所以透過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將以往專家的觀念、處理問題
的邏輯、技術過程，予有系統的加以整理，成為各種林業專家電腦系統，以方
便大家使用亦成為重要趨勢。但整理知識、技巧，考量 適化以符合大眾意
見、需求的決策時，森林所在的地理位置、物理環境、林分樹種組成、林分結
構、生長、演替的資訊和各種經營措施方案對森林環境所造成的影響與衝擊的
資訊，必定要能掌握才可。所以這種描述現況，說明現況的環境評估；與模擬
各種措施方案執行時森林環境所可能發生的影響反應的環境影響評估，成為森
林經營不可或缺的步驟。 

世界各林業先進國家目前對於林業支援決策系統的建立皆不虞餘力，往後
幾年世界 有名的林學組織─ 世界林學研究聯合會(IUFRO，International United 

Forestry Research Organization)欲連續舉辦一系列的研討會─ 1992年整合森林經
營資訊系統(Integrated Fores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1992年整合森林
的時間、空間資訊(Integrating Forest Information over Space and Time)；1993年森
林保續經營所需 少資料(Minimum Data Requirements for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等皆可充分說明經營資訊受重視的程度。然目前在這方面執牛耳的
可說是在美國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華盛頓大學 Dr.Bruce Bare 所主持的生態量
化與資源經營 (Quantitative Ecology and Resource Management)研究計劃，更有
非凡的成績。 

台灣三次的土地利用、森林資源調查和無數次檢訂調查之資源調查，耗資
無數，獲得資料也不少，但是卻沒有一套良好的模式系統來加以分析以提供森
林經營決策的資訊。為促進台灣林業經營合理化，科學化，決策透明化，則必
須利用模式技術配合發展神速的電腦科技，與經營的理念，建立台灣森林經營
決策支援系統。擬申請至美國華大在 Dr. Bruce Bare指導與其研究室內各專家學
者互相切磋下，利用台灣第三次資源調查資料，逐步建立台灣森林經營決策支
援系統。本研究的目的擬針對森林與其所孕育的環境如地理位置，物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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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森林本身森林樹種組成、林分結構、林分發展、森林族群生態演替等方面加
以整理建立台灣森林資源經營支援決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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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1)資料蒐集 

基本資料係取用於林務局第三次資源調查針對濁口溪集水區所設置之115個
地面樣區、土壤樣區及個航空照片樣區調查資料及全省第三次資源調查結
果。 

(2)進行研究分析 

分析內容初步擬定如下: 

A.林分地理位置、物理因子分析建立地理資訊系統技術評估地理位置因子
(UTM--X,Y與海拔-Z，坡度、坡向、方位)、物理因子(氣象因子、土壤因
子、地質因子)與地位、樹種林型、林木生長、林分發展、蓄積的迴歸模
式(regression model)，以利生長收穫發展之應用。 

B.林分樹種組成分析利用群集分析(cluster analysis)分析調查區內各主要樹
種平均每公頃的蓄積、株數及於樣區中之出現率與各林分材積級間樹種
組成分析。 

C.林分結構分析採用機率密度函數(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配置各樣區
之直徑分布，利用母數比較說明之。 

D.林木生長、林分發展利用生長模式(growth model)的三種型─ 總生長量模
式、相對生長量模式、加速生長量模式探討分析林木、林分性態值生長
與發展，由模式母數的大小變化來說明主要林木、林型在時間歷程的變
化並做林木、林分性態值生長、發展預測。 

E.族群生態演替分析 

(A)由直徑分布遷移探討林分隨著林分密度、地位級、海拔高而變之動態
直徑分布之可行性。 

(B)由直徑分布討論樹種於林分植群中之演替情形。 

 

3.預期效益： 

(1)學術理論上的貢獻 

A.建立森林調查資料與森林經營決策資訊間的關係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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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生長收穫模式的推測能力並充實地理資訊系統。 

(2)教學上的貢獻 

A.建立學生森林經營具體的系統觀念與增進調查資料分析作業的能力。 

B.配合地理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訊系統，提供台灣林業經營方案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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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規劃、決策之依據。 

(3)經濟建設上的貢獻 

A.提供全國資源調查、檢訂調查等調查分析之依據，以發揮調查功能。 

B.使台灣林業經營決策更為合理化、科學化、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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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obj.doc＞ 

(貳)森林經營原則與目標之演變 
(Evolution of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of FM) 

 
 

一、前言 

(一)森林經營原則、經營目標 

1.森林經營原則 

2.森林經營目標 

(二)森林資源經營之理念 

1.法正林經營理念 

2.多目標經營的理念 

(三)擬定國有林經營計劃的步驟 

 

二、美國農業部林務署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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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八十年代末期，林木伐採者所欲開採的原始林沒有了， 近(九十年

代)，森林經營的觀念已經由財貨的供應轉變成地球維生系統的提供(Odum, 

1977)。林木被視為只是自然資源多目標體的一環而已。森林所提供的除了樹幹

以外，還包括枝條、葉子、果實與根(Peter sand others，1989)和整棵樹木，甚至

整個森林生態系、森林環境。而森林、森林經營及林業要以一科學性的學科要

從社會隔離是不可能的。本文擬針對森林資源經營計劃之架構、原則、目標和

理念加以探討。 

 
(一)森林經營原則、經營目標 

 
1.森林經營原則：所謂原則即事務的基本道理是客觀的，任何人、任何時

間、任何地方都適用的法則。 

(1)以往森林經營原則： 

a.保續性原則：指「森林收穫之連續不輟，恆久不息，保持永恆、連續

之收益」。 

b.經濟性原則：指「以一定之費用穫取 大之經濟成果(效益 大)」，

或指「以 小之費用達成一定之經濟成果(費用 小)」，即利潤 大

之原則。 

c.公益性原則：指「發揮森林之間接功效，以保安國土，供給全民福

利」。 

註：公益即以公眾意見為主。 

 
(2)現今建議森林經營原則： 

森林經營將討論如何獲得並保持森林蓄積在時間與空間的秩序化

(Baskerville，1986)，而經營的任務需符合： (1)經濟效益 (Economic 

efficiency) ， (2)社會責任 (Social respon-sibility)， (3)生態系的完整

(Ecosystem integrity)，(4)生物倫理(Bioethinalness)等一個或多個原則

(Leary， 1986ab)。 

a.經濟效益(Economic efficiency) 

經濟效益在森林經營中是傳統性的主要目標，以往針對森林層

次，以效益為基礎建立土地租稅(Soil rent)，森林租稅理論(forest rent 

theory)及相對森林租稅理論(relative forest rent theory)。而針對林分層

次 , 建 立 內 在 報 酬 率 (internerrate of return ， IRR) 、 還 本 期

(paybackperiod)、益本比(benefit cost ratio)是近幾年來的效益原則。 

b.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 

林業考慮包括恆續效益、財政平衡，及其它重要的傳統社會責

任，這是森林有別於植物社會的地方。社會責任也包括地方性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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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如美學，但也有區域性資源如集水區保護，土砂捍止....等森林的

社會功能。 
 

c.生態系的完整(Ecosystem integrity) 

在已開發中國家在林地上使用大型機械設備與化學藥品，這種化

學藥品可能破壞土壤的正常功用與營養系；而在開發中國家，雖然藥

劑使用量較少，但在百萬人的斧、刀、鏈鋸、殺蟲劑及森林大火的威

脅下，這種生態系破壞的威脅，不見得比已開發中國家來得小。 
 

d.生物倫理(Bioethicalness) 

動植物種類滅絕的預防，在已開發中國家已獲得很大的發展，而

在開發中國家也正在積極提倡中。雖然有時在開發中國家將種植物保

護視為一種奢侈，但在未來無疑地成為森林經營管理的重點。對於地

方性或全球性有滅絕可能之動植物，森林學家不像經濟學家一樣，可

在內在報酬率或在淨現值法中來加以判斷。因為森林學家並無一套簡

單可量化的方法來判斷。森林學家需要的是一個有效的危險指數

(index of endangeredness)，此種指數可用來確定動植物延續的必要

性。 
 

2.森林經營目標： 

所謂目標即一種預先想到的需要，在將來所欲達到的情況或條件，是

經營活動之朝向。而森林經營目標：乃根據區域的特性，在顧及經營原則

下，林主個人在考慮個人及公眾之需求情況，對各個不同時期定下的，欲

達成之一切具體的物質與非物質要求之總體及其優先次序。 

(1)早期森林經營目標：以林木及其副產品之生產為主，其希望林木及其

副產品能夠： 

a.充分供給營養食物之供給及生活材料為目標。 

b.貨幣收益 大。 

c.森林純益 大。 

d.林地純益 大。 

e.經濟收益率 大。 

(2)近期森林經營目標： 

則由過去林木、副產品的單一經濟取向，演變為重視野生動物、戶外遊

憩、資源保護、環境美質、國土保安、土砂捍止、水資源、林木、社會

教育等多方面的功效、效應，如： 

a.生態系保護 完整。 

b.環境保護功效 大。 

c.森林遊樂等功效 大。 

d.對國民總福利效益之貢獻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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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地區的森林，同一時間內可能有許多種不同經營目標並存，或同

一森林不同時期施行不同目標的「多目標森林經營」。所以「多目標森

林經營」可依時間、空間原則為三種情形： 

a.同一時間、不同小空間、地點的不同目標嵌合之森林。 

b.同一空間、地點、不同時間有不同經營目標。 

c.同一空間、地點、同時間有不同經營目標。 

 
可由圖1.之A、B兩種目標說明之： 

 

 

 A B A B A  B 

 
           分區(不同空間)        不同時間         同時間、同空間 

 
          圖1：「多目標森林經營」依時間、空間原則分為三種情形之圖示 

 
訂定多目標時，若採第三種情形，同一時間、同一空間、地點的森林同時

具有許多目標的話，則又為(1)有優先主次目標。(2)無相對優先權之等地位目

標。應分別定其優先次序。 

 
(3)若林地有主次目標之分的話，個人認為林地使用優先順序為： 

a.保護、保留－值得保護、保留的生態環境與事物 

b.保安、水土保持 

c.特殊位置景觀、遊憩 

d.林木、野生動物 

e.綠地、裸地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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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森林資源經營之理念 

 
森林資源經營係以經濟效益、社會需求、生態調和及一些生物性意義為基

礎來討論如何獲得並維持樹種組成、林分結構、蓄積與林木生長在時間與空間

配置上的秩序化。改變森林蓄積的森林經營決策原則，可能隨著不同會議、不

同人團討論而有不同的結果：世界經營理念演變大體可分為(一)法正林。(二)多

目標經營。(三)多項資源經營，三個階段。 

1.法正林經營理念 

約近兩世紀以前，法國及德國森林學家，發展了一種理想森林(Ideal 

forest)之觀念，此理想森林，即稱之為法正林(Normalforest)。森林須明

顯具備所有林齡，自一年生至輪伐齡，以代表森林之永續，此即所謂法

正林分之排列，所有林分之總材積，即為法正蓄積。亦即在全立木度

下，林地生產力(Pro-duction capacity)，乃被認為全被利用，林木生長可

以維持 大。法正林乃一具有法正齡級分配，法正林分排列，法正生長

及法正蓄積之森林。雖然法正林之森林受樹種所支配，蓄積能夠永遠供

應大量之有價值木材，但作業組織之合理化，如森林區劃、路網、排

水、土壤、被覆、木材收穫及使森林生產物之管理利用合理化等，亦均

為「法正」之要件。 

 
2.多目標經營的理念 

(1)多目標經營理論 

a.等地位論(Equal priorities philosophy)依MU-SY為基礎，其基本原則： 

(a)利用間應求和諧(Harmony)衝突則當諧調(coordination)。 

(b)各資源利用之地位，基本上同等，無相對優先權(relative priority)。

所以森林經營應以滿足大眾需求為原則，對實質與非實質效益均應

同樣重視，不分輕重。 

b.主利用論(Dominant use philosophy) 

美國學者W.a.Starr提出：森林資源固可供各種利用，然大眾對利

用需求程度不同，資源可供利用能力亦異，所以其利用應有輕重，主

次之分。 

c.綜合理論 

因為(a)林地生產力固定(b)森林資源利用需求不斷增加(c)新的科技

導致資源利用方式的改變和產品的不同，又因有代替品所以利用方式

轉移。因此有否主次利用經營目標，就不再是重要問題，而倒應在多

目標利用計劃和經營上多予注意，以發展出一套可資利用之作案方

式。 

多目標經營利用即在求 適利用(Optimum use)可為(i)不分先後之

利用組合(Combination of use)(ii)有輕重之分之單獨利用，有主、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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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別。 

(2)多目標經營理念下資源利用間之關係 

a.目前 好的森林資源經營策略，是採用林地分區分類的「多目標利

用」。簡單地說就是在特定森林區內，分別劃定伐木作業區(經濟林

區)、水源保安林區、自然保護區、森林遊樂區等等，然後在這特定

目標的區域內，進行各種單目標的資源利用。 

b.許多國家國有林的林業經營模式為「保續生產」及「多目標利

用」。「保續生產」是指在再生資源生長範圍內，作合理的定期收

穫。木材經營上遵守「合理伐採量」；野生物管理上的「合理獵殺

量」；放牧地、原野及森林遊樂地的「載荷量」；水收穫經營的

「入庫量」，都是永續生產的現成例子。永續生產某種資源是根據

平衡理念，也就是生長量與收穫量之間達到平衡之後，資源才能永

續再生。 

c.有關多目標之法律有明文規定的「和諧及協調的經營法」，係指同

步多目標利用多項資源經營，而非分區單項資源利用。在此規範

下，應摒棄過分注重各行獨立的專業技術、昔日的執行方式。 

d.Duerr等人於1979年以「再生資源的整體經營」為中心，廣泛的涉及

經濟、政治、社會、人事與政策等層面，認為森林內各環節間相互

依恃，同時演進，相互影響。多目標利用只能做到分區利用，不能

達到同步利用。 

e.林業人員應知「動一髮牽全局」的真意。林業人員可利用模擬程

式，預估動用一種資源之際，其他資源可能受到的影響。 

f.以生態系為出發點的作法，是與永續生產模式背道而馳的。此時林業

人員考慮的是森林生態系的狀態，而不只僅僅著眼在資源供需方

面。保續生產模式是市場動態取向，保續生產經營者強調或關心的

策略性問題是「資源耗竭」。而多資源經營模式與資源「耗竭」無

關。彼等注重的是「如果經營此數種資源時，森林生態系的變化何

在？」 

g.多項資源經營也就是指短期內靈活的土地經營；或是只在生產力高

的林地作投資；或儘量依賴自然界或反應迅速的程序的經營方式。

難怪耶魯大學的林業政策教授指出：「多項資源森林經營」是審慎

的使用森林，及認真考慮投入勞力或資金到一個森林生態系中，同

步得到數種社會大眾需要的產物。 

 
森林應包括林地與樹木的組合，有關森林資源決策系統所提及的目標，大

體可分為單一目標、多目標森林資源目標可依森林的英文字F、O、R、S、T，

再加個社會教育(Social Education,SE)來說明，所謂─F為Fand wiidlife，即魚類

與野生動物經營目標；O為Outdoor recreation，即戶外遊憩活動目標；R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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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ation Preservation，即資源保護、保存；E為Envirement Amenity，森林可

提供良好的生活環境品質；S為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即森林能夠提供水

和土的保蓄和調整洪峰流量的功能，T為Timber production，即林木及其森林副

產品；另外SE為Social Education，即森林可供教學、研究、示範經營等社會教

育功能。而就時間、空間而言，某一空間區域之林地在某一時間，可供分別使

用的單一目標，亦可同時供二種或二種以上的多目標利用，亦可不同時間在同

一林地做不同方式的林地利用。而林地分類是解決土地利用目標衝突的 佳方

法，造林、撫育、伐木、林道設施是合理經營樹木森林環境不可或缺的方法。 

 
由於以上的理念，在規劃森林經營計劃學時區分為：育林計劃、育種計

劃、森林保護計劃、伐木計劃、林道經營管理計劃、森林溪魚保育計劃、野生

動物經營計劃、遊樂資源經營計劃、森林景觀施業計劃、遊樂區遊客及服務管

理計劃、水資源經營計劃、集水區經營計劃、水土保持計劃、保安林經營計

劃、林木經營計劃、自然生態保育計劃、國家公園配合計劃、公私有林經營計

劃、實驗林經營計劃等單元,分別加以收集、整理成冊。 

 
(三)擬定國有林經營計劃的步驟 

大體上可區分為四個階段 

1.設定目標：經營目標和成功的定義。 

2.資料收集、調查。 

3.資料處理分析、資料結構： 

(1)內部資源─人力、物力。 

(2)外部環境─財貨、勞務的質、量與在時間、空間上的需求分配。 

4.研擬策略：決定經營方面並擬定執行計畫。 
 

若詳加說明則為 
1.確認公眾關心之事務及經營上之考慮與資源狀況確認公眾關心之事務及經

營上之考慮與資源狀況公眾關心之事務及經營上之考慮，必需透過公眾參

與暨輿論經常反應之收集，才能對經營計劃有所助益，而非僅以林務單位

本身之認知為考慮。 
 

2.發展計劃準則調查計劃隊必須基於上述已確認之問題，決定計劃準則，此

一準則可分為三類：(1)計劃程序準則，引導計劃之資料收集、分析及方案

之擬定；(2)決策準則，引導方案之選擇；(3)公共政策準則,引導整個計劃

程序是被確認的。 
 

3.調查及資料收集、分析經營情況等兩項於後節裡再分別詳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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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miss.doc> 

二、美國農業部林務署之任務 
 

美國農業部林務署之任務（MISSION）為保育土地、服務人民（Caring for the 

land and serving people），亦即在保續性的多目標經營觀念下，進行高品質的土

地經營以符合人民多方面的需求。 

 
⊙提倡保育倫理（conservation ethic）以促進森林及林地的健康、生產力、雜異

度和美。 

⊙在做決策時，聽聽人民的意見並反應其多方面的需求。 

⊙妥善保護和經營國有林和草生地（National Forests and Grasslands），以為保續

多目標利用之森林經營觀念之最佳示範。 

⊙對州有林與民有林提供技術和財務的幫助，並鼓勵他們執行高品質的土地經

營，以符合他們特殊的目標。 

⊙對都市與社團提供技術和財務的幫助，由樹木的栽植和森林的照顧來改進他

們的自然環境。 

⊙提供國際技術援助和科學知識的交換以為保護和改進全球資源，並促進高品

質的土地經營。 

⊙幫助州和社團有智慧地使用森林，並促進鄉村經濟發展和建造高品質的鄉村

環境。 

⊙發展與提供科學和技術上的知識，以為改進吾人保護、經營和使用森林和牧

野地的能力。 

⊙在追求我們使命的過程中，提供工作、訓練和教育予失業者、老人、年輕人

和失利者。 

⊙我們被認為是全國和世界上保育土地、服務人民的領導者。 

⊙我們是一個多種文化（multicultural）和多樣性組織（diverse organization），

負責保育環境的工作者共同分享負責。所有工作者對他們唯一且重要的任

務，務必要接受、盡心地去做。這個工作不僅僅是個工作，而是有趣、頗具

挑戰性、有回報（酬）性。 

⊙我們是有效率且有生產力的組織，且精陳於完成為追求優越而負責，盡職是

我們所有工作者（employees and partners）的任務。 

 

 



<f-3.doc> 

貳、資料收集與調查 
(Data Collection and Survey) 
 

 

(壹)森林資源經營資料之收集 2-1～2-8 

(Existing Data Collection) 

 

(貳)取樣調查設計 2-9～2-18 

(Sampling Survey) 

 

(參)調查資料來源 2-19～2-25 

(Sourec of Survey) 

 

(肆)調查表調查 2-26～2-43 

(Surve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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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森林資源經營資料之收集 
(Existing Data Collection) 

 
一、森林資源經營保育決策支援系統圖 

二、森林經營管理方案擬定計劃之基本資料收集建立、資

訊提供 

(一)經營計劃之基本資料收集建立 

(二)經營計劃之基本資料調查收集建立 

三、林務局組織系統 



<imf-sys.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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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森林資源經營保育決策支援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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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森林經營管理方案擬定計劃之基本資料收集建

立，資訊提供 
 

森林經營保育要掌握的無非是供給面、需求面具經營管理面，而供給面的

部分森林及其環境森林內生物的組成是樹木、動物和林木所賴以為生的土地。

生物的組成、結構、生長、演替和林地所在位置、坡度、坡向、海拔、土壤、

氣象等資料；需要面即社會大眾的需求及其所關心的事務種類與數量。至於經

營管理所需組織、人事技術、配合政策與經營管理所需的經濟財務。目前資料

缺如，需進行本調查，以便收集足夠的資料。 

 
(一)經營計劃之基本資料收集建立 

 
1.土地、生物、生態潛能 

森林是許多木本植物彙集在一起且一定要附著生於土地，靠著其

生物、生態潛能而生長、發展、演替，所以其目前的樹種組成、林分

結構與其生長潛能，可能發展的趨勢與所能提供財貨、勞務的質與量

都是吾人計劃經營必要的資訊。 

 
2.人事、組織、法令、政策 

森林的經營管理必需有單位組織負責和專家配合豐富的知識、經

驗與精良的技術，才得以使森林經營管理得當，而有哪些單位組織、

專家協調運作亦是森林經營管理計畫擬定時不可或缺的資訊。組織協

調運作則需有由專家透過民意代表與政府官員制定的法令、政策為依

據。 

 
3.專家、技術 

森林經營管理中各種不同領域解決問題的知識、經驗與技術可能

並不一致，則專家間之協調相當重要。共同擬訂並修正各種經營管理

工作手冊以方便經營管理者執行。 

 
4.社會、公共意見公眾關心之事務及經營上之考慮，必需透過公眾的參

與暨輿論經常反應，才能對經營計劃有所助益，而非僅以林務單位本

身之認知為考慮。 

 
5.經濟、財務 

每種經營管理措施的執行皆需人力、物力的配合，投入成本的計

算和其經營對產出的損益，若把森林與林地當做資產，森林都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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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目標功能的評價和組織營運。 

(二)經營計劃之基本資料調查收集建立 

1.資訊系統(決策支援系統)與調查規劃調查的資料 

(1)社會對土地、森林資源需求資料(Social demand data) 

(2)資源使用經營歷史的資料(resource use management data) 

(3)資源保護資料(resource protection data) 

(4)交通系統和設備(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facilities data resource) 

(5)植群資源的資訊(vegetation resource data) 

(6)土壤與水資源的資訊(soil and water resource data) 

(7)魚與野生動物資源的資訊(fish and wildlife resource data) 

(8)礦物資源的資料(minerals resource data) 

(9)遊樂資源(Recreation resource data) 

(10)美資源(Amenity resource data) 

 
2.有關經營範圍之林地的基本調查項目 

(1)位置-經緯度、世界橫麥卡托坐標 

(Universal Transversal Mercator, UTM) 
(2)地勢、方位、方向、坡向、坡度 

a.地勢(physical feature) 

(a)山脈走向(range) 

(b)溪河(stream, river) 

(c)海拔高(altitude) 

b.方位、方向、坡向 

c.坡度 

(3)土壤(soil) 

a.土壤種類 

b.土壤剖面 

c.土壤結合度 

d.土壤深度 

e.土壤沖蝕 

(4)地質(geology)-岩石 

(5)氣象 

a.溫度-分布 

b.降雨量-頻率、強度 

c.風-風向、風速 

 
以上這些資料可由圖籍與資料表格或由自行記錄，其他如土地利

用型、林型、生長、樹種組成、林分結構、林分生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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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台面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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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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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調查先得考慮調查目標、調查的涵蓋範圍，再由所需經費與精密度決

定取樣比例和所採用調查資料來源─由人造衛星之影像資料、航空照片或地面

調查；取樣個數(樣本大小)及資料來源介面決定後，這些樣本要落在那個位

置，則可由選擇取樣、逢機取樣、系統取樣、分層取樣來決定，再由經費、精

密度決定有無固定面積，有固定範圍如圓形、長方形、方形，無固定面積如樣

線法、樣點法；隨即以調查對象的雜異度、屬性的大小決定樣區樣位、角矩大

小；由目標可決定調查的項目、調查內容進而所需人員所採用的工具、方法、

步驟與各項調查記錄所用的尺度(類比、等級、等矩或等比)單位(公、英、台制)

和有效數字；實際執行調查等資料的檢定是相當重要，調查收集資料確定無誤

後，則可進入建檔、處理與地理資訊系統、生長演替模擬模式系統、經濟評價

系統與環境影響評估系統的分析以提供經營管理、保育所需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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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b-adm.cwi> 
 
 

三、林務局組織系統 
 
 
 

 文書課 
 行  政  室 事務課 
 出納課 
 台灣省政府 研考課 
 
 
 農  林  廳 造林課 
 造林生產組 林產課 
 輔導課 
 林  務  局 
 林地課 
 林政管理組 保林課 
 推廣課 
 遊樂課 
 森林育樂組 保育課 
 服務課 
 保安林課 
 集水區治理組 治山課 
 林道課 
?　 計劃課 
 森林企劃組 調查課 
 資訊課 
 歲計課 
 會  計  室 會計課 八個林區管理處 
 統計課 羅東林區管理處 
 新竹林區管理處 
 第一課 東勢林區管理處 
 第二課 南投林區管理處 
 人  事  室 第三課 嘉義林區管理處 
 第四課 屏東林區管理處 
 第五課 台東林區管理處 
?? 八個林區管理處 花蓮林區管理處 
?　  
 農林航空測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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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與幕僚 
共同設定全省 

林務局之目標 目標達成  目標下授 森林經營目標 
 ＝政策目標 
 
 
 乙處 共同設定林區 
林區管理處    甲處之處長 處長 丙處之處長 管理處之經營 
 目標 
 目標達成  目標下授 ＝計畫目標 
 
 
 乙區 共同設定事業 

事業區(或工作站)    甲區負責人 負責人 丙區負責人 區(或工作站) 
 之經營目標 
 目標達成  目標下授 ＝技術目標 
 
 
林     班 各林班之負責人 
 
 
 

理想的林務單位目標訂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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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g.doc> 

(貳)取樣調查設計 
(Sampling Survey) 
 

一、施行資源取樣調查的基本步驟 

(一)調查目標的建立 

(二)目標族群的確定 

(三)蒐集資料項目的決定 

(四)測定方法的決定 

(五)族群架構的建立 

(六)樣本取樣調查方法的設計 

(七)外業調查者的講習及訓練 

(八)外業調查工作的施行 

(九)資料的處理 

(十)取樣設計 

(十一)資料需求的評估（needs assessment, INA） 

(十二)新永久樣區之設立： 

(十三)適應取樣設計(adaptive sampling de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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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施行資源取樣調查的基本步驟簡述如下： 

(一)調查目標的建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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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森林資源調查(Forest Survey)之類別、目的。 

(1)立木標售之林分調查(林班販賣調查Cruising purchase survey)需較高準 

(2)編定林區造林、撫育、伐木計劃之調查 

(3) 林木經營計劃、監測、檢訂調查 ( 森林經營計劃調查 Forest 

management planning) 

(4)全國性森林資源調查(森林資源調查 Forest resource survey) 

(5)其他特殊目的之調查(林業政策之制定調查 Forest policy)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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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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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經營計畫擬定所需調查(檢訂調查)則應強調(1)林木質與量推
算(樹種組成、林分結構、林分蓄積)、(2)林木的生長、枯死（林木生
長、枯死、結構變化)、(3)林地生產力、立地品位 

 

(四)測定方法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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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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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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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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樣單位雖然常是互相排斥，但是不一定必須互相排斥(mutual 

exculs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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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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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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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謹就取樣調查流程表示如下圖2-1。 

 

 多種台面資料來源 

 Multiphase 

 衛星影像 

 航空照片 

 地面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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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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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記錄 

 調查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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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 資料處理、分析 資料建檔 資料檢定 

 

圖2-1.  取樣調查流程圖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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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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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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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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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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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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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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調查目的 

 1.調查目的 

 2.背景資訊 

 3.林地描述 大小 

 6.航照 單位 

 調  查 5.取樣調查設計 形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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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本取樣調查方法的設計 

調查全林分時可以完全或%資源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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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正確符合需要。 

 

2、取樣設計： 

新樣區設立時花費的時間直接影響成本的高低，所以如何選擇一種節
省成本，迅速而正確的取樣方法，使得在最低成本下有最高的精確度，此
對永久樣區之設置是一項重要的考驗。一般的取樣方式有下列幾種： 

(1)分層取樣： 

取樣技術為針對某性態值均勻之族群進行部分樣本的選取，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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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資料分析、處理，建立模式以推估整個族群狀況。所以當林分非均
質(Heterogeneous)時，可先劃分出均質(Homogenous)部份，而將族群按
照設計既定之標準，劃分成若干個次級族群(subpopu-lation）或稱為層
（stratum)，最後合併各層所抽取之單位個體，做為一組樣本。森林族
群應依照一定的標準分層，可供做分層的基礎。如行政區域、經營管理
單位、地形、林型、林分密度、地位、林齡等。使原先非均質的族群呈
現均質現象。 

分層逢機取樣乃在各層實施逢機取樣，其優點是較簡單逢機取樣更
能求得精密之族群母數估計值。 

(2)目的取樣： 

按照某種既定之目的，在該族群中由取樣者之意志，主觀地選出個
體，以組成樣本之方法。(如標準木法)目的取樣又稱選擇取樣法；人為
選擇會因為個人之主觀和偏見而使推估結果發生偏差。 

(3)簡單逢機取樣： 

逢機取樣是指對每一個可能的逢機樣本，均須予以相同被抽出之機
率(probability)。逢機法可徹底除去抽樣者之主觀，而獲得足以代表族群
之樣本(林1986)，常用的逢機方法是逢機數字表、抽籤法。但森林調查
中使用逢機取樣有下列缺點： 

a、必須設計一種能逢機抽取樣本之方法。 

b、在廣大森林中尋找及到達樣本所在地點較困難。 

c、在取樣單位間行走花費太多時間。 

d、族群取樣單位分佈不均質時，可能造成樣本之取樣單位分佈不
均質。 

所以森林調查中，使用簡單逢機取樣時，需要空中照片或森林地圖
作為取樣設計及樣本抽出之依據(楊1980)。 

(4)系統取樣： 

依照既定格式，在族群內每隔一定間隔，抽取個體組成樣本，所以
可在林分內逢機或非逢機選定一點設立樣區，其餘之樣區則皆以一定之
間隔或距離設立之。系統取樣在森林資源調查上具有下列之優點： 

a、等間隔的取樣單位，在樣區之設置上有固定之方向可循，可減
少尋找之時間，進而減低費用。 

b、樣本均勻分佈在族群中，使其推算之母數有較高之精確度。 

c、若採用逢機起始之系統取樣，可視樣本具有逢機性，而能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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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母數之無偏估值(unbiased estimate)。 

本省現在正進行之第三次森林資源及土地利用調查，即是以系統取
樣法，先在航空照片上決定出樣點，在配合地面樣區之調查而進行之方
式。 

此外，另有多層取樣、雙層取樣及變動取樣等方式，亦可供永久樣
區設置時之參考。 

經取樣設計而選定之取樣方式，即確定了樣本中心點之位置，以此
中心點為基準而進行樣區之設置及調查。 

3、樣區型態及樣區大小 

樣區型態依劉、蘇(1989)認為應包括： 

(1)等徑樣區(Isoradius Plot)：包括圓形樣區、方形樣區。 

(2)長方形樣區和帶狀橫截樣區。 

(3)直線樣區(或樣線法)：只有長度沒有固定寬度。 

(4)點狀樣區(或樣點法)：只有測點，沒有固定長度、寬度。 

前二者亦稱為單面積樣區或固定樣區法，後二者稱為多面積樣區或稱
變動樣區法。 

 

當決定採用單面積樣區時，須考慮樣區面積的大小，樣區面積大小的決定
通常視林分之構成狀態的單純與否；立木大小、林分密度、林相均齊程度及林
齡之老幼而定。如林分結構或樹種組成較為均質時，則樣區面積可採取足以代
表該林分之大小即可。反之若林分結構樹種組成呈現繁雜的林相時，樣區面積
亦宜擴大，以涵括所有之特性。(林1986) 

樣區之形狀，為便於測量及測樹之容易進行，應盡可能使其簡單；故以周
圍線短之圓形、正方形或長方形為最適宜。(楊1980) 

樣區面積依林(1986)建議：天然林或近於伐期之老齡林，樣區面積不得小
於0.5公頃，幼齡林或林相整齊之林分可採0.2-0.3公頃即可。但樣區面積除了上
述各因子之各種狀態決定外，亦須考慮人力、財力、調查目的及精確度而定，
通常採用監測對象面積之5-10%為宜。又楊(1980)認為人工林可選用0.01公頃之
樣區，調查天然更新之稚苗數目時，一平方公尺即為適當；研究生長收穫之永
久樣區，一般為0.1-0.2公頃。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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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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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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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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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a.遙測衛星資料，b.航空測量資料，c.野外調查資料，d.地圖及輔助資料
－多層取樣（multi-phase sampling）雙重取樣（double sampling) 

(2)樣本大小－取樣單位、個數之計算 

(3)選點-樣區、標線、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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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樣區形狀－ 

a.固定面積-圓形、長方形 

多種固定面積－多段取樣（multi-stage sampling), 

二段取樣法(two-stage sam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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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取樣設計 

觀測的取樣單位（Sampling unit），可為林分（stand)、林班（com-

partments），行政單位（administrative unit）、固定面積之樣區、樣線
（strips）或樣點（poin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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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調查所使用之取樣方法可概括分類如下： 

A.非逢機取樣（nonrandom sampling），亦即目的取樣法（purposive sampling） 

1.選擇取樣(selective sampling) 

(1)標準地法(purposive sample plo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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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標準木法(probestamm, mean tree) 

2.系統取樣(systematic sampling) 

B.逢機取樣(random sampling)亦即機率取樣（probability sampling） 

1.等機率取樣(Sampling with equal probabilities) 

(1)由對象分 

(A)樣區法(sample plot) 

(B)樣木法(sample tree) 

(2)由方法分 

(A)簡單逢機取樣法（random sampling） 

(B)分層逢機取樣法（random sampling） 

2.不等機率取樣或變動機率取樣(sampling with varying probabilities) 

(1)列表取樣(list sampling) 

(2)3P取樣(3P sampling) 

(3)樣點法(point sampling; PPS sampling) 

(4)樣線法(line sampling) 

C.多段取樣（sampling） 

二段取樣法(two-stage sampling) 

D.多層取樣（sampling） 

雙重取樣（duuble sampling) 

E.適應取樣(adaptive sam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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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所示。 

 

(十一)資料需求的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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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資
料也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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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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資料需求 定調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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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永久樣區之設置 、分層取樣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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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森林資源監測系統建立流程圖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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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加以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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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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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形 樣  點 

 方  形 

 長方形 樣  線 

 

 樣區大小 角矩大小 

 
 

測量項目 

 
 

外業調查 

 
  

 分析 結果 監測系統 

   資料庫 

 檢核 

 
 

圖2-3  永久樣區設立流程圖 

(十三)適應取樣設計(adaptive sampling designs)： 

過去取樣方法與取樣理論皆限制了取樣設計，整個樣本皆在取樣調查之前
即予確定，而選擇取樣與調查過程中的觀測值皆沒有關係。然實際調查中，研
究者往往希望在曾經發現該種類多的地方或附近多予調查，此即所謂適應取樣
設計(adaptive sampling)。亦即取樣樣本或單位決定於調查所興趣變數的觀察
值。其目的在於由族群的性態值來決定較精確的族群畜量度或密度，以提高取
樣效率，也同時增加所興趣的觀測值的量。 

但適應選取過程中，會帶進誤差(bias)，所以估計值與其變數依所興趣變數
的觀察價值決定選擇特定地點、單元，以做為觀察的過程謂之。譬如：自然資
源豐量度推估的調查，於調查期間若發現其臨近有較多該調查的對象，則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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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額外的納入為樣本。本取樣設計可應用於動植物、礦物、化石燃料資源的調
查，其他如傳染病學系。適應取樣設計最主要目的在於獲得族群觀測值較傳統
調查一前後均一的調查樣本，來得更高精確度(precision)或效率(efficiency)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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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org.doc> 

(參)調查資料來源 
(Source of survey) 

 

一、資料來源 

(1)地面調查資料 

(2)航空遙測 

錄影(Video)影像 

(3)光譜掃描影像 

(4)衛星遙測 

 

二、整合GPS/Video/RS/GIS 之資訊管理系統 

 

三、台灣林業資料庫如何整合 

(一)整合已有之資料庫 

(二)更新新增資料之調查 

1.永久樣區規劃設立 

2.探討政策擬訂、經營管理決策所需資訊 

3.檢討已有林業資料庫，規劃森林生態系經營保育 

 

四、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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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料來源 

目前獲得森林生態系，經營管理資料，除了過去留下已有的資料外，更新

及新增之資料，其主要方法有(1)地面資料(ground work)(2)航空遙測(airborne 

remote sensing)包括航空照片(aerial photos)與錄影影像(video)(3)多光譜掃描影像

(multispectral scanning imagery)(4)衛星遙測(satel lite remote sensing)。然而各種

資料獲得的方法，所使用的技巧往往有缺失，如： 

(1)地面調查資料－ 

許多地面調查的資料，皆來自踏勘或憑經驗，主觀地決定調查地

點，主觀地決定調查的項目，甚或由路旁看看估計或猜測，而沒有實際

選擇有代表性，逢機性的樣本，進行科學化客觀的測量。以致由於經驗

不足，精神上的疏忽，經費的不足等而引入了許多人為的誤差。若能設

立代表性，逢機性，科學性的永久樣區，調查規劃，配合經營決策者的

重視，執行調查人員的技術與敬業精神等，則可改進資料及資訊的品

質，如果再配合全面或更大範圍(即族群)的資訊與持續一致的調查，則

可建成較理想的資料庫。台灣過去四年內，花費約二億，動員數十人，

進行全省資源調查，建檔，獲地面樣區4002個航空照片樣點，位於林區

內有1996個，航空照片判釋樣點有3萬多點，土壤剖面調查等資料，而當

今樣區資料都已建檔，且各事業區又有許多主題圖籍資料，如何整合這

些空間，非空間資料為一易於查詢的資料庫系統，使各樣區之樣木位置

圖與樣木調查資料，皆可容易查出，甚而檢討各樹種、林分、林型、景

觀種類與環境因子，其他生物間的關連，以為建立全省永久樣區之參考

依據。 

 
(2)航空遙測(airborne remote sensing) 

