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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森林演替

Chapter 1    Forest   Succ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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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替定義

‧定義
演替，對於大部份生態學家而言。

在瞭解自然系統的改變及其改變的原因
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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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替的困惑

困惑

對於演替確實的意義及機制

有相當多的困惑，其困惑起源於，
人們缺乏有一致性的概念於應該
應用什麼尺度於自然界的演替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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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替性質區分

強調演替的模式中生物導向的觀念

強調演替動態學整體生態性導向的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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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替性質區分
強調演替的模式中生物導向的觀念
1.單株屬性來探討演替
2.競爭對演替的促進作用
3.族群動態之重要性
4.植物之不平衡性
5.單株數學模式之演替模式
強調演替動態學整體生態性導向的觀念
1.生態系演替
2.生態系的格局
3.從整個生態系上加以考量
4.系統理論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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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替性質

強調演替的模式中生物導向的觀念

1.單株屬性來探討演替
2.競爭對演替的促進作用
3.族群動態之重要性
4.植物之不平衡性
5.單株數學模式之演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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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株屬性來探討演替

.強調競爭的重要性--競爭為物種動態組成的潛在機制

.瞭解重要物種族群動態之重要認知。

.否決極盛相的概念和植物之不平衡性的認知--
--認為其不平衡為地景組成的主要因素

.利用數學模式去探討長期優勢生物之交感作用的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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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替性質

強調演替的模式中生物導向的觀念

1.單株屬性來探討演替
2.競爭對演替的促進作用
3.族群動態之重要性
4.植物之不平衡性
5.單株數學模式之演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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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對演替的促進作用
Egler提出兩相對之見解：

.次級植物相--一個植物相繼另一個優勢植物
相，直到趨於穩定為止。及第一優勢種可
能因土壤和微氣候的變化，壓抑其生存而
造就第二個優勢種，以此類推，直到穩定。

.初級植物相組成--沒有植群覆蓋之裸地，發
展出來之植物相，其跟植物之成長速率有
密切之關係。其組成呈現像毒他作用之相
對現象來促進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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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替性質

強調演替的模式中生物導向的觀念

1.單株屬性來探討演替
2.競爭對演替的促進作用
3.族群動態之重要性
4.植物之不平衡性
5.單株數學模式之演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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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動態之重要性

MacArthur and Wilson ( 1967 ) 發展的島嶼生物地理
學理論，提供族群生態演替理論基礎。其 的
模型是一個輸入/ 輸出(產量)關係的簡單動態
模型。從島嶼, 種類的損失比率是與這個島
嶼的自然界性質和 taxa 聯繫成一個不變的比
例。

Pickett  ( 1976 ) 把這些思想應用於演替並指出干擾
產生演替環境中的小區塊，其取決於干擾的
類型和強度。認為這些區塊與干擾的時間和
類型，聯繫著不同物質的和生命的選擇性配

置類似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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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的入侵速度、族群大小的極大值和
各種豐富物種的演替區塊皆有可能依區
塊的大小而不同。這物種經由生物的和
自然的選擇排列，所以形成一個鑲嵌體
支持一種物種或一組物種的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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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替性質

強調演替的模式中生物導向的觀念

1.單株屬性來探討演替
2.競爭對演替的促進作用
3.族群動態之重要性
4.植物之不平衡性
5.單株數學模式之演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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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之不平衡性

Clementsian 的植群動態學的主要觀點是極盛相。
其概念是一個演替過程在自我平衡的性質達到平
衡不變的穩定族群。反對植群狀態為最終平衡狀
態的概念在下面中加以探討。

1.小的地景單位是不安定的---不同空間尺度
的干擾能夠在不同生態系統中居支配地位。
同樣,不同的空間單元的尺度關連到極盛相群
落是否能夠作為不同尺度干擾的功能。以章
節 7 來探討關於孔隙模型在上述的環境條件
中討論地景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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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之不平衡性(續)
2.一些樹種的種類分佈範圍仍然回應最近氣候轉

變。
3.不論生態系植物組成結構方面的變遷如何，近

來發現現存生態系中，由於林木收穫、枯死和
大自然干擾而變遷，大多數的地表是不平衡性
林分。

這三個問題都涉及極盛相概念的應用而不是它的
基本理論性質。應用的困難是在空間尺度的選取; 
考慮( 2 ) 和 ( 3 )這些明顯不平衡狀態的生態系
統，肯定地變遷於不均衡穩定的(disequilibrated)
系統是持續變動的。演替並不是在發展到極盛相或
成熟的林分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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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替性質

強調演替的模式中生物導向的觀念

1.單株屬性來探討演替
2.競爭對演替的促進作用
3.族群動態之重要性
4.植物之不平衡性
5.單株數學模式之演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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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株數學模式之演替模式