航空遙測即利用高、低空飛機、氣艇、氣球等載臺，進行地面航空

照片(aerial photos)與錄影影像(video)的資料收集、航空照片－全面或更

大範圍的資料，則需由航空照片或衛星影像來掌握，否則"只緣身在此山

中，不知盧山真面目"。然過去在航空測計上，尚有許多缺失，如航空照

片更新速度跟不上景觀的改變速度，且由航空照片，人為判釋技巧往往

需具有許多經驗，精度才能提高，且各專家間亦常常有許多出入，尤其

在沒有涵蓋所有土地利用型、林型之航空照片之對照圖，更沒有更新完

整的空中材積表，或各種樹冠屬性(即樹冠鬱閉情形，結構組織狀況需要

與地面量測變數建立相關函數)，景觀等科學化指標，可以進行自動監視

判釋，則航空照片很難發揮其精度效果。 

再由於台灣的航空照片大部分還是黑白且沒有較準確的定位座標之

標示，以致要利用光譜(spectral)或空間(spatial)因素來發展自動化判釋分

析，更而自動植入地理資訊管理系統中則尚有困難，目前只能就人為針

對形狀大小、色澤、色調、陰影、組織排列等加以判釋。有了永久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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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可利用不同高度的航空遙測資料進行多尺度取樣之調查資料

組合，以方便未來有關森林生態系性態值的推估、預測與土地利用型

圖、林型圖、林木活力分布圖、空地分布圖等主題圖之製作。 

 
錄影(Video)影像－ 

將具有座標，時間，架設於輕航機上的錄影機，可以很快速、很機動地獲

得較大範圍的資料，且以幾乎及時且大家熟悉的畫面展現，更可分析各種彩色

畫面的光譜與空間物理，生物因子間關係，其結果可以(a)驗證由其他方法所獲

得的資訊，如土地利用型，植生分佈圖、森林、河流間的關係變化。(b)動態影

像資料易於引起大家的興趣，可提供公共參與(public involvement)及經營管理決

策，更實際的資訊。(c)可提供經營者所需資訊，如倒木狀況，每公頃枯木數

量，甚而森林健康狀況。生產活力，野生動物棲息環境的掌握，地面調查設

計，經營管理作業規劃上。(d)監測計劃擬定，執行以及地面樣區的管理。(e)結

合於地理資訊系統中，由疊圖，比對，瞭解各種變遷。(f)可以做目標計劃之結

果推估，使用圖型表示，展示林分或景觀層次狀況。凡此種種皆可以說明錄影

帶在未來森林生態系經營，適應經營管理上，皆具有相當的潛能。 

 
(3)光譜掃描影像 

在航空遙測與衛星遙測，常利用空中掃描儀(scanner)所產生之瞬析

視野(Instaneous field of view, IFOV)以決定解析度，再依地面物體的反射

能或輻射能之特性，收集地面資料或影像照片，經數位化後儲存於高密

度磁帶(HDDT)上，再經轉換成為一般電腦用磁帶(CCT)，目前大地衛星

(landsat 5)有7個光譜掃描帶，預訂1998年發射的landsat 7則將有30個光譜

掃描帶，飛機載設的光譜掃描儀其帶數也可與衛星同。 

 
(4)衛星遙測－ 

衛星軌道一定，掃描，照攝的角度，範圍固定，再加以A.大氣條件

(atmospheric conditions)不同，B.儀器光譜調度(instrument calibration)不

易，C.波度選擇(waveband width selection)不一，且解析度與影像分析技

巧上的種種限制，導致衛星影像分析效果精確度的不足，而導致同樣時

間、地點的衛星影像資料，其分析結果迥異等缺點。但在"未來世紀的衛

星資訊"(Landsattellite Imformation next decade)報告指出未來陸地衛星解

析度可達到1公尺，將可解決一些限制，但固定掃描，照攝的角度，軌道

一定，配合其它資源工具與分析，將可使衛星影像資料更據實用。 

 
二、整合GPS/Video/RS/GIS之資訊管理系統 

基於以上的缺點，如何結合各種不同尺度的調查資料，加以分析建立

其關係以利資料之整合與應用各種檔所具有的座標系資料與時間資料，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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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已有資料，地面調查資料，航空照片數化資料，與衛星影像資料，錄

影機，高、低空攝影資料予以整合為一具有時間，空間的地理資料庫，再

置入地理資料系統與其他具有空間座標的資料結合，以提供資料做全盤考

慮的分析。 

 
目前位於奧瑞崗州立大學，生物資源工程學系之空測環境分析中心

(Center for Airborne Environmental Analysis) 發展一套將光譜掃描儀、熱掃

描儀、錄影機、衛星定位系統(GPS)等遙測感應器裝於輕航機上，可同時進

行多光譜掃描影像、錄影影像、數據照相機等具有衛星定位系統座標位置

與時間之數據影像資料的調查收集。目前用BaSO4 panel (Lambertsion 

surace 99.8% 可全面反光)可做標準化光譜測計(spectral measurement)改進儀

器光譜調度不易亦是該系統的特點之一。這個同時整合不同感應器裝於輕

航機收集地面資料，並即時整合輸入資料於硬碟中，此系統稱之空測資料

收集與資訊管理系統(Airborne Data Acquisi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ADAMS)。(陳、馮，1995) 

 
這些技巧，可以使我們同時收集不同高度、同一地點的多種感應器的光

譜、影像資料，使我們掌握更精確、更豐富的地面資料。森林生態系在不同空

間位置、不同時間歷程中的變化情形，亦可掌握，甚至在變化的早期即予偵

測。這個整合/GIS/RS的硬軟體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a)同時獲得各種感應器所收集到同一地點之地面資料，並且皆自動整合於一資

料庫中，即可由不同儀器收集的資料獲得同一景觀現象。 

(b)在快速，機動性強，省經費原則下獲得不同高度的地面現況資料。 

(c)無法由地面調查，中、高空航測及衛星遙測取代，亦即可將中、高空飛機進

行之地面資料收集所缺乏的部分，予以補足。即可隨時支援地面調查工作，

將各種來源的資料整合於相同資料管理系統中，以方便應用。 

(d)整合電腦分析軟體，可做即時即地(on-site)的資料處理分析。 

(e)機動性強，可以進行具有彈性的不同尺度的空間調查與時間序列調查。 

 
三、台灣林業資料庫如何整合 

(一)整合已有之資料庫 

國家花了許多經費，林務局調查課、資訊課亦投入許多精神、人力進行之"

臺灣第三次土地資源調查"，其資料相當豐富，大凡樣區內之林木、地被植生、

土壤、坡度、坡向、海拔高、地質、野生動物等資料皆有，且地面調查樣區、

航照樣點，甚至樣區內之林木皆具有空間位置座標可循。同時也依事業區建立

林業地理資訊系統，已擁有許多圖層，正可以以此為核心，先建立整合空間圖

形屬性與非空間屬性查詢系統，整合多尺度森林調查資料(如以台灣全省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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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尺度或樹、樣區、林分、事業區、景觀(林型)、地區等不同尺度資料)與不同

比例尺圖籍再考慮整合林務局已建完成之"經營計畫檢訂調查系統"、"育林臺帳

系統"、"母樹林系統"、"保安林檢訂調查系統"、"森林遊樂區管理系統"等等。

在此同時各個森林有關學術、研究單位也從其本身的調查資料加以整合，每組

資料都標以相同投影座標系(如目前分之一的像片基本圖所用的二度分帶)之座

標，為以後連結彼此之用。各資料組有關文獻資料，亦能成立"林業林學資料庫

小組"討論、擬定"森林資訊中心"、文獻標準格式"，資料收集標準化格式的規

劃，好讓研究者、調查者，將調查資料做詳細記錄、檢查、修正，使文獻與資

料組結合一起，以方便未來有關資料組易於正確存取。 

 
(二)更新新增資料之調查 

1.永久樣區規劃設立 

以林務局調查課、資訊課過去這四年進行"臺灣第三次土地資源調查"

之樣區資料、土地利用型圖、農航所製作的基本圖、數位地形模型資料等

事先建好之整合空間圖形屬性與非空間屬性查詢系統的資料為核心，(1)建

立台灣森林樹種、林型之生態幅度與空間模式，(2)評估生態系關鍵因子以

為永久樣區規劃依據，(3)由不同森林資源層次、空間，評估永久樣區分

布、個數。分析"台灣全省森林生態系永久樣區規劃"，探討臺灣第三次土

地資源調查之樣區有那些具代表性，值得保存做連續調查，有那些樣區可

就此廢除，或尚需增加幾個樣區、設置於那裡，甚至由"生態系經營"理念

下之"多目標利用"觀點來檢討樣區的個數、面積大小範圍與分布位置，以

建立具有代表性的台灣全省森林生態系之永久樣區系統。那麼再配合有效

的調查項目、方法與資訊項目、分析方法步驟，以便獲得在"生態系經營"

及/或"多目標利用"理念下，政策擬訂、經營管理決策所需資料與資訊。 

 
2.探討政策擬訂、經營管理決策所需資訊 

可考慮由以下三端著手。1.探討綜合目前中央到地方，各層級之森林

經營保育決策與政策擬訂的問題。2.各行政主管層級及大眾所關注之森林

生態系層級項目與多目標利用觀點。3.探討經營保育決策與政策擬訂，所

依據之資訊。此資訊或許需由範圍更大的尺度獲得。此大尺度資料如由高

塔、氣艇、氣球、高、低空飛機等載臺之航空調查測計，其資料包括利用

數據照相機、錄影影像機、多光譜掃描儀、雷射等感應器所獲得者，及/

或LANDSAT，SPOT等衛星數據影像資料，配合地面調查資料，做影像、

光譜生態及空間等分析。 

 
3.檢討已有林業資料庫，規劃森林生態系經營保育，所需資料之收集與更新

可考慮由以下步驟著手： 

a.檢討已有森林資料庫-林業經營與林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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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以森林生態系觀念，經營保育台灣森林，所需之資料與資訊.進行不足及需

更新之資料與資訊之收集、分析規劃。 

奧瑞崗州立大學NASA的空測環境分析中心，發展成功之"空測資料收集與

資訊管理系統(ADAMS)"可供野外之地理、物化、生物調查之參考。這技術可

以使我們由不同高度、比例尺與不同調查工具儀器來掌握不同地點之森林變異

狀況與同地點之森林生態系，在時間歷程中的變化趨勢，可分析出自然環境變

化與人為經營管理措施對生態系之生產力與雜異度的影響程度，以為生態系政

策擬訂、經營管理決策調整之依循。可以考慮引進應用於需要驗証，連續調

查，監測，更新調查上，若實際應用可行時，可由各林管處配備輕型飛機，平

時做巡視保林與永久樣區監測調查之用。 

 
四、結論 

 
1.資料的收集，花費高，尤其針對佔地廣且隨空間位置、時間歷程有差異，且

會變化之森林生物、生態、環境做研究，做經營管理，則更需選擇各種較具

代表性的樣本對象，做長期的觀察、調查，資料收集、處理、分析。所以臺

灣林業經營保育與林學研究，皆需要一套整合資料庫，此套整合資料庫可為

學術研究與經營保育者共用。此問題不是"要不要做"，而是"應如何做"此工作

越早做，對臺灣林業經營與研究必有俾益。 

2.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奧瑞崗州立大學量化科學小組發展"森林科學資料銀行"與

"空測資料收集與資訊管理系統"的經驗，可供吾人於整合資料庫與資料收集、

更新上之參考。但時代背景、國情不同，收集資料的來源，資料種類素材也

增加許多，如何使用新科技進行整合，使資料發揮提供學術、支援經營管理

決策實務的效率，是我們需要努力研發的地方。 

3.森林學是應用科學不是純科學，且範圍廣，又是整體之系統性，將學術及支

援經營管理決策實務所需探討、引用的資料組整合一起是必然之勢。各種森

林方面的研究，不管是資源調查、檢訂調查、林相變更地生長量調查、樟樹

資源調查、環境監測、長期生態系研究、鄉土樹種研究等調查也當然可以以

樹種、土地利用型或林型、族群景觀，還有地理位置來加以整合。整合時，

當然尺度與精度的問題，一定需要加以重視。 

 
4.以林務局調查課、資訊課"臺灣第三次土地資源調查"為核心，先整合林務局已

建完成之"經營計畫檢訂調查系統"，再整合內部各資料庫，如"育林臺帳系統

"、"母樹林系統"、"保安林檢訂調查系統"、"森林遊樂區管理系統"等等。 

5.各個森林有關學術、研究單位也從其本身的調查資料加以整合，每組資料都

標以相同投影座標系(如目前分之一的像片基本圖所用的二度分帶)之座標，為

以後連結彼此之用。各資料組有關文獻資料，亦能由"森林資訊中心"、"文獻

標準格式"，資料收集標準化格式的規劃，讓研究者、調查者，將調查資料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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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記錄、檢查、修正，使文獻與資料組結合一起。以供政策擬訂、經營管

理決策之用。 

6.各種科技整合應用，各專家學者的知識、經驗的整合與技術的合作，已是時

勢所趨，尤其探討森林生態系為主的林學、林業更是。其研究探討的材料，

當然也需要在考慮時間，空間上將其整合。那些資料需要、那些資訊需如何

統一導出，定義等問題，需由專家學者與實用決策經營者互相切磋，以便發

展實用的決策資源資訊，以供森林生態系經營管理保育之決策分析與經營方

案擬訂之用。 

7.奧瑞崗州立大學,發展成功之"空測資料收集與資訊管理系統(ADAMS)"可掌握

同地點、不同尺度的森林變異狀況與森林生態系，在時間歷程中的變化趨

勢，且將不同時間、不同空間尺度的資料在調查時即結合在一起。頗值得引

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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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doc> 

(肆)調查表調查 
(Survey Design) 

 
一、樣區調查記錄表 

二、照片樣點判釋紀錄表 

三、臺灣森林帶垂直分佈一覽表 

四、森林調查記載表 

五、樹高及生長量樣木記錄表 

六、太魯閣國家公園野生動物生態資料調查記錄表 

七、太魯閣國家公園野生動物棲息地記錄表 

八、地區性鳥類觀察紀錄卡 

九、台灣林務局自然保護區生態資料調查卡 

十、測量尺度的比較 

 

 



<FORM-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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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省林業試驗所參考資料之一 
臺灣森林帶垂直分佈一覽表 

森 
林 
帶 

海 
拔 
高 

 
特 徵 樹 種 

 
各林木之分佈限界 

針

葉

樹

林

帶

寒

帶

林 

4.000M 
 
 
 
 
 
 
 
3.500 
 
 
 
 
 
 

3,000 
 
 
 
 
 
 

2,500 
 
 
 
 
 
 
 
2,000 

玉山(新高山)3,950M 
Juniperus squamata Lamb.山柏 
Rhododendron pseudo-chrysanthum Hay.高山村鵑 
Spiraea morrisonicola Hay.玉山繡珠菊 
Rosa morrisonensis Hay.玉山薔薇 
Dammacanthus angustifolius Hay.狹葉鹿剌 
Berberis morrisonensis Hay.玉山麋木 
 
Juniperus formosana Hay.剌柏樹 
Sorbus spp.花楸類 
Rhododendron spp.社鵑花類 
Rubus calycinoides Hay.懸鉤子 
Ribes forinosanum Hay.臺灣茶* 
Viccinium Merrillianum Hay.蔓莖越橘 
Pseudotsuga Wilsoniana Hay.威氏帝杉 
Eurya spp.  類 
Illicium leucanthum Hay.高山八角 

溫

帶

林

 Tsuga chinensis pritz.鐵杉 
Pinus Armandi Franch.華山松 
Pinus taiwanensis Hay.臺灣二葉松 
Taxus chinensis Rehd.紅豆杉 
Osmanthus lanceolatus Hay.山桂花 
Stranvaesia Davidiana Decne var.salicifolia Rchd.假沙梨 
Trochodendron aralioides S.et Z.臺灣雲葉 
Elaeagnus spp.胡頹子類 
Salix spp.柳類 
Pinus formosana Hay.臺灣五葉松 
Cunninghamia Konishii Hay.臺灣五葉松 
Cunninghamia Konishii Hay.巒大杉 
Alnus formosnna Makino 臺灣赤楊 
Ulmus Uyematsui Hay.阿里山榆 
Acer spp.域類 
Fatsia polycarpa Hay.臺灣八掌 
Daphiphyllum spp.虎皮楠類 

闊

葉

樹

林

帶

暖

帶

林

 
 
 
 

1,500 
 
 
 
 
 
 

1,000 
 
 
 
 
 
 

500 

 Ketelccria Davidiana Beissen.油杉 
Libocedrus formosana Florin 臺灣肖楠 
Quercus variabilis Bl.栓皮櫟 
Castanopsis spp.櫧類 
Juglans formosanna Hay.臺灣胡桃 
Celtis formosana Hay.臺灣沙朴 
Fraxinus Griffithii C.B Clarke 光臘樹 
Machilus spp.楠類 
Cinnamomum spp.樟類 
Ficus spp.榕類 
Podocarpus spp.羅漢松類 
Zelkova formosana Hay.臺灣櫸 
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 楓香 
Melia Azedarach Linn.棟樹 
Elaeocarpus spp.膽八樹類 
Daemonorops Margeritae(Hance)Becc.黃籐 
Phyllostachys Makinoi Hay.桂竹 
Phyllostachys edilis Riviere 孟宗竹 
 

熱

帶

林

 Leleba Oldhami Nakai 綠竹 
Bambusa stenostachya Hackel 荊竹 
Pandanus odoratissimus var.sinensis Kaneh.華露兜樹 
Cocos Nucifera Linn.可可椰子 
Areca Catechu Linn.檳榔樹 
Mangifera indica Linn.檬果 
Euphoria Longan Lam.龍眼 
Paulownia Fortunei Hemsl.泡桐 
Paulownia Kawakamii Ito.白桐 
Palaquium formosanum Hay.大葉山欖 
Diospyros utilis Hemsl.毛柿 
Annona spp.番荔枝類 
Erythrina variegata Linn.剌桐 
Acacia Richii A. Gary 相思樹 
Bischofia javanica Bl.茄苳 
Garcinia spicata Hook.f 福木 
Rhizophora mucronata Lam. 紅樹

 
 

臺灣省林業試驗所森林生物科編印 
民國三十六年六月 

 

臺
灣
冷
杉 

鐵
杉 

 

臺
灣
雲
杉

樟 

臺
灣
杉 

臺
灣
扁
柏 

紅
檜 

楠
櫟
櫧 

榕
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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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2.doc> 
五 、 樹 高 及 生 長 量 樣 木 記 錄 表 

 

樣木號碼 樹   種 樹號 胸   徑 

(cm) 

樹 梢 角 樹 頭 角 斜 距

(m) 

估計樹高

(m) 

計算數高 

(m) 

單 皮 厚 

(mm) 

半徑生長

(mm)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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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 高 樣 木 測 量 紀 錄 表 

樣區號碼 €€€€ 林班 €€€ 

林區 €€ 小班 €€€ 

事業區 €€ 調查日期  

備註  

調查人員： 記錄員： 

樣木 

編號 

樹         種 樹 梢 角 樹 頭 角 斜 距

(m) 

估計樹高

(m) 

計算數高 

(m)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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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 倒 木 重 量 紀 錄 表 

樣區號碼 €€€€ 林班 €€€ 

林區 €€ 小班 €€€ 

事業區 €€ 調查日期  

備註  

調查人員： 記錄員： 

        

 2公分以下       

        

 2.1公分       

        

 9.0公分       

 9.1公分       

        

 18.0公分       

 18.1公分       

        

 30.0公分       

        

 30.1公分以上       

        

        

 量至2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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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盤 * 導 線 測 量 測 線 資 料 表 
 
導線編號： 事業區： 林班： 小班： 日期：  
 

（檔名：□□□□□ 本欄供電腦處理時用請勿填寫） 
測站 測點 方位角 高低角 斜距 備註 測站 測點 方位角 高低角 斜距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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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3.doc > 

六、 

 
太魯閣國家公園野生動物生態資料調查記錄表 

 
編號： 地點： 日期：  

記錄者： 天氣： 時間：  

發現種類：  

發現數量：  

海拔高度：  

發現狀況：(1)目擊 (2)足跡 (3)窩巢  

 (4)排遺 (5)捕捉 (6)屍體  

 (7)食痕 (8)聽到 (9)訪問  

 (10)其它  

棲息地狀況：(1)天然林 (2)人工林 (3)草地  

 (4)農田 (5)溪流 (6)湖泊  

 (7)碎石坡 (8)峭壁 (9)空中  

 (10)其它  

發現位置：(1)樹冠 (2)樹林中層 (3)樹林底層  

 (4)地表 (5)水中 (6)其它  

 
備註事項：(1)叫聲(錄音或描述) (2)食物(標本) (3)行為(描述或攝影) 

 (4)窩巢(攝影或描述) (5)標本(帶回、測量或攝影) (6)生殖狀況 

 (7)地圖位置 (8)估計族群多寡 (9)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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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太魯閣國家公園野生動物棲息地記錄表 

 
野生編號： 種  類： 日期時間：  

區域編號： 數  量： 記錄者：  

標本編號： 資料來源： 天    氣：  

 

地 海拔： 公尺 土壤：□礫土 □砂土 □黏土 □碟 □岩 □岩床 

 位置： □山脊 □山腰 □山谷 坡度： □0 □15 □30 □45 □60 □75 

理 坡向： □ＮＥ □ＥＳ □ＳＷ □ＷＮ 周圍公尺內水源：□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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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林 溫叢 筍竹林 茅草地

草本植

物  地

裸 壤土 砂土 礫土 岩床 其他

 林 闊 葉 林      地      

  混 淆 林      水 死 水  
   

  針 葉 林       
活 

湍  流    

 種 人 造 林        急  流    

 
高 >20m/>3m        緩  流    

  -20m/1-3m       水 潭    

 
度 <10m/<1m       水底  

 
密 密 閉 

      水中  

  普 通 
      水面  

 
度 疏 落 

       地下或岩洞   

 
花有 花 

       地面裸地   

 
果無 果 

       草叢   

 
下物 繁 茂 

       灌叢   

 
層密 普 通 

       樹叢   

 
植度 稀 少 

          

 
出 枝 梢 

      活的  

  樹 幹 
      數量  

  灌 木 
      死的  

  草 類 
      數量  

  地 面 
      痕跡  

  地 下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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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中的斜線前方數字係指喬木高度，後方則為灌木高度： 

 
干 天然：□火災   □風害 □蟲害 □崩落 □水害 

 人為：□伐木   □露營 □垃圾 □道路 □步道 □火跡 □住家 □耕地 □果園 

擾 □香菇寮 □狩獵壓力 □其他 

備 

 

註 

 

 

長梨山羊野外記錄表 

 

 日期：  

 

地點：  海拔：  坡度：  坡向：  

 

根據：  數量：  溫度：  濕度：  

 

位置：稜線   鞍部   腰部   崩崖   山間   

 

居穴環境  或活動環境  

 

干擾：  林相：  基質：  

 

方向：  隱蔽性：  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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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層植被： 種類 裸樹 胸徑 灌層植被： 種類 棵數 覆蓋度 

Ａ Ａ 

Ｂ Ｂ 1 

Ｃ Ｃ 2 

Ｄ Ｄ 3 

Ｅ Ｅ 4 

 

底層植被： 

 種類 覆蓋度 

 
Ａ 1 

Ｂ 2 

Ｃ 3 

Ｄ 4 

Ｅ 

食性：咬痕： 棲息環境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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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地區性鳥類觀察紀錄卡 

 

地 點  日 期  

海 拔 高 度  時 間  

天 氣  記 錄  

參 與 者  

 

  

觀察環境描述： 

 

 

種 類 

建 

 

築 

 

物 

鄉

鎮

或

公

園

潮

濕

稻

作

地 

乾

旱

耕

作

地 

潮

泊

池

塘 

河

川

河

口

泥

濘

海

灘

地

岩

 

 

 

岸

草

 

叢

 

地

沼

 

澤

 

地

荒

 

漠

 

地

闊

葉

林

地

人

工

造

林

地

混

交

林

地

針

葉

林

地 

高

山

草

原

地 

裸 

 

露 

 

地 

空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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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地點 

調查日期 

天    氣 

 

編 

 

 

號 

鳥  名 植物種類 

發

現

時

間

出現環境 

數

 

 

量

行  為 備    註 

        

        

        

        

        

        

        

        

        

        

        

        

        

        

 

出現環境：請註明住宅邊、苗圃地、灌木叢、闊葉林、針葉林、空中、水邊或其他 

 

備    註：請註明食餌部位、築巢情形、棲息情形、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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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台灣省林務局自然保護區生態資料調查卡 

 

編號：     號 

 

保護區類型：原生保護區，自然(研究)保護區，野生動物保護區，天然紀念物保護區 

 

 

生態體系：海洋，海岸，融匯淀，溪流，河流，湖，池塘，沙漠，寒原(高山)，草原，森林 

 

保護對象： 

 

生 育 地：山麓、山腹，山嶺、平原、丘陵、湖泊、溪谷、河川地、草生地、砂丘、海岸、河

口、小島、市郊 

 

組    成： 

 

 

 

 

 

結    構： 

 

 

顯要植物： 

 

 

優勢動物： 

 

地點：    事業區第  林班  小班 面  積：                      公頃 

 縣    鄉    村 圖面號碼：            第          號 

海拔高： 公尺 調查(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坡向：  資料來源：  

坡度： 度 

 



 

2-43

 

獸類 鳥類 其 他 記 述 

名稱數量 名稱數量 

1. 梅 花 鹿 1. 熊 鷹 

2. 水 鹿 2. 蛇 鷹 

3. 羌 3. 鷹 

4. 山 豬 4. 其 他 之 鷹 

5. 野 兔 5. 黑長尾雉(帝雉) 

6. 山 羊 6. 藍 腹 鶻 ( 山 雞 ) 

7. 猴 子 7. 環 頸 雉 

8. 熊 8. 竹 雞 

9. 雲 豹 9. 斑 鳩 

10. 山 貓 10. 水 鴨 

11. 水 獺 11. 白 鷺 鷥 

12. 白鼻心(菜子貓) 12. 大 型 貓 頭 鷹 

13. 鱗 鯉 ( 穿 山 甲 ) 13. 小 型 貓 頭 鷹 現 況 描 寫 

14. 大 蝙 蝠 14. 猴 面 鳥 ( 草 鴞 ) 

15. 飛 鼠 15. 台 灣 藍 鵲 

16. 其 他 16. 喜 鵲 

17.  17. 樹 鵲 

18.  18. 八 色 鳥 

19.  19. 黃 鸝 

20.  20. 朱 鸝 

21.  21. 紅 山 椒 鳥 

22.  22.  

23.  23.  

24.  24.  

25.  25.  

 



參、資料建檔、處理、量化 <f5.doc> 
(Data Building, Processing, Data Base) 

 
 
(壹)林業資料處理 3-1～3-11 

(Data Processing) 

 

 

(貳)資訊系統─資料處理設備 3-14～3-19 

(Data - Processing Efwipments) 

 

 

(參)屬性資料庫與資料庫管理系統 3-20～3-32 

(Data Base and Database Management) 

 

 

(肆)地理資訊系統 3-33～3-40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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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doc> 

(壹)林業資料處理 

(Data Processing) 

 

一、林業資料處理課程時間表 

 

二、林業資料處理及實習(林業資料處理分析學) 

 

1.課程簡介 

 

2.課程內容 

 

3.網要 

 

三、林業資料處理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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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sch.doc> 
一、林業資料處理課程時間表 

 
日期 內 容 

 6/10 

13/10 

20/10 

27/10 

 3/11 

10/11 

17/11 

24/11 

 1/12 

 8/12 

15/12 

22/12 

29/12 

 5/ 1 

1.設備介，PC Novell 使用 

2.DOS 環境 Windows 環境，交換檔 

3.DOS 文書處理 ET3+PE3、CWI 

4.網路介紹，資料傳送(ftp, mail) 

5.Windows 文書處理 Words, Wordperfect 

6.DOS 試算表 Lotus 123，Quatro Windows 試算表 Excel 

7.統計軟體 SAS，BMDP 

8.AutoCAD/scanner 

9.Windows Powerpoint/Photoshop 

10.Windows Arc/View 
11.整合報告 

12.整合報告 

13.WWW 
14.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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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doc＞ 

林業資料處理及實習(林業資料處理分析學) 
(Forest Data Processing and Practice) 

 
一、課程簡介： 

提供學生對於電子計算機與個人電腦目前硬軟體環境的膫解與在"森林資源

政策擬訂及經營管理支援決策量化"有關問題上之可行性分析與應用。森林資源

經營管理資料建檔、處理、分析及建模與解釋、說明、展示，是林學、林業(森

林資源經營管理)必要的訓練。資料處理與計算機，計算機在林業上之應用概

況，(1)作業系統：DOS，UNIX，WINDOWS 3.X，(2)文書處理與中文系統，排

版系統 ,(3)試算表(spreadsheet)與資料庫：LOTUS，QUATRO Pro，Microsoft 

EXCEL，DBASE Ⅲ PLUS套裝軟體(4)計算機輔助設計與繪圖CAD在林業上之

應用；(5)統計軟體：變異分析探討如四種不同取樣方法之精密度比較，以迴歸

分析探討林木、林分生長、收穫問題等推測、預測、模擬。若有時間的話再探

討(6)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資料庫在林業上(a)屬

性資料庫(b)圖籍資料庫(c)影像資料庫(d)聲音資料庫上之應用，(7)有關資訊網

路在林業之應用，即(a)Ｅ－mail(b)分散式資料處理與傳送FTP(c)X-window的使

用，最後以(8)整合性資料處理系統處理自然資源經營管理、政策擬定與問題解

決。 

 
二、課程內容 

內容： 

在考慮森林多目標利用的自然資源經營下，各種功能的決策資訊的

提供是相當重要，而資訊的來源多來自資料收集、調查、整理分析

而來，本課程即培育同學具有利用電腦處理分析森林資料的能力。 

綱要： 

1.資料種類介紹(空間、屬性、邏輯資料)(狀態、歷程) 

2.如何整理、建檔所登錄之調查表資料(尺度、有效位數...) 

3.如何建立資料庫(資料結構、資料轉換)資料庫管理系統(DBMS) 

4.數字資料資料處理分析技術(綜合、演譯)--統計、電腦。 

5.歷史資料收集整理 

6.地理、位置、生物因子收集與調查 

(1)野生動物調查資料處理分析技術 

(2)遊樂資源調查資料處理分析技術 

(3)保育資源調查資料處理分析技術 

(4)環境美質調查 

(5)水資源調查資料處理分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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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林木資源調查資料處理分析技術 

7.土壤、氣候調查資料處理分析 

8.自然資源調查資料處理分析技術 

9.社會需求調查資料處理分析技術、經濟評估調查資料處理分析 

10.整合資源經營理念調查資料處理分析(Integrated inventory) 

11.實際以變異分析評估分析四種取樣方式之精密度 

12.實際以迴歸分析探討五種不同栽植密度的林木、林分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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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ptit.doc> 
三、林業資料處理目錄 

 
課程大綱 

 
(一)電腦資料處理在林業上之應用概況 

1.資料處理的目的 

2.森林經營管理體系 

3.電腦硬體 

4.電腦軟體 

 
(二)作業系統 

1.DOS DOS.DP 
2.WINDOWS，CWINDOWS 套裝軟體 WIN.DP 

WINDOWS 3.0 套裝軟體基本操作 

3.UNIX SEC.000 

 
(三)文書處理與中文系統 

1.DOS 
(1)中文系統（倚天） 

(2)文書處理（II） PE2-MSU.SP 

(3)慧星系統／書中仙 HE.DP 

(4)排版系統 CWI.DP 

2.C-WINDOWS 

(1)WORDS 

(2)WORDPERFECT 
3.實例介紹 

(1)觀念 

(2)調查系統 

(3)取樣設計 

(4)調查技術／資料收集 

A.地面資料（ground work） 

B.中低空載臺（Aircraft-mounted remote sensing） 

C.太空衛星（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5)資料管理 

A.集中資料 

B.分散資料 

(6)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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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統計分析 

B.光譜分析 

C.空間圖形分析 

(7)模式建立 

A.生物、生態－生長、演替、雜異度穩定、生產力資訊 

B.社會、經濟－發展、保續、福利資訊 

C.行政、法規－法令、政治、行政、組織資訊 

D.經營、保育－可行性、經濟性、合法性、 適性資訊 

(8)模式建立考慮 

A.不同種類模式 

B.不同型模式 

C.不同母數模式 

(9)決策 

A.生物、生態 

B.經濟、社會 

C.經營、管理 

 
以圖表、聲音、影像來展示模式分析的過程與結果，甚而模擬。再利用以

上規劃後之系統依目的進行模式結合分析，則可以獲得經營作業模擬與環境改

變監測，資訊以供經營計劃，政策擬定等決策之用。 

 
4.實例演練 

(1)選擇分析題目，關鍵字、引用文獻 

(2)前人研究、計畫編寫 

 
(四)工作表（Spreadsheet）－非空間屬性資料建立 

1.套裝軟體介紹使用 

(1)DOS 的 LOTUS 123 LOTUS.DP 

(2)WINDOWS 的 QUATRRO-PRO 

(3)WINDOWS 的 EXCEL 

2.實例介紹 

(1)資源調查項目、變數、導出變數與欲探討之依變數 

(2)生態變化與生長收穫模式 

(3)森林監測項目、變數、導出變數與欲探討之依變數 

(4)生態模式所而資料項目、變數、導出變數與欲探討之依變數 

(5)經濟模式所而資料項目、變數、導出變數與欲探討之依變數 

(6)經營模式所而資料項目、變數、導出變數與欲探討之依變數 

3.實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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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料項目之收集、整理 

(2)資料建檔、轉換 

(3)資料推計、導出變數求算 

(4)模式建立之資料處理表 

4.實例演練 

(1)描述統計 

A.性態值分怖－直徑分布、樹高分布、斷面積分布 

B.範圍、 高、 低、平均 

(2)推論統計 

A.逢機數產生 

B.變異分析－固定面積、變動面積取樣方法之比較 

C.迴歸分析－生長收穫模式 

(A)線性－全林分生長模式 

(B)非線性－Bertalanffy, Miterlich Gomperts Logistic. Richards Schnute 生

長模式 

(3)多變值分析 

A.分類 

B.主軸轉換 

C.因數分析 

(4)空間統計分析 

 
(六)期中報告－文書、工作表、統計模式、統計圖表結合 

1.計畫期中報告 

(1)資源調查（含生物、生態之空間變異模式之建立）報告 

(2)監測分析（含生長、演替等具時間系列模式之建立）報告 

(3)空間、時間交互之動態模式建立之報告 

2.實例演練 

(1)森林資源查資料處理期中報告 

(2)森林生態系監測資料處理期中報告 

(3)經濟、社會模式資料處理期中報告 

(4)經營模式資料處理期中報告 

 
(七)模式系統 

1.DFSIM 

2.MUSYC 

3.SYSTUM 

4.ORGANON 
5.林分結構生長模擬模式系統（FIA-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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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電腦輔助設計與繪圖在林業上之應用 

1.CAD 概論 AUTOCAD.DP 

2.硬、軟體介紹 

(1)AUTOCAD 

(2)WINDOWS-POWERPOINT 
(3)OCR 與掃描機使用 

3.實例介紹 

統計圖、像片、地圖-主題圖之繪製、掃描應用 

4.實例演練 

調查資料來源位置圖-林木位置圖、樣區位置圖（事業區、全省）之應用各

尺度層級之代表像片、地圖掃描，繪製 

 
(九)在林業上之應用空間屬性資料建檔、分析與模式建立 

1.GIS 概論 

2.GIS 軟體介紹 

(1)ARC/INFO 

(2)GENAMAP 

(3)GRASS 

(4)IDRISI 
3.實例介紹-不同空間尺度 

(1)臺灣全省各自然、社經、人文經營圖籍及森林資源調查 

(2)各事業區、各縣市、各集水區之經營圖籍及森林資源調查 

(3)惠蓀林場、新化林場、東北角風景特定區之各自然社經人文經營圖籍 

(4)土地利用型、植群（生）型與林型等景觀層級資料 

(5)各調查樣區之林木資料 

4.實例演練 

(1)以自己進行分析之野外調查資料建立空間位置圖籍如主掄題圖位置圖等

高線繪製惠蓀林場每位同學負責數化一個林班、繪製林班圖、水系、林

型圖、測量面積圖、林木位置圖之繪製 

(2)林木位置圖、樣區位置圖繪製 

 
(十)空間地圖資料與非空間屬性資料概論 

1.空間圖籍與非空間屬性資料概論 

2.空間軟體介紹 

(1)PHOTOSTYLE 

(2)FIELDNOTE 

(3)ARCAD 
3.實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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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灣全省森林資源調查非空間屬性資料與臺灣各自然社經人文經營空間

圖籍結合 

(2)林木非空間屬性資料與林木位置圖結合 

4.實例演練 

以自己進行之野外調查非空間屬性資料與空間圖籍結合 

 
(十一)資料庫管理系統在林業上之應用 

1.資料庫概論 

2.資料庫種類 

(1)文書資料庫 

(2)屬性資料庫 

DBASE III 軟體 

(3)圖籍資料庫 

(4)影像資料庫 

(5)聲音資料庫 

(6)邏輯思考知識庫 

*DBMS 軟體 

結構查詢語言（QUARY LANGUAGE,SQL） 

DBASE III PLUS DBASE.TXT 

GRPTA 

QRACLE 

INFORMIX 
3.實例介紹 

(1)臺灣全省森林資源調查非空間屬性資料與灣各自然、社經、人文經營空

間圖籍結合資料庫 

(2)林木非空間屬性資料與林木位置圖結合資料庫 

4.實例演練 

以自己進行之野外調查非空間屬性資料與空間圖籍結合 

 
(十二)資訊網路在林業之應用 

1.資訊網路概論 C-NETWRK.DP 

2.專家系統軟體 

3.實例介紹 

(1)E-mail 
(2)分散式資料處理 

(3)X WINDOW 使用 

(4)Gopher 

(5)Moasic, 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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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實例演練 

(1)練習 E-mail, FTP（get，send，multiget......） 

(2)用 WWW 找 forestry，LTER，Computer 等有關資料印出。 

 
(十三)專家系統與神經網路在林業上的應用 

1.專家系統、神經網路概論 

2.專家系統軟體 

(1)CLIPS 5.0 

(2)EXESYS 
3.實例介紹 

(1)林地分類 

(2)適地適木 

(3)病蟲害診斷 

 
(十四)整合性資料處理系統 USA-INF.2 

1.整合性資料處理系統概論 C-NETWRK.DP 

2.系統軟體 

3.實例介紹 

(1)ADAMS 整合系統 

(2)ERMA 整合系統 

(3)IMFORM 整合系統 

 
(十五)附錄 

1.觀念 

(14)各種經營資訊需求圖 

(15)漁類與野生動物經營資訊架構圖 

(16)戶外遊憩區經營資訊架構圖 

(17)自然資源保育管理資訊架構圖 

(18)水源涵養經營管理資訊架構圖 

(19)林木經營管理資訊架構圖 

(20)社會教育資訊架構圖 

2.資料調查表 

(1)資料收集與資料分析圖 

(2)航測調查表及其輸入格式檔 

(8)土壤調查表及其輸入格式檔 

(9)森林生態調查表及其輸入格式檔 

(3)地面樣區調查表及其輸入格式檔 

(4)樣木調查表及其輸入格式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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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永久樣區林木、林分、生長紀錄表及其輸入格式檔 

(6)樹幹解析紀錄表及其輸入格式檔 

(7)野生動物調查表及其輸入格式檔 

(10)社會調查表 

(21)第三次森林資源及土地利用調查 

A.調查表 

B.紀錄表及格式表 

(22)森林調查 

A.調查表 

B.系統代號 

3.資料庫 

(9)全省第三次資源調查樣木、樣區資料 

(10)東勢、大埔、玉山、阿里山等事業區之圖籍與屬性資料 

(11)惠蓀林場第山四個取樣方法比較 

(12)惠蓀林場杉木密度管理料 

(13)新化林場資源調查、桃花心木標準地調查資料 

(14)八仙山專業區四個取樣方法比較（POP、DBF、PO、DBF） 

(15)台大實驗林五種密度之柳杉生長模式之建立 

4.模式庫 

(1)臺灣各主要樹種之樹高曲線式、材積式、生長模式 

(2)臺灣各主要林型之地位指數、林分結構模式、林分蓄積模式、林分發

展模式 

(3)森林資源需求模式 

(4)森林遊樂資源經濟模式 

5.模式系統 

(23)林分結構生長模擬模式系統 GY-SYS.CWI 

A.系統架構 PRG 

B.程式 

C.使用手冊 

(A)資源調查推估模式 

(B)生態變化與生長收穫模式 

(C)森林監測模式 

(D)生態模式 

(E)經濟模式 

(F)經營模式 

6.考題集錦 

(24)考題集錦 GT-TEST.93 

林分結構生長模擬模式系統 DATA-PRO.TST、FINAL-TM.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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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訊系統─資料處理設備 <f2.doc> 

(Data - Processing Efwipments) 

 

一、森林生態系經營保育資訊系統(決策支援系統，DSS) 

(一)硬體結構 

1.電腦主機 

2.週邊設備 

(二)軟體模組 

1.資料輸入次系統 

2.資料儲存、管理次系統 

3.資料處理 

4.資料分析次系統 

5.資料輸出展示次系統 

6.作業次系統 

(三)基本軟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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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tgis.doc> 
一、森林生態系經營保育資訊系統(決策支援系統，DSS) 

 
(一)硬體結構(Hardware structure) 

(二)軟體模組(Software module) 

(三)資料庫(Data base) 

(四)模式庫(model base) 

(五)人員(Personnel) 

(六)組織(Organization) 

 
森林生態系經營保育資訊系統(決策支援系統，DSS)，可分(一)地理資訊系

統建立(二)生長、演替模擬模式系統(三)經濟評估系統(四)環境影響的評估，若

加強考慮自然生物、生態的空間圖籍資料與非空間屬性資料之結合，則為地理

資訊系統建立。空間圖籍資料與非空間屬性資料，正是資源調查時之靜態資

料，若再考慮時間歷程的變化，則為利用連續調查、監測，進行資料收集，時

間序列、動態技巧處理非空間屬性資料分析，在樹、林分則謂之生長模式；若

以森林生態系考量則謂之演替模式。經濟評估系統則為空間與時間所探討的森

林生態系量化性態值上，再考慮金錢化、效益化。環境影響評估則針對量化、

非量化、金錢化、非金錢化、效益化、非效益化等所有性態值，加以綜合評

估。本課程以地理資訊系統、生長演替模擬模式系統為主體，來加以說明。 

 
GIS 快速之發展，已因被廣泛應用而逐漸形成一較為完備之體系，一般而

言，它是由硬體、軟體、資料庫、模式庫、組織及人員所構成，實際上，一個

完備的 GIS 究應涵括那些組成，則是眾"說"紛紜，諸多學者由於其時代背景及

鑽研角度之不同而有不同之見解，然大体可以以(1)功能取向與(2)構成系統的結

構，加以區分如表一、表二，由此可約略比較各學者對 GIS 組成的不同看法。 

 
表 3-1  以功能取向區分之 GIS 組成 

 

 

 

 
表 3-2  以構成系統結構區分之 GIS 組成 

 
GIS 廣義解釋：任何人為或電腦資料庫考慮用來做儲存和處理地理參考資料

者，GIS 是電腦資料庫系統提供下列四組掌握地理資料的能力： 

1.輸出 

2.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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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處理分析 

4.輸出 

 
綜觀上列有關 GIS 之組成，雖各家有異，卻萬聖不離其宗，故由其發展之

軌跡可得一完整的 GIS 組成，扼述如圖 3-1，而各組成間必須密切配合方能發揮

提供經營決策之 大功效，故 GIS 乃一整體合作之系統，缺一不可；而 GIS 在

綜合後之整體性系統則如圖 3-2 所示。 

 
電腦主機 

輸入設備 

硬體 週邊設備 

輸出設備 

儲存部份 

 
空間屬性 向量式(Vector) 

資料輸入與編輯 網格式(Raster) 

非空間屬性(non-spatial attribute) 

GIS 之組成 軟體 資料庫管理系統 

資料輸出 

轉換系統 

空間分析 

資料分析 非空間屬性統計分析 

數位地形分析 

資料庫 

模式庫 

組織 

人員 

 
圖 3-1  完整的 GIS 組成 

 

 
圖 3-2  GIS 之整體性系統 

 

 
地理資訊系統之組成 

GIS 為具有獲取、處理、分析、存取空間資料及其屬性資料能力的一套完

整系統。一個完整的 GIS 組成之組成分可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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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硬體結構(Hardware structure) 

硬體設備為組成 GIS 第一要件。因 GIS 基本植根於電腦硬體，缺乏硬體設

備則一無所賴。GIS 所處理之資料除傳統的文數字資料外，尚有圖形、影像等

不同型態資料，因此所需儀器設備亦較複雜，說明如下： 

 
1.電腦主機(Jack 1986) 

為整個硬體系統之核心，負責執行及控制各項工作。須容量大，處理

速度快，且能分時作業為佳。目前主機板有兩種主流(1)IDE(Integrated 

Derice Electronic)- 黑長插座，2 derives, HD size, 540MB；EIDE(enhanced 

IDE)- HD size 1.2GB(2) SCSI-∥(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白短插

座，7 derives。可接硬磁帶機，CD-ROM, 聲叭卡(sound card)。 

 
2.週邊設備 

(A)輸入部門(Input) 

為將圖籍或文件資料轉成為電腦所能處理之數值形式。一般有： 

(1)鍵盤(Keyboard)：提供文數字或控制訊號輸入。 

(2)搖捍(Joystick)、滑鼠(Mouse)：提供選擇訊號之輸入。 

(3)數化儀(Digitizer)：提供圖籍資料的數化輸入。 

(4)掃描儀(Scanner)：提供一般圖籍、文件、影像資料之輸入。 

(B)取存部門(Storage) 

為記憶儲存龐大資料庫或程式，以供電腦主機使用，一般常見有： 

(1)磁帶機(catridge)：資料循序存取，作業不便，常用於備份儲存資料之

用。 

(2)磁碟機(drive)：資料隨機存取，作業方便。一般均與主機連線操作，

作為輔助記憶體。 

(3)光碟機(optical drive)：資料隨機存取，作業快速，且容量大、體積

小、保存期限長。 

(4)CD-ROM Drives (Read only memory) :資料唯讀設備，作業快速，且容

量大,未來大量資料儲存利器。 

(C)顯示部門(Display) 

電腦主機透過顯示部門和使用者溝通，以便於控制程序之執行或成果之

展示。一般常見有： 

(1)文、數字終端機(Monitoror)：提供文、數字的顯示。 

(2)繪圖終端機(X-monitoring)：提供圖形的顯示。 

(3)影像顯示機：提供高解像力之影像顯示功能。 

(D)輸出部門(Output) 

處理結果或處理程序輸出之裝置，負責 後成品之展示。一般有： 

(1)印表機(Printer)：提供報表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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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繪圖機(Plotter)：提供圖形輸出之功能，可繪製各式圖籍。 

(3)硬拷貝機(Hard-Copy device):將螢幕上顯示的文字、圖形、影像直接

複製成圖。 

(4)彩色印像系統(REcorder):接受彩色顯像機的訊號，以製成彩色、黑白

照片或幻燈片等之輸出。 

(5)微縮膠卷機(micro-film unit):可以將輸出之文字、圖形或影像記錄於

微縮膠卷片上，膠片大小是35、75或 105厘米，精確度高，放大回正

常的影像時尚能維持高度正確性，且其儲存空間極小，保存容易，未

來發展潛力極大。 

 
基本硬體設備 

a.486 個人電腦(含 100 mega 以上之硬磁碟, 滑鼠) 

b.A0 數據儀 

c.COLOR/GRAY 掃描儀 

d.A0、A4 繪圖儀 

e.雷射印表機 

f.照像記錄器 

 
(二)軟體模組(Software module) 

硬體設備功能能否發，完全取決於軟體的執行，尤其功能複雜的 GIS 更是

如此。GIS 中軟體部分依其執行功能可分為： 

1.資料輸入次系統 

自現有成圖、航空照片、地測成果、遙感探測資料或其他地面調查結

果擷取所需空間資料。依其資料型態不同，應有下列數種輸入功能： 

(1)網格式資料輸入(Raster data Input) 

將遙測掃瞄資料、網格式數值地形資料、航空照片或圖籍等經由磁帶或

掃瞄儀(Scanner)輸入。 

(2)向量式資料輸入(Vector data Input) 

各式圖籍資料，如鐵、公路、行政區界、地形等高線、水系、土地利用

圖等，透過數化儀(Digitizer)或鍵盤輸入。 

(3)表列資料輸入(Tabular Data Input) 

地表自然特徵、人文特色、文獻、統計表或調查等資料輸入。 

(4)資料轉換輸入 

不同系統間資料彼此交流是無可避免的，尤其在系統更新或整合性資料

庫的倡建上，資料互通益加迫切。故輸入功能應具有轉換其他系統資料

的介面功能。 

(5)資料輸入檢核系統 

資料輸入時難免有誤，故應有檢核輸入資料之功能，以過濾不合宜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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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確保資料的正確性。 

2.資料儲存、管理次系統 

由於 GIS 的資料量相當龐大，且又具有空間相關之特性，因此如何有

效組織空間資料，使資料結構形式於進一步處理分析時能有效率存取，乃

是 GIS 資料庫管理功能的重要課題。此外儲存資料的維護、更新、查詢亦

是資料庫管理系統應具之功能。GIS 中負責資料庫管理者為資料庫管理系

統(Dat)a Base Management System 簡稱 D.B.M.S.)，其與一般商業性 DBMS

有所不同，應為注重空間關係的空間性 DBMS(Spatial D.B.M.S.)，其管理可

透過四個層次來完成(Amdrew U.F.1988)。 

 
3.資料處理 

本次系統為 GIS 之核心系統，供執行各種資料處理分析工作。例如：

重訂資料格式、產生或由使用者界定系統執行時所需各項參數。 

 
4.資料分析次系統 

對空間資料之轉算、分析、模擬等，其功能依目標不同而異。 

 
5.資料輸出展示次系統 

透過各式輸出裝置，以統計圖表、文字報表、圖籍或影像方式，展示

全部或部分原始資料或經處理分析後之資訊，以供所需。 

 
6.作業次系統 

為支援或服務其他程式的系統軟體 (System Software)。一般有二：一

種為處理具有固定格式之複雜資料軟體，例如編譯器、檔案管理等公用程

式。另外一種是處理不固定格式之資料軟體，例如作業系統、電傳處理。

完整 GIS 軟體應包括上述六次系統，方能真正發揮功能，若僅具部分功

能，缺乏整體作業能力，則不能視之為真正的 GIS。 

 

 
基本軟體設備 

a.電腦管理：DOS 6.0, ADM, DM, PCTOOLS, NORTON, HUNTVIR, Windows 

file management 
b. 資料建檔、處理： PE3, Lotus, DBASE Ⅲ , Quallro, WINDOWS-EXCEL, 

PRO-Quallro 
c.資料傳輸：BBS(Telex; Bitcom etc.), KERMIT, MAIL, P-mail, AIR-SERIES 

d.文書處理：PE3, ET, 慧星 CWI, 書中仙, WINDOWS-WORDS, 

WORDPERFECT 
e.繪圖處理：AutoCad, WINDOWS-POWERPOINT, PHOTO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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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TYLER, 3D, 百圖 256,PAINT BRUSH 

f.影像處理：ADOBE PHOTOSHOP, ERDAS(含 CORE, Image proceeding,Raster 

GIS,LIVE LINK, ERDAS SSV,3D, DATA  CONVERSION 等模組) 

g.資料綜合處理：ARC/FRO, GRASS, GENAMAP, ER Mapper 

h.排版系統：柏泰(雃墨)，新翰藝，莎士比亞,WINDOWS, PROSDYERPOWER 

POINT 
i.統計處理：MathLAB, SAS, STATGRAPH, SYSTAT, S++ 

j.程式語言：Visual Basic, C- Language 

k.地理資訊系統：ARC/INFO, Intergraph, Genamap, Grass, IDRSI 

l.程式系統：Watershed Analysis and Visualization Software(U-TOOLS) 

Stand Visualization System (SVS) 

FORSEE 

Airbone Data Acquisition Management System (ADAMS) 

Field Management, Field Note 
m.資料庫：世界尺度，地區(域)尺度，國家尺度，景觀尺度，林型尺度，林分

尺度，單株之衛星影像、航照、不同高度之錄影資料、地面調查資

料。 

 
(一)課程使用 

(1)植物分類：資料檢索與資料庫建檔 

應用軟體：BASIC 語言，DBASEⅢ 

(2)森林生態：植群分析，林火模擬 

應用軟體：SYSTAT, SAS, FORTRAN 語言(篡寫之 Simulater)，BMDP, SPSS 

(3)森林測計：逢機產生器，導線測量，林木位置圖，各種生長、收穫所需數學

模式應用軟體：BASIC 語言(篡寫導線測量程式)，Autocad(繪製各種圖籍)，

SAS，SYSTAT，STATGRAPH，FORTRAN，語言，C 語言，TREE(篡寫生

長、收穫電腦模擬器，演替模擬器)，LISP, STEM, BMDP 

(4)森林評價:經營投資，資產評估，成本效益評估，計劃評估，森林功能評估，

時間序列需求推測應用軟體：SAS, SYSTAT, Lotus 試算表，BASIC 語言，C

語言 

(5)森林收穫學：樹種組成分析，林分結構，林分生長模式 

應用軟體：SAS, SYSTAT, FORTRAN 語言, C 語言(模擬模式系統)，IMSL 

(6)森林經營學:地理資訊系統，模擬模式系統，經濟分析系統，經營決策系統 

應用軟體：ARC/INFRO, GENAMAP, GRASS, AUTOCAD, SAS, SYSTAT, 

FORPLAN, STEM, LIDO, TimberRAM,PROGONOSIS 
(7)航空測量學：像片轉繪電腦矩陣檔，資料庫 

應用軟體：AUTOCAD, STEROCORD, SAS, DAT/EM AnalogAutocad 

(8)遙感探測：衛星數據資料的轉化與影像處理 



 3-22

應用軟體：ERDAS, TOPO, CADCORE/Hybrid 

(9)專家系統：林業專家系統 

應用軟體：PROLOG, LISP, EXESYS, GROW 

(二)建檔、處理 

1.測量尺度 

2.資料庫與資料管理系統 

3.資料建檔工具 

(1)PE2 

(2)Lotus 123 
(3)dBASEⅢ 

(4)Windows-Excel 

(5)Windows-Pro-Quarretro 
4.資料間的轉換 

 
(三)分析、模式建立 

1.原理 

2.分析方法 

3.模式建立(種類) 

4.統計軟體 

5.SAS 
6.變方分析 

7.迴歸分析 

8.模式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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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doc> 

(參)屬性資料庫與資料庫管理系統 

（Data Base and Database Management） 

 

資料庫管理系統在林業上之應用 

 

一、資料庫管理系統（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DBMS） 

二、DBMS 軟體 

三、資料庫（Date Base） 

四、資料庫建立步驟： 

五、SQL（Structure Query Language） 

六、DBMS 的優點 

七、若以“Lotus 123”為工具，述其在林業測計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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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ASE.DOC> 

資料庫管理系統在林業上之應用 
 
一、資料庫管理系統(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DBMS) 

一組程式(program)使使用者易於由資料庫獲取所需的資料。此系統可以

整合(integrated)不同檔案的資料成為有關聯，資料庫內的資料在不需改變資料

的基本構造下，可由不同使用者或使用不同程式獲取資料的改變，並不會影響

資料的可獲得性    謂之Data-independence 

 
二、軟體 

(一)LOTUS(尚不屬資料庫管理系統) 

(二)DBASEⅢPLUS, DBASE for WIN (具資料庫管理系統雛型) 

(三)MICROSOFT - EXCEL 

(四)ORACLE 

(五)INFORMIX 

(六)GUPTA 

 
三、資料庫(DATA BASE) 

集合相關資料或訊息的檔案，如：通訊碼、電話碼、存款碼、造林台帳、

伐木台帳、檢定調查碼、資源調查碼。 

1.功用：每一資料庫中的資料，即可讓您很簡單的儲存(storage)，修改

(modify)及讀取(retrieve) 

2.結構：資料庫中單獨一筆資料，謂之記錄(record)。如某mapno plotno資

料。 

 
Bit：位元 

↓ 

Byte：位元組 

↓          Filing cabinets(file folder) = Σ records(document) 

Field：欄位  Records = Σ data on a single subject 

↓          Data = Σ fields 

Record：記錄 

↓ 

File：檔 

 
3.檔案型態(file type)，記錄構造(record structure)，資料格式(data format) 

 
四、資料庫建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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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義檔案的結構(structure)：欄位各稱、字元數、資料之種類(文、數字、

邏輯等) 

(1)欄位名稱：最好10個字元，開頭需中文、英文字母，字元可為中、英

文及0～9、底線、符號，不能有空白。 

(2)欄位型態：如表5-1 

 
表3-1：欄位型態 

型 態 說 明 

字 元 包括英文字母、數字、標點符號及不可運算的數字，

如：電話號碼、郵遞區號。 

數 值 包括可運算的數字、小數點及正負號。因為此型態所

指的是可用來計算的資料，所以不適用於電話號碼及

郵遞區號。 

日 期 代表日期資料，dBASE Ⅲ PLUS 所使用的格式為月

／日／年，如：09/06/85表示1985年9月6日。 

邏 輯 其值包括：真／偽或是／否，例如：“付款／未付

款”欄位的型態即屬於此。 

備 忘 最多可包含5000個文字資料。您可使用文字編輯程式

或文書處理程式建立資料，然後存入單獨一個檔案

中，dBASE Ⅲ PLUS 會自動定義其欄寬為10。 

 

 
(3)欄位寬度：可輸入字元的最大數目 

dBASE的固定欄寬：日期欄8個字元，邏輯欄1個，備註欄10個。 

 
五、SQL(structure Query Language) 

資料庫之資料易於使用或修改，係決定於的三個主要功能─關聯

(relation)，層級(hierarchical)，網路構造(network(plex) structure) 

1.關聯：(1)每個檔案謂之關聯(relation)──即表包含不同數和目的記錄

(tuples, records or rows)、屬性(attributes, filedsor columns)。 

(2)連合或關聯(associations or relations)2個或以上的不同關聯表時，

皆基於在每一記錄上有一共同的數值 (user-specifiedfield, 

column)。使用這共同欄位(field)去連結２個或以上的資料，以

方便尋找(search)，排序(sort)和綜合(summanize)以產生含有許

多檔案的資料的報告。 

(3)dBASEⅡ可同時開個檔，dBASEⅢ可同時開個檔的貯藏容量限

制， 

(4)其他如每欄位能容納多少，每記錄能容納多少欄位(field)，每檔



 3-26

案能容納多少記錄(records)，安全(security features)，欄位的數

學運算式 (mathematical operations on field)，報告產生能力

(report-generation capabilities)，排序能力(sorting operations),資料

輸入輸出(data exporting、 importing)，螢幕(on-screen help)，

query language ─找資料並繪製其關係之一組命令(command)。 

 
六、DBMS的優點 

1.減少資料過多(Reduce data redundancy) 

若不同程式，利用不同格式於不同檔案內的相同資料，則將重點放置於

許多地方造成貯藏空間的浪費，(redrindanly wastes storagespace)。 

2.減少資料的不一致(redduce data inconsistercy) 

當資料放於不同檔內，各欄位往往不一致，當要更新，輸入時常需重覆建

檔、更新，否則常會造成資料不一致，若在關聯系統(relationalsystem)，

則單一輸入(single entry)即能更新所有資料，減少，輸入、更新的工作

(duplicate entries, updata)。 

3.增加資料的共享(Increase data sharing) 

若單一資料庫有好的，則可許多應用程式(application programs)加以使

用、處理；增加此資料庫的使用價值，亦可減少因目前應用需求的消失所

可造成的資料庫浪費。 

4.加強資料標準(enforce data standards) 

資料過多、不一致皆源於資料格式的不一致(inconsistent data formats)如某

檔之面積以四捨五入(ranud off)整數(integer)型式表示，另一檔則以用小數

點位表示，資料格式不一。若有同齡林，多項產物的林木經營資料檔內包

括林分、林產物、林產價格，而有二人皆需利用此資料檔(1)一位負責資

源調查和林分描述(inventory and stand prescription activities)(2)另一位負責

林木收穫伐的安排(scheduling harvests)，林木的供應 

(1)使用此檔去計劃資源調查，並將林產物檔內資料予更新。 

(2)使用此檔的林產物量的資料去選擇適合買方需求的林分，更而利用市

場價格檔去推弄訂定底價，可能收益，並將伐除的林分資料予更新，

如圖5-1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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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rea  Location Age Inventoried Logged 

S1  10  Town Creek 50 1960 1935 

S2  40  Rocky Nob 80 1980 1900 

S3  25  Moon Hollow 10 1975 1976 

Product file 

P#  Product name  S# Quantity/Area P# $/Quantity 

P1  Veneer logs  S1 5,000 P1 250 

P2  Grade 1 saw  S1 2,000 P2 125 

P3  Pulpwood  S1 100 P3 10 

P1  Veneer logs  S2 10,000   

Figure5-1  Sample timber database in relational form. 

 

 
發展標準的資料格式以便建存資料是當務之急，因為其迫使不同使用者在

需求資料上造成協議，方在system或網路(network)上可共享資料，若資料格式

一致仍可使單一使用者在使用不同應用程式時資料一致。 

 
建好的資料檔沒有特殊權限(specific responsibilities)不能更新或修改(updata 

or modify)，因為軟體並不是每個建檔、記錄者(record-keeping)的責任，使用者

應將其重點放於檔案管理(file management)上。 

 
七、若以"Lotus 123"為工具,述其在林業測計上的應用 

 
1.目的：以實例說明以處理森林測計資料之單元目標及步驟。 

 
2.注意事項： 

(1)進入方法有二，一為在子目錄下直接鍵入"123"，另一個方法是先鍵入

"Lotus"進入其讀取系統(Access System)，再鍵入"123"。 

(2)若無特別強調在讀取系統下，以下皆是在工作表功能選單裡的命令。 

(3)按[/]進入功能選單。 

(4)選擇指令時，可移動游標或直接鍵入指令之第一個(大寫)字母。 

(5)設定範圍時，可在"POINT"狀態下對範圍對角邊界處標記，或在"EDIT"

狀態下直接鍵入範圍對角邊界位置。 

(6)若下錯指令，可按[ESC]鍵回到前一個動作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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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檔： 

１.編輯(edit) 

(1)插入(insert)：[/]Worksheet\Insert\Column or Row\range 

說明：選擇"工作表"指令\選擇"插入"指令\選擇"行(C)"或"列(R)"\選擇範

圍位置(將插入在游標左方(行)或上方(列)，可一次多行或多列) 

(2)刪除(delete)：[/]Worksheet\Delete\Column or Row\range 

說明：選擇"工作表"指令\選擇"刪除"指令\選擇"行(C)"或"列(R)"\選擇範

圍位置(將刪除游標所在範圍之行或列，可一次多行或多列) 

(3)消除資料(erase)：[/]Erase\range 

說明：刪除範圍內資料，但不刪除欄位。 

(4)複製(copy)：[/]Copy\range to copy from\range to copy to 

說明：選擇"複製"指令/輸入欲複製範圍/輸入目的地(範圍左上角之點即

可)。 

(5)更改(edit)：可將游標移至欲修改處重新鍵入，或按[F2](edit)進入"EDIT"

狀態作部分修改。 

(6)格式(format)： 

小數點： 

全工作表設定：[/]Worksheet\Global\Format\..... 

部分範圍設定：[/]Range\Format\..... 

部分範圍設定的優先次序大於全工作表設定。 

Fixed：設定出現數字之小數位數。 

Sci：數字以科學記號表示。 

Currency：同Fixed，但以金錢記號"$"作為開頭，如"$1,234.00。" 

，：附加三位一撇的記號，如"123,456,789.00"。 

General：一般以數字方式表示，若數字很長，則以科學記號表示。 

Percent：以百分數形式表示，如以"100%"表示"1"。 

 
欄寬：設定時，可直接鍵入(數字)或以方向(左右)調整寬度。 

全工作表設定：[/]Worksheet\Global\Column-Width/width 

說明：選擇"工作表"指令\選擇"整體"指令\選擇"設定欄寬"指令\設定

寬度 

部分範圍設定： [/]Worksheet\Column\Column-Range\Set-width(Reset-

Width) 
說明：選擇"工作表"指令/選擇"欄位"指令/選擇"欄位範圍"指令/選擇

"設定欄寬"(或"重設欄寬") 

使用"Column-Range(欄位範圍)"可一次設定多欄寬度，如欲只

設定游標所在欄位，可省略此指令。 

使用"Reset-Width(重設欄寬)"會使欄寬回復原來設定(８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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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二)檔案(file)： 

(1) 與 有 關 的 檔 案 有 .wks(1.xx 版 ) 、 .wk1(2.xx 版 ) 、 .wd1(2.2T ， 中 文

版)、.pic(圖形檔)、.prn(文字檔)。 

(2)在中與檔案有關的指令有： 

讀取檔案(Retrieve)：[/]File\Retrieve\file 

說明：選擇"檔案"指令\選擇"讀取"指令\選擇檔案(方向鍵)，若螢幕出現

的檔案名稱並非所要，可按[Esc]回到上一層次。 

存檔(Save)：[/]File\Save\file\Cancel,Replace,Backup 

說明：可直接鍵入檔名或由選項中選取(同上)。若輸入之檔名已存在，

將出現(取消剛才命令)，Replace(以現在工作表取代原有檔案)，

Backup(現在工作表存檔，原有檔案備份為.BAK)。 

檔案合併(Combine)：[/]File\Combine\Copy,Add,Subtract\Entire-File,Named 

\Specified-Range\input (file) name 
說明：選擇"檔案"指令\選擇"合併"指令\設定合併方式\設定合併範圍\輸

入(檔案)範圍名稱。 

設定合併方式之Copy,Add,Subtract，即為"直接合併","相加合併"

或"相減合併"之意。設定合併範圍之Entire-File,Named/Specified-

Range，意思為"整個檔案"或"已命名或指定範圍"。使用Named-

....指令可事先將欲合併之範圍加以命名或在最後再輸入範圍的單

元位置。 

 
(3)與Lotus有關的檔案轉換： 

DbaseⅢ： 

1.將Lotus資料放入DB3中 

a.進入DB3。 

b.SET DEFA TO A：(B：.....)設定路徑。 

c.CREAT STRU建立結構，此時所建立之結構將做為輸入資料的結

構，所以此時建好結構，會問你是否鍵入資料，回答NO。 

d.以APPEND FROM *****.*** TYPE WKS即轉換為DBASE檔。 

於此請參考 DBASE 3 PLUS 資料管理系統入門與應用(312.94/4649-

4)之第92～96頁。 

e.用 LIST 便可看出其結構。 

2.將DB3資料換為Lotus檔案(在DB3中) 

a.進入DB3。 

b.叫出(use)欲轉換之檔案。 

c.用COPY TO ****.dbf TYPE W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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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回到Lotus中便可看到所轉換資料。 

3.將DB3資料換為Lotus檔案(在DB3中) 

a.進入Lotus讀取系統。 

b.選擇Translate(轉換)。 

c.選擇欲轉換檔案(Source File)之模式版本。 

d.選擇欲轉換成何種模式版本之檔案(Target File)。 

e.輸入檔名。 

 
PEⅢ、CWI： 

1.將Lotus換為文書檔 

a.先按[/]鍵，接著"Print"，"File，即顯出Enter File Name...等一排字。 

b.給與檔名之後，設定 "Range"， "Option"， "Margins"， "Left"、

"Right"、"Top"及"Bottom"。 

c.選用"Quit"，"Align"，"Go"，"Quit"即可換成文書檔(*.prn)。 

 
2.將文書檔叫入Lotus工作表中 

在Lotus中用"File"，"Import"，"Number"便可叫入文書檔。 

 
(三)ASCⅡ、Ⅲ與LOTUS檔案的轉換 

1、在Lotus中轉換 

(1)將Lotus換為文書檔，其程序如下： 

a.先按/鍵，接著中，即顯出File Name...等一排字 

b.給與檔名之後，緊接著做Range，Option，Margins，設定、Right 

Top及Bottom 

c.選用Quit，Align，Go，Quit即可換成文書檔(*.prn) 

(2)將文書檔叫入Lotus工作表中 

先用File，Import，Number便可叫入文書檔 

 
2、在DB3中做轉換 

(1)將Lotus資料放入DB3中 

a.SET DEFA TO A：(B：.....)設定路徑 

b.CREAT STRU建立結構，此時所建立之結構將做為輸入資料的結

構，所以此時建好結構，會問你是否鍵入資料，回答NO 

c.以APPEND FROM *****.*** TYPE SDF即轉換為DBASE檔 

於此請參考DBASE 3 PLUS 資料管理系統入門與應用(312.94/4649-

4)之第92~96頁 

d.用LIST便可看出其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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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將DB3資料換為LOTUS檔案 

a.用COPY TO ****.dbf TYPE WKS 

b.回到LOTUS中便可看到所轉換資料 

(3)將DB3轉回文書檔 

a.COPY TO ****.txt TYPE DELI (......) 或 TYPE DELI WITH # (or 

BLANK)即轉為文書檔 

於此請參考DBASE 3 PLUS 資料管理系統入門與應用(312.94/4649-4)

之第140頁 

b.用TYPE便可看到剛才轉換的東西 

 
(4)將文書檔換為DBASE 

a.以APPEND FROM *****.TXT TYPE SDF即轉換為DBASE檔 

b.用LIST便可看出其結構 

 

 
二、資料處理： 

1 目的： 

2 方法與步驟：資料可分為文字(lable)和數值(value)兩種。 

(1)文字資料： 

輸入：文字可直接輸入；數字欲當文字使用，須在前面加文字符號

(對齊符號)，否則工作表自動將其視為數值。 

對齊：在資料前加對齊符號即自動對齊，' 為靠左對齊，" 為靠右對

齊，^ 為靠中對齊。亦可由功能選單作大範圍對齊。 

1.全工作表：[/]Worksheet\Label-Prefix\Left,Right,Center 

說明：此種設定為一次設定全工作表，且只能事先設定。 

2.部分設定：[/]Range\Label\Left,Right,Center\range 

說明：此種設定為部分範圍的資料對齊，可以先輸入資料後再更改

對齊方式。 

 
(2)數值資料： 

輸入：阿拉伯數字可直接鍵入，此外，以+、-、@、(、#、$開始的資

料，工作表亦會將其認為是數值。在鍵入欄位名稱時，須在欄位名稱

前加上列符號，如+a1、(a1+a2)。 

運算式：1-2-3具計算功能。如鍵入1+2+3，欄位會顯示6，如鍵入

+a1+a2，欄位會顯示a1，a2數值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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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函數： 

數學函數：此類函數用數值作計算。 

1.@ABS(x)：x的絕對值。 

2.@SIN(x)：x的正弦。 

3.@COS(x)：x的餘弦。 

4.@TAN(x)：x的正切。 

5.@ASIN(x)：x的反正弦。 

6.@ACOS(x)：x的反正切。 

8.@EXP(x)：e的x次方。 

9.@LN(x)：x的自然對數(以e為底)。 

10.@LOG(x)：x的對數(以10為底)。 

11.@SQRT(x)：的正平方根值。 

12.@PI：數值π(約為3.1415926) 

 
統計函數：此類函數計算一列數值的統計值。 

1.@AVG(名單)：計算名單內所有數值的平均數。 

2.@SUM(名單)：計算名單內所有數值的總和。 

3.@VAR(名單)：計算名單內母體的變異數。 

4.@STD(名單)：計算名單內母體的標準差。 

5.@MAX(名單)：送回名單中的最大值。 

6.@MIN(名單)：送回名單中的最小值。 

7.@COUNT(名單)：計算名單內的單元數。 

 
資料庫統計函數：此類函數用工作表上資料庫內的欄位或外部資料庫

檔案的欄位，做統計計算。 

1.@DAVG(輸入，欄，標準)：「輸入區域」內合乎「標準區域」內

標準的記錄中，某一欄的值的平均。 

2.@DSUM(輸入，欄，標準)：「輸入」區域內合乎「標準」區域內

標準的記錄中，某一欄的和。 

3.@DVAR(輸入，欄，標準)：「輸入」區域內合乎「標準」區域內

標準的記錄中，某一欄的母體變異數。 

4.@DSTD(輸入，欄，標準)：「輸入」區域內合乎「標準」區域內標

準的記錄中，某一欄的母體標準差。 

5.@DMAX(輸入，欄，標準)：「輸入」區域內合乎「標準」區域內

標準的記錄中，某一欄的最大值。 

6.@DMIN(輸入，欄，標準)：「輸入」區域內合乎「標準」區域內標

準的記錄中，某一欄的最小值。 

7.@DCOUNT(輸入，欄，標準)：「輸入」區域內合乎「標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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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標準的記錄中，某一欄內不為0的記錄數。 

 
(4)迴歸推算： 

迴歸分析的公式為： 

Y=b+bX+bX+bX++bX 
Y和X、X、X、X為搜集而得的資料，利用迴歸分析，我們要算出b、

b、b、bb。 

執行迴歸分析的指令：[/]Data\會出現下列選項 

 

X-Range  Y-Range  Output-Range  Intercept  Reset  Go  Quit 

 
X-Range：規定獨立變數的區域。每一變數佔用一行，行和行必需在

一起，最多可以有16個獨立變數。 

Y-Range：規定應變數的區域。 

Output-Range：規定迴歸分析的結果存放的區域。 

Intercept：規定迴歸方程式是否要有常數項(即截距)。一般迴歸分析

都有常數項，此為1-2-3的設定值。 

Reset：刪除設定的X-Range、Y-Range、Output-Range。 

Go：開始執行迴歸分析。 

Quit：回到工作表。 

 
(5)矩陣計算： 

矩陣相乘：[/]Data\Matrix\Multiple\enter range to mutiple\enter output 

range 
說明：選用"資料"指令\選用"矩陣"指令\規定第一(二)個欲相乘的矩陣

的區域\規定結果存放區域 

計算反矩陣： [/]Data\Matrix\Invert\enter range to invert\enter output 

range 
說明：選用"資料"指令\選用"矩陣"指令\規定欲計算反矩陣的矩陣區

域\規定結果存放區域 

 

 
三、繪圖及存檔 

1 繪圖(Graph) 
(1)選擇"Graph"(繪圖)命令 

(2)選擇"Type"(圖形)：Lotus的圖有直線圖(Line)、條形圖(Bar)、座標圖

(XY)、堆疊圖(Stack-Bar)、圓形圖(Pie)等六種(Lotus 2.2T另有雷達圖及

HLCO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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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選擇" X A B C D E F "設定圖形資料。X為橫座標，A～F為縱座標之6