單株數學模式，是在預測成熟林的組成
一個優勢木經由矩陣轉換替代成另外一
個物種組成的轉置機率之數學能力。其
將於第2章的討論．同樣的理念基礎也
將於第八章探討地景與野生動物的模擬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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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替性質

演替動態學整體生態性導向的觀念

1.生態系演替
2.生態系格局的規則
3.從整個生態系上加以考量
4.系統理論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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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演替

演替的另外一種觀點，強調整個生態系
的變遷動態為整體性的觀念。將生態系
概念化的模式企圖對減少一些變量其複
雜性且努力分辨生態法則，明顯區劃不
同關係變數的關係。生態學家期望在演
替的過程中瞭解的各種物種的生產力、
效率、營養的架構和有營養的循環等整
體性的變遷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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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演替(續)
生態學家關心的生態系的演替理論公式中有
關演替的目標及特徵：

.他們期望在一些理論下能瞭解得更多生態
系統動力學。允許演替在一些不同生態
系統中看作一個固定的過程的理論。植
物的結構動態在生態系不是唯一客觀的
生態理論。

.生態系動態的程序包含許多植物和環境或
植物和植物間的交感作用也是很重要的。

.生態系研究的指標、意見及方法的結合

.人類的活動亦是生態系統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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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替性質

演替動態學整體生態性導向的觀念

1.生態系演替
2.生態系的格局

3.從整個生態系上加以考量
4.系統理論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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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格局的規則

在同一時間歷程中，在不同地點的生態系因
為有相似的地質及氣候特徵，導致有極類似的關
係。這相同的格局能被發現於這理論是由一些地
理學家繪製氣候和植生的數學式。從氣候變數作
預測，相同格局的生態系有相同的演替，且生態
系會隨著時間自己調整朝向一個穩定的狀態，在
不同的森林發展一系列的孔隙模式，尋求有規則
於這動態。生態系的可比較性之屬性預測在一個
大的空間尺度。生態系組成功能分類的問題是一
個小尺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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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替性質

演替動態學整體生態性導向的觀念

1.生態系演替
2.生態系格局的規則
3.從整個生態系上加以考量
4.系統理論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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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整個生態系上加以考量
假設動態平衡是任何穩定林分的必然屬性，則
可以比較其規則之相對關係。在地球演替上的
演替動態化學的檢討

1.影響投入的過程 (Processes affecting 
input)
1-1岩石和土壤風化
1-2固氮作用
1-3微粒緊壓及氣體吸收

2.影響產出的水文過程 (Hydrologic 
processes affect outputs)
2-1溶解物質的流失
2-2沖蝕
2-3有益處之潛在性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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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整個生態系上加以考量(續)

3.影響投入和產出平衡的生物過程
(Biological processes affecting 
the balance of inputs and outputs)
3-1生態系生產網
3-2分解及元素的流通
3-3土壤溶液化學作用的規則
3-4對偶形質的生產
3-5元素使用的變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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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替性質

演替動態學整體生態性導向的觀念

1.生態系演替
2.生態系格局的規則
3.從整個生態系上加以考量
4.系統理論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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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理論上的方法

演替動態的方法集中在個別的數學模式。
在生態系方法的相對發展生態系模式的使
用，結合以一般有共同目標的模式於以系
統方法對面生態問題。此系統之概念化自
然的引導到的使用不同方程式，已利用適
當之數學模式解決問題。

生態理論的最重要的方面是整體性的考量
系統現象和如何去說明這些現象發生之相
互作用於較低水準的現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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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演替理論初步區分

這個章節中生物學家利用二分法
的情況，將演替理論之分為對整體
生態系之演替及個體生物生長兩類。

在初步區分生物導向和生態導
向的兩種演替理論。大多數的生態
學家結合演替的變化和在生態系統
中改變的回應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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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2. 模式中問題的分類相當明確

生態模式的優點是界定問題的分
類相當明確於模式中。生態演替的
模式也許不是解決現今的問題在演
替的本質，但是其具有潛力的去使
用這個工具於一個尺度下的生態系
統中來探討其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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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3.以模式量化

使用森林動態的真實模式去瞭解
其含意，來瞭解更多森林生態戲的演
替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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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結構

•將森林演替(或稱孔隙模式)利用電腦模式
將其量化，來探討森林的長期動態回應。

第一章 序論

本書之二至四章提供生態上和數學上
孔隙模式的詳細細節。

第二章 將列舉一些森林動態模式且比
較其 和孔隙模式的差別。

第三章 則是孔隙模式的的假設加以詳
細說明及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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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結構 (續)

第四章 則詳細的測試孔隙模式

第五至六、七章將研究孔隙模式在逐漸擴
大的空 間尺度中探討、研究孔隙模
型的理論含義

第五章 將研究的空間尺度大小限制在
0.1ha的尺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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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結構 (續)