組不同的資料。 

(4) 選擇 "Option"( 選項 ) 可設定圖例 (Legend) 、格式 (Format) 、標題

(Titles)、圖格(Grid)、尺寸(Scale)、彩色(Color)或黑白(B & W)、資料

標記(Data-Labels)等。 

(5)選擇"View"可顯示剛才製作之圖形。 

(6)欲將剛才製作之圖形命名並儲存於工作表之下，則選"Name"下之

"Create"，並輸入名稱。 

(7)在工作表下按[F10]可直接顯示現存圖形。 

 
2 存圖形檔及列印 

(1)進入Graph狀態，將製作完成的圖形叫出使之存在 (Name\)，選擇

"Save"指令，輸入圖名，即存成****.pic的圖形檔。 

(2)進入Lotus讀取系統，選擇 "PrintGraph"(或直接在子目錄下鍵入

pgraph)，會出現下列幾個選項， 

 

Image-Select    Settings    Go    Align    Page    Exit 

 
Image-Select：選用一個或數個圖形檔案(附加檔名為.pic)，以便印出。 

Settings：控制PrintGraph的所有設定項目，包括：圖形的大小比例、

旋轉、字體、顏色、所用的硬體。 

Go：開始印出圖形。 

Align：從一頁的最上方開始列印。 

Page:將紙移到下一頁的開始。 

Exit：結束PrintGraph。 

(3)(可不用)從PrintGraph的選項中，選用Settings，以便做任何所需的修

改。 

圖形檔案需存於Graph-Directory所規定的檔案目錄內，字體(Font)需存

於 Graph-Directory 所規定的檔案目錄內，印表機的形態 (Settings 

Hardware Printer)需為所要使用的形態。 

(4)選擇"Image-Select"，選擇欲列印的圖形。 

(5)檢查印表機和紙張，然後選"Align"。 

(6)選"Go"，開始列印。 

 
ASCⅡ、dbase Ⅲ與LOTUS檔案的轉換 

一、在中轉換 

(一)將換為文書檔，其程序如下： 

1.先按/鍵，接著Print中file，即顯出Enter File Name...等一排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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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給與檔名之後，緊接著做Range，Option，Margins，設定、Right、

及Bottom 

3.選用Quit，Align，Go，Quit即可換成文書檔(*.prn) 

(二)將文書檔叫入LOTUS工作表中 

先用File，Import，Number 

便可叫入文書檔 

 
二、在中做轉換 

(一)將LOTUS資料放入中 

1.SET DEFA TO A：(B：.....)設定路徑 

2.CREAT STRU 建立結構，此時所建立之結構將做為輸入資料的結

構，所以此時建好結構，會問你是否鍵入資料，回答NO 

3.以APPEND FROM *****.*** TYPE SDF 

即轉換為DBASE檔 

於此請參考DBASE 3 PLUS資料管理系統入與應用(312.94/4649-4)之

第92~96頁 

4.用LIST便可看出其結構 

(二)將DB3資料換為LOTUS檔案 

1.用COPY TO ****.dbf TYPE WKS 

2.回到LOTUS中便可看到所轉換資料 

(三)將DB3轉回文書檔 

1.COPY TO ****.txt TYPE DELI (......) 或 TYPE DELI WITH # (or 

BLANK)即轉為文書檔 

於此請參考DBASE 3 PLUS資料管理系統入與應用(312.94/4649-4)之

第140頁 

2.用TYPE便可看到剛才轉換的東西 

 
三、將文書檔換為DBASE 

1.以APPEND FROM *****.TXT TYPE SDF 

即轉換為DBASE檔 

2.用LIST便可看出其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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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地理資訊系統 <f4.doc>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一、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 
(一)地理資訊系統 

1.地理資訊系統基本概念 
2.地理資訊系統之建立與應用 
3.地理資料系統之應用 
4.地理資料之展示 

 
(二)中興大學〞林業地理資訊系統〞課程內容 

1.前言 
2.GIS之定義、背景、歷史 
3.地理資訊系統之組成 
4.資料形態與特性 
5.資料來源、輸入、建檔(數化) 
6.資料處理、轉換 
7.資料品質與資料庫管理 
8.資料處理、分析 
9.空間與時間模式 

10.展示 
11.地理資訊系統應用與經營資訊系統之關係架構 
12.地理資訊系統在林業經營上之應用 
13.地理資訊系統在林業經營上應用之實例 
14.地理資訊系統與相關技術 
15.整合技術下之支援決策系統 
16.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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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doc> 

 

一、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一)地理資訊系統 

1.地理資訊系統基本概念 

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GIS)是一套利用電腦

科技來輔助地理資料輸入 (input)、儲存 (storage)、尋取 (retrival)、分析

(analysis)及展示(display)的資訊系統。它也是運用電腦硬體設備與軟體程

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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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地理資訊系統之建立與應用 

(1)地理資料庫 

資料庫系統是地理資訊系統最重要的一環，它直接影響了資料儲存

的速率，也直接影響了爾後資料處理分析的效能。地理資料庫系統是一

個地理資料(訊)的記錄系統。 

a.空間資料(Spatical data)--地理資料之數化圖層。 

地理資料的數化工作，即是將己存在的地理圖形資料與屬性資

料，轉換為電腦可以接受的形式。目前常用的圖形數化工具有數化儀

(DIGITIZER)、掃描器(SCANNER)、電視攝影機(VIDEO CAMARA)

等，而屬性數化工具則多為鍵盤，但目前亦可使用掃描器，經圖形辨

識後產生屬性資料。此外尚有遙感探測器，可直接將地面現況，以數

化的方式記錄下來，此種資料可不經其它工具處理，而輸入電腦。圖

形資料格式可分網格(raster)與向量(vector)兩種。 

目前臺灣地區規模較大的數化地理資料有下列數項： 

(a)遙測資料：美國LANDSAT TM、MSS、法國SOPT、航空MSS。 

(b)土地利用資料：農委會全省農業土地利用 

(c)地籍資料：糧食局農業地籍資料，內政部地籍資料 

(d)戶籍資料：內政部戶籍資料 

(e)地形資料：農航所高程資料 

(f)地質資料：能礦所環境地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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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電信資料：電信局電信資料庫 

(h)其他土地資料：農委會全省主題資料庫 

 
b.屬性資料(Descriptive data)－建檔與資料庫整合 

資料庫管理系統(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DBMS)一組程式(program)

使使用者易於由資料庫獲取所需的資料。此系統 

可以整合(integrated)不同檔案的資料成為有關聯， 

資料庫內的資料在不需改變資料的基本構造下，可由不同使用者或

使用不同程式獲取資料的改變，並不會影響資料的可獲得性謂之

Data-independence 
(2)地理資料分析系統－分析模式庫建立與應用 

地理資料分析功能是地理資訊系統中最重要的一項 

A、空間資料處理(Spatial Manipulation) 

B、空間資料分析(Spatial Analysis) 

C、數值地形分析(Digital Terrain Analysins) 

D、網路分析(Network Analysis) 

(3)資訊輸出 

(4)資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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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理資料系統之應用 

 
環境資源經營保育分析與監視 軟體工具 地理資料庫 

 
森林資源現況分析與監測 軟體工具 地理資料庫 

 
土地利用型現況分析 軟體工具 地理資料庫 

 
森林資源潛力分析 軟體工具 地理資料庫 

 
潛在森林災害分析 軟體工具 地理資料庫 

 
潛在森林災害評估 軟體工具 地理資料庫 真實世界 

 
森林災害應變系統 軟體工具 地理資料庫 

 
造林計畫之擬訂 軟體工具 地理資料庫 

 
森林砍伐計畫之擬訂 軟體工具 地理資料庫 

 
林道建設計畫之擬訂 軟體工具 地理資料庫 

 
森林經營之環境影響評估 軟體工具 地理資料庫 

 
FORESTSE各別計畫之擬訂 軟體工具 地理資料庫 

 
整體計畫之擬訂 軟體工具 地理資料庫 

 
圖1：地理資訊系統(軟體工具與地理資料庫) 

與各種資源分析、經營計劃之關係圖 

 
註：(1)森林資源現況分析、推估、監測、品估與經營 

野生動植物 

遊樂資源 

資源保育 

環境美資源 

水土資源：河流流量、洪峰流量之估計、逕流量估計、水庫淤砂量估

計、出砂量估計、流域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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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資源 

(2)潛在森林災害分析如:森林瞭望塔選址、森林火災預防 

 
4.地理資料之展示 

目前常用的展示工具有印表機(printer)、繪圖機(plotter)、靜電式繪圖

印表機(EPP)及監視器(moniter)。若表現線性向量資料，則以繪圖機及監視

器較佳，若是展示網路式資料則以印表機和靜電式繪圖印表機為佳。目前

地理資訊系統的發展，正朝向分散式處理和網路結合的趨勢。 

 

 
(二)中興大學"林業地理資訊系統"課程內容如下： 

 
林業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GIS-CONT.GIS) 

 
1.前言(INTRODUCTION) 

 
2.GIS之定義、背景、歷史(BACKGROUND、HISTORY) 

(1)地理資訊系統建立 

a.GIS之定義 

b.地理資訊系統基本概念 

GIS概觀 

c.GIS之原則與技術(PRINCIPLES AND TECHNOLOGIES OF GIS) 

(2)地理資料的發展與回顧 

a.歷史發展 

b.未來發展 

3.地理資訊系統之組成(COMPONENTS OF GIS) 

(1)硬體結構(Hardware structure) 

(2)軟體模組(Software module) 

a.有關GIS的種類 

(3)地理資訊系統.硬軟體工具功能比較表 

(4)資料庫(Data base) 

(5)模式庫(model base) 

(6)人員(Personnel) 

(7)組織(Organization) 

 
4.資料形態與特性(DATA STRUCTURE) 

(1)資料形態與特性 

(2)地理資料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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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理資料包括空間資料及屬性資料 

 
5.資料來源、輸入、建檔(數化) 

(DATA IMPORT, UPDATE AND DIGITIZE) 
(1)資料來源 

(2)資料建檔 

 
6.資料處理、轉換(DATA PROCESSING AND CONVERSION) 

(1)空間資料處理(Spatial Manipulation) 

a.向量及方格資料轉換(Vector / cell conversion) 

b.座標轉換(Transformation) 

c.座標資料過濾(Coordination) 

d.近鄰分析(Proximal Analysis) 

e.面積/週邊計算(Area/Perimeter Calculation) 

 
7.資料品質與資料庫管理 

(1)資料品質 

(2)資料品質的組成 

(3)誤差的來源 

(4)關於正確度的註解 

(5)結論 

(6)資料庫管理 

(7)三種分類資料模組 

(8)地理資料的特性 

(9)空間資料模式 

(10)GIS資料庫同時管理空間和屬性資料 

(11)結論 

 
*DATA MANAGEMENT  資料管理 

(1)INTRODUCTION 
(2)資料庫入門 

(3)三個較優的資料庫模式 

(4)地理資料的種類 

(5)空間資料模式 

(6)Bases For GIS：Managing Spatial And Attribute Data Together 

GIS資料庫：管理空間及屬性資料 

(7)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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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 ANALYSIS FUNCTION  GIS分析功能 

(1)INTRODUCTION介紹 

(2)Organizing Geographic Data For Analysis 
分析組織的地理資料 

(3)A Classification Of GIS Analysis Functions 
GIS分析功能的分類 

(4)Maintenance And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Data 
空間資料的分析與維護 

(5)Maintenance And Analysis of Non-Spatial Attribute Data 
非空間屬性資料的分析與維護 

(6)Integrated Analysis of Spatial And Attribute Data 
空間和屬性資料的整合分析 

(7)Functions  連接功能 

(8)Formatting  輸出格式 

(9)Modelling：A GIS Analysis Procedure 

製圖模型：分析程式 

 
8.資料處理、分析(DATA MANIPULATION AND ANALYSIS) 

(1)GIS分析功能簡介 

(2)地理資料分析上的組織架構 

(3)GIS分析功能的分類 

(4)空間資料之維護及分析 

(5)非空間性屬性資料之維護及分析 

(6)空間和屬性資料之整合的分析 

(7)地理資料分析系統 

 
9.空間與時間模式(SPATIAL AND TEMPAL MODEL) 

(1)空間模式(SPATIAL MODEL) 

(2)時間模式(TEMPAL MODEL) 

(3)空間與時間模式(SPATIAL AND TEMPAL MODEL) 

 
10.展示(DISPLAY) 

(1)輸出格式 

(2)輸出介面與方式 

 
11.地理資訊系統應用與經營資訊系統之關係架構 

 
12.地理資訊系統在林業經營上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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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on 

Forest Management 
(1)林業經營資訊系統之架構 

(2)在林業上之應用 

美國國有林之建立 

GIS在林木資源上之應用 

 
13.地理資訊系統在林業經營上應用之實例 

(1)以惠蓀林場為例，試擬地理資訊系之建立 

(2)以新化林場為例，試擬地理資訊系之建立 

 
14.地理資訊系統與相關技術(GIS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 

(1)衛星影像資料(SATELLITE IMAGE DATA) 

a. SPOT SATELLITES 

b. LANDSAT SATELLITES 

c. ERS SATELLITES 

d. MOS SATELLITES 

e. FUTURE DEVELOPMENT 
(2)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 BY SATTILITE, GPS) 

a.GPS 

b.GPS & GIS 
(3)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 

(4)網路(NETWORK) 

 
15.整合技術下之支援決策系統(INTEGRATE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地理資訊系統中各有關部份所佔比率 

GIS資料來源 

經營決策內科技應用上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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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分析、模式庫 <f4.doc> 

(Analysis and Model Base) 

 

(壹)統計分析系統 4-1～4-25 

(Statistical Analysis) 

 

(貳)人工智慧─專家系統 4-26～4-31 

(Artifical Intelligent - Expert System) 

 

(參)模擬系統 4-32～4-33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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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統計分析系統 <f1.doc> 

(Statistical Analysis) 

 

一、模式建立(model building)之層次 

 

二、森林生長收穫模式系統 

 

三、目前中興大學森林調查測計研究室收集之生長收穫模式及

系統 

(一)用Fortain撰寫 

(二)用Basic寫 

(三)ＳＡＳ 

(四)利用Lotus 123巨集語言撰寫 

(五)利用DbaseⅢ巨集指令撰寫 

(六)利用Visual basic導寫之程式 

(七)生長收穫系統 

 

四、生長收穫模式 

 

五、對台灣森林調查資訊提值之我見 

(一)資料的收集 

(二)資料的調查 

(三)資料的建檔、處理 

(四)資料的計算、分析 

(五)資訊分類、整合 

(六)資訊的提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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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1.doc> 
一、 

 試驗 理論 

試驗設計 抽象觀念 真實世界 抽象觀念 邏輯模式 

 

 
 綜合(SYNTHESIZE) 分析(ANALYZE) 

實驗觀察 邏輯推論 

 統計方法 推論方法 

 (STATISTICAL METHOD) (DEDUCTION METHOD) 
 統計 理論 

觀    察  真實結論  邏輯結論 

 推理  推理  

 
圖1-1：研究方法示意圖(Gould and Fergurson 1980) 

 

 

 

Symbolic models 

 

Analog model 

 Increasing abstraction Increasing realism 

 

Iconic model 

 

Real world 

 

 
圖1-2  模式建立(model building)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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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mod.doc> 

二、森林生長收穫模式系統 

1.建立目的：Multiple-use(FOREST)或 Multiresource 
樹種組成 

掌握森林 林分蓄積、結構 
單株與林分生長 
可收穫量 

 

2.資料收集： 
(1)文獻收集： 
依樹種、林型收集、整理前人研究有關各樹種、林型在時間、空間上變異之資訊。 

(2)調查： 
遙測 取樣方法 永久樣區 
航測 調查項目 臨時樣區 
地面 調查方法 樹幹解析 

生長錐之木蕊年齡寬 

 

3.資料建檔處理： 

LOTUS 
電腦 DBASE 

PE3 
 

4.資料分析： 

G-Y-MODEL system 
電腦 Bailey Weibull 

SAS ANOVA 
STAGRAGIC Reg, GLM 
SYSTAT NLR 

 

5.基本模式(含統計測驗)： 
基本資訊： 

樹高曲線 H=f(D) 
單株 

材積式 V-f(H,D) 

 
樹種林型 
地位, 指數 SI-f(Hd, Age), 地理、物理環境 

林分 密度 D=(N, BA, BA/ha, TAR,RS,CCF,SDI) 
自我疏伐式 Nt=f(Age, No, SI) 
林齡 
林分生長歷史撫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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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生長收穫模式系統： 
全林分 直徑分布法 單株 
全林分生長模式 

(1)Explicit 
V/ha=f(Sps, 
Age,Si,Den,Treatment) 

 
(2)Implicit 

f(d)=f(Age,SI,Den) 
V=f(d) 
V/ha=Σ(nd) 

直徑分布法 
V/ha=Nt∫(x)*f(x,θ)d 
θ=f(Sps, 

Age,Si,Den,Treatment) 
Nt= f(Sps, 
Age,Si,Den,Treatment) 

單株生長模式 

Vi=f(t) 
V/ha=Σi 

 

7.林分結構、蓄積、生長： 
蓄積量 

每公頃 
生長量 

V/ha=Σi；∫V/dt=V/ha 

蓄積量 
各直徑級 

生長量 
V/ha=Σi；∫V/ha=Σi 

與各統計誤差 

材積 
各單株 

生長量 
V/ha=Σi；∫V/dt=V/ha 

 

 



 
 
 

4-5

森林生長演替模擬模式系統 

 

 

林分結構蓄積 樹種組成、林型 

林分生長 林分結構 

林分的生長收穫 生態演替 

 

經營目標 生態原則 

FOREST 

 

社會經濟 森林經營計劃 地理、物理 

地理資計系統 

成本效益 經營決策 GIS 

 

經濟效益 

社會青任 

生態系完整 

生物倫理 

保續經營 

林地：1.保留 

2.利用 

3.變更用途 

森林：1.樹種選擇，林型選擇 

2.栽植密度(距離) 

3.地位改善 

4.疏伐時間、空間：質、量→標準 

5.修枝時間、空間：質、量 

6.輪伐期及量 

 

 

在各目標下理想的森林狀態 

空間配置時間排程 

質量兼顧 

 

理想森林經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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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doc> 
三、目前中興大學森林調查測計研究室收集之生長收穫模式系統 

 
(一)用撰寫 

1.求解 Weibull pdf 母數的程式 （wed.for） 

(1)2 個母數 

(2)3 個母數 （wed4.for） 

 
2.求解 Richands Function 的啟始值 （start.for） 

3.求解 Von Bertalanffy 的啟始值 （vonber.for） 

4.樹幹解析程式 

 
(二)用 Basic 寫 

1.S513 H=f（D）樹高曲線式計算程式 

2.S515 直徑分布法林分蓄積量推估模式 

 
(三)SAS 

1.直線式 

Reg, GLM 
2.非直線式 

NLN 

(1)Richards 

(2)Schnute 2, 4, 6, 8 paramater 

(3)Weibull 

(4)Volume equation 

 
(四)利用 Lotus 123 巨集語言撰寫 

1.材積表（Volume Talbe） 

2.生長模式配合比較 

(1)Richards 

(2)Schnute 

(3)Von Bertalanffy 
3.結構（分布） 

(1)Lognormal 

(2)Normal 

(3)Weib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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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木資源調查 

生長組成 Vntt = Vn  + Gt  - Mt  + It  -C 

(1)地位指數（S I curve） 

(2)生長曲線式（Growth curve） 

(3)枯死模式（Mortality cruve） 

(4)林模式（Volume equation） 

(5)樹高曲線式（H-D relationship cruve） 

 
(五)利用巨集指令撰寫 

 
(六)利用導寫之程式 

1.FORSEE 

2.UTOLL 

3.SVS 

 
(七)生長收穫系統 

1.ORGANAN 

2.CA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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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eq3.doc> 
林分生長與林分結構之數學模式系統 

 
一、生長模式 

 
(1)生長關係法則：即複雜系統的行為與其組成份結構的關係是依冪次律

(power-law formalism)的冪次函數進行(Savageau, 1969, 1980)，可用公式

表示如下： 

 
P＝C×Qa 

．．．．．．．．．．．．(3-1) 

 
式中：P：複雜系統的變化量 

Q：複雜系統中組成份的變化量 

a：生長關係常數（allometric constant） 

C：常數，為一正值及隨起初結構量而定 

 
(2)Von Bertalanffy 根據新陳代謝作用(metabolism)之同化作用大於異化作用

的交互作用時才有生長的觀點提出表示生長速率的公式： 

 
dW/dt＝ηWm-kWn ．．．．．．．．．．．．(3-2) 

 
式中：η，k分別為同化作用和異化作用母數 

m，n則表示與重量的冪次方成比例 

 
(3)相對生長率 

則 

Z＝(1/W)×(dW/dt) ．．．．．．．．．．．．(3-3) 

 
式中：W總生長量 

Z為相對生長速率 

dW/dt生長速率(或稱連年生長量) 

 
將(3-3)式變形，得 

Z=(dW/W)(1/dt) 
Z＝d(lnW)/dt ．．．．．．．．．．．．(3-4) 

 
則 Z 也代表總生長量對數值的生長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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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速生長可以定義如下： 

 
(dZ/dt)/Z ．．．．．．．．．．．．(3-5) 

 
為 Z 的相對生長速率，也就是 Z 的生長速率對 Z 的比例。 

 
dZ/dt 

表 3-1  ???　= -( rZm+sZn )模式系統 
Z 

母 數 加速生長量模式 相對生長率式 總生長量式 
m n r s    
0 0 r s (dZ/dt)/Z= -(r-s)= r' Z＝Ker't W=k'ek/rert 
0 1 0 s 
1 0 r 0 
1 1 r s 

dZ/dt= -sZ 
dZ/dt= -rZ 
(dZ/dt)/Z＝(r+s)＝-αZ 

 W1
r
-W2

r
 

Z= 
 rW1(t-T2)+rW2R(T1-t) 

rW1
n(t-T2)+rW2

r(T1-t) 
W= 

T1-T2 
0 1 r s 
 
1 0 r s 

dZ/dt   -(r+sZ) 
 = = -(r'+s'Z) 
  Z    -(rZ+s) 

-rK1e-rt

Z= 
sK1e-rt-1 

 1-e-r(t-γ1)   1/S

W=  W1
S+(W2

S) 
1-e-r(γ2-γ1)

m m r s dZ/dt  =Z
m

(r+s)＝-r'Z
m

 
 Z 

Z＝-(r's't+k)-1/S (-rst+k)-1/s 
W＝K'e -r's'+r' 

0 2 r s 
2 0 r s 

dZ/dt  ＝- r Z2 

Z 
Z＝(1/(2rt+2rC)-1/2 

W＝W1exp[(2/c)(t-γ1+(1/(2cW1
2)-1/2

-(1/c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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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chnute模式 

1-e-r(t-γ1) 

      W＝｛W1
S+(W2

S-WS
1)( )｝1/S  ...............(3-6) 

1-e-r(γ2-γ1) 

         式中：(dW/dt)×(1/W)＝Z 

(dZ/dt)×(1/Z)＝-(r+sZ) 

                W(
γ1)＝W1       r≠0  s≠0 

                W(
γ2)＝W2       T2>T1 

                Z(T1)＝Z1       W2>W1>0 

                Z(T2)＝Z2 

 
 表3-2 第三類型一般化生長模式在不同條件下所形成的不同生長模式 

編號 r s 名稱 生長模式(W∞>0,r>0,s>0) 

1 r>0 s>0 Generalized Von Bertalanffy W(t)=W∞(1-e-r(t-t0))S 

2 r>0 s=1 Specialized Von Bertalanffy Putter No.1 W(t)=W∞(1-e-r(t-t0)) 

3  r>0  s=1/3 Specialized Von Bertalanffy Putter No.2 W(t)=W∞(1-e--r(t-t0))1/3 

4 r>0 s=0 Gompertz W(t)=W∞e-e-r(t-t0) 

5 r>0 s<0 Richards W(t)=W∞(1+(1/s)e-r(T-T0))-S 

6 r>0 s=-1 Logistic (Richards growth with s=1) W(t)=W∞(1+e-r(t-t0))-1
 

7 r=0 s=1 Linear W(t)=r(t-t0) 

8 r=0 s=1/2 Quadratic W(t)=(α+β)2,β>0 

9 r=0 s=0 Tth power W(t)=αβ
t,α>0,β> 

10 r<0 s=1 Exponetial W(t)=α+βert,β>0, r>0 

註：W∞：漸近線值，t0：達胸高直徑的時間，α、β、r、s，為母數 

 

 
  A.Schnute模式與Richards式間之關係 

        Richards式：W(t)＝A(1-Be-kt)1/1-m...............(3-7) 

        Schnute模式：W(t)＝[W1
S+(W2

S-W1
S)1-e-r(t-T1)/1-e-r(T2-T1)]1/S 

                             1-e-r(t-γ1) 

       W ＝{W1
S+(W2

S-W1
S)( )1/S}  ...............(3-6) 

                             1-e-r(γ2-γ1) 

     W(t)＝﹛W1
S+〔(W2

S-W1
S)/1-e-r(γ2-γ1)

〕－〔(W2
S-W1

S)/1-e-r(γ2-γ1)
〕e-r(t-γ1)

｝
1/S 

        因為 1/s＝/(1-m)，所以 s＝1-m 

        -r＝-k，所以 r＝k 

        r1-m
＝W1

S+(W2
S-W1

S)/(1-e-r(γ2-γ1)) 

        則A＝[W1S+(W2S-W1S)/(1-e-r(γ2-γ1))]1/1-m.....(3-8) 



 

4-11

        A1-mBe-kt
＝(W2

S-W1
S)/(1-e-r(γ2-γ1))e-r(t-γ1) 

        B＝er(γ1+γ2)(W2
S-W1

S)/erγ2W2S-erγ1W1S)    .....(3-9) 

 
   B、Bertalanffy式推衍成為 Richards 式 

        Bertalanffy 式W＝[η/k-c'e-(1-m)kt](1/(1-M)).........(3-10) 

        因(3-24)式為： W＝A{1-Be-kt}(1/(1-M)) 

        而 dW/dt ＝ηWm-kW的積分式為： 

        由於 W＝[η/k-(η/k-W0
1-m)e-(1-m)kt](1/(1-m))..........(3-11) 

        所以 A1-m
＝η/k     ...........................(3-12) 

        B＝η/k-W01-m/A1-m   ...........................(3-13) 

        K＝(1-m)k     .................................(3-14) 

        當m＜1則 W1-m
＝A1-M(1-Be-kt) 

        當m＞1則 W1-m
＝A1-M(1+Be-kt) 

          m＝0則 W  ＝(1-Be-kt)     ......Monomolecular式 

          m→1則 W ＝Ae-be-kt )      ...........Gompertz式 

          m＝2則 W ＝A/(1+Be-kt)      .........Logistic式 

 
二、林分結構模式 

(一)直徑分佈法 

Yij= Nt ∫
Dlj

  gi(x)f(x,θt)dx       ............(3-15) 
Duj 

Yij：每單位面積直徑階的收穫表形態值材積或斷面積 

Nt：在 t 時每單位面積之林木株數 

Duj：第 j 階直徑級的上限(l=i+ε/2)，i為階的中值 

Dlj：第 j 階直徑級的下限(u=i-ε/2) 

x：胸高直徑(Dlj＜≦Duj) 

gi(x)：胸高直徑的可能函數如樹高曲線，材積式 

θ：描述 t 時直徑分佈的機率密度模式的母數向量 

f(x,θ)：描述 t 時直徑分佈的機率密度模式 

 
 1、機率密度函數(x,θ)，如Weibull函數 

   Weibull 機率密度模式為： 

       f(x)＝(c/b)[(x-a)/b]C-1exp{-[(x-a)/b]C}  -----(3-16) 

              θt即(2-71)式的 a, b, c 

       式中：c>x≧a 

               b>0 

               c>0 
 2、Weibull累積分佈函數(cum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CDF)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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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x)＝1-exp{-[(x-a)/b]C}  ------------(3-17) 

              式中：x≧a>0 

                      b>0 

                      c>0 
 3、某區間(直徑階)的累積分佈模式 

    P(Dl<X<Du)＝exp{-[(Dl-a)/b]C}-exp{-[(Du-a)/b]C}  -----(3-18) 

 
 4、百分數 

    設 x 為百分數 Xp 

    則  1-F(x)＝exp{-[(x-a)/b]C} 

         ln(1-F(x))＝-[(Xp-a)/b]C 

        -ln[1-F(x)]1/C
＝(Xp-a)/b 

    則百分數Xp＝a+b{-ln[1-F(x)]}1/C   .................(3-19) 

 
三、結合林分生長與林分結構之數學模式系統 

   百分數之林分生長模式 

                         1-e-r(t-γ1) 

   Wxp＝{W1
S+(W2

S-WS
1)( )}1/S  .............(3-20) 

                         1-e-r(γ2-γ1) 

   係基於24th, 63rd 和93rd 百分數，由(3-41)式得以下聯立方程式求解出母數 a, b, c： 

X.24＝a+b[-ln(0.76)]1/C  ......................(3-21) 

X.93＝a+b[-ln(0.07)]1/C  ......................(3-22) 

X.63＝a+b     .................................(3-23) 

    由(3-21)(3-22)(3-23)差分，重新組合得 

       X24-X63     [-ln(0.76)]1/C-1 
＝ ................(3-24) 

       X93-X63     [-ln(0.07)]1/C-1 

      b＝(X24-X63)/[-ln(0.76)]1/C-1           ............(3-25) 

      a＝X63-b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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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tent.doc> 
四、生長收穫模式 
一、總論 
 

1 .材積式------------------------------------------------------------------------------   1 
2 .樹高曲線式------------------------------------------------------------------------   6 
3 .生長模式---------------------------------------------------------------------------   9 
4 .地位指數式------------------------------------------------------------------------   15 
5 .其他模式---------------------------------------------------------------------------   16 

( 1)胸高直徑式------------------------------------------------------------------   16 
( 2)形數---------------------------------------------------------------------------   16 
( 3)樹冠曲線式------------------------------------------------------------------   17 
( 4)枯死模式---------------------------------------------------------------------   18 
( 5)收穫模式---------------------------------------------------------------------   18 
(6)Weibull機率密度函數------------------------------------------------------   20 
( 7)其他模式---------------------------------------------------------------------   21 

 
二、各論 

1.102紅檜-----------------------------------------------------------------------------   22 
2.104巒大杉--------------------------------------------------------------------------   31 
3.108琉球松--------------------------------------------------------------------------   33 
4.110二葉松--------------------------------------------------------------------------   41 
5.115雲杉-----------------------------------------------------------------------------   45 
6.116帝杉-----------------------------------------------------------------------------   47 
7.117杉木-----------------------------------------------------------------------------   49 
8.118柳杉------------------------------------------------------------------------------   69 
9.119臺灣杉-------------------------------------------------------------------------- 163 

10.150其他針-------------------------------------------------------------------------- 173 
11.206大葉桃花心木----------------------------------------------------------------- 177 
12.301樟樹----------------------------------------------------------------------------- 181 
13.450儲櫟類-------------------------------------------------------------------------- 183 
14.502相思樹-------------------------------------------------------------------------- 185 
15.510木油桐-------------------------------------------------------------------------- 192 
16.514泡桐----------------------------------------------------------------------------- 194 
17.515柚木----------------------------------------------------------------------------- 196 
18.516光臘樹-------------------------------------------------------------------------- 198 
19.524銀合歡-------------------------------------------------------------------------- 201 
20.600其他闊-------------------------------------------------------------------------- 203 
21.806桂竹----------------------------------------------------------------------------- 213 
22.900其他竹-------------------------------------------------------------------------- 222 
23.901針闊混-------------------------------------------------------------------------- 224 
24.補充----------------------------------------------------------------------------------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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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積式> <v-model.c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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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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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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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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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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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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松藩 1979 
     台大實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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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大葉桃 A  V=0.0100-0.00871296D+0.00060626D^2  0.995 中埔造林地 劉宣誠林銘輝 
 花心木 +0.00047815DH 曲俊麒 1981 
  B  V=0.0088-0.00727189D+0.00055226D^2  0.994 石弄造林地 劉宣誠林銘輝 
  +0.00047152DH 曲俊麒 1981 
  C  V=0.0104-0.00984010D+0.00029846D^2  0.994 社子造林地 劉宣誠林銘輝 
 +0.00085657DH 曲俊麒 1981 
  D  V=0.0101-0.00679346D+0.00058996D^2  0.993 六龜造林地 劉宣誠林銘輝 
 +0.00033654DH 曲俊麒 1981 
  E  V=0.0046-0.00473431D+0.00040606D^2  0.991 恆春造林地 劉宣誠林銘輝 
 +0.00040815DH 曲俊麒 1981 
  F  V=0.0096-0.00850270D+0.00028041D^2  0.992 太麻里造林地 劉宣誠林銘輝 
 +0.00086209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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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櫟類 LogV=-4.0038576+1.8751297LogD+0.745544LogH 928 0.9899 全省 林子玉 1975 
450 儲櫟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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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739-0.019005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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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3 臺灣中南部 林子玉 1972 
 H:優勢木平均樹高  B:立木胸高斷面積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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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0.9789 全省 劉宣誠 1974 
 +0.000013Ht*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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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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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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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柏 V=1.1439-0.0455D+0.0014D^2 112  本省北、中部 楊寶霖 1969 
102 紅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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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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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台灣杉 V=0.0000996×^1.8505211H^0.7734288 19 全省林相變更 羅紹麟馮豐隆 1986 
103 肖楠 20年生以下 
106 松類 
109 濕地松 V=0.0001430×^1.7009164H^0.7410436 76 全省林相變更 羅紹麟馮豐隆 1986 
108 琉球松 20年生以下 
119 台灣杉 
117 杉木 V=0.0000702×^1.8942224H^0.8869654 82 全省林相變更 羅紹麟馮豐隆 1986 
104 香杉 20年生以下 
118 柳杉 
507 赤楊 
517摩鹿加合歡 
350 楠木類 
514 泡桐 V=0.0000834×^1.8761885H^0.8058127 20 全省林相變更 羅紹麟馮豐隆 1986 
512 桉樹 20年生以下 
515 柚木 
506 楓香 
202 櫸木 
350 楠木 V=0.0000464×^1.53575H^1.50657  全省林相變更 羅紹麟馮豐隆 1986 
301 樟樹 20年生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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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杉 V=0.0000944×^1.994741H^0.656961 林務局 1973 
102 紅檜 
113 鐵杉 V=0.0000728×^1.944924H^0.800221 林務局 1973 
104 香杉 
 樟楠類 V=0.0000863×^1.8742H^0.8671 陳松藩 1972 
450櫧櫟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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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位指數式> <si-md.doc> 
 
代號 樹種 迴歸方程式 株數 R^2 地區 作者年代 
102 紅檜 S=H[(1-0.992107exp(-0.031386A))/(1-0.992107* 103 大雪山 陳朝圳 1989.03 
 exp(-0.031386A))] (A:基準齡年) 
108 琉球松 Y^t=16.885411-13.788849(0.698771)T 603 台灣北部 劉慎孝 林子玉 1970.05 
 (Y^t：各林階優勢木、次優勢木平均樹高 t：林齡) 
110 二葉松 lnSi=lnH+3.466525[(1/A)-(1/15)] 60 全省 羅紹麟 馮豐隆 1986 
 Si：地位指數(以年為基年)  A：林齡 
118 柳杉 A2 74 臺大實驗林 楊榮啟 1975 
 H= A:林齡 
 0.019333A2+0.838732A+0.497596 
118 柳杉 Yt=31.257856-19.856063(0.832425)T 全省 林子玉 1971 
118 柳杉 Yt=31.257856-19.856063(0.832425)T Yt：t齡階之平均高 全省 林子玉 1969 
118 柳杉 材積法：Yv=-76.32959+15.01319x+47.31547logx  x：林齡 全省 劉慎孝 1965 
 樹高法：Yh=-2.43197+0.20711x+11.18467logx 
 斷面積：logYg=0.18769+0.64383logx 
 直徑法：logYd=0.55727+0.66139logx 
118 柳杉 Hd=SI1-0.9exp[-0.16(t-3)]^1/1-0.4 臺大實驗林 馮豐隆 林子玉 1991 
514 泡桐 Ht'=5.469976+0.714419A'+0.015034A'3 320 0.7707 全省 劉宣誠 1974 
 Ht'：優勢木或次優勢木之樹高A'：優勢木或次優勢木之樹齡 
515 柚木 1/H^=0.029255+0.733545(1/T) 臺灣中南部 林子玉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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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doc> 

(貳)人工智慧－專家系統 
(Artifical Intelligent-Expert System) 

 
一、森林資源經營專家系統 

(一)概論 

1.一般的構造 

2.知識的表現 

(二)中興大學森林調查測計研究室收集之生長收穫模式及系統 

 

二、系統自動化教學 

(一)校名：國立中興大學 

(二)中心或科系所名稱：森林系 

(三)基本資料 

(四)宗旨及大綱 

(五)實習項目及內容 

(六)所需之實習環境設備及使用情形 

(七)開授理由 

(八)現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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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ec.doc> 

一、森林資源經營專家系統 
 
專家系統－基於知識的系統(Knowledge-Based Systems) 
 
一、概論(Overview) 

(一)一般的KBS構造 
1.知識庫(Knowledge Base) 
2.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 
3.推論引擎(Inference Engine) 

(二)知識的表現 
1.事實(Facts) 
2.規則(Rules) 
3.結構(Frames) 

 
知識系統(Knowledge-Based Systems, KBS)為在某特定範圍內，應用人類(經

驗)專家去解決問題的電腦程式謂之。此為研究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 igewe, 
AI)的產物，其廣泛應用於農業和自然資源經營。美國林務署(US Forest Service)
投入許多經費去發展這個系統。 
 

專家系統(Expect Systems, ESs)為KBS's的一個分支，然實際上此兩個名詞之

間往往互相替換使用。本文亦然，將此兩名詞視為相同者。 
 
(一)一般的構造 

KBS可分成三個部分(1)知識庫(2)工作記憶(3)推論引擎 
1.知識庫(Knowledge Base, KB)為程式的一部分，是某特定範圍知識所在的地

方。KB包含一般需執行功能系統的知識和專門知識，如：柳杉經營諮詢

系統包含有提供柳杉經營所需建議的知識。 
2.工作記憶體(Working Memory, WM) 

WM亦含知識，然不若KB，其是特種問題的知識(Problem-specific 
information)，平常是空的，除非使用系統。如：柳杉經營諮詢系統，WM
的知識可能包括使用者所詢問的林分、林齡、林況，在交談式的KBS，一

般由使用者提供的項目、內容。 
3.推論引擎(Inference Engine, IE) 
推論引擎(Inference Engine, IE)為實際使用於KBand WM以達在某種考慮下

之問題解決方式所用的數式(Algorithmn)一般是比較KB內的知識(即問題範

圍內所知悉的東西)和者(即對問題本身所瞭解的)以達到解決問題。 
 

要完成此項工作，一般由某些形式配合(pattern matching)來完成。如：為完

成柳杉疏伐排程，柳杉經營諮詢系統可能比較，配合以便使用者的柳杉林分狀

況，林齡等變數可配合知識庫內的組合(Combination)知識，若找到配對(Match)
則其將建議存於內的某些值所組合成之指標所指出。 

 
 

二、知識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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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S的知識，以符號(Symbolically)表示，而非量化(Non-quantit-atively)。知

識的表現係指知識庫內知識的構造或形式，其實，發現一正確的表現方式在AI
的研究裡是相當困難的，就如KBS's的設計。 
 
近年來，許多知識表現課題(Scheme)推出，為公眾易於使用的"Shells"(即供建的

程式)這些表現包括 Facts, Rules, Frames, Objects, Belief-network, Fuzzy-logistics)
和神經網路(Neural Nets)，前三項為一般大眾所熟知也是CLIPS內所使用的表現

法。 
 
1.Facts： 

"事實"是時問題範圍的單一確認(Single Assertions)，他們(標準地)在這範圍

內描述一件"事"，如：柳杉經營諮詢系統，柳杉林分狀況可由"林分鬱閉"描述

之，在標準的Rule-Based系統，事實存在WM內為配合使用者詢問某一特定的諮

詢的知識。 
2.Rules： 

規劃含.....then...,"If"又稱左手邊(Left-Hand Side, LHS)，"then"又稱右手邊

(Right-Hand Side, RHS), LHS為狀況，若符合的話即引出執行的RHS，RHS即含

行動(執行當規則執行(Fired Extented)時。如： 
     If：林分鬱閉     If：Condition of Japense Juniper is "Closure" 
     &林齡>20        &time-of-year is ">20" 
 then：建議持用疏伐計劃B   then：Recommand prunning-plan B 
 

在Rule-Based系統如CLIPS，參考引擎(Inference Engine,IE)等找知識庫，依

次檢查每一規則是否在Working-memory內，有符合配合LHS的事實，若有的話

則這matching rule於KBS agemda內，當知識庫尋找完成，IE會再檢查是否有一

個以上的rule在agenda內，若只有一個則rule開火(fired)即有行動可執行，若在

agenda內有一個以上的則Conflict resolution Strategy會選擇一rule加以執行，選擇

的規則(rule)，開火的話，則做記錄，再依做配合執行(match excute, ME)循環，

直到不再有沒火的規則。 
 

規則RHS的通常由確認於事實或修改舊事實來修飾WM。然而，通常WM會

每一次 IE到KB而不同。這種程式設計的型態稱為Data-driven。 (有別於

Procedure-dirven)因為程式執行的路徑隨著探討、諮詢範圍的知識狀況而定。 
 
3.Frames 

吾許一事有關項目 (事實 )的知識構造 (Knowledge-Structure)， (Humman 
Cognition involves  Such Structure)(Called Schema)表達一複雜的觀念，每一觀念

的分區(Sub-parts)是分別單獨信者存。如以下frames描述"狗"的 
       Frames dog： 
             heignt - 40inches 
             weignt - 30ponds 
             Color  - Hroun 
             Hane   - spot 
 

每一frames有一個名字，且一或一個以上的屬性值(attribute-values pairs)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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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weight為二個屬性，分別值為"40 inches"及"30ponds"attributes通常稱做

Slots，理論上屬性值(attribute-value)可表示任何一件事，如Slot的值，可為urles
數或一數式，frames-base的表示法相當有彈性。 

Frame-based表示法通常與Rule-Based系統結合在一起，除在patter-watching 
LHS的規則與事實外(Rules with facts)，IE 可在適當的frames內尋找配合。 
 
 
二、系統自動化教學 

(一)校名：國立中興大學 
(二)中心或科系所名稱：森林系 
(三)基本資料 

1.課程名稱：森林資源經營專家系統 
2.學分數：3學分 
3.年級：四下 
4.課程類別：專門課程 
5.預修課程：林業經營學、計算機概論 
6.可能之授課教師：馮豐隆 
7.預估修習人數：20人 

 
(四)宗旨及大綱 
1.宗旨：提供專家系統、人工智慧的觀念、結構並介紹發展專家系統的工具、

方法、步驟與其在森林資源經營上之應用。讓同學了解專家系統目前

在森林資源經營發展狀況、重要性及可能潛在使用的地方。並實習、

演練套取、收集知識的技術與如何從事森林資源經營專家系統之建

立。以利同學知曉森林資源經營問題解決的可能方式，以及專家做決

策的過程，並將以往處理問題之經驗予以整理，再配合模擬技術以促

進森林經營決策自動化。 
2.大綱： 

(1)專家系統、人工智慧的源啟與發展 
(2)專家系統的觀念、結構、特色、內容 
(3)專家系統與傳統電腦的關係 
(4)知識套取、收集技術 
(5)知識整理與知識庫的建立 
(6)專家系統發展的工具 
(7)森林資源經營專家系統發展回顧 
(8)專家系統於森林資源經營、林業科學、林業教育的角色 

 
(五)實習項目及內容 
1.實習項目：建立森林資源經營有關之專家系統 
2.內容： 

(1)林地分類之專家系統建立 
(2)森林資源調查之專家系統建立 
(3)林政處理之專家系統建立 
(4)育林之專家系統建立 
(5)保護之專家系統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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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林木經營之專家系統建立 
(7)遊樂經營之專家系統建立 
(8)野生動物經營之專家系統建立 
(9)林業教育之專家系統建立 
 

(六)所需之實習環境設備及使用情形 
1.現有： 

(1)硬體： 
A.286個人電腦(含mega之硬磁碟，滑鼠)四台 
B.COLOR/GRAY掃描儀一台 
C.A4繪圖儀一台 
D.雷射印表機一台 

(2)軟體： 
A.電腦管理：DOS 5.0, PCTOOLS, HUNTVIR 
B.資料建檔、處理：PE3, Lotus 
C.文書處理：PE3, ET, CWI 
D.繪圖處理：AutoCad, WINDOWS，百圖256 

2.希望改善情形:希望增購電腦軟體設備 
(1)硬體：486個人電腦(含mega以上之硬磁碟，滑鼠)二台 
(2)軟體：A.Lisp軟體                               2 套 

B.Prolog語言軟體                         2 套 
C.C語言軟體                             2 套 
D.EXESYS軟體                           2 套 

 
(七)開授理由 
1.重要性：讓同學了解專家系統目前在森林資源經營發展狀況、重要性及可能

潛在使用的地方。並實習、演練套取、收集知識的技術與如何從事

森林資源經營專家系統之建立。 
2.相關研究領域現況說明： 

專家系統在林業經營上的應用，在世界是方興未艾，於我國至目前

只有三篇這方面的文章如： 
葉惠伊  馮豐隆  楊榮啟  1989  專家系統在林業經營上的應用  台灣林業 

15(7):24-29 
楊榮啟  林文亮  1990  人工智慧及專家系統在森林資源經營決策之應用台灣

林業  16(7):11-16 
葉惠伊  1991  「造林樹種選擇」專家系統建立之探討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研

究所碩士論文  67pp. 
 
(八)現有設備：(設置系所) 
1.硬體：(1)286個人電腦(含mega之硬磁碟，滑鼠)十四台 

(2)COLOR/GRAY掃描儀                      一台 
(3)A4繪圖儀                                 一台 
(4)雷射印表機                                一台 

2.軟體：(1)電腦管理：DOS 5.0，PCTOOLS，HUNTVIR 各一套 
(2)資料建檔、處理:PE3，Lotus               各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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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書處理:PE3, ET, CWI                   各一套 
(4)繪圖處理:AutoCad, WINDOWS, 百圖       各一套 
 

(九)擬添加設備 
1.硬體：486個人電腦(含mega以上之硬磁碟, 滑鼠)  2台*13,0000元=260,000元 
2.軟體：(1)Lisp軟體             2 套*25,000元= 50,000元 

(2)Prolog語言軟體       2 套*25,000元= 50,000元 
(3)C 語言軟體           2 套*20,000元= 40,000元 
(4)EXESYS軟體           2 套*25,000元= 50,000元 

合   計                           4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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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doc> 
五、對台灣森林調查資訊提供之我見 

 
依據目標而採取的經營活動（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MBO），是一般有

計劃的經營組織中不可或缺的特色。森林的經營、保育皆屬於有目標的經營管

理方式，有目標之森林資源經營方案的擬定以及選擇方案之決策乃至於問題的

解答，皆需靠豐富且適切的資訊。 

而在資源經營資訊提供過程，大體可區分為： 

一、資料的收集（data collection） 

二、資料的調查（data survey） 

三、資料的建檔、處理（data update and processing） 

四、資料的計算、分析（data caculation and analysis） 

五、資訊的分類、組合（in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combination） 

六、資訊的提供、使用（information promotion and utilization） 

 
森林資源經營目標，隨社會、經濟的演變和人類知識、智慧的長進而有所

不同，由以往以木材生產為主體的森林經營，演進至森林多目標經營（multiple 

use），甚至 Beham（1990）提出以整個森林生態系為考慮的多項資源經營

（multiresource management）觀念，凡此不同的經營目標，而資訊提供過程的內

容亦隨之而異。所謂的資料（materials, data）一般指調查、收集後之量、表，而

資訊（information）係指資料經處理、分析後可供決策的事物。 

 
現就個人淺見針對以上六部份，詳加說明闡述今後的發展與應注意事項： 

 
(一)資料的收集 

係對以往調查過的資料予以收集，其內容大體可分為林木（組成林分）、林

地、其他生物、林分林地間相互影響之狀況；至於森林環境以外之法令、政

策、人事、組織、社會、公共意見、技術、專家意見、經濟、財務等亦是收集

資料的對象，資料收集後應予以整理，使其格式一致、尺度一致，並核對是否

有不足、缺失值。 

 
(二)資料的調查 

將核對後不足、缺失之現有資料，予以規劃、設計調查，地面之久樣區

（permanent plot）事前分層取樣的設立、調查與利用航測、遙測資料的更新是當

前資料調查的重點工作，以往靠檢訂調查、資源調查來進行土地利用現況、林

況的資料收集，每每花費相當的龐大，且調查一次需時亦相當久，往往各事業

區調查完成後，資料亦己過時，故若能好好規劃永久樣區，並善加利用航測、

遙測資料，加以分析探討。調查課有關人員宜重視並參與增補、設立與調查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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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樣區，有關取樣設計、選擇設立具有代表且經常性的永久樣區外，調查的項

目、使用之儀器、方法、調查的步驟應有一致、明確的說明，調查一定要確

實，以使資料的累彙、分析更精確，並將各永久樣區及其調查的歷史資料、處

理後的資訊庫、模式庫交由各林管處列管由，局裡資訊課累彙資料，分析產生

資訊後交由經營管理單位及各有關林管處應用、修正。 

 
(三)資料建檔、處理 

一致的登記規格、調查方法、儀器和項目，為大面積森林資源經營、管理

上建立所需資訊時不能不考慮的。以Lotus, PE2或DBASE III建檔，有利於資料

檔間方便轉換使用，而 Binary 與 ASC II 方式之資料亦為各種分析軟體所接受。

經由整理及潛能分析，將主要林木樹種或林分之林型為區分標準，並將優先順

序列出，依序進行資料庫的累彙，以方便模式的建立。但由於森林於空間構造

的不均勻性（heterogenerity characteristics），讓吾人深深感到需有不同於傳統

（conventional）考量的空間分析方法，因此結合地理地形（geo-topological）因

子成為解決不均勻性的利器，所以於資料建檔、處理時，用以表示空間因子

（spatial factors）之各項目務必列上，另外如基本圖號、UTM 座標、事業區、林

班號等，可供共同辨識的標誌亦應有所記載，以方便資料使用。 

 
(四)資料的計算、分析 

以往的資料計算工作皆於大電腦主機上進行，現在取而代之為個人雷腦或

透過網路 X 視窗（X window）進行高效率處理的工作站，如何有效的結合各種

套裝軟體，並利用電腦程式語言，編篡簡單之連結、處理程式。有關資料分析

方面，目前生長收穫模式的部份，大都以母數推估方法（parameter estimation 

method）為主，且模式型態由以往資料配合（data fit）的驗證模式（empirical 

model），轉向以生物法則（biological laws）、生態法則（ecological laws）為考

量的機制模式（merchanical model）；另外實驗數學（experimental mathematics）

如因素幾何（factorial geometry）、混沌理論（chaos theory），亦是分析生長及

收穫上的重要趨向。因素幾何學有利於描述如樹冠之不規則事物，混沌理論則

對 初狀況（initial condition）、穩定（stability）、預測限制（limit to predictiability）

有相當的敏感性，有利於森林林分動態（stand dynamics）之研究。 

 
(五)資訊分類、整合 

以往直接使用單一因子如坡向、坡度、海拔高、胸高直徑、樹高等，然自

然資源提供效益、功能與環境間的影響，往往都是由許多因子綜合、共同組

成，所以提出結構與功能的綜合資訊為重要的趨勢，如以等高線、相對座標、

陽光等因子的全天空光域（whole light sky system, WLS），由樹高、胸高直徑等

運算式考慮形數之材積，Ferlow（1984）所提出 大潛在立木價金（maximum 

pontential stumpage value, MPS），係以綜合市場價（market value, MV）、搬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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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cost-to-the-landing, CTL）和製材成本（ cost-to-the-mill, CTM），以

MPS=MV-CTL-CTM 計算之，此亦是以綜合因子為考量。 

另外，有效的生態性經營決策資訊，常需依林分的生物、地理性質透過經

濟分析、環境影響評估並考慮技術、法令、社會、政治資訊，利用數學規劃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綜合研判，經營計劃的執行，亦得由法規、人事、

行銷、財務、研究發展等多方面加以考慮。 

為達資源經營 大效益，森林經營者對自然的時間與空間（temporal and 

spatial）狀況應特別關注。地理資訊系統（GIS）在處理空間問題相當方便，而

生長、演替模式釗在處理時間問題有其獨到之處。整合森林生長模式、地理資

訊系統、經濟評估、環境影響評估系統，為經營決策支援系統中相當重要的一

環，以掌握某實體現況與未來某時點森林提供的效益，比較不同時期的森林狀

態、不同經營措施所造成環境影響、衝擊，亦即整合地理資訊系統、生長、演

替模擬系統和經濟、環境影響評估系統所之支援決策資訊系統，將可提供森林

資源在時間排程（temporal schedule）和空間分派（spatial allocation）做 適當

的處理。以林木經營為例，在空間方面，經營者尋找收穫地點、面積，以求得

森林的地理資訊；在時間方面，經營者則尋找林木收穫規劃流程，以求得森林

在時間歷程的變化，作業後對森林生態系所造成的衝擊、影響，對經濟效益，

所形成的影響，皆可由模擬系統中獲悉。所以整合地理資訊系統、生長收穫模

式系統與經濟評估系統環境影響是必然的趨勢，宜加努力整合。 

 
(六)資訊的提供、使用 

森林資源經營作業目標改變，同時重視保育與經營（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而在保育與經營中調查資料的更新（inventory updating），永久

樣區的取樣設計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育林、保護、設施建設、方案的評

估，收穫預定（harvest scheduling），伐採計劃擬定，漁類、野生動物棲地經營、

戶外遊憩、資源保育、美質環境提供、水土資源保持、林木經營社會自然教育

場所之經營規劃（management planning）等等，都需有很豐富的資訊才能適當的

經營。而這些資訊的提供得靠地理資訊系統、生長、演替模擬系統、經濟評估

系統、環境影響評估系統的整合應用。往後再為文針對這些資訊系統加以說

明。 

生長、演替模式系統，用來推估目前森林資源和評估各種處理方案的效

應，資料無論是來自資源調查（inventory type）－由樣木描述吾人所興趣之林分

族群，或是由實驗研究（experimental or research type）－描述如栽植遺傳性質改

進林木、競爭植物控制、施肥、疏伐處理及混淆林、複層林等經營對環境應力

（environmental stresses）的反應，更而討論自然狀況下森林的演變和環境對森林

的影響、森林對環境的反應等現象的瞭解、分析、模擬，有了考慮較週全的生

長、收穫、演替模式，將可使森林的保育、經營工作更落實。而地理資訊系統

利用各林木、林分所在地點唯一的座標，配合該地點、空間所有屬性資料，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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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空間性的多邊形處理（polygon processing）、相對適合度分析（relative suitability 

analysis）、環域分析（buffer analysis）、地點選擇（site selection）、敏感度研

究（sensitivity studies）等，並以大眾易以瞭解的圖展示。 

然將生長收穫模式、地理資訊系統要推廣為一般林學、林業上之使用，恐

尚有一段路要走，因為數學模式、推理以及複雜的電腦指令對農學林、自然資

源經營者仍不是那麼易於接受，所以透過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使一般人

亦能如專家一樣思考、處理經營上之問題，亦即以專家系統改進生長、收穫、

演替模式系統及地理資訊系統之使用介面，讓使用者易於使用。 

 
未來生長收穫模式的發展有以下幾個方向： 

(1)混交林與異齡林（mixed-species, uneven-aged stands） 

(2)熱帶林（tropical forests） 

(3)森林對環境改變的反應（forest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4)模式的驗證（model validation） 

(5)研究生長、收穫模式預測的視覺表現（enhanced visual display of model） 

(6)樹冠結構量化及葉量推估的改進（improve quantification of crown structure 

and foliar estimation） 

(7)不同分析技巧如混沌分析（alternative analytical techniques such as fractal 

geometry） 

(8)生物導向之處理模式（biologically-oriented process models） 

(9)各主要樹種、林型之基本性態值資料及模式庫之建立 

 
未來經濟評估的發展： 

(1)由經營經濟（成本）評估森林的社會效益（monetary assessment of the 

unpriced in frastructural social benefits of foresty from managerial 
economics（cost）） 

(2)由國家經濟（profit）評估森林的社會效益（monetary assessment of the 

unpriced in frastructural social benefits of foresry from national economics
（profit）） 

(3)算出森林總]效益（total benefit of forestry） 

(4)考量經濟計算（economical caculation） 

(5)利用評估方法進行實用計算（accept the assessments and to put theme into 

practice） 

(6)intersive measure to protection and recreation funtions water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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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doc> 

(參)模擬系統 

SIMULATION 
 

Simulation model consist of  

(1).a collection of hypotheses 

(2).in equation form 
(3).for how the major elements of the model（state variable）change over time. 

 

These hypotheses are usually categorized into several processes controlling the 

rates of change of the state variables.  Sucsh processes include photosynthesis and 

respiration for plants, consumption, respiration, “natural”, and predation mortality for 

animals, and evaporation, transpiration, translocation, and uptake for water flow in 

plants, to give a few examples.  The models of primary interest here are mechanistic 

in that we inciude, to the best of our ability, mathematical descriptions of the 

mechanisms that control the various model processes.  This is opposed to empirical 

models where a rc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cess and controlling variables is 

established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process rates are combined into a system of differential equations.  These 

equations give the rate of change of the state variables as a function of their own 

condition and of other state variables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called driving 

variables in modeling jargon.  These differential equations are generally nonlinear 

and are usually too complex to be solved analytically, thus necessitating numerical 

solution techniques.  These techniques solve a continuous time problem by a discrete 

time step approximation. 

 

The simplest type of model assumption is that the rate of flow of material 

between state variables or compartments depends only on the value of the variable 
from which the flow is coming（the dornor compartment）.  Such a model is called a 

first order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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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AND GROWTH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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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pro.doc> 

(壹)導出變數(Derived veriable) 
林分生長收穫計劃流程 

一、地面樣區 

 
樹種組成 林分結構 林分蓄積 森林生長 

 
林型  樹種 D.H.B.V.分布 各樣區單株材積 單木 
 各樣區經緯度分布 (依SPS→Group→Vi) 樹高曲線 
屬別 材積式 
 分層(pool) 各樣區蓄積 
同直徑級 同林型 (1)Σindividval 各SPS之生長模型 
 之樹種組成 同SPS (2)ΣDBH classes 
材積級 (3)DBH分布 林分 
 同海拔高之同SPS (4)V/ha=f(sps,Den,SI,Age) SPS組成，林型 
 坡向 sps：天然林(林型) SI 
 坡度 人工林(樹種) NH 
 Den:Nt/ha Den 
 SI:Hd Age 
 －－ Treatant 
 Age:DBH，BA 
同海拔高之同SPS 
 坡向 各SPS之蓄積 
 坡度 直徑級之材積級 (1)Σindivual SPS 
 (2)同直徑分布→林分材積 
 (a)全部 高 
 樹種 (b)各海拔高｛中 地位指數式 
 的性質 低 枯死模式 
 林型 生長、收穫模式 
 (1)全林分生長模式 

 0- 5 平 1.直徑分布法 
 6-15 緩 2.迴歸分析法 
 坡度 16-25 中 V/ha=f(Den , SI , Age) 
 25-35 急 NT/ha Hd DBH 
 35-45 險 (2)直徑級生長模式 
 ≧46 絕 (3)單株生長模式 
 平地  0 
 北  1 
 東北  2 
 坡向 東  3 
 東南  4 
 南  5 
 西南  6 
 西  7 
 西北  8 
 (3)V/ha=f(經度,緯度,經×緯 
 坡度，坡向，海拔高 
 Sps,林型) 
二、航空照片樣區 

林型─mixed 
SPS─p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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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訊項目 <f2.doc> 

(Information Base Management) 

一、森林生態系經營管理所需資訊項目 

Ａ．性態值(變數) 

(一)單株 

(二)林分 

(三)森林植物族群 

(四)森林族群 

(五)野生動物 

(六)林地環境 

Ｂ．過程 

二、生長收穫的資訊在做森林經營決策上相當要 

1.同齡林分層級的決策 

2.異齡林分層級的決策 

3.森林與所有者的決策 

4.林分級與森林級衝擊的評估 

5.土地容許度評估 

6.地區與國家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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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gy.doc> 
二、生長收穫的資訊在做森林經營決策上相當重要，這些決策可依： 

1.同齡林分層級的決策 

2.異齡林分層級的決策 

3.森林與所有者的決策 

4.林分級與森林級衝擊的評估 

5.土地容許度評估 

6.地區與國家決策 

 
各層級決策包括： 

1.同齡林分層級的決策包括： 

(1)栽植樹種或樹種組合的選擇(Species or Species mix) 

(2)栽植密度的選擇 (Plarting density) 

(3)疏伐策略的決定 (Thinning strategy) 

(4)施肥策略的決定 (Fertilization strategy) 

(5)輪伐期的決定 (Rotation length) 

 
2.異齡林分層級的決策： 

(1)樹種組合的選擇(Species mix) 

(2)施肥策略的決定(Fertilization strategy) 

(3)保續直徑分佈 (Sustainalle diameter distribution) 

(4)保育策略 (Conservation strategy) 

(5)伐採期決策 (Cutting Cycle length) 

 
3.森林與所有者的決策包括： 

(1)森林中所有林分處理的排程(The schedule of stand treatments for all 

stands in the forest) 
(2)森林的容許伐採量(The allowadle cut for the forest) 

 
4.林分級與森林級衝擊的評估： 

(1)病蟲害為害衝擊 (Insect or disease attacks) 

(2)伐採，運材計劃方案擬定(Alternative logging and transportation plans) 

(3)森林經營實務的方案擬定(Alternative forest management practices) 

a.動物需要控制否 (Animal control or nat) 

b.殺草劑需要施撤否 (Herbicide Spraying or not) 

c.控制燃燒需要否 (Prescribed burning or not) 

d.林木生產的邊際土地 (Inclusion of marginal lands in the timber base) 

e.林木生產與老林木 (Exclusion of old-growth from the timber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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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河岸腹地的衝擊 (Impact of streamside buffers) 

 
5.土地容許度評估(Assessment of land capabilities) 

(1)由林地生產力做土地分類(Classify lands by their productivity) 

(2)判別經濟邊際土地 (Identify economically marginal lands) 

 
6.地區與國家決策 

(1)預測某種處理方案下林分的發展 

(Proj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twal stand of interesttreatment strategies) 
(2)決定最適合林分森林經營目標的策略 

(Decide which strategy best meets the objectives for the stand and forest) 
(3)實際應用於林分的處理 

(Actually treat the stand) 
(4)將林分或森林分成數個均勻相 

(Stratify the stands in the forest into homogeneous units) 
(5)於各層均勻相進行各種不同處理方案的林分反應預測 

(Enter the yields for each alternative and each strata into a harvest 

scheduling simulator (e.g., TREES) or optimizer (e.g., FORPLAN) to 

determine how many acres in each strata should be treated by each alter 

native management scheme to meet overall forest objectives) 
(6)於各層均勻相的伐採排程 

(Proj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nd under alternative treatment strategies) 
(7)森林經營計劃擬定 

(Write the management plan for the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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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doc> 

(參)以臺灣地區林木經營計劃有關資訊 
 

 
一、臺灣森林資源在多目標經營理念下之林木經營策略 

 
1.森林資源經營理念 

2.森林資源多目標利用 

3.多目標經營與林地分類 

4.臺灣目前己有的林地分類狀況 

5.林木經營在臺灣森林資源經營的地位 

6.臺灣目前的林地、林木等森林環境狀況 

7.林木經營策、規劃應具有的考量 

8.台灣林木經營策略與規劃 

9.結論 

10.引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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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or.doc> 

一、臺灣森林資源在多目標經營理念下之林木經營策略 
馮豐隆* 

 
於 1993.1.11~1.12 中美林業科技合作研討會 

“溫帶與亞熱帶人工林生態系的永續經營”提出 

 

摘要 
由空間與時間來說明森林資源多目標經營理念，則臺灣目前已有林地分類之

實，其林地係由許多不同主要目標森林嵌合而成。若要發揮多目標功能之保續

性，則各主要目標森林應於經營策略中考慮各主要目標間的附加關係、互補關

係、競爭關係，並在生態原則下永續經營森林。本研究係以提供林木的經濟林來

說明林木經營的地位並整理臺灣目前的森林環境資訊－森林的地理位置、物理環

境、林分樹種組成、林分結構、林木生長、林分發展、族群生態演替的趨勢、社

會大眾的意見、需求與經營措施對森林環境、經濟社會環境的影響、所需的成本

與所造成的效益等－研擬出臺灣林木經營在時間排程與空間分派的策略以供森

林資源決策參考。 
*國立中興大學森林系副教授 

 
Timber Management Stategies Under the Concept of Multiple Use in Taiwan 

Fong-Long Feng* 
 

From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viewpoints of multiple uses of forest management, 
we found that there is a system of forest lands classification in Taiwan.  There are 
manay kinds of dominant-used forests moisaic into unity of national forest.  If we 
want forest management in reasonable circumstance, everydominant-used forests 
need to be managed in consider of supplementary relationship,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and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with ecological criteria.  In the study, 
Taiwan`s economic forests were used to disscuss in timber management.  The 
imformation included position and physical condition of these forests, species 
composition, stand structure, stand development, and rowing stocks are also prepared.  
From the imformation, we develope stategies of timber management in Taiwan in 
several alteranatives included temporal schedule and spatial allocatio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stry, NCHU. 
 
目次 

1.森林資源經營理念 
2.森林資源多目標利用 
3.多目標經營與林地分類 
4.臺灣目前已有的林地分類狀況 
5.林木經營在臺灣森林資源經營的狀況 
6.臺灣目前的林地、林木等森林環境狀況 
7.林木經營策略、規劃應有的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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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林環境資訊包括森林地理位置、物理環境分佈與面積林分樹種組

成、林分結構、林木生長、林分發展、族群生態演替的趨勢、社會大眾的

意見、需求與經營措施對森林環境、經濟社會環境的影響、所需的成本與

所造成的效益等。 
8.臺灣林木經營策略與規劃 

 

1.森林資源經營理念 
森林之所以成為資源，係由於其可提供人類所需財貨（如林木、紙漿材、愛

玉子、蕈菇、藥材等副產品、水、利用類野生動物、遊憩休閒、牧草等）的收穫，

與維生的勞務（如生態、水土保持、空氣氣象、自然保育與教育等）的效應。而

人類的慾望是無窮盡的，如何在有限的森林資源下永續不斷的滿足人類無限的需

求，則必須靠林業從人員在尊重生物倫理（Bioethicalness）與生態完整性

（Ecological integrality）理念下保續經營（Sustained yield）森林資源以提供人類

經濟效益（Economic efficiency）和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 
然林業從業人員除了需具備有強烈的生物倫理、生態完整、保續經營、經濟

效益、社會責任之理念，以導向規劃合理、正確有效地利用森林資源外，對供給、

需求、經營等三方面的資料更是殷切。在提供“供給”的生物、物理環境方面如：

森林生物的過去與現在狀況及其他地理位置、物理、化學環境的資訊；在“需求”
方面，社會需求與公共意見的資訊；和“經營管理”方面，經營管理單位之人事組

織、財務狀況、所設立使用的法令、政策、及其經濟效率和相關計劃等資訊的掌

握，更是決定合理、有效經營森林資源不可或缺的依據，以上這些森林資源的供

給、需求和經營管理間關係可由圖四看出。 

 

2.森林資源多目標利用（Multiple Use） 
森林生態系應包括林地環境與森林的組合，有關森林資源經營、保育決策系

統所及的目標，大體可分為單一目標、多目標森林資源目標，可依森木的英文字

F、O、R、E、S、T，再加個社會教育（Social Education, SE）來說明，所謂－F
為 Fish and wiid-life，即魚類與野生動物經營目標；O 為 outdoor recreation，即戶

外遊憩活動目標；R 為 Resourse Preservation，即資源保護、保存；E 為 Envirement 
Amenity，森林可提供良好的生活理境品質；S 為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即

森林能夠提供水和土的保續和調整洪峰流量的功能；T 為 Timber and byproduct，
即林木及其森林副產品；SE 為 Socal Education，即森林可供教學、研究、示範

經營等社會教育功能。而就時間、空間而言，某一空間區域之林地在某一時間，

可同時供二種或二種以上的多目標利用，亦可不同時間在同一林地做不同方式的

林地利用。 
在同一地區的森林，同一時間內可能有許多種不同經營目標並存，或同一森

林不同時期施行不同目標的「多目標森林經營」。所以「多目標森林經營」可依

時間、空間原則為三種情形： 
(1)同一時間、不同空間、地點的不同目標嵌合之森林。 
(2)同一空間、地點、不同時間有不同經營目標。 
(3)同一空間、地點、同時間有不同經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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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圖一之 A、B 兩種目標說明之： 

 
 A B A B A  B 

 
           分區(不同空間)        不同時間         同時間、同空間 

 
圖1：「多目標森林經營」依時間、空間原則分為三種情形之圖示 

 
各目標間的關係 

目標間的關係，大體可分為三個情形：A.附加關係（Supplementary 
relationship）：即獨立關係（Independent relationship）某資源利用程度之增減，

影響其他利用資源利用程度，如牧草增減－遊樂利用。 B. 互補關係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某資源利用程度之增減，造成其他資源利用程

度之增減，如野生動物保育－遊樂利用。C.競爭關係（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某資源利用程度之增減，造成其他資源利用程度之增減，如林木生產－水資源。 

C C 
 
 
A.附加關係 

 
 
 

Q Q 
C C 

 
 
B.互補關係 

 
 
 

Q Q 
C C 
 

 
 
C.競爭關係 

 
 
 

Q Q 
圖二  以 C、Q 表示兩種不同之目標（活動或功能）時，其目標間的 
關係分為三種情形之圖示。1.附加關係。2.互補關係。3.競爭關係。 

訂定多目標時，若採第三種情形，同一時間、同一空間、地點的森林同時具

有許多目標的話，則又為(1)有優先主次目標。(2)無相對優先權之等地位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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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目標經營與林地分類 
多目標利用並非真正的哲學，也常被認為只是經營結構觀念而已，很難去轉

譯為計劃和可執行的原則。而今林業的內、外在有許多的壓力迫使森林資源經營

者去思考其所需要的多目標利用是實用、可執行的方案，而不僅僅是政策層面的

哲學討論。 
多目標利用若定義為：慎重地規劃森林生態系和其相關資源間不同利用的整

合，使其利用間的矛盾，衝突層面減少，更使其利用間的互補及相輔相成面變得

更多。 
則在擬訂實用、可以執行的方案之前林地的分類區劃是相當重要，如上單元

所提森林多目標利依時間、空間有優先主次目標與無相對優先權之等地位目標。

而多目標的實際應用，亦有兩個學派（McCoy 1972）。一個是等地位論（equal 
priorities doctrine）（Hall  1963）各種使用方式的重要性皆相等，沒有任何一種

用途是優於其他的，亦即各資源利用之地位，基本上同等，無相對優先權（relative 
priority）。所以森林經營，應以滿足大家需求為原則。對實質是非與實質效益均

應同樣重視不分輕重，而此種組合係以某一母數每公頃產出或經濟效益的最大值

來決定。另一學派是主利用論（the dominant-use doctrine）（Pearson  1944），

森林資源源可供各種利用，然大眾對利用需求程度不同，資源可供利用潛能亦

異，所以在執行經營前應基於供給、需求與技術潛能將林地的利用做主次之分，

此係以土地最大效益決定使用之優先權。如 1970 年，美國公共土地法檢討會議

（Public Land Law Review Commette）出版的報告所列的建議：公共土地的經營，

應該是屬特定地區在所有使用方式中可以得最高效應，最佳的使用（Management 

of publiclands should recongnize high and best use of particular ares of land as 
dominant over other authorized uses）。很明顯地以主要利用目標來劃分林地以作

為解決利用目標間衝突的方法，但此法僅能應用於使用方式可以很明確地辨認出

其最佳利用方式，且所規劃的範圍不是很大片公共土地才可能。在此檢討會議裡

決議如何將目標來利用的觀念，提供某一地區林地使用方式的決定原則。並且建

議在無法協調衝突的情況下，劃定主要目標使用地區（dominant use zoning）。

一般化可支利用的優先順序可以用來解決規劃某特殊地理背景（環境）時的衝

突。事實上，在許多情況下林地使用的優先順序，係反應資源的承載量和公共的

需求的情形。 

 
若林地有主次目標之分的話，各人認為林地使用優先順序為： 

(1)保護、保留－值得保護、保留的生態環境與事物 
(2)保安、水土保持 
(3)特殊位置景觀、遊憩 
(4)林木、野生動物 
(5)綠地、裸地岩石 

而林地分類是解決土地利用目標衝突的最佳方法，造林、撫育、伐木、林道

設施是合理經營樹木森林環境不可或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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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灣目前己有的林地分類狀況 
臺灣省林務局業務面積 

年度 林型圖 面積(ha) 百分比

(%) 

單位面積(材積) 總蓄積(m3) 

1980 針闊葉樹林 156,400.00 4.37   

 闊葉樹林 803,300.00 22.45 163.00 189,912,000.00 

 闊葉樹林人工林 278,600.00 7.79   

 竹林 133,000.00 3.72 － － 

 針葉樹林 415,200.00 11.61 302.00 136,509,000.00 

 生產林地 1,786,500.00 49.93 － － 

 非生產林地 78,200.00 2.19 － － 

 林地 1,864,700.00 52.12 183.00 326,421,000.00 

 非林地 1,713,000.00 47.88 － － 

 全省 3,577,700.00 100.00 － － 

1985 針闊葉樹林 157,500.00 4.40 349.17 54,994,00.00 

 闊葉樹林 1,159,700.00 32.40 126.65 146,877,000.00 

 竹林 133,000.00 3.72 － － 

 針葉樹林 416,700.00 11.64 298.90 124,550,000.00 

 生產林地 1,786,500.00 49.90 － － 

 非生產林地 78,200.00 2.18 － － 

 林地 1,864,700.00 52.09 299.00 326,421,000.00 

 非林地 1,715,139.00 47.91 － － 

 全省 3,579,839.00 100.00 － － 

1990 針闊葉樹林 157,500.00 4.40 349.17 54,994,00.00 

 闊葉樹林 1,157,927.00 32.35 126.84 146,877,000.00 

 竹林 133,014.00 3.72 － － 

 針葉樹林 416,700.00 11.64 298.90 124,550,000.00 

 國有林 1,573,018.00 80.0 － － 

 非生產林地 － － － － 

 林地 1,865,141.00 52.10 299.00 326,421,000.00 

 非林地 1,714,698.00 47.90 － － 

 全省 3,579,839.00 100.00 － － 

（林務局 1980, 1985, 1990） 

 

 保安林 水庫集水區 國家公園 自然保護區 森林遊樂區 海拔高 2500m 以上

保安林 

水庫集水區 

國家公園 

自然保護區 

森林遊樂區 

海拔高 2500m 以上 

364,435.36 

150,486.03 

10,415.17 

17,024.87 

18,922.98 

54,856.35 

150,486.03 

198,795.48 

12,086.00 

451.00 

907.00 

33540.98 

10,415.17 

12,086.00 

175,925.01 

248.00 

6,637.08 

65,143.66 

17,024.87 

451.00 

248.00 

64,794.05 

2,320.80 

7,587.42 

18,900.98 

907.00 

6,637.00 

2,320.80 

33,383.63 

4,321.37 

54,856.35 

33,540.98 

65,143.66 

7,587.42 

4,321.37 

173,76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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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林木經營在臺灣森林資源經營的地位 
(1)臺灣林業經營歷史 

(一)民國 47 年「臺灣林業政策及經營方針」 
(二)民國 64 年「臺灣林業政策及經營方針改革之指導原則」 
(三)民國 65 年「林業經營改革方案」 

 
表三：民國 47 年「臺灣林業政策及經營方針」與民國 65 年「林業經營改革方案」之比較 

 民國 47 年 
臺灣林業政策，經營方針改革方案 

民國 65 年 
臺灣林業經營改革措施 

重心 －注重經濟性原則(木材生產) －注重保安性、福利性 

重點 1.優先改造低山闊葉林 
2.加速開發過熟針葉樹林 
3.保安林除其應絕對禁伐地區外，其大部份

應加以擇伐法之合理經營 
4.造林應配合工業發展 

1.林業之管理經營應以國土保安為目標 
2.加強水土保持，保安林區域應再予擴大 
3.國有林地儘量由林務局妥善經營，停止放

領放租；現有木材商之業務，應在護山保

林原則下，逐步予以縮小，以維護森林資

源 

內容 1.對保安林之要求較不嚴格 
2.對經濟林之經營－在恆續生產原則下，儘

量開發森林，以獲得最高之收穫，加強森

林撫育，積極造林 
3.尚未確定用途之林地、山坡保留地等，應

重加測量，再劃定其用途。如：宜農、宜

牧或混農林等 
4.加強林業公共教育，配合立法、司法及行

政力量，保護森林資源 
5.發展林地多角用途，建設森林遊樂區域 

1.對保安林之要求較嚴格 
2.事業區之經營，應依據永續作業，國土保

安及經濟效益與多目標利用之原則，釐訂

森林經營計劃，伐木造林作業應嚴格依據

計劃執行 
3.除山地保留地外，不再放租，而放租放領

者，應由主管機關嚴格執行 
4.永久保護森林資源 
5.發展國有林地多種用途，設自然生態保護

區及森林遊樂區，保存天然景物之完整及

珍貴動植物之繁衍，以供科學研究、教育

及增進國民康樂之用 

綜論 －在顧及水土保持下，儘量伐、造林木求取

收益最大之收穫 
－以公益性、保續性為重，擴大造林，加強

治山防洪，維護森林資源，今設林業經

營，不以開發森林為財源 

 
表四係安排由下往上看，其涵義是以傳統的林業生產、國土保安為基礎，共

以金字塔式的一層層加上森林遊樂、生態保育、國民健康、自然教育、陶冶性靈

等功能。最後，是 8 項功能齊全，且要充分發揮，為林業發展理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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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多目標林業動向摘要(林文鎮  1988) 

 
森 林 功 

能 大 類 內 涵 註 釋 歷 程 概 述 未 來 推 展 方 向

8.陶冶性靈 (1) 回 歸 自 然 (green 

contact)。 

(2)對性情、心靈的影

響。 

此項高境界的森林功能，在臺灣幾

乎尚未獲重視與推動。惟歐洲人天

生喜愛森林，自古以來哲人、詩人、

藝術家輩出，可證森林的功能。 

(1)原生林、天然林或巨木群益受珍

重。 

(2)俟研究或推展的課題:森林內各

種藝術、音樂、文學等活動、森

林文化、森林美學等。 

7.自然教育 (1)對社會大眾推森林

自然及環境教育。 

(2)對遊客做解說服務。 

(1)幾十年來，林業界很少做推廣教

育及解說工作。 

(2)近年來，對於森林自然的調查、

解說教育漸見開展，解說員現場

解說也有好的開始。 

(1)必須多培訓解說員，與民眾或遊

客打成一片。 

(2)美林務屬的 TREE Program 及日

本的自然教育林之觀念與作

法，均值得借鏡。 

6.國民健康 (1)推行森林浴活動，培

養健康活力。 

(2)提供大眾活動、復

健、調養的場所。 

(1)72 年起推動森林浴活動，成為國

內新潮健康法之一。 

(2)德國的「森林自然調養法」及日

本的森林浴均十分成功，可為借

鏡。 

(1) 將來以鑄造健康為主的森林利

用價值可能最受重視。 

(2) 俟推展的課題有 :森林之健康

學、森林內動生理反應及芬多精

陰離子之科學等、 

5.環境綠化 保護生活環境、包括緩

和氣象、防音、防火、

防風、淨化空氣等。 

(1)近二十年來提倡及參與城鎮綠

化工作。 

(2)新近推行之生態綠化，在一些工

業區及海岸林已初見成效，觀音

工業區可為範例。 

(1)工業區要做「好鄰居」，都市公

害益加嚴重，生態綠化最近倍受

重視。 

(2)這是林業界對社會的另一種奉

獻機會。 

4.生態保育 森林區保存自然資源、

森林自然保護區、自然

保留區等。 

(1)保安林制度，已如上述。 

(2)森林自然保護區，始於 63 年，

現已有 31 處，可見林業單位早

已重視保育並自動付諸實施。 

(1)以積極性目標，陸續調查擴大。

(2)已編定者應加強管理、調查、研

究及解說宣導發揮國民利用得

的積極意義。 

3.森林遊樂 (1)發展國民育樂事業。 

(2) 以 保 育 理 念 為 基

礎，並讓大家親近森

林。 

(1)54 年以來逐漸推進，已有相當基

礎。 

(2)近年來充實設施並推動感性知

性之旅，於提升水準，頗友進

步。 

(1)鼓勵民間參與經營改善設施及

服務。 

(2)亟待推展的課題有:森林美學、一

地渡假之策略、動態化的樂趣森

林、森林浴活動等。 

2.國土保安 傳統林業重點之一 

(1)依森林法之規定，設

置保安林(環境保護

林) 

(2)實施治山防洪山工

程 

(1)臺灣保安林制度始於 1901 年，

民國 65 年以後更擴大編定 76 年

底達 440,2203 公頃。 

(2)54 年起加強實施治山洪工程，現

工實施五年計劃(76-80 年)。 

(1)現正研訂「保安林經營準則」，

以加強發揮社會公益，除已設的

各種保安林、保健安林等。 

(2)應加強保安林造林及管理，以強

化實質效益。 

1.林業生產 傳統林業重點之一 

包括林收穫、造林、保

林、經營者。 

(1)日據時代(1895 年)迄今，對國民

生計頗友貢獻。 

(2)76 年度止，全省現有存人工林達

64 萬公頃，現正實施加強林五年計

劃(76-80 年)。 

(1)天然林伐採量應大幅減少，天然

檜木林、水庫集水區保安林等，

均規定禁止採伐。(78-81 年) 

(2)應拓展國產造林林的大眾化利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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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臺灣目前的林地、林木等森林環境狀況 
森林資源多目標經營要能落實，則一定要有即時、精確和可模擬預測的森林

環境資訊，這些資訊包括森林的地理位置、物理環境、林分樹種組成、林分結構、

林木生長、林分發展、族群生態演替的趨勢、社會大眾的意見、需求與經營措施

對森林環境、經濟社會環境的影響、所需的成本與所造成的效益等。然而森林經

營資料多且雜，必須靠各種量化模式有系統的加以整理分析才能成為支援經營決

策的資訊。因此針對台灣不同的位置、地理環境造成土壤、氣候的差異，而孕育

不同的樹種、林型、林分結構和生長情形，加以考慮建立各種地理位置與森林的

關係則有利於森林資源的調查資料分析與資訊的掌握，另外於不同的森林作業措

施對森林所造成的影響如何，以方便經營方案的擬定、選擇與評估，完成森林資

源經營支援決策量化系統，是森林經營管理相當重要一環。 
資訊依時間區劃可分成三種：(1)為過去已有的資訊，如說明某地區的土地、

生物、人為經營管理措施、天災人禍、調查等記錄，及有關資源利用的需求的社

會狀況、社會關係對此資源的期許與重視之事項。(2)是現在有關森林資源狀況、

社會需求狀況與經營管理狀況等有關資訊與(3)由過去到現在所掌握的森林資

源，與社會需求狀況分析瞭解建立模式，進需模擬各種經營管理方案，以預測未

來森林資源、社會需求。在合理資源利用下滿足人民需求、偏好、價值觀，更而

促使民意代表、政府行政單位重視且提供財力、物力、人力上的支持記錄與政策、

法令、經營管理的單位人員、組織的妥善配量情形。 
這些生物物理的森林資源研究、社會經濟的利用效益系統與經營管理的資

料，需要靠儲存、處理、分析、系統才能完成提供決策的資訊，這裡所謂的儲存、

處理、分析、系統，可分為(1)掌理生物、物理環境的模擬模式系統。(2)掌理經

濟、社會狀況考量的經營成本、效益、經濟評估系統。(3)經營管理行為對環境

所造成的影響環境影響評估。(4)整合以上兩系統空間、屬性資料的地理資訊系

統。以上這四系統皆為提供經營管理資源的支援決策系統(Decision Support 
System)。配合使用資訊、擬定方案、評估方案、選擇方案、擬定計劃、執行計

劃、考核計劃的資源決策系統。則經營、保育決策與計劃的擬定可以完成經營保

育活動有所依循，較理想的經營、保育成果將指日可待。 
資源決策系係以模擬模式系統、需求、經濟、評估系統、環境影響評估系統

地理資訊系統所提供的支援決策的資訊，配合森林經營管理，專家的經驗經織，

擬定可行方案，再經法令、技術、環境影響、經濟與資源間利用間關係評估，以

選擇適化方案、制定草案，再透過民意共同監管、修正後擬出符合民意之計劃，

在執行單位、人手、組織、法規、財務、研究發展問題解決的配合下加以執行，

檢驗結果是否符合經營範圍的目標，以為經營參考、修正。凡此過程可由圖五：

森林資源經營管決策系統及圖六之流程圖看出。 

 

7.林木經營策略、規劃應有的考量 
森林環境資訊包括森林的地理位置、物理環境分佈與面積林分樹種組成、林

木生長、林分發展、族群生態演替的趨勢、社會大眾意見、需求與經營措施對森

林環境、經濟社會環境的影響、所需的成本與所造成的效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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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葉樹年淨生長量與年淨枯死量一覽表 

樹種群 蓄積 年淨生長量 生長率

(%) 

年淨枯死量 枯死率

(%) 

年枯死株數 

(1000m3) 百分比

(%) 

(1000m3) 百分比

(%) 

 (1000m3) 百分比

(%) 

 1000 株 百分比

(%) 

檜木 44,904 11.94 290.10 2.99 0.65 11.10 0.77 0.02 13 0.03

鐵杉 30,321 8.06 240.10 2.47 0.79 18.50 1.29 0.06 18 0.04

雲杉、冷杉 16,749 4.38 76.20 0.78 0.46 5.80 0.40 0.04 6 0.01

松 22,444 5.97 635.50 6.54 2.83 33.60 2.34 0.15 1,115 2.45

柳杉 9,900 2.63 556.80 5.73 5.62 64.80 4.52 0.65 1,358 2.99

杉木 7,357 1.96 362.30 3.73 4.92 33.50 2.33 0.46 2,377 5.23

台灣杉 375 0.10 8.40 0.09 2.24 0.00 0.00 0.00 0 0.00

其他針葉樹 862 0.23 5.80 0.06 0.67 0.00 0.00 0.00 0 0.00

針葉樹小計 132,642 35.26 2,175.20 22.40 1.64 167.30 0.13 0.13 4,887 10.75

 
闊葉樹年淨生長量與年淨枯死量一覽表 

樹種群 蓄積 年淨生長量 生長率

(%) 

年淨枯死量 枯死率

(%) 

年枯死株數 

(1000m3) 百分比

(%) 

(1000m3) 百分比

(%) 

 (1000m3) 百分比

(%) 

 1000 株 百分比

(%) 

櫧 59,093 15.71 800.60 8.24 1.35 450.00 31.36 0.76 1,886 4.15

櫸 1,850 0.49 39.20 0.40 2.12 0.00 0.00 0.00 449 0.99

樟 1,621 0.43 78.80 0.81 4.86 0.00 0.00 0.00 0 0.00

烏心石 1,067 0.28 14.70 0.15 1.38 8.70 0.61 0.82 7 0.02

楠 50,860 13.52 1,524.80 15.70 3.00 98.10 6.84 0.19 2,763 6.08

其他闊葉樹 129,063 34.31 5,078.30 52.29 3.93 710.80 49.54 0.55 35,455 78.01

闊葉樹小計 243,554 64.74 7,536.40 77.60 3.09 1,267.60 0.52 0.52 40,560 89.25

 
生產林地林型別生長率與枯死率 

林型 
平均生長量 

(m3/yr/ha) 

平均淨枯死量 

(m3/yr/ha) 
生長率(%) 枯死率(%) 

雲杉冷杉林 3.60 0.46 0.97 0.12 

鐵杉林 4.21 0.13 0.88 0.03 

檜木林 5.89 0.53 0.98 0.09 

其他針葉樹森 4.81 0.16 2.26 0.07 

針葉樹人工林 7.34 0.95 6.14 0.80 

針闊葉樹混淆林 6.45 0.49 1.53 0.11 

闊葉樹林 6.16 1.16 2.91 0.55 

闊葉樹林人工林 4.87 0.79 7.75 1.26 

闊葉樹林、麻、竹混生林 4.83 0.48 4.83 0.48 

竹林 0.55 0.09 6.24 0.98 

全島平均值 5.44 0.80 2.58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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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相變更造林地針葉樹之直徑分布、面積、總蓄積一覽表 
樹種 Wiebull 直徑分布 面積(ha) 總蓄積 平均生長

代號 中文 B 值 C 值  (m3) (m3/yr/ha)

118 柳杉 14.0771 2.5997 7,642.8808 82,140.5450 9.76 
110 二葉松 12.5717 2.0664 7,564.3430 347,765.1600 4.63 
CNF 針一類 11.4125 1.9873 1,294.6746 63,866.8600 4.68 
120 松樹類 13.4217 3.0193 670.1074 34,239.10000 1.11 
117 杉木類 14.9881 2.7903 3,524.1729 292,177.10000 9.14 

(羅、馮  1986) 
 

林相變更造林地闊葉樹之直徑分布、面積、總蓄積一覽表 
樹種 Wiebull 直徑分布 面積(ha) 總蓄積 平均生長

代號 中文 B 值 C 值  (m3) (m3/yr/ha)

516 光臘樹 11.0046 2.7760 4,676.3049 232,564.7000 3.78 
502 相思樹 11.1340 2.6620 5,628.4609 292,755.2900 4.23 
301 樟楠類 13.1402 2.3942 253.3925 2,984.8700 1.48 
FGT 速生樹種 13.8585 1.9048 4,021.3084 243,331.3600 4.09 
HAD 其他闊葉 10.1837 1.9598 1,300.2399 12,160.6400 0.83 

(羅、馮  1986) 
 

樟樹造林地各事業區林分結構與蓄積量分布表 

事業區 面積 密度 Wiebull 直徑分布 
總面積之累

積材積 

每公頃之

累積材積

代號 中文 (公頃) (株/ha) A 值 B 值 C 值 (m3) (m3/公頃)

3 大溪 85.6167 68 10.50 30.84 3.51 7,861.47 91.81
4 竹東 47.5174 105 16.20 34.88 3.60 11,537.19 242.80
6 大湖 56.4550 68 10.30 30.58 3.22 5,005.28 88.66
7 大安溪 67.9450 63 7.80 24.37 3.61 4,159.10 61.21
8 八仙山 95.1633 57 7.30 21.49 3.27 2,866.32 30.12
10 濁水溪 92.3700 375 5.80 17.80 2.85 1,886.09 20.42
18 旗山 232.7292 226 9.10 25.64 3.00 46,643.57 200.42
22 恆春 167.9833 93 28.40 40.78 6.30 74,013.43 440.60
24 台東 280.3833 238 2.80 33.14 3.58 63,431.10 226.23
25 延平 102.2900 205 7.80 23.20 2.59 13,813.23 135.04
27 成功 46.4283 424 6.20 24.26 2.97 12,532.84 269.94
28 玉里 753.3567 194 5.00 24.54 2.78 85,626.50 113.66
29 秀姑巒 466.8985 255 6.00 25.95 2.59 85,437.71 182.99
30 林田山 372.6705 239 1.30 21.21 2.83 27,253.40 73.13
31 木瓜山 79.4850 525 7.30 20.53 3.42 20,805.20 261.75
33 和平 138.2225 322 8.00 25.47 2.43 38,160.49 276.08
34 南澳 296.9300 266 8.70 25.85 3.15 68,059.31 229.21
36 羅東 457.3250 132 8.00 22.80 3.61 37,468.65 81.93
37 宜蘭 41.6700 76 12.30 19.03 5.90 2,183.10 52.39

(羅、馮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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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臺灣林木經營策略與規劃 
由於以上的理念，在規劃森林經營計劃學時區分為：育林計劃、育種計劃、

森林保護計劃、伐木計劃、林道經營管理計劃、森林溪魚保育計劃、野生動物經

營計劃、遊樂資源經營計劃、森林景觀施業計劃、遊樂區遊客及服務管理計劃、

自然生態保育計劃、國家公園配合計劃、實質環境經營計劃、水資源經營計劃、

集水區經營計劃、水土保持計劃、保安林經營計劃、林木經營計劃、公私有林經

營計劃、實驗林經營計劃等單元，分別由同學加以收集、整理成。然而要完成經

營保育計劃在未確立經營保育所面臨的問題，解決問題的資訊、獲得資訊的分析

技巧、收集資料的過程是無法達成。所以本體系係分成(一)問題發現與現況分析

(二)資訊系統(三)分析技巧過程與模式(四)整合性資料收集四個單元來進行之。目

前已完成(一)問題發現與現況分析－中興大學森林系第八十一年班森林經營實

習－森林資源經營計劃，擬依次於往後課程中，分別完成各種經營、保育所需之

資訊系統、形成資訊之過程、模式之運用與整合資源調查設計。 

 
台灣省 1901-1986 年各樹種造林面積 

(單位:公頃) 
代號 樹種 面積(合計) 代號 樹種 面積(合計) 代號 樹種 面積(合計) 

118 柳 杉 40,735.2858 502 相 思 樹 26,138.4758 703 莿 竹 3,407.9938

110 二 葉 松 30,845.4537 516 光 臘 樹 11,532.1892 806 桂 竹 2,968.7483

102 紅 檜 23,978.0277 507 赤 楊 8,669.2005 704 麻 竹 1,164.5992

106 松 類 10,432.0870 506 楓 香 6,582.6245 961 龍 眼 294.9092

117 杉 木 9,798.2765 202 櫸 木 6,397.7285  愛 玉 子 151.2550

104 香 杉 8,200.2498 301 樟 樹 4,869.6100 701 長 枝 竹 98.1850

119 台 灣 杉 7,413.1863 450 櫧 櫟 類 4,722.7270 970 板 栗 85.90000

108 琉 球 松 4,490.6945 350 楠 木 類 3,622.5188 805 孟 宗 竹 81.9258

101 扁 柏 3,533.5497 515 柚 木 2,266.7042 900 其 他 竹 51.1600

115 雲 杉 1,903.8885 517 麻 六 甲 1,538.0917 702 綠 竹 43.0650

103 肖 楠 1,662.8457 600 其他闊葉樹 1,316.3282 963 檬 果 12.9700

111 華 山 松 1,280.0617 514 泡 桐 1,183.3508 969 土 芒 果 5.9600

107 馬 尾 松 1,198.3017 508 木 麻 黃 1,143.4775 950 果 樹 4.0500

109 濕 地 松 1,148.4180 510 油 桐 887.9598 980 其 他 果 1.5140

113 鐵 杉 1,016.5683 401 柯 610.8403 954 李  

112 五 葉 松 876.7187 501 鐵 刀 木 556.1307 904 針 葉 混  

124 赤 松 116.4142 524 銀 合 歡 531.1600 962 荔 枝  

114 冷 造 113.2352 302 擦 樹 461.6033 951 柑 桔  

120 松 造 100.5175 505 江 某 268.1767 903 竹 類 混  

125 黑 松 71.76.0 527 千 年 桐 227.6000 953 梨  

116 帝 杉 12.2667 201 烏 心 石 225.8613 964 梅  

121 油 杉 1.8200 511 木 荷 220.7162 955 桃  

105 紅 豆 杉  512 桉 樹 213.8500 965 枇 杷  

122 刺 柏  208 爛 心 木 211.2892 957 楊 桃  

123 百 日 青  530 欖 仁 樹 168.2758 966 木 瓜  

150 他 針  205 桃 花 166.4200 959 蓮 霧  

   203 毛 柿 151.5467 967 柿 子  

   532 毛 柿 144.7400 906 針 竹 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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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 

353 

504 

513 

509 

535 

206 

403 

528 

 

533 

521 

601 

534 

529 

536 

 

503 

204 

518 

526 

207 

531 

351 

519 

520 

525 

352 

402 

九 芎

大 葉 楠

紫 檀

楝 樹

山 黃 麻

檸 檬 桉

大 桃

青 刪 櫟

安 南 漆

芳 樟

木 棉

梧 桐

觀 賞

銀 樺

栲 皮 樹

槭 樹

無 患 子

黃 檀

牛 樟

烏 臼

夾 竹 桃

小 桃

構 樹

猪 腳 楠

猴 歡 喜

白 桐

黃 槿

香 楠

烏 來 櫧

133.0933

93.2192

41.0400

31.0267

17.5833

13.8573

5.3000

5.0000

4.2500

3.7800

3.3100

2.0327

1.7850

1.3000

1.1750

1.0000

0.6450

0.1700

 油 荼 

闊 葉 混 

闊 竹 混 

檸 檬 

針 闊 混 

茶 樹 

柚 

番 石 榴 

腰 果 

篙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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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林 中 心 區 面 積 表 
(單位:ha) 

 造林中心  已 造 林 待造林面積 不 能 造

林 局 別  
名 稱

總 面 積  
面 積

100m3/ha
以 下

100m3/ha
以 上合 計 

 
林 面 積

羅東 孝義 8,253 4,095 3,675 0 3,567 483 
羅東 信賢 7,650 2,526 4,469 0 4,469 655 
新竹 大安溪 6,796 3,660 100 1,051 1,151 1,985 
新竹 竹東 8,167 5,292 20 259 279 2,596 
東勢 谷關 5,654 1,709 331 643 971 2,971 
東勢 裡冷 7,796 3,384 186 1,057 1,243 3,169 
東勢 雙崎 7,640 1,437 0 2,072 2,072 4,131 
南投 濁水溪 13,547 3,876 3,796 3,847 7,643 2,028 
南投 望鄉 3,560 1,427 317 894 1,211 922 
南投 丹大 14,350 5,656 1,810 1,810 3,620 5,074 
南投 人倫 4,752 2,792 92 715 807 1,153 
嘉義 阿里山 6,438 3,708 637 0 637 2,093 
嘉義 對高岳 5,705 2,297 1,312 1,145 2,457 951 

(林務局  1984) 
 造林中心  已 造 林 待造林面積 不 能 造

林 局 別  
名 稱

總 面 積  
面 積

100m3/ha
以 下

100m3/ha
以 上合 計 

 
林 面 積

屏東 六龜 16,161 2,458 1,286 7,359 8,645 5,058 
屏東 甲仙 12,554 1,886 2,807 3,846 6,653 4,015 
屏東 高樹 2,100 1,542 177 381 558 0 
屏東 潮州 5,400 2,240 2,760 400 3,160 0 
台東 大武 8,622 5,200 570 2,267 2,837 585 
台東 延平 20,395 4,693 406 11,202 11,608 4,094 
台東 玉里 10,408 1,894 550 736 1,286 7,228 
台東 瑞穗 10,824 3,136 400 1,156 1,556 6,132 
花蓮 鳳林 17,839 4,340 2,583 6,948 9,531 3,968 
花蓮 嘉羅山 8,716 4,482 0 0 0 4,234 
花蓮 和平 10,740 2,131 0 2,285 2,282 6,327 
花蓮 礁溪 4,410 1,208 560 70 630 2,572 
合 計 228,477 76,069 28,844 50,140 78,984 74,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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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結論: 
多目標利用是一種政策的經營敘述，也就是說有關一委託團體，這團體以資

源委託經營而獲益多目標利用被認為是在自然資源經營系統中，其產出較其各部

分總和來得大。 
多目標利用政策的執行視如何選擇一組經營該地用區的經營能力而定，以一

般說法利用方式和其相對使用密度的組合的使用方式是使社會福利效益最大化

的問而這種精確的組合或混合，係由一可理解的規劃過程決定此過程需有活動的

時間空間和其他的適合度的關係，在這程種過程裡，經濟分析線性規劃模式，可

說是相當有用;自由市場壓力和經濟效益的考慮目前尚甚為缺乏。 
人類的需求和其慾望是隨時改變，所以資使用的型態並非不定，而是動態

的。多目標利用可以當為動態經營頗具彈性，適應性的工具，追求公共的參與，

態度的改變和社會目標皆是開放規劃過程應加以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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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務局 13 個林管處歸併８個林管處方案 
 
一、案由動機 

台灣的森林資源相當豐富，所以如何將這些自然資源善加運用，使其發揮

最大的功能。本研究根據柏拉圖最佳之觀念，以數學規劃方法評估各林區效

率，發現有文山、大甲、巒大、楠濃、木瓜、蘭陽等六個林區在面積、人力、

經費等之配置上較不理想，因而顯得林區之重劃有其必要性。針對此重劃觀

念，林務局提出三種方案，研究中對此三種方案分別加以評估，結果以第一種

方案較為理想，其重劃方式是文山併入竹東，大甲併入大雪山，巒大併入埔

里，楠濃一部分併入玉山及另一部分併入恆春，木瓜併入玉里，關山與蘭陽維

持原狀。(楊，高 1989) 

 
二、評估模式 

最早 Farrell (1957)曾假設規模報酬不變，根據現有廠商資料所構成之等產

量線(isoquant)來估計各廠商之效率。Charnes、Cooper、與 Rhodes(1978)將此概

念以線性分數規劃模式表示，再轉換為線性規劃以求解。 

 
產出之組合 g(Y,Y,....,Y) 

效率  = = (5.1) 
投入之組合 f(X,X,....,X) 

 
在組合時，採線性函數，各廠商可任選組合係數(以使其所評得之效率值選

最大)以表示其對此因子之重視情形，但在任選之過程中，必須滿足一限制條

件，即當此任選之係數用於其他廠商時，所評估得之效率不得超過 1.0，以滿足

效率值之規定(以使其所評得之效率值達於最大) Charnes、Cooper、與 Rhodes－

(1989)線性分數規劃模式： 

 
v1Yr1+v2Yr2+....+vnYrn 

Er =  max. 
u1Xr1+u2Xr2+....+umXrm 

 
v1Yr1+v2Yr2+....+vnYrn 

Er =  max. ≦1,i=1,2,....,K 
u1Xr1+u2Xr2+....+umXrm 

 u,v>0 (5.2) 

 

上式中Xij與Yij分別代表第ｉ廠之第ｊ項投人因子與第ｊ項之產出，E為第

ｒ廠之評估效率，共有Ｋ廠接受評估。值得注意的是 ui 與 vi 必須為一正值，不

得為零，所代表之意義是任一因子均不得忽略不計，在實際求解時之處理方

式，目前均是令 ui、vi≧ε>0，Charnes 等 (1979)稱此ε為非阿基米德數

(non-Archimedean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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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林區重劃方案評估 

1.方案一 

林務局所提出森區重劃之第一種方案，乃是將原有之十三個林區重劃為

八個，此八個林區之範圍與評估結果： 

林 區 技術效率 規模效率 ｕ o 經營效率 

(1)文山+竹東 1.0000 1.0000 0 1.0000 
(2)大甲+大雪山 1.0000 1.0000 0 1.0000 
(3)埔里+巒大 1.0000 1.0000 0 1.0000 
(4)玉山+玉井事業區 1.0000 1.0000 0 1.0000 
(5)恆春+旗山與老濃二事業區 1.0000 1.0000 0 1.0000 
(6)關山 1.0000 1.0000 0 1.0000 
(7)玉里+木瓜 1.0000 0.9243 ＋ 0.9243 
(8)蘭陽 0.8128 0.9984 － 0.8155 

 
2.方案二 

林務局所提出林區重劃之第二種方案仍然是將原有之十三個林區重劃為

八個，在劃分上與方案一極為類似，其差別只在於在方案一中，文山乃合

併入竹東，在方案二中則是將文山合併入蘭陽。在此方案中，八個林區之

範圍與評估結果： 

林 區 技術效率 規模效率 ｕ o 經營效率 

(1)竹東 1.0000 1.0000 0 1.0000 
(2)大甲+大雪山 0.9860 0.7986 0 0.7874 
(3)埔里+巒大 1.0000 1.0000 0 1.0000 
(4)玉山+玉井事業區 1.0000 1.0000 0 1.0000 
(5)恆春+旗山與老濃二事業區 1.0000 1.0000 0 1.0000 
(6)關山 1.0000 1.0000 0 1.0000 
(7)玉里+木瓜 0.9400 0.9486 ＋ 0.8916 
(8)蘭陽 0.8128 0.9189 － 0.7546 

 
3.方案三 

第三種方案可說是方案一與方案二之中和，主要精神是將文山林區分為

二部分，一部分併入竹東，一部分併入蘭陽，八個林區之範圍與評估結

果： 

林 區 技術效率 規模效率 ｕ o 經營效率 

(1)竹東+烏來事業區 1.0000 1.0000 0 1.0000 
(2)大甲+大雪山 0.9860 1.0000 0 1.0000 
(3)埔里+巒大 1.0000 1.0000 0 1.0000 
(4)玉山+玉井事業區 1.0000 1.0000 0 1.0000 
(5)恆春+旗山與老濃二事業區 1.0000 1.0000 0 1.0000 
(6)關山 1.0000 1.0000 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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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玉里+木瓜 0.9930 0.9241 ＋ 0.9176 
(8)蘭陽+文山事業區 0.8419 0.9727 － 0.8190 

4.方案四（建議方案) 

一種修改的想法是將木瓜林區所屬最北邊與蘭陽林區屬同一集水區之立

霧溪事業區併入欄陽林區，將木瓜林區剩餘部分與玉里林區合併，如此不

論就效率之觀點或集水區之觀點，均甚合理。文山林區部分，則全數併入

屬同一集水區之竹東林區。至於其他林區之重劃方式，則完全依照林務局

之重劃方式，如此八個林區之範圍將分別是： 

林 區 技術效率 規模效率 ｕ o 經營效率

(1)文山+竹東 1.0000 1.0000 0 1.0000 
(2)大甲+大雪山 1.0000 0.7986 0 1.0000 
(3)埔里+巒大 1.0000 1.0000 0 1.0000 
(4)玉山+玉井事業區 1.0000 1.0000 0 1.0000 
(5)恆春+旗山與老濃二事業區 1.0000 1.0000 0 1.0000 
(6)關山 1.0000 1.0000 0 1.0000 
(7)玉里+林田山與木瓜山二事業區 1.0000 0.9570 ＋ 0.9570 
(8)蘭陽+立霧溪事業區 1.0000 0.9816 ＋ 0.9861 

 
表 5-1  方案四中八林區之投入與產出資料 

林 投 入 

 
區 

面積 

(千公頃) 

人力 

(0.0001人／公頃)

經費 

(百元／公頃)

原蓄積 

(立方公尺／公頃) 

1.文山 

 竹東 
169.32 51.26 23.17 109.19 

2.大甲 

 大雪山 
138.71 92.35 40.30 252.54 

3.埔里 

 巒大 
211.78 40.75 20.94 109.96 

4.玉山 

 楠濃左 
121.20 83.99 34.06 82.88 

5.恆春 

 楠濃右 
187.10 52.47 20.17 93.23 

6.關山 

 

227.20 9.51 7.75 105.80 

7.玉里 

 木瓜下 
241.57 26.07 13.64 121.92 

8.蘭陽 

 木瓜上 
249.46 123.16 24.30 10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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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產 出 

 
區 

主要產物 

(0.01 立方公尺／公頃) 

副產物 

(元／公頃)

經費 

(立方公尺／公頃)

遊樂 

(0.01人次／公頃)

1.文山 

 竹東 37.23 17.64 141.96 12.74 

2.大甲 

 大雪山 21.61 27.92 159.93 31.26 

3.埔里 

 巒大 1933.62 19.60 123.08 0 

4.玉山 

 楠濃左 4.08 112.46 109.21 329.89 

5.恆春 

 楠濃右 47.83 32.66 82.38 622.20 

6.關山 

 
19.40 11.88 120.09 0 

7.玉里 

 木瓜下 18.04 5.58 137.28 0 

8.蘭陽 

 木瓜上 9.26 6.80 114.38 457.49 

 

 
四、結論 

過去（自民國 49 年開始）的林區劃分方式，為將國有林劃分為十三個林區，

在經營管理上是否能與各林區之特性配合，將各林區應有之森林功能在既有之

人力、經費等限制下，發揮最大之生產潛能。影響各林區效率值之因子主要為

所選定之投入與產出因子，研究中曾前往林務局本局、文山林區、大甲林區及

關山林區與負責人員及現場人員詳細討論，再參照經濟學上之理論，將投入因

子歸納為面積、人力、經費、原始蓄積量等四項；而產出方面，則根據森林在

台灣之三大主要功能：木材、水土保持、與遊樂，而整理為主產物、副產物、

平均蓄積、遊樂人次等四項。文山、大甲、巒大、楠濃、木瓜、蘭陽等六個林

區其效率小於 1.0，顯示目前十三個林區之面積、人力、經費等之配置情形不夠

理想，而建議現有之十三個林區應加以重劃，同時在重劃時，應以上述六個效

率小於 1.0 之林區為主要重劃對象。 

將大甲併入大雪山，巒大併入埔里，楠濃的玉井事業區併入玉山，其餘部

分併入恆春，關山不變，木瓜併入玉里。三個方案所不同的是，方案一是將文

山併入竹東，蘭陽不變：方案二是將文山併入蘭陽，竹東不變；方案三則是將

文山裁為二部分，烏來事業區併入竹東，文山事業區併入蘭陽。此三種方案經

重新評估後，以第一種與第三種方案所得之結果顯示，其重劃方法較為均衡。 

觀念在於現在之十三林區其效率評估結果顯示木瓜林區之規模偏大，蘭陽

森區之規模偏小，因此最理想之合併方式為將此兩區合併，而不應將木瓜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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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但由於木瓜與蘭陽兩林區面積均甚遼闊，再加上林務局希望將木瓜與玉

里合併一定有其道理，因此在維持林務局之基本理念外，配合學理根據，而建

議將木瓜林區中屬不同集水區之立霧溪事業區向北併入與其屬同一集水區之蘭

陽林區，而將剩餘之木瓜林區與玉里林區合併，至於其餘之林區，則採方案一

之重劃方式。在此新的重劃方式下，所得八個林區之效率值顯示此八個林區果

然比方案一更為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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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森林生態系經營方案評估 

美國森林生態系經營評估小組 (Forest Ecosystem Management Assessment Team，

FEMAT)1994年４月始，３個月內提出評估各種經營方案的後果。克林頓給小組的訓令是請

FEMAT依現有的 佳技術及科學資訊，以生態系的方式，依據４點原則採取適應性經營與育

林技術： 

1.維持並回復生態多樣性，特別是老林分及演替後期的生態系。 

2.維持森林生態系的長期生產力。 

3.維持可更新資源的永續經營，包括木材及其他林產物。 

4.維持林區內的經濟及社區。 

 
森林生態系經營的基本架構建立時，認為需要有： 

(1)演替後期森林的網絡(network of late-successional forests) 

(2)需要有暫時的(interim)與長期保護的水生與相關濱水棲息地(aquatic and associated riparian 

habitats)，足以提供受威脅與危險的物種之族群。 

 
小組從幾個 近的研究、政策咨詢報告(Intergency Scientific Committee Strategy for the Spotted 

Owl, Gang of Four Report, Spotted Owl Recovery , Scientific Assessment Team Report, Proposed 
Agency Plans)彙集了48個方案，並重新發展成10個方案(表１)，然後依演替後期保留區、濱水保

留區以及保留區內外的經營措施加以分析、評估(表２)。 

除了方案７的斑海雀(marbled marrelet)近海地區，均適用加速演替後期林分特性的發展，在

每９平方哩保留至少50％的國有林，林分平均胸徑大於11吋的林木及40％的林冠鬱閉度。 

 
表1.FEMAT各方案的特性  (洪 1995) 

 
特性＼方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演替後期保留區的基礎(1)  LS LS LS DCA
/LS

DCA LS  DCA  LS LS/
WA

LS

演替後期保留區可允准的育林措施(2)  None TYM TYM TYM TYM TYM  TYM  TA TYA TYM

經營的演替後期區  NN NN ON MP MP NN  MP  NN NN NN
濱水保留區的處方(見表2)  1 2 2 1 2 2  FP  3 2 2 
濱水保留區允准的育林措施  NW NW NW NW NW NW  FP  NW NW NW
一般林區的經營輪伐期  180 FP FP FP FP FP  FP  FP 180C FP
50-11-40(3)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F  No No No
活木保留物種緩衝帶  6G 6G 410 FP FP 6G  FP  FP VAR 6G
斑海雀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o  No Yes Yes
其他物種  Yes  Yes Yes Yes No  No  No Som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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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說明： 

ＮＦ─國有林 

ＦＰ─國有林與土地經營局的森林計畫，標準及規範 

ＬＳ─演替後期區包括ＬＳ／ＯＧ1，ＬＳ／ＯＧ2，ＬＳ／ＧＯ3 

ＤＣＡ─美國內政部斑點貓頭鷹計畫 後草案的林分 

ＷＡ─關鍵集水區 

ＴＹＭ─允許未成年已經營林分的處理 

ＴＹＡ─允許未成年天然與已經營林分的處理 

ＴＡ─允許180年生以下天然與已經營林分的處理 

ＮＮ─除非在它處有特別指定，否則沒有 

ＭＰ─班點貓頭鷹配對區需長伐期經營 

ＯＭ─在保留區系統外的配對區及某此二演替後期區(ＬＳ／ＯＧ2)需要伐

期經營 

ＮＷ─在集水區分析完成前不准任何經營 

180─180年輪伐期 

180C─在加州需180年輪伐期；否則依森林規劃的標準及規範經營 

6Ｇ─留６株大於林分平均胸徑的活木 

140─留４株活木及10％的面積成塊狀分佈 

ＶＡＲ─在海岸山脈以外，留15％材積，其中至少一半是塊狀分佈 

(1)除了方案７的斑海雀近海帶的ＬＳ／ＯＧ與ＬＳ／ＯＧ外，均適用 

(2)加速演替後期林分特性的發展 

(3)在每９平方哩保留至少50％的國有林，林分平均胸徑大11吋的林木及40

％的林冠鬱閉度。 

 

 
表2.  以斜坡距離表示的 小寬度濱水保留區 

 

  溪   流   類   別 ( 1 )

保留區處方 適 用 的 土 地 有魚類者 無魚類者 暫流者 

1 全 部 2/300 1/150 1/100 

2 第 一 類 關 鍵 集 水 區 2/300 1/150 1/100 

 第二類關鍵集水區及其他土地 2/300 1/150 (1/2)/50 

3 全 部 2/300 (1/2)/75 (1/6)/25 

(1)寬度以較大的樹高或 小斜坡距離 大者定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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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在進行評估時必需要符合三個主要的法案： 

國家森林經營法(1976) 

瀕臨絕種物種法(1979) 

國家環境政策法(1969) 

對於克林頓總統交付任務，小組採用多階段的方式進行： 

第一階段：經營方案的發展與評估，即建立後期演替及老林分森林保留區

網路，並對其內、外的森林設定經營措施。 

第二階段：重組森林規劃，希望在短期內能確保生物多樣性及生態過程不

再受損，在長期上能使地景（或大尺度）上復建分配較理想的

森林狀況。 

第三階段：執行、監測及適應性經營。 

３個月期限的目標是完成第一階段的任務。1993年07月01日，克林頓總統

選擇了第９方案並做某些程度的修改，希望太平洋西北區未來的森林經營能依

此方案進行。整個計畫的範圍包括太平洋西北區斑梟與斑海雀的分佈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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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doc> 

(貳)環境影響評估 

(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一、環境影響評估 

1.環境影響評估的目的 

2.環境影響評估對森林經營的重要性 

3.環境影響評估施行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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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07-1\69707-

6\BB.DOC 

一、環境影響評估的源起 

1969年美國頒佈「國家環境政策法案（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N.E.P.A.）」首先提出環境影響（Environmental Impact）；並依此法案成立直屬

總統的「環境品諮議小組（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並於1973年提

出「全國環境影響評估制度」的指導綱領，申明重大行政、立法（計畫）皆應

包括(1)經濟效益分析(2)環境影響評估(3)技術可行性研判等項。 

我國於民國72年10月13日行政院第1854次院會決議：「今後政府重大經建

計畫，開發觀光資源計畫，以及民國興建可能污染環境之大型工廠時，均應事

先做好環境影響評估工作，再行報請核准辦理，並由衛生署納入方案」。民國

71年逐擬定「環境影響評估法草案」。民國72年11月又以「加強推動環境影響

評估方案」替代「環境影響評估法草案」，寄望於方案推動實施後，再檢討立

法的必要性。 

 

二、環境影響評估的目的 

擬定經濟開發或措施時，在其計畫階段或正式實施前，就該開發或措施行

為對環境(包括土質、土壤、動植物、空氣、水等自然環境乃至社會、文化、經

濟等環境)所可能影響的程度和範圍，於事先加以科學上客觀、綜合性的調查、

辨認、預測和評估，進而提出公開說明，並付諸審議，作為該項開發或措施是

否值得實行等有關事項及程序之制度。其目的有五： 

(一)經濟建設前對計畫區域的環境容量及其措施行為可能產生的環境影響

予以辨認、預測、評價，供作有效的防範措置，使經濟建設與開發於

計畫審核過程中，兼顧保育與開發。 

(二)防止生存環境盲目毀損─破壞或污染，確保國民生活環境。 

(三)積極事先防範，避免造成資源運用的浪費。 

(四)提出最適當的經濟建設資源開發方式(取代方案的提出)。 

(五)保存優良的生活環境，維護國民身心之健康，乃至文化生活的健全。 

環境影響評估為一種工具，用以確定擬開發計畫對人文環境、自然系統的

影響程度，藉以推測公眾權益所受正負面影響程度，以決定開發計畫是否准予

進行，或在何種條件下准予進行。所以說此項評估，旨在「積極事先防範」，

取代以往消極的防治。 

 

三、環境影響評估施行步驟 

環境影響評估之施行，可分(1)行政審核(2)環境影響評估技術兩部份。 

(一)行政審核 

首先就行政審核加以說明，民國年擬定之「環境影響評估法案」，其

評估程序流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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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主體 開 發 單 位 
評 估 主 管 機 關

( 環 境 保 護 局 )

開 發 行 為 

核 准 機 關 

有關機關

地區居民

 

開發行為 

規    劃 

評 

 

一月 

環  境 個內 審 

說明書 核 

估 ↙↘ 

 須 無 

 評 須 

一  公 估 評 核准 

審 個  示 程 估 實 

月  ︵ 序 程 施 

 以  說 序 

 上  明 

 會 

議 ︶ (意見反應) 

 

評估書 

初  稿 

  

程 會  同  審  核 

  

 

 一個月內 

 

序 須修正 無須修正 

 

 二  公 公 核准 

 週 告 

 以 

 上  示 實 

 (意見反應) 施 

  

 評估書 審 核 

 

 須 無 

 修 須 核  准 

 正 修 實 

 修 公 正 公 

 正 告 告 

 。 。 。 核  准 施 

 

 (。表示評估程序完成) 

 環境調查報告書 

 

圖8：台灣環境影響評估法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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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影響評估技術 

環境影響評估技術，可分成(1)影響的鑑定(2)衝擊的預測(3)衝擊的

評價和減緩等三個階段，再由此進行溝通與公告，因以作為決策的依

據。所謂鑑定(Identification)即為決定計畫活動的組成；環境系統的描敘

和定義，計畫活動對環境系統的影響。預測(prediction)即對受影響環境

因子重要性的確定；質量或空間範圍和其發生的機率與時間的推測。

至於評價(evaluation)即針對該計畫行動於環境衝擊中對某些人或團體之

成本和效益的決定；並比較各不同方案間的成本效益。 

然而依照如何確定評估的範圍，鑑定環境影響的種類、程度和衝

擊預測、評價方式，減緩措施之有無來區分，最主要的方法有(1)查證

系統法（Checklist systems）；(2)矩陣系統法（Matrix system; Leopold 

matrix）；(3)重疊法或疊圖法（Overlay; Graphical Technique）；(4)計量

評估系統（Battelle Environmental Evaluation System, EES）；(5)網路法

（Network System）。 

 

四、環境影響評估對森林經營的重要性 

正確的林業開發，在以最小的環境成本下提供社會福利而不正確的開發林

業，則可能造成壞瀕臨絕種野生動物棲息地或加速土地崩塌、沖蝕、淤積、景

觀破壞、林分品質減弱、生產力降低、空氣水質污染等。 

林業經營中之林道開設、木材生產、農藥肥料的使用和森林遊樂區的開

發、開放等，皆可能對自然環境造成嚴重衝擊。所以林業經營決策是否合適，

若能通過林業經營環境影響評估的檢視，即在計畫中包含環境評估書、公共意

見的環境影響評估，則可做較明智的抉擇。 

目前臺灣林業經營中，僅在「森林遊樂區設置管理辦法草案」中提出三種

情形要做環境影響評估： 

(1)計畫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 

(2)永久性及不可復原性資源使用情形。 

(3)遊樂活動對環境及其因應措施。 

至於林道開設、木材生產、農藥肥料的使用等，則迄今尚未見於法令規章

中。而森林遊樂區設置管理辦法草案對環境影響評估的規定，也僅是概略的說

明評估機；至於如何去施行，何時做，由誰做，這些項目、範圍、方法等評做

技術，則尚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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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doc> 

(參)經濟評估 

（Economic Evaluation） 

 
一、經濟評價系統 

(一)評價意義 

(二)森林評價的時機 

(三)評價的內容 

(四)評價的內容 

(五)評價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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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評價系統 <aa.doc> 

(一)評價意義：即決定事物之價值，定出一個價格，以做為人們行為取決之

準則。評價方法分類： 

1.計實際市場價格評價環境質量效益：此種價格必需轉換成恰

當的影子價格。 

2.實際市場價格評價費用：此法包括防護費用法、費用效果

法、恢復費用法與影子工程法的概念。 

3.以替代市場為基礎的評價方法：此種方法適用於環境勞務、

項目的產出與外部影響的市場價格不易獲得的情況。這些方

法包括將銷售的商品與勞務作為環境替代物，資產價值法，

其它土地價值法、旅行費用法、工資差額法、補償接受法與

用於後果不可逆的自然資源決徹策的Krutilla機會成本法。 

 
(二)森林評價的時機 

用於經營計劃時： 

當經營已達到以計劃來管理產物、林木收穫的水準和勞務提供時，那

麼便須透過評價表示出林產物和效應的價值，以提供投資時的參考，強調

未來趨勢之預測。 

 
(三)評價的內容： 

1.森林買賣價之評價 

A.林分評價 

B.全林評價 

2.森林交換時之評價 

3.森林分割時之評價 

4.森林合並時之評價 

5.土地徵收時補償額之評定 

A.對於林地之補償額 

B.對於林木之補償額 

C.對於殘存森林間接損害之補償額 

6.森林被編為保安林時補償額之評定 

7.林木被伐採時賠償額之評定 

A.全林分被伐採時 

B.數棵立木被伐採時 

8.森林受災害時損失額之評定 

A.森林火災之損失額 

B.其它災害之損失額 

a.暫時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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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繼續災害 

9.土石採取時補償之評定 

10.各種經營計劃 

 
(四)評價之應用 

 
經營目標 

 
 森林資產評價 

資    料 資料庫 

收集分析 社會需求預測 

 
 森林功能評價 

 (社會經濟評價) 

 
方案擬定 模式庫 

方案限制 (模擬、統計、相關、 

 時間系列、主觀模式） 

 
方案選擇 經營方案、計劃評估 

 (經營經濟評價) 

 
 決策專家系統 

 
計劃 投資評估 

 木材產業評價 

 
 執行 

 

 
 結果 成果經濟分析 

 (國民經濟評估) 

 

 
圖1：經營決策系統與評價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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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價之模式 方案分析過程 
 

地理、物理、 
生物、生態、 投入或產出 
社會、經濟、 
法令、規章、 
決策、案例、 模式 
 
目 標 限 制 

 
形成森林 
經營方案 

 
 生物生態 模擬反應 潛能 
 調查項目 生態模式 可行性 
 適合性分析 
 

林

木

收

穫 

 紙
漿

材

收

穫 

 副
產

品

收

穫

水

收

穫 

 野
生

動

物

收

穫 

 遊
態

休

憩

收

穫 

牧

草

收

穫

其

它

收

穫

 生

態

效

應

水

土

保

持

效

應

空

氣

氣

象

效

應

自

然

保

育

效

應

教

育

效

應

其

它

效

應 

 
成 市 成 
本 場 非市場 本 
效 評 經濟模式投 假設市場 效 
益 價 ○ 入產出模式 ○ 評估模式 益 
模 模 模 
式 式 式 
 
結果表示是 意念 
使用價值 存在  價值 

 地區、國家 使用 
 就業、所得 
 效應 
 

取代分析模式 
 

不同方案間的比較結果 
技術 
經濟影響評估 
環境 選擇方案 
 
 

計    劃 
 
 

圖2：經濟模式於森林經營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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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doc> 

(肆)數學規劃、系統評估、決策分析、模擬方法、計量方法 

(Operation Research) 

 

一、台灣森林資源經營模式系統的建立 

(一)前言 

(二)系統分析於森林經營─林木生產上之應用 

1-1  苗圃作業 

1-2  林分經營 

1-3  生長與收穫 

1-4  森林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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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any.doc> 

台灣森林資源經營模式系統的建立 
 
(一)前言： 

由於森林土地利用和不同生產物與功能的需求，競爭不斷增加，森林經營

者面臨多種森林功能需求與市場結構不時的改變；為了應付這複雜的變動，森

林經營者必須利用易為人瞭解掌握資訊的模式的工具來評估各種經營活動方

案，所可能帶來的衝擊和影響，更而得到一 適或成果收益 大，成本負效益

小的理想方案，加以分析探討、規劃與執行。森林經營中，有關育林方面。

選擇何樹種，各樹種栽植面積的 佳組合，栽植株數密度等問題。有關作業方

面，到底何時疏伐，疏伐量多少，何時修枝，修枝多少量，何時伐採，伐採量

多少，分派在那些地方等有關的問題，甚至森林火災的撲滅，病虫害的防治，

施肥等皆需考慮 適化(optimization)問題，這些正需作業研究(operation rese 

arch)與生長收穫(growth and yield model)整合才能充分發揮提供經營決策資訊之

功效。 

 
(二)系統分析於森林經營─林木生產上之應用 

1-1  苗圃作業 

 
系統分析─作業研究(System analysis─Operation research , SA-OR)至目

前為止並未被廣泛應用於苗圃作業。 

Jeffers(1965)討論一個使用模擬 (Simulation)和數學規劃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的一般化的模式，此模擬模式需要投入以下四端因子：(a)預測

需求(b)實際需求(c)天氣狀況(d)植物株數的調查。 

模擬器供做預測生長植物株數和蘊藏種子數；數學規劃則為分派植株於

栽植範圍及苗床上，並可應用於苗床上種子的分配。模式產出因子包含年植

物分派、苗圃計劃、種子貯藏計劃、生產力和轉換因子。 

 
Grevatt & Wardle (1967)發展兩個線性規劃(LP)模式去幫助做育苗計劃；

第一個模式為耕犁、移植(transplant)和需求限制下之苗木貯存，所以作業皆

是 小成本。其次為運輸模式，分派苗木以便符合不同森林的需求，所以採

運成本和林木供需間的變異為 小。 

 
Atkinson(1974)利用模擬和數學規劃模式去控制育苗的作業。以模擬模

式決定不同型態的育苗成本，以 LP 模式分派不同苗圃的苗木生產量。 

 

Ref.  (1)Atkinson W. A. 

Jeffers, J.N.R. 1965 "Nursery planning and production " in mathema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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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s in forest management ; British Forestry Commission Forest Record 

59 , London , England . 

(2)Gravatt 

 

 
1-2  林分經營(Stand management) 

 
苗木生長、移植、運輸至栽植地點，經營者依然要面臨許多抉擇，如每

單位面積各樹種應栽植多少株數？何時，如何控制競爭植生？何時以疏伐調

整空間？何時施肥？施多少量？何時做經濟疏伐？要存留多少株樹的林木？

何時再更新？這一連串的問題一般為同齡林經營架構(Hann & Brodie 1980) 

異林齡森林的生長與經營中， 重要的決策為各樹種於各直徑級

(diameter class)中應保有幾株？以為保續的直徑分布？各樹種、各直徑級有

多少林木移除？用何策略轉換目前存在之林分構造至保續的直徑分布？

(Hann & Bare 1979) 

Hann D.W. & Bare B.B. 1979 Uneven-aged forest management : State of the 

art (or science) U.S.D.A. Forest Service, general technical report INT-50 , Odgen 

U.T. 

 
有些因子使工作更為複雜，其中包括：考慮多目標 (multiple 

objectives)，衍於林木生產需長時間的不確定性；生產的成本與效益是不容

易測知且量化的，而且缺乏因某資源的決策，而造成其他資源衝擊的反應資

訊(adequate response information)；然而森林經營者應用各種不同的 SA-OR

工具去幫助做好林分經營決策。 

首先觀念性地修正同齡林分 適輪伐期長度(視木材為成熟資產且配置

適當輪伐期於同一個輪伐期的無限系列內)(Faustmamn 1849) 

Anderson 1976 使用 適控制理論(optimal control theory)去研究問題並導

出與 Faustmamn's 式一致的模式。 

 

Anderson 1976 Control theory and the optimal timber rotation For. Sci. 

22:242-246 

 
Faustmamn solution 修正 突出之處在於本法假定所有除輪伐期外的經

營決策皆固定，然而實際情況往往與假定條件不符合，因為經營者能夠用前

面所述的方法去修整林分。 

疏伐的株數密度控制，得到相當的注意，廣為研究與討論。Amidon & 

Akin  1968使用動態規劃(DP)於同齡林分的栽植株數─輪伐期的 適解。然

而變異與林分經營問題的 DP 數學式間密切關係，則由 Schreuder(1971)以 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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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式配合材積為單一狀況變數來決定每一階段有多少材積應予移除。Brodie 

etal(1978)擴張此數學式，包括育苗成本的衝擊，栽植密度地位，立木價金

premium 和伐運材成本。 

Brodie & Kao(1979)使用 DP 和兩個狀態變數(即林木株數和面積)去描述

每一階段的森林。Kao & Brodie(1979)用 DP 決定 適疏伐期間，即一般在

DP model 中被認為一定數者。Kao & Brodie(1980)討論利用 DP 的協調方案

(compromise alternative)來解決林分經營問題。他們使用非線性規劃數式

(nonlinear programming algorithm)，其由連續株數變化和全時域資料求解疏

伐、輪伐期長度之 適期，他們有效的避免 dimensivnality problem，比 DP

更有效地解決問題。 

林地施肥處理結合以 DP 求解 適疏伐─輪伐期決定式。 

 
Brodie & Kao 1979 說明其模式可以結合疏伐與施肥，Schreuder & Roise 

1983 決定 適 sewage sludge-thinning Schedule，其亦可歸為施肥─疏伐問

題。他們式中以林木株數和材積為狀態描述因子(state descriptors)疏伐、輪

伐期、sludge application &栽植密度。除林分經營決策可以應用 SA-OR 工具

於純林林分經營上，較少應用於異齡林林分，只有 近有些森林研究者開始

以 SA-OR去解決分析異齡林經營問題(Hann Adams & EK 1974)首先將數學規

劃(mathematic programming)應用於異齡林上，他們的努力促進其他研究者將

財政成熟期理論 (financial maturitytheory)去研究異齡林 (Chang 1981 and 

Natiyal 1983)其他 SA-OR 的應用亦廣泛的應用於此範疇裡)。 

Hool 1966 亦考慮不確定性問題於林分經營模式。他使用 DP-Markov 

Chain 式去決定在一規劃範疇下之 適森林產出的控制策略。以一組狀況、

經營活動、效益(returns)、轉置機率(transition probability)去形成 DP model 的

反覆關係。Lembersky & Johnson 1975 擴充 Hool's 式，考慮無限時間且利用

其他狀態變數(state varabiles)，Kao 1982使用機率DP模式去結合 適蓄積水

準和 後收穫之時間，其模式結合預測生長的不確定性和材積目標函數 大

化。 

 

 
1-3  生長與收穫 

 
生長收穫模式涵蓋一序列有關模式的發展，此類模式對預測某一經營目

標下林分未來的狀況。此種模擬的技巧為 SA-OR 裡被廣泛應用於生長、收

穫者。 

Munro 1974 將生長收穫分類成三類(a)全林分／與距離無關(b)單株林木

／與距離有關(c)單株林木／與距離無關。易瞭解的森林生長模式勘查報告

(Trimble and Shriner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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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林分模式原先所關心的為預測林分層的性態值，如平均直徑、每單位

面積之株數、林齡和每公頃材積。全林分／不考慮直徑模式(Whole stand／

diameter free model)無法提供未來直徑分布的推測，也無林分直徑分布的發

展資料，只有集合林分層(stand-level)性態值，可由此形式的模式預測之。

Moser(1972), Hamilton & Christie(1974)，Curtis Elliott & Gouldy Whole-stand

／diameter function model 亦是推測林分層性態值，但是其係透過連續機率分

布(pdf)，如 Weibull or Beta，描述某林分的直徑分布。 

 

Clutter & Belcher 1978 

Schreuder, Hafley & Bennett 1979 

Burkhart & Strub 1974 

Hyink & Moser 1983 
Cassell & Moser 1974─以 Markovian 預測異齡林的直徑分布。 

 
Whole-stand／diameter class models直徑級模式，其係將林分分割成不連

續的幾個階，所有的林木皆歸屬某一特定直徑級─同一級內各林木生長皆一

致，且將各階合計成林分。Clutter & Jones 1980 發展一個模式，但式內無法

表示由一階跳至另一階的生長。Hann 1980 , EK 1974 發展此類模式，可由一

階移至另一階，但描述各階的統計值仍為定數。 

 
單株生長收穫模式 

此類模式預測單株林木的發展而非集合的林分性態值母數，若需要彼此

間的矩離的話，則稱做矩離依變模式(distance-dependent)，此類型的模式也

需要調查鄰接樹木間的競爭，這類模式可參閱 Arney 1974，Mitchell 1975，

EK & Monserud 1974。 

單株林木／與矩離無關的模式，其各林木的所在位置；而其競爭則由林

木在林分內的相對大小來代替。林分中之每株林木在每一生長期內生長，把

所有林木合計成林分。此型式的許多模式在近些年來發展，如 Alder 

(1979)，Belcher 1981，Wykoff, Crookston and Stage 1982。 

 
無論何種模式，模擬是 SA-OR 技術應用在生長收穫模式內 廣的一種

工具。然而 近亦有用 DP 去探討林分發展 佳狀況的應用。 

生長收穫模式與林分發展模式的區別─在研討會中有討論。 

林分 適模式(stand-optimization models)與生長收穫模式(growth & yield 

modeling)一併討論者如 Martin & EK (1981), Brodie etal (1978)，Brodie & 

Kao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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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森林經營(Forest-wide management concerns) 

 
考慮單獨的林分經營決策，森林經營者認為某森林的所有林分應加以整

體考量以確保滿足某森林的限制條件。雖然森林分析者從事此類問題的解決

已有一個世紀，而 SA-OR 的技術應用於此乃 近的事。有些 SA-OR 技術應

用於森林規劃上相當不錯的文章，如 Johnson and Scheurman 1977, Navon & 

Weintraub 1982, Hann & Brodie (1980) and Hann & Bare (1979)。前二者幾乎

是涉及 適化方法(optimization approaches)，而後二者則為調查許多不同的

SA-OR 方法，應用於分析森林問題上。 

典型的森林問題需要分析包括何時、在那裡收穫和收穫多少，以達到某

森林目標函數的 適化。模擬(simulation)和 適化(optimization)方法皆廣泛

被用來幫助經營者做決策。 

大部分的 適化方法皆由 LP 衍生而來，皆以 LP 為模式的架構。有些

Review 文 章 如 Bare (1971), Chappelle etal (1976) 和  Navon & 

Weintraub(1982)，其說明了 LP 的大眾化，且也對其應用於森林經營的一些

批評。其中為首的是 LP 為一確定方法(deterministric technique)，然而卻用於

機率性(stochastic)的森林經營系統。由於森林經營期間長，未來的不確定性

影響森林經營計劃很大，這種不確定的衝擊可由 LP 係數的母數化

(parameterizing the LP coefficients)而減輕或使用 大淨現值(max. PNW)為目

標去折現未來不確定值。其他的批評為 LP 允許經營單位可被用做一個以上

的方案策略的處理，這些導引整個林分收穫或處理作業執行問題，整數和混

合整數規劃(mixed integer programming)被用來避免分割林分，但此技術並沒

有廣泛應用，因為典型的規劃問題(scheduling problems)的大小和其伴隨的困

難計算(Bare & Novman 1969)，其他對 LP 的批評為 LP 無法適當地處理問題

─當林木量影響價格(被賣的林木並沒有使用煩人的規劃技術時)。Hrubes & 

Navon (1976)開發一個算式(使用一組負斜率的直線函數以需求函數的漸近函

數)，其他研究如 Schmidt & Tedder (1981)。 

 
當一個以上的目標時，則傳統的 LP 處理方法為取其中一個求解 適

化，而視其他目標為限制式(constraints)；目標規劃(goal programming)則可用

來解決多目標。目標規劃應用於森林的例子如 Field 1973, Schuler & 

Meadows (1975), Hotvedt etal (1982), Bare & Anhold (1976), Field-dress & 
Fortson (1980) and Rustage (1976)，如 LP 的相同問題外，在應用優先順序

(priorities)於不同目標上時，GP 被批評為主觀(subjectiveness)，Steuer & 

Schuler (1978)發展一個交替多目標 LP 方法(interactive multiple objective LP 

approach)使用決策者交互作用減少優越性但所造成的影響更而避免權重問題

(criterion weight problem)，此過程整合 LP 和向量─ 大 小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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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ctor-maximization techniques), Bare etal (1973)應用 STEP 方法於一假設的

森林／野生動物經營問題上。 

異林齡森林的樹問題較少為人注意與投入研究，Louck (1964)首先建議

使用 LP 去解決異林齡森林經營問題；後來 Navon(1975)發展一可處理異林齡

問題的 LP 模式。Bnongiorno & Mitchie (1980)和 Usher (1976)提供應用 matrix

方法的模式去解異齡林經營，這模式配合 LP 可解答異齡林經營問題。Hann 

& Bare (1979)對SA-OR技術應用於異齡林經營問題上的文章做一回顧檢討。 

為獲全部 適解，林分和森林的決策必須同時加以解決。Nazareth(1950)

和 Williams(1970)展示一有限組的林分級處理，可應用 LP 將大問題分解成許

多小問題。De Kluyver etal (1980)建議二階段的 適化過程，他們首先以 DP

去解 適疏伐和輪伐期，其次再使用多目標 LP 模式。Hann & Bare (1979)建

議一數式以 LP 配合林分級資訊。 

其他不同程度的模式複雜性，有關森林經營計劃與交通的整合，

Weintraub & Navon (1976)和 Kirby, Wong & Hager (1980)提出複合整數規劃

(mixed integer programming)來解決整合的例子。Kent (1980)討論 LP 模式整

合森林層次的土地分派與森林經營規劃，這種整合當 USDA 林務署為國有林

經營系統擬定土地經營計劃時受到相當的注意，他提供公共部門一個野心勃

勃的模式計劃。 

Barros & Weintraub (1982)討論模式複雜性的其他程度，其利用 LP 模式

於森林生產公司業務處，他們的模式考慮森林經營、木材分派和交通決策。 

 
森林保護 

 
森林經營者的其他主要活動為保護森林資源免於破壞壓力─如火災、昆

虫、病害。火災經營利用 SA-OR 多，此類文章 近由 Martell (1982)做檢

討回顧，建議利用 SA-OR 技術於所有火災經營方面的事務上。模擬廣泛利

用在研究天氣 terrain, fuel 的效用，和撲滅野火的活動，目前已有許多模式，

本文提出其中的三個，FOCUS, FORPLAN & FIRESCOPE。FOCUS由USDA

林務署提供，為評估資源初遭火災時不同撲滅火災的組合(Storey 1972)。

FIRESCOPE 由 Sanderlin & Van Gelder (1977)開發出一個支援打火隊員隨時

擁有充分的打火資源分派，且可於火災阻遏政策上做預測。FORPLAN 由

Kessell 1979 開發一逐漸擴張的模式系統，Martell 1982 謂 好的火災衝擊政

策模式尚未開發出來。他不是模擬火災撲滅活動，而是模擬火災的衝擊和火

災對森林的破壞。Bonnickser(1980)討論以模擬模式去檢視灌叢火經營政策

的影響。Simard(1979)使用模擬去幫助決定空氣箱裝設量，和隊伍組織的決

策。線性、整數和混合整數規劃皆有應用於打火設備人員和其他資源的有效

分配。Maloney 1972 和 Grenlich 1976 建議混合整數規劃(mixed integer 

programming)用來幫忙決策空氣箱，打火隊組織和配置。Omi Murph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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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sel 1981 發展 LP 模式做野外材經營活動投資的排程的運用，他們應用開

發出來的模式在南加州材破壞系統上應用。 

非線性(nonlinear)，二次式(quadratic)和動態規劃(dynamic)在火學(fire 

science)應用甚多，二次式規劃應用於預算的限制條件下阻止火災漫延機率

達 大(Konrt 1971)，Bratten (1969)說明 nonlinear programming 在決定森林火

災打火設備 適分派的潛能。Dynamic programming(動態規劃)建議且使用於

火災擴散的各種問題上和發空氣箱。 近使用 DP 決定直昇機初次出擊與火

災撲滅間 小延誤時間(Bookbinder & Martell 1979) 

昆虫和病害的控制也是森林經營者所關切的重要活動。模擬(simulation)

因為其彈性(flexibility)，故為 常應用於研究森林病虫害控制上。如Douglas 

fir 種苗的根瘤病 (Bloonberg 1979)，Ponderosa phe 的六頭檞寄生 (dwart 

mistleoe)(Strand & Roth 1976)在美國 Douglas fir 易瞭解的病虫害經營要算

整合經營模式(Brookes etal 1978)在此模式內，森林林分，昆虫族群和社會經

濟的資訊皆予整合，其結果的效應和防治調查用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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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Data storage  
          軟硬磁碟機    磁帶機  聲叭  光碟機  CDROM   & Database mana- 

                                                        gement) 
          數字  文字          影像   圖表      聲音 
資料建檔                                                具建檔更能力 

                                                        (Data input &  
         數據儀  RS232   鍵盤       掃描儀    錄音機    verification) 

 
 
           太空衛星      地面調查      中低空飛航 
資料收集                                                   資料收集能力 

                                                          (Data collection) 
         TM  DSS 高度計 GPS 錄影機 影像光 分光多 紅外線 
                                     譜儀   譜儀 

 
 
              資料收集處理分析與應用層集一覽表 



<f3.doc> 

(柒)方案選擇後之經營計劃 

（Plannin after Alternative Selection） 

 

 
一、臺灣地區森林經營計畫體系、森林經營計畫、 7-1~7-17 

惠蓀森林經營計畫 

 

二、美國國有林森林經營計畫 7-18~7-23 

 



 7-1

<f1.doc> 
一、臺灣地區森林經營計畫體系、林區森林經營計畫、 

惠蓀森林經營計畫 

 
(一)台灣地區森林經營計劃體系 

 
(二)森林經營目標、藍圖、舫案 

 

 
林區管理處經營計畫綱要草案 

 
(一)計畫依據 

 
(二)計畫期間 

 
(三)本林區經營管理計畫基本資料 

 
(四)經營目標與經營原則 

 
(五)本期經營管理計畫 

 

 
臺灣省國有林暨惠蓀林場第一期經營管理綱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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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ct91.doc> 

 

 

一、台灣地區森林經營計劃體系 

 

全國森林基本計劃 農委會 

 

台灣地區森林計劃 農林廳 

 

 

林 公 國 林 

私 有 

有 林 

務 林 經 務 

經 營 

營 計 

局 計 劃 局 

劃 

 

施 地 

 域 

業 施 

計 業 

 計 

劃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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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自 
類 然 
實 環 
質 境 
需 資 
求 料 

經 社 人 都 生 水 地 
濟 會 口 市 態 文 質 

 EA 
土 評 評 評估土地資源參數 
地 估 估 土 評估土地資源準則 
開 潛 土 地 
發 在 地 理 

已開發 利 欲開發 自 利 想 
用 然 用 利 
方 潛 災 用 
式 EIA 害 力 區 

分 分 劃 
佈 佈 

 
開 區 
發 綜 

主 計 合 域 
要 劃 開 
利 土 區 基 發 
用 地 分 本 計 計 
觀 利 規 架 劃 

用 劃 構 劃 
 
作業準則 
施業準則 土 

經濟林 地 開 
保安林 利 發 
遊樂林 用 區 
保護區 經 位 

(母樹林) 營 選 
方 定 
式 

 
不執行 
 

森執台 政治 
林行灣 決策 
計計地 經濟 
劃劃區 (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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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森林經營計劃檢訂綱要修改的必要” 

 
∵全世界林業皆有一相當大的壓力即 

1.有限(逐漸減少)的林地,生產較多的林木 

2.多目標利用的需求 

∴於有限的林地資源下”如何有效的林地規劃”乃扮演重要角色 

 
調查目標的建立 

林業經營計劃案的內容 

伐木 

1.經濟林經營計劃案〈 計劃 

造林 

SPS 
2.森林遊樂區經營計劃案 作業法 

 輪伐期 

 容許伐採量 林道計劃 

3.集水區經營計劃 

4.保安林經營計劃 

5.自然保護區 

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 

母樹林 

其他不可施業地(裸露地、草生地等) 

森林界線上土地、易崩塌風衝地、保護帶 

6.實驗林 

 
決定各項計劃內容的項目 

 
各項目的調查方式、方法(資料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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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森林經營目標、藍圖、方案 

 
農 

 
委 (一) 

1.規定林木經營之林地條件 

會 (1)特定地點 

如:國家公園 

林 水庫範圍 

水源保護區 

務 森林遊樂區 

自然生態保護區 

局 母樹林保護區 

鳥獸保護區 

風景特定區 

(2)保安林 

(3)2500M 以上 

(4)危險性高，復舊不易之處 

如:嶺線 

風衝地帶 

(5)除地 

又(可提供做特定用途之地)外 

林 2.由各林管處報局部(工作站) 

(1)可作業性 

管 位置圖 

配合 林相圖 

處 交通線圖(林道等級與可執行伐木情況) 

(2)各林相區分之樣區調查資料 

樹種分佈 

各重要林型、樹種之直徑分佈、BA、V 

(二)依林質、林量和林價和伐木作業成本，調整(保續原則、經濟原則、福利原則)法正林

道、交通狀況 

制定評定原則，劃定伐採優先順序 

A 甲 1 

B    2 天然 

工 排定 C 乙 3 作業級 

D    4 人工 

作   丙 5 

 
站 (三)累計考慮→50 萬 m3 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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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經營計劃案 

森林調查 

造林台帳 

伐木台帳 

公私有林分佈位置、面積 

山地保留地經營 目標族群確定 

實驗林經營 1.各土地利用種的面積位置標示 

國家公園經營 2.山系 

自然保護區經營 各事業區 3.水系 

母樹林經營 林管區 4.交通(林道)圖 

水庫、水源保護區 國公私地 之 5.林相草圖 

森林遊樂區 全省 6.集水區圖 

7.行政區分林班圖 

8.天然、人工林分佈圖 

 

 

檢定前一年內完成之 作業調查 方案擬定之 

1.1/5000 航照基本圖(未填具資料者) →林地田野調查→資料處理→資訊提供──方案擬定 

2.航空照片 地面調查 

 
取樣方式、大小 成果 執行 經營計劃 決策－合適方案 

調查方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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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 業 經 營 目 標 

(1)森林健康、保續 

(2)提高單位面積生產量與質的林木 

(3)提供社會、福利最大效應 

航空照片、相片基本圖 

目前已有之林地資料 

林地利用方式區分 

(1)依地況 

(2)依潛力 

 

 
母 自 森 經 保 集 國 其 實 礦 

樹 然 林 濟 安 水 家 他 驗 產 

林 保 遊 林 林 區 公 不 林 及 

護 樂 ︵ 、 園 可 地 

區 區 水 水 施 質 

源 庫 業 

保 地 

護 

︶ 

 

方法 

決定各種土地利用方式調查方法、項目 工具 

技術 

 

資料分析整理 

建立各利用方式分析系統 

 

各種方案的擬定 

企業機能 管理機能 

生產 計劃 

財務 組織 

人事 用人 

研究發展 指導 

行銷 控制 

 

決策適合的方案組合 

 

林業經營計劃的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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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rocess.doc> 
山胞鄉規劃的程序方法與步驟中除在細部計畫需特別考慮其特殊地理環境及人

文特性外，大致而言與一般鄉村規劃差異性並不大，其程序步驟可分為八大類： 

(一)基本構想及問題癥結之探討。 

(二)確立規劃目標。 

(三)自然與人文環境資源現況的調查。 

(四)自然與人文環境資源現況的潛力分析。 

(五)擬定規劃策略。 

(六)樹立綱要計畫。 

(七)研擬細部計畫。 

(八)擬定實行及執行計畫。 

年度計畫由於規劃性質隸屬綱要性計畫，除部份有另案細部計畫外，其餘各部

份皆以樹立綱要計畫為年度之終極目標，有關調查與規劃流程如下： 

 
自然環境調查 人文環境條件調查 

1.地理位置與面積 1.歷史背景與文化特質 

2.地形、地質及土壤 2.人口與社會結構 

3.氣候 3.社區實質環境 

4.水文 4.交通運輸系統 

 

 
資源利用現況及潛力分析 

（農、林、漁、牧、礦、製造及加工遊憩） 

 
環境資源經理策略之擬定 

 
資源利用及社區建設規劃綱要計劃 

（交通運輸、農、林、漁、牧、礦、製造、 

社區環境改善、觀光遊憩、人力資源、環境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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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改為： 

年度計畫之規劃性質隸屬綱要性計畫為樹立綱要計畫為年度之終極目標，有關

規劃流程如下： 

基本構想及問題癥結之探討 
 

確立規劃目標 
 

自然環境調查 法令、規章 人文環境修件調查 

資料收集 資料收集 資料收集 

 
1.DTM 1.歷史背景與文化特質 

2.地理位置與面積 2.人口與社會結構 

3.地形、地質及土壤 3.社區實質環境 

4.氣候 4.交通運輸系統 

5.水文 5.資源利用需求與市場 

 
供 需 

資源利用現況分析 資源利用需求與市場 

農、林、漁、牧、礦、製、加、遊 

造 工 憩 

 
相關計畫 

資源利用潛力分析 

民意、相關計畫 

環境資源規劃、經營策略之擬定 

民意、相關計畫 

資源利用及社區建設規劃綱要計畫草案 

（交通運輸、農、林、漁、牧、礦、製造、 

社區環境改善、觀光遊憩、人力資源、環境保育） 

公聽會 

資源利用及社區建設規劃綱要計畫 

公告、甄詢 

研擬細部計畫 

 
實行計畫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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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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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fspl.doc> 

林區管理處經營計畫綱要草案 
 
(一)計畫依據 

 
1、依據農委會 78.6.9 農林字第 8030223 號函核定之「國有林事業區經營計

畫綱要」有關規定。 

 
2、依據行政院 79.10.19 台 79 農字第 30430 號函核定之「台灣森林經營管理

方案」有關規定。 

 
3、依據行政院 79.7.5 台 79 農字第 17769 號函核定之「實施林業計畫落實水

土保持」六年（自 81--86 年）中程計畫之子計畫（1）加強造林與森林

撫育計畫，（2）發展森林遊樂計畫，（3）加強森林經營管理計畫，（4)

西部治山防洪計畫等內容辦理。 

 
4、依據本局 80.6.5 林企字第 15674 號函，所附嘉義林區阿里山、玉山大埔

事業區計畫會議紀錄結論事項（5）因應本局改制林管處裁併及配給台

灣森林經營管理方案以及國家六年建設計畫執行各事業區之經營計畫

由企劃組負責檢訂後編撰該事業區之經營計劃，至於各林區管理處之

經營管理計劃，請企劃組研擬計畫綱要，函送各林區依綱要內容負責

編擬該林區經營管理計畫，於十月底前完成報局審查。 

 

 
(二)計畫期間 

 
自民國 80 年 7 月起至 86 年 6 月止全程 6 年 

 
(三)本林區經營管理計畫基本資料：事業區經企劃組檢訂隊完成檢訂者以新檢

訂資料；尚未檢訂者以舊原有資料，再整合其內容包括下列各章節除應有

文字敘述外，需附有關圖表，附圖可置於章節之前，附表，則置於各節文

字敘述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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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自然環境：文字敘述後並附下列圖表 

 
第一節．地理位置：林區之經緯度，附圖一林區佔台灣之位置圖。 

 
第二節．境界與面積：敘述後並附圖二林區各事業區關係位置圖。 

 
附表一．林區事業區別面積表 

第三節．山系水系地勢 附圖三．林區各事業區主要山峰簡圖 

 附圖四．林區各事業區主要山系簡圖 

 附表二．林區轄區主要山岳特性表 

 附表三．林區事業區別．三角點．一覽表 

 附表四．林區轄內主要水系表 

附表五．林區事業區別海拔高林地面積分 

 佈表 

 
第四節．氣候，氣溫，降雨 附表六．林區氣象測候站觀測記錄表 

 
第五節．地質，土壤 附表七．林區、事業區別地況面積表 

 
第六節．動物，植物 

 
第七節．景觀：分地形、地物、地質、氣候等景觀，分別敘述。 

 
第二章．人文、社會：　述林區所轄區域之人文、社會情形。 

 
第三章．交通：分公路、林道、鐵道等．  附圖五．林區轄內林道位置圖。 

 附圖六．林區轄內現有公路產業道 

 路等交通路線圖。 

 附表八．林區轄內林道統計表。 

 附表九．林區轄內現有公路產業道 

 路等交通路線表。 

第四章．森林區轄 

 
第五章．林業行政 

 
第一節．林區組織編制 附圖七．林區各工作站管轄區域圖 

 附表十．林區行政組統系統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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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表。 

 
 附表十一．林區工作站別管轄區域 

 一覽表。 

第二節．一般行政關係 附表十二．林區所屬縣、市、鄉、鎮別面積

表。 

 附表十三．林區、縣市警察分局別轄域面積

表。 

 
第六章．森林資源 

 
第一節．植物地理及生態 附表十四．林區林型別生態表。 

 附圖八．林區各林型及群叢垂直分佈圖 

第二節．森林面積 附表十五．林區事業區別地種別面積表 

 附表十六．林區事業區別林相別面積表 

 附表十七．林區事業區別森林面積表 

第三節．森林蓄積 附表十八．林區事業區別地種別蓄積表 

 附表十九．林區事業區別林相別蓄積表 

 附表廿十．林區事業區別森林蓄積表 

 
(四)經營目標與經營原則： 

請依據台灣森林經營管理方案第一條〔台灣林業係採保績經營原則，為國民

謀取福利．積極培育森林資源，注重國土保安，配合農工業生產，並發展森林

遊樂事業，以增進國民之育樂為目的．〕第二條〔國有林事業之區經營管理，應

依據永讀作業原則，將林地作不同使用之分級，以分別發展森林之經濟、保

安、遊樂等功能，並配合集水區經營之需要，種植長伐期優良，深根性樹種，

延長木林輪伐期，釐訂森林經營計劃〕之原則，述本林區經營目標與原則。 

 

 
(五)本期經營管理計畫： 

第一章．森林資源保育計畫 

 
第一節．育林計畫 附表二十一－１林區事業區別本施業期育林計畫 

 表 

 附表二十一－２林區本施業期育林計畫總表。 

 附表二十二－１林區事業區別本施業期採伐計畫 

 面積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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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採伐計畫 附表二十二－２林區事業區別本施業期採伐計畫 

 材積統計表。 

 附表二十二－３林區 81-86 年度採伐計畫面積統 

 計總表。 

 附表二十二－４林區 81-86 年度採伐計畫材積統 

 計總表。 

 
第二章．國土保安計畫 

 
第一節．保安林之經營管理計畫 附表二十三．林區保安林檢訂計畫表 

 附表二十四．林區擴大編訂保安林計 

 畫統計表。 

 
第二節．集水區治山、防洪計畫 附表二十五．林區治山、防洪計畫統 

 計表。 

 
第三章．森林資源多目標利用計畫 

 
第一節．森林遊樂區計畫 附表二十六．林區森林遊樂區統計表。 

 附表二十七．森林遊樂區發展計畫表。 

 
第二節．自然生態保育計畫 附表二十八．林區自然生態保護區統計表 

 附表二十九．轄區自然生態保育實施計畫 

 表。 

 
第三節．國家公園 附表三十．轄區內編入國家公園之面積統 

 計表。 

第四節．風景特定區 附表三十一．轄區內編入風景特定區之面 

 積、蓄積表。 

 
第四章．林道網建設與維護計畫 附表三十二．轄區林道網建設與維護計 

 畫表。 

 
第五章．森林保護計畫 附表三十三．轄區森林保護計畫表。 

 
第六章．其他事項：如森林副產物之培育及利用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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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第陸項之各章節之計畫內容請參考六年計畫及管理方案實施計畫，編寫

目錄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現況分析檢討。 

二．計畫目標。 

三．實施要領。 

四．預期效益。 

五．經費概算。 

 

附表一． 林 區 事 業 區 別 面 積 、 蓄 積 表 

事 業 區 林 班 林班數 ( 個 ) 面 積 ( 公 頃 ) 蓄 積 ( 立 方 公 尺 )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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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plan.doc> 

臺灣省國有林暨惠蓀林場*** 
第一期經營管理綱要計畫 

 

目 錄 
 
一、計畫緣起 

(一)前言 

(二)計畫性質 

(三)計畫依據之法令規定 

 
二、計畫範圍 

 
三、現況分析 

(一)國有林森林**資源（供給） 

1.森林**資源之特性 

2.森林**資源之調查評估及分佈狀況 

(二)森林**資源需求之型態及預測（需求） 

1.**資源需求之必要性 

2.森林**需求特性分析 

3.森林**需求量預測 

(三)國有林區森林**發展情形 

1.森林**資源利用之演進 

2.森林**資源發展現況 

3.發展過程所遭遇之問題 

(四)森林**發展潛能 

1.潛力分布 

2.自然災害限制之分布 

(五)相關計畫及發展限制 

1.相關計畫 

(1)綜合開發計畫 

(2)區域計畫 

(3)其他相關計畫 

2.目前之發展限制 

 
四、計畫目標 

目標一：建立完整之森林遊樂區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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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提供以森林為主題之安全、．．．的遊樂體驗 

： 

： 

 
五、計畫構想 

(一)森林**資源利用系統計畫及發展構想 

(二)各分區之發展原則與構想 

(三)分區發展優先順序 

 
六、計畫項目 

(一)分項計畫 

1.道路建設計畫 

2.公共設施計畫 

3.服務設施計畫 

(二)實施地點及方式 

(三)實施期限 

(四)實質計畫 

 
七、資金籌應 

 
八、計畫進度 

 
九、環境影響分析及評估計畫 

 
十、經營管理計畫 

(一)由企業機能與管理機能而論 

1.法規 

2.人事－組織、用人 

3.生產－指導、控制 

4.行銷－指導、控制 

5.財務－指導、控制 

6.研究發展 

 
十一、預期效益 

 
十二、建議及配合措施 

 
十三、引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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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各分科經營管理綱要計畫重點 

(一)台灣有何資源（生物、物理、物化環境及其位置圖與土地面積表、資源

量分布表、圖） 

(二)有何需求（量預估） 

(三)經營目標、法令、政策 

(四)如何經營－樹種組成、林分結構在時間與空間的安排 

(五)問題探討及可能解決方式的提出 

 
註二：評分標準 

(一)報告：60% 

1.內容：24% 

2.表達：112% 

3.時間控制：12% 

4.問題答辯：12% 

(二)發問討論：30% 

1.提問題數量：15% 

2.問題品質：15% 

(三)出勤：10% 



<f2.doc> 

二、美國國有林森林經營計畫 

 

National Forest Management Plan Format 

I.Objectives of the national forest 

 

II.Introductions（as much as possible of the following 

should be incorporated on a goon map） 

 

III.Resources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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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plan.doc> 
 
F.M.Lab. 1 

National Forest Management Plan Format 
 
Ⅰ. Objectives of the national forest 

A. Forest law 
B. Objectives of the particular national forest 

 
Ⅱ. Introduc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of the following should be incorporated on a 

good map). 
A.History of the national forest 
B.Location 
C.Climate 
D.Size in ha., square meters, etc. 

Forest land class：Productive, unproductive, 
Unforest land classes: alpine, rock, barren, grass,bruch, agri. urban, water. 

E.Ownership (acres, type of owners, etc.) 
F.Administration (How administered and where from) 
G.Population (settlements, number of people culture, custom,etc. in and around 

the forest). 
H.Roads, geographic features, transportation etc. 
I.Regulations for use 
1.Camp and picnic grounds 6.Christmas trees 
2.Where camping is allowed 7.Damage to trees 
3.Fire 8.Picking of berries, flowers, etc. 
4.Fuelwood 9.Roads & trails 
5.Timber permits 

 
Ⅲ.Resources and Management 

A.Timber 
1.Cover type information 

a.By acres, percentage 
b.Species by volume, DBH class 
c.By location - map 
d. By age classes 
e. By s 
ite classes 

2.Management recommendations by cover type 
a.How to manate (include soil deterioration fire & insect & disease & 

pollution protection) 
b.Objectives (Maintain, increase or reduce type;type of proudct; etc.) 

 
F.M.Lab. 1 
 

3.Harvest plans ('include statement of objectives) 
a.Harvest history (summary of past cutting) 
b.Recommended harvest 
1.Allowable cut by area and volume for 10 years(sps., rotation age,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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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transportion) 
2.Allowable cut by area and volume for long rang(at least 30 years).(Volume 
accurate, will be very useful). 

4.Forest development plans (include statement of objectives) 
a.Reforestation (include map) 
1.Natural (including site preparation) 
2.Artificial (planting, seeding, site preparation) 
3.Stand coversion, stand improvement 

b.Tending of forests 
1.Weeding 
2.Eradicating of climbers 
3.Intermediate cutting 

Cleaning, liberation cutting, thinning, improvement cutting, salvage 
cutting, prunning 

B.Recreation and aesthetics (national objectives & include map) 
a.Status analysis 

1. Preseng Use and Facilities 
2. Potential Demand 
3. Potential Development 
4. Outstanding features 

b. Maintenance program 
1. personnel 
2. buildings and structures 
3. outdoor ground 
4. equipment 
5. public relations 

c. Impact of recreation 
1. timber production 
2. water production 
3. wildlife production 

C. Wildlife (rational objectives and include maps) 
1. Habitat conditions 
2. Game populations (present and potential) 
3. Carrying capacity (present and potential) 
4. Habitat plans (This would essentially be a summary of the forest game habitat 

plan.) 
5. Wildlife and nature conservation 
6. Impact of some specific wildlife activities on timber proudction. 

 
D. Water (include watershed map etc.) 

1. Present and potential uses. 
2. Yield date (quantity & quality) 
3. Management recommendations/objectives 
4. Discussion of problems (or lack of problems) 

Interception, transpiration, evaporation, infiltration,percolation, seepage 
E. Soil 

1. Soils, rocks, hydrology, survey data (if available and useful) 
2. Other general information which might be available 
3. Discussion of problems -erosion, gully, collapse, critical areas etc. 



 7-17

F. Minerals - includes peat & gravel (include map) 
1. Kinds, Area involved (by acres and location), predicted stockings. 
2. Effects on forest management 

G. Other resources (if any) - wood for art, medicine, food, oil, range, berries, 
mushrooms, etc. 

 
Ⅳ. Protection (include maps as may be appropriated below) 

A. Fire - state objectives 
1. Identification of hazard and risk 
2. Fuels management plan - cover manipulation etc. 
3. Slash disposal procedures 
4. Summarize fire plan and/or reference this plan to 
the fire plan. 

B. Insects & disease management - state objectives 
1. Discussion of problems 
2. Plan for management or control 

 
Ⅴ.Access (road and trail system) 

A. Purposes or objectives of road trail system 
B. Inventory - maps and/or definition of road and trail standards 

1. Roads - permanent 
2. Logging roads and trails 
3. Other 

F.M. Labl. 1 
 
Ⅵ. Economic impact of national forests 

A. Number of loggers, mill workers, etc. also secondary industries (equipment sales 
& service jobs, et,.) 

B. Jobs and income from other uses (tourism, recreation, agroforestry, natural 
conservation etc.) 

C. Price of products (historical price record, statistic book) 
D. Impact and value of leases 
E. Accounting of income and payment (B/C analysis) 
F. Social benefit (multiplier, I-O analysis) 
 

Ⅶ. Zoning and other ordinances 
A. Describe areas of impact (maps) 
B. Discussion of effect. 

 
Ⅷ. Land Management plans (use maps) 

A. Describe area of changed land-used types. 
1. Forest land 

(1) Productive forest --- farm, fruit crops, timber, multi-resource management) 
(2) Non-productive forest --- pasture, brush, buildings, wildlife habitat, 
recreation area wateshed. 

2. Nonforest land --- roads & trails, streams, lake, and rocks. 
B. Evaluating the changes value 

1. From economic point: land used(B/C analysis, trade-off) 
2. From ecological point: natur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sustain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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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rom bionomic point: welfare of the public 
3 options  (1)preservation 

(2)utilization 
(3)conversion 

C. Acquisition, exchange 
D. Sale 

1. Sales policy 
2. Lands for sale. 

E. Impact of multiple use 
1. Multi-resource interaction (discussion of conflicting and complementary uses.) 
2. Requirements and impacts of environmental laws, regulations and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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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doc> 

八、執行（Execution） 
 

 
(一)執行 

1.林地 
(1)林地分類、分區經營管理 
(2)林地使用的三選擇 

a.變更使用方式 
b.維持使用方式 
c.保育、保留 

2.林木 
(1)栽植、撫育 
(2)伐採 

3.林木經營與野生動物保育等其他利用經營 
兩種林地使用方式的關係 

4.各主要森林利用方式 
野生動物與漁類棲息地、戶外遊憩活動、資源保育保留、

影觀美學、水土保持、林木經營。 
5.整個生態系的考量 

 
(二)經營評估 

1.各事業區之經營效率評估(楊榮啟、高強、魯光智 1986) 
2.國有林經營效率評估(楊榮啟、高強 1988) 



玖、適應經營 <f3.doc> 

(Adaptive Management) 

 

 

(壹)適應經營觀念 9-1～9-10 

 

(Concept of Adaptive Management) 

 

(貳)適應經營實務 9-11~9-13 

 

(Practice of Adaptiv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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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適應經營觀念 <f1.doc> 
(Concept of Adaptive Management) 

 

一、生態系觀念與其在森林經營上潛在的角色 

(一)克林頓總統森林經營原則 

(二)生態系經營的架構 

(三)適應性經營的基本觀念 

(四)適應經營不僅僅增加規劃的頻率，也增加規劃速度的斜率 

(五)執行適應經營的經營體系 

(六)於適應經營體系結合大眾、經營者與科學家 

(七)設計經營以產生未來決策所需的資訊 

(八)政策試驗應用於***集水區 

(九)於〝25年林齡造林地如何生產老林木和林木生產〞之規則處理 

(十)DSS的執行 

(十一)保續森林經營的原則與指標─以加拿大為例 

(十二)森林的保育與保續經營為加拿大省區州政府的優先與重要政策基於

三個考量 

(十三)引用文獻 

 

二、森林適應經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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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cpt.doc> 

一、生態系觀念與其在森林經營上潛在的角色 
The Concept of Ecosystem fit and its potential role in forest management 

 
克林頓總統森林計畫(President Clinton's Forest Plan)提供美國太平洋西北地區森林

經營的新方向──強調物種保護、森林保留、族群價值與適應經營 (adaptive 

management)。雖然這個新的計畫較以往的規劃結合更多的科學，頗值發展。但此計畫

廣泛地被認為在小尺度的森林規劃上，並不是合理的模式。其他的模式正在次區域尺

度(subregional scale)下發展與測試，藉以增加大眾的參與和規劃中使用，並適應經營。 

規劃為基於可資利用科學的社會價值確認，量化和有關產出預測的反覆步驟，當

然也包括生態系提供人民需求。這些預測強調森林的社會期許，若提供予大眾，則可

給予社會期望的調整和創造性解決方案的發展。"反覆"在結合長期生態與這一代或後

代人民需要上是必須的。 

適應性經營規劃，對改進未來決策是需要的，主要的前題假設與許多可能經營的

策略，將在政策改變上，加以測試。適應性經營通常被認為可以由新研究快速地發

現，可用來減少規劃時間，適應性經營可以透過大眾、研究者和經營者的責任結合。

以便做得更多更好，好增加共同學習的效率。這個主要策略就是〞經營實驗

(management experiment)〞當大眾、研究者和經營者選擇設置和監測時，比較不同方

法，以便達到共同目標，不同社會群體的價值，可以整合於設計中，而不僅僅選擇不

可滿足任何人的單一、協調性策略。當今研究者的新角色是在幫助設計有效的經營實

驗和執行連接經營策略到科學理論的有關研究。 

 

 
一、克林頓總統森林經營原則 

1.不要忘了人類和經濟制度 

2.保護森林、野生動物和水域長期的健康 

3.科學的健全(scientificalcy sound)，生態的值得稱許(ecologically creditalle)與合法的

反抗(legally denfensabe) 

4.計劃需追求預測性和保續性 

5.使聯邦政府為您工作 

 

 
二、生態系經營的架構 

1.社會價值──這一代與未來後代人民所需為何？ 

2.生態容量──什麼是長期生態的可能狀況。 

3.由社會價值與生態容量構成生態系的保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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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適應性經營的基本觀念 

 

 

回   饋 

 
 ─ 監測 

 ─ 資源調查 

 ─ 研究 

 ─ 公眾參與 

 調    整 

 
 ─ 評估 

 ─ 計劃 

 ─ 決策 

 ─ 經營活動 

 

 

 
(四)適應經營不僅僅增加規劃的頻率，也增加規劃速度的斜率。 

 

 
      知 
      識 

計劃 
60 
年 

            時  間               時  間               時  間 

* 結合透過經營試驗與研究連結經營策略與生態理論 

* 由經營組合(synthesizing)知識 

 

 
(五)執行適應經營的經營體系 

 
社           資訊整合              適應調整 

會         (DSS.GIS DBMS) 

價 

值 

與 

生 

態            回   饋              經營與研究 

容                                 產生資訊 

量 

 

 
(六)於適應經營體系結合大眾、經營者與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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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經營策略 

共            經營實驗 

參            有關研究 

與            科學理論 

 

 
(七)設計經營以產生未來決策所需的資訊 

 

參  GIS                 整合社會價值性態容量 

     資 

考   訊                 政策  A   B   C   D 

     圖                 試驗 

性   、 

     假                 規則            

會   說                 試驗 

   DBASE                        經營試驗 

議 

                        回復研究  減少試驗  推廣性 

參                                          規則處理 

                                  有關研究 

與 

                        科    學    理    論 

 

 

 
(八)政策試驗應用於＊＊＊集水區 
政策試驗的例子： 

A.最少的經營(如:寬廣的腹地、道路關閉) 

B.決策的記錄(土地分派、訴訟之最低風險) 

C.話動復原(經營之就觀、訴訟的更多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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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規則試驗(開發一序列的規則策略) 

 

 
(九)於"25 年林齡造林地如何生產老林木和林木生產"之規則處理 

1.不經營的林分發展 

2.連續疏伐以達最大纖維生產量 

3.疏伐留 25─50 株／ha 最佳針葉樹 

培育 red alder(固氮植物)短輪代期植物於闊葉樹間 

4.疏伐留 25─50 株／ha 最佳針葉樹 

培育鐵杉(hemlock)(固氮植物)短輪代期植物於闊葉樹間 

 

 
(十)DSS 的執行 

1.集合一般資料庫的 GIS 以為設計經營實驗 

2.創製資訊─資源資料庫，包括由各景觀收穫的資訊的位置 

3.發展"適應經營的統計學"，可助於解釋結合經營試驗和研究的結果。 

4.創製由科學家、經營者與大眾試驗產出最具"假說"的資料庫。 

 

 
(十一)保續森林經營的原則與指標─以加拿大為例 

1.原則與指標 

原則１．生物雜異度的保育 

原則２．維持或促進森林生態系狀況與生產力 

原則３．水土資源的保育 

原則４．森林生態系對全球生態圈的貢獻 

原則５．對社會的多項效益 

原則６．保續發展的社會責任 

原則７．對固有動植物的尊重與談判權利 

 

 
(十二)森林的保育與保續經營為加拿大省區州政府的優先與重要政策。 

這種優先基於三個考量： 
1.多目標利用與森林的雜異價值 

2.加拿大的森林為世界森林的 1/10，有義務去維續社會經濟的健康狀況與環境的美質 

 

 

 
十三、引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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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doc) 

二、森林適應經營區(Adaptive Management Area) 
 

所謂美國總統森林計劃(President's forest plan)即美國林務署與土地管理局北部斑點貓頭鷹區森林經營

規劃決策文件補遺(Record of Decision for Amendments to Forest Service and Bureau for Land Management 

Planning Documents within the Range of the Northern SpottedOwl)，其中明訂斑點貓頭鷹生育地範圍內聯邦土

地生態經營的策略。這個策略包括分散於該生育地範圍內的 10 個適應經營區(Adaptive Management 

Area,AMAS)適應經營區設立的目的在於提供一個以土地為基礎，追求理想的生態、經濟和其他社會目標

為前題假設的擬說發展與測驗。這些測驗系透過監測、評估、適應、經營實務到測驗結果的展示，而不用

以往以精確敘述為森林資源經營的導引。資源經營者與地方社區人士皆共同為適應經營區的理想目標，而

共同發展並提出創新的作法。 

 
美國總統森林計劃(President's forest plan) 

 
10 個適應經營區(Adaptive Management Area, 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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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個適應經營區(Adaptive Management Area,AMAS) 

 
1.Olympic 國有林適應經營區 

Olympic 國有林適應經營區域稱為 Olympic AMA，約有 125,000 英畝，佔 

Olympic 國有林(National Forest)面積的 20%。本國有林適應經營區範圍為 

Olympic 國有林經營計劃中各種土地利用區劃的組合其中包括如： 

(1)非林木收穫區(no-timber harvest)2,000 英畝, 

(2)不適合林木收穫區(unsuitable for timber harvest) 7,000 英畝, 

(3)河岸保護區(Riparian reserve) 65,000 英畝, 

(4)林木經營收穫與試驗區( Available for timber managemenet & experimentation)51,000 英畝河岸保護

區與林木經營收穫與試驗區的界線，一般係以原先資料推計，待收集更多的資訊後再做變更決

定。間歇性溪流(intermittent streams)的調查，將更有助於這種修正改善。Olympic 國有林適應經

營區，在美國總統森林計劃中有四個重點強調的地方。 

(a)將原先複雜的結構體化為簡單的森林與溪流。 

(b)由適當的育林方法如長輪伐期，綠色樹木的保留(retention of green trees)來發展森林成為雜異

度高的經營林分。 

(c)建立與華盛頓 Olympic 州立實驗林的良好關係。 

(d)發展與測驗創新的方法，以便在林分與景觀層級，完成整合生態與經濟的目的。 

 
Olympic國有林在林木經營活動中，對以上這四個重點的強調是沒有例外的，只能在那 5,100英畝的林

木經營收穫與試驗區內實施。在 9,000 英畝的非林木收穫區、不適合林木收穫區林區是不適合林木收穫。

65,000 英畝之河岸保護區是絕對禁止伐採，在這個區的任何經營活動皆要符合河流資源與過程的目的。河

岸保護區包括溪流、水體與影響下游水域系統(downstreams aquatic systems)的土地。保護區向河流兩岸延

伸，一般延到潛在樹高的長度，有與魚兒生育的河流，則河岸每邊有 300 英尺的腹地。若永遠不是魚兒生

育的河流則保護區範圍為河岸兩邊之 150 英尺的腹地。間歇性溪流則以潛在樹高的長度向河岸兩邊延或河

岸兩邊之 100 英尺的腹地為範圍。當然河岸保護區範圍也包括濕地與不穩定的地區。在 Olympic 地區,平均

地位潛力之樹高為 190 英尺，所以大部份情況，以之訂河岸保護區的"最初"範圍，最後河岸保護區的寬度

則在集水區分析後才決定。 

 
與美國總統森林計劃關係最密切的集水區分析是以主要集水區觀念(Key watershed)。所謂主要集水區

係指對具有滅絕危機魚種提供保育的直接貢獻的溪流流域，或提供高品質水的溪流流域。在伐木或其他地

面干擾活動之前，要先進行集水區分析是集水區經營的重要工作與步驟。在 Olympic 國有林適應經營區內

大約有 1/3 強的集水區是屬於主要集水區。美國總統森林計劃中，有幾個特別的指引，是有關希望在

Olympic 國有林適應經營區經營發展成為一個創新的過程,這些指引包括如下： 

1.每一個 AMA 皆要有一計劃，其內容包括目標、理想的未來狀況(情景)、執行與籌措經費策略執行於計

劃(plan)前。 

2.於 AMA 之森林其規劃、執行與監測，皆有其他政府機關、團體與人民的參與。 

3.每一個 AMA 皆希望有技術咨詢小組(Technical advisory panel)，以提供經營者與參與的群眾必要的資

訊、建議等方面的資源。 

4.隨時對目的與目標(Goal and objectives)進行監測與研究。 

5.遵守所有已存在的法律如 ESA, NEPA and F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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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YMPIC AMA 的活動:生育地發展研究 

今年三月間在 QUILCENE 舉辦一個與 DLYMPIC AMA 有關的資訊會議，此會議可說是 AMA(潛在機

會)發展共識的第一步，並提供與會者在發展 AMA 經營過程中公共參與可能的步驟。會議後,很明顯地

AMA 這種合作經營的過程與聯邦咨詢會議法案(Federal Adversory Committee Act, FACA)所允許的相衝突。

此法案是用來規範政府與非聯邦政府有關人員間相互運作與聯邦政府各機構在懸疑問題(pending decision)

的決策上,接受建議的行為。這個法案的目的在減少政策形成過程中對特定利益團體的影響，以確保全體大

眾瞭解這個決策過程並推判咨詢會議的成本。務署目前正與司法部門(DEPART OF JUSTICE)和ㄧ般咨詢辦

公室(OFFICE OF GENERAL COUNSEL)共同研究以明確FACA的需求,並決定如何執行AMA規劃與經營中

的合作有關事宜，以免與 FACA 衝突。除非這個協商、研究早日完成，否則 AMA 規劃將進行緩慢，林務

人員會注意這種發展。 

 
有關 OlympicAMA 的經營方面 ,目前正在進行的就是森林生育地發展研究(FOREST'S HABITAT 

DEVELOPMENT STUDY,HDS)由於此計劃由國會專款支助,所以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經與太平洋西北

研究站(PACIFIC NORTHWEST RESEARCH STATION)和華盛頓大學 OLYMPIC 自然資源中心(OLYMPIC 

NATURAL RESOURCE CENTER A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連繫合作 OLYMPIC 國家森林的科

學家得以對生態系功能與 30 -70 年老林分的生產力做一調查與膫解。 

Olympic 的生育地發展研究，將測驗各種經營活動方案對老林分的生育地發展的影響有效性。在這研

究中,被測驗的主要方法是疏伐(thinning)，殘材處理(Arragement of wood debris)和育林栽植。在 PNW 研究

站，研究人員 Connie Harrington 和主要研究生物學家 Andy Carey 2k7 的指導下進行。這個研究地點已選

定，基本的資料已開始調查。 

 
Olympic 的生育地發展研究的基本目的是在： 

(1)比較評估各種選擇的經營方案, 對促使幼林分加速發展到老林分結構(oldwth structure)的能力。 

(2)決定林分作業( stand manipulation)對小型哺乳類動物族群的影響。 

 
這個長期的研究，將繼續執行 15-20 年，初期的研究將著重植物與小型脯乳類動物族群的反應。然

而，若經費允許的話，最終目的在於監測各種分類族群如兩生類、蝙蝠、爬虫類和無脊椎動物對林分作業

影響。研究中, 試驗樣區的處理如下： 

(1)對照組(untreated control) 

(2)不同密度疏伐(thinning)，堆積粗木屑(殘材)(clumped coarse woody debris) 

(3)不同密度疏伐(thinning)，散佈粗木屑(殘材)(dispersed coarse woody debris) 

(4)不同密度疏伐(thinning)，堆積粗木屑(殘材)且林下栽植(underplanting)以加速中、下層林冠之發展。 

 
不同密度的疏伐設計係透過疏伐製造不規則孔隙地，以促進下層植物的發展，某些植物的生長更增加

種類和結構的雜異度。堆積粗木屑(殘材)主要目的在於由大小不同的原木組合成較理想的結構，以便提供

生態效益。林下栽植部分，將選擇具有提供養分循環、種子生產、結構雜異度接等方面之特殊性質的樹木

或灌叢,以于栽植。所有四種處理三個地位的樣區設於 Soleduck Ranger District，每個樣區大小約 15-25 英

畝，8-10 個重複，且樣區皆設於具有代表各種森林林分狀況的地方。Quinant and Hood Canal 樣區的小型脯

乳類動物的捕捉器也已設立。 

當計劃發展進行中，將完成環境評估、放入公共評判。本計畫是符合 AMA 計劃與監測。 

 
(一英畝,)瞭解 CLINTON 總統 1993 年 4 月 2 日於 Oregan Portland 的森林會議(Forest Conference)後美國

森林經營理念的改變與應映之道(三)生態經營理念下，各種科際如何整合，經濟保育如何協調(四)整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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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測硬、軟體如何應用於 FIA/FHMS/LTER/AMA 及其技術訓練(五)國家公園、國家紀念物、國有林、野生

動物保護區之現場及經營管理措施。為達到此目標，配合此地狀況，其研究重點修訂如下: 

1、經營理念(Management Concepts) 

(1)森林經營、保育的觀念演變與因應策略(生態、環境、經濟、經營） 

(2)資源調查分析系統、資源監測系統與長期生態系調查分析系統之比較與整合 

(3)新林業、永續經營、生態系經營、多目標經營與多項資源經營對各量化、屬性、圖籍化、邏輯化資

訊的需求 

2、資源技術(New Technologies) 

(1)整合 GIS、GPS、RS、ES 於資源調查、分析與森林健康監測上之應用 

(2)整合 GIS、GPS、RS、ES 於生態系經營、多項資源經營上之應用 

3、資源經營決策支援系統(DSS) 

(1)森林生態系整合資源經營決策支援系統的建立 

To Develope Integrated Ecosystem Decision-making Support System 
(2)由地區到全球不同尺度, 探討資源經營決策資料所需精度, 

From Regional to Global Scales, to Study the Accuracy of Resourc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a) "Record of Decision for Amendments to Forest Service and Bureau for Land Management Planning 

Documents within the Range of the Northern Spotted Owl"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for management of 

Habitat for Lated Sucessional and Old-Growth Forest Related Species within the Range of the Northern 

Spotted O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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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mgt.doc> 

(貳)適應經營實務 
（Practice of Adaptive Management） 

 
一、應用多種尺度（Multi-Scale）的生態體系分析（Ecosystem analysis） 

以摘要方式來說明多種尺度生態系分析的方法、應用與效益。 

(一)決定圖層單位 

氣候－基本能與水的投入生物相並與土壤交互作用 

地形（地質 geoglogy, 向位 topology）控制土壤 

 
由地理和位向構成的土地類型 

 
依據生態體系中影響地理型態（geographic pattern）之永久不變的圖徵

（feature）如：氣候和地形（land form）來加以製圖。這些導致土壤和生物相變

化的控制因子需要加以調查與經營（inventoried and managed），當分析這些控

制因子後，永久邊界（permanent boundaries）即可以界定。 

 
(二)立地（sites）是為永久邊界系統內的小項目。 

較為深入的生態系分析則需要在多目標層次（multiple level）下執行。所謂

多目標層次，可認為：地域性的立地與立地有地理性關連的群體，如景觀（land 

scape）和地域（regions）－這使個人得以了解在某一層次的行動與該行動對其

他層次影響（effects）間的關連。 

 
(三)生態系單元和功能性資源調查（Functional Inventories）間的關係： 

1.立地如德達松－愛達荷板塊（Idaho fescue）/土壤系列。2.群叢如 cheat grass

－愛達荷板塊（Idaho fescue）（在火燒和過度放牧）進行 1、2 間功能性資

源調查和對土壤與群叢 6d 關係之解釋 

TM=無蓄積地（CFL）二等地位 

RM=V.P.狀況 

WL= 

 
二、有用的相關（useful correlations）與應用的例子 

(一)監測（monitoring）的取樣網路（sampling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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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森林極盛相 

nontario 的溫帶大陸區 

地：微氣象/土壤，極盛生物相 

地：正常/MOIST  楓－水青岡 氣候極盛相（climatic climax） 

地：正常/潮溼 橡－光臘樹 陸地極盛相（Edaphic climax） 

地：正常/乾燥 橡－核桃木 

生態系係由某一區域內可預測的型態綜合而得，由取樣調查具有代表性立

地所獲得的資料，可以在高度信賴度（reliability）下應用於均勻（analogous）且

沒有被取樣的立地。 

 
(二)模式的空間轉換力（spatial transfer ability） 

 
 平 次高山 
 22 eech-oak forest 
 均 
 20 
 高 
 18 
 度 低地 
 16 oak-hardwood forest 
 
 14 
 40 50 60 70 80 
 年齡（年） 

圖  不同生態系之挪威雲杉高生長比較圖 
 

較大生態系範圍內，所使用的預測模式（predictive model）往往不一樣。例

如：不同的氣象造成不同生態體系，而不同生態系內挪威雲杉的高度/林齡比

例，被發現不一樣，所以在應用此高度/林齡比例時，亦應依不同氣象所造成不

同的生態體系之模式分別加以推估。 
 

(三)連結陸域系統與水域系統之區域劃分，依以下三種觀點進行規劃 
1.由 Fenneman 所區分的地勢區域（physiographic region） 
2.由 Bailey 所區分的生態區域（Ecoergion） 
3.由 SCS 做的土地資源區域（Land resource region） 

水文站：黃－溫溼地帶，紅－乾燥地帶 
 

比較不同分區圖，吾人亦發現水文料在 ecoregion 系統，較單獨用地勢為基

礎或土地資源區域為基礎所建之系統，配合得好。 
水域生物相（Aquatic biota） 

有一個很好的例子，有關（Norther Hog Sucker）魚類的分布與Ozark Up-lands
景觀嵌合（Landscape mosa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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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域系統與水域系統是經由逕流（runoff）和淤積量（sedimentation）連結起

來，溪流是依其所依附的陸域系統，所以其有許多性態值是衍於其陸域生態

系。 
 
三、生態系經營的意義 

態系 經營/分析 
 政策/策略的 

（多目標森林/有關森林的政策）

地區 
戰術的 
（集水區） 

 作業的 
（計畫） 

 
經營架構（Management hierarchies）和生態系架構在經營策略、製圖資訊提

供層次和資源調查上皆相當吻合且工作的安排皆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這樣將形

成更為一致且有效的經營過程。 
 

(一)整合經營的一般永久單位 
1.一般目的的生態系製圖單位。 
2.這將提供一般化、永久單位整合經營時之應用性生態系圖籍，是將一般

目的圖籍加以解釋、歸類其基本生態系單元而成。 
3.應用性生態系圖籍：高度適合林木生產的林地。 
4.應用性生態系圖籍：潛在的放牧區。 

 
注意： 

1.生態系單元的自然功能，及其對人類活動干擾容忍程度的基本知識。在

做生態系經營的決策前，應清晰地了解。 
2.評估該土地所容許的各種利用時，進行取代分析（trade offs）是需要的，

然後再採取適當觀點加以權重。 
3.在進行生態系經營規劃時，社會適合性（social suitability）與經濟可行性

（economic feasability）皆應予以考慮。 
 
世界性的應用 

由於 (1)多項尺度生態系（multi-scale ecosystem）(2)更有效的取樣網路

（ efficient sampling networks） (3)合成法作業性策略（ resultant operational 
strategies）的吏用是有可能，這種有關生態條件（ecological conditions）資訊的

轉換－應用於世界性的生態經營上是相當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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