第六章 是將研究空間的尺度擴大為
100ha到1000ha之間，這理論將被討論關
於生態系動態考慮的問題。

第七章 將論述探討地景系統的動態分
類的理論。

第八章 是研究地景動態學與動物回應
模式於地景上動態植群鑲嵌組成的格局，
應用於動物棲息地的動態管理，並加以探
討島嶼生物地理學的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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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結構 (續)

第 第九章 詳細發展三種孔隙模式應用理論和
孔 隙模式潛在的使用

第十章 則概述前九章，並談論目前流行思想及
今後應如何發展。



第二章森林演替的計算模式



模式推測
A Speculation on Modelling

森林演替模式的尺度
Scale in Forest Succession Models

同齡、單一樹種、空間林木模式
Even-aged, Monospecies, Spatial Tree Models

 同齡、單一樹種、非空間林木模式
Even-aged, Monospecies, Nonspatial Tree Models

同齡、混淆樹種、非空間林木模式
Even-aged, Mix-species, Nonspatial Tree Models

異齡、單一樹種、空間林木模式
Mixed-aged, Monospecies, Spatial Tree Models



異齡、單一樹種、非空間林木模式
Mixed-aged, Monospecies, Nonspatial Tree Models

異齡、混淆樹種、空間林木模式
Mixed-aged, Mixed-species, Spatial Tree Models

異齡、混淆樹種、非空間林木模式
Mixed-aged, Mixed-species, Nonspatial Tree Models

 異齡、混淆樹種、非空間孔隙模式
Mixed-aged, Mixed-species, Nonspatial Gap Models

 異齡、混淆樹種、空間孔隙模式
Mixed-aged, Mixed-species, Spatial Gap Models

 結論
Conclusions  



模式推測
A Speculation on Modelling

森林演替模式的尺度
Scale in Forest Succession Models

同齡、單一樹種、空間林木模式
Even-aged, Monospecies, Spatial Tree Models

 同齡、單一樹種、非空間林木模式
Even-aged, Monospecies, Nonspatial Tree Models

同齡、混淆樹種、非空間林木模式
Even-aged, Mix-species, Nonspatial Tree Models

異齡、單一樹種、空間林木模式
Mixed-aged, Monospecies, Spatial Tree Models



模式推測
A Speculation on Modelling

在1960年和1970年代，在生態學研究領
域利用數學式來研究探討有發展的趨勢。
在近20年來很多生態學數學模式的報告，
在生態雜誌上發表。生態學研究者經由
數學過程獲得研究結果；大多數數學式
的報告有逐年發展的趨勢，透過代數和
立體幾何的微積分、不同方程式、變數
計算和統計機制的應用是目前重要的主
題。



生態模式令人感興趣是什麼因子要刪除，
而什麼因子應該包括。形成生態模式的
結果在於正確瞭解如何結合現象、空間
和時間的尺度。某一現象在某一時間
（或空間）尺度是動態的，且在其他尺
度上並非不能量測或相關性不變的。適
當尺度和生態模式的結合是遠離皆伐的
步驟。

模式推測
A Speculation on Modelling           （續）



大部份族群繁殖的模式忽略性別比例，族群
死亡率的大多數模式忽略年老個體的數量，
島嶼上物種數量的模式忽略海島物種演變，
演化的模式沒有明確考慮個體的遺傳特性等。
這些遺漏疏忽的出現對於野外觀察者造成模
式可靠性的極大損害，在瞭解一個生態學系
統的重要性時，出現一些似是而非的論點。
很多族群有規律的性別比例，在大族群接近
平衡時，族群老個體的數量是族群大小的一
個函數，可以提供死亡率額外的訊息。

模式推測
A Speculation on Modelling           （續）



模式推測
A Speculation on Modelling

森林演替模式的尺度
Scale in Forest Succession Models

同齡、單一樹種、空間林木模式
Even-aged, Monospecies, Spatial Tree Models

 同齡、單一樹種、非空間林木模式
Even-aged, Monospecies, Nonspatial Tree Models

同齡、混淆樹種、非空間林木模式
Even-aged, Mix-species, Nonspatial Tree Models

異齡、單一樹種、空間林木模式
Mixed-aged, Monospecies, Spatial Tree Models



森林演替模式的尺度
Scale in Forest Succession Models

建立森林演替的數學模式，有二個
基本的問題必須克服。

第一、瞭解未知的森林演替機制所用適
當尺度。

第二、新的觀測方法對瞭解生態機制或
驗證模式是可行的。



尺度機制能夠說明什麼原因的干擾使幼齡森
林生物量因時間增加而生長。表2.1說明在不
同尺度幼齡林的生長的成長原因和變數。在
假設的位置和假定的森林任何機制的重要性
超過時間尺度。不幸地，所有機制不能含括
在森林生長的單一模式中。假如在相同模式
考量葉能量平衡和較高幾何排列的樹冠遮蓋，
考慮少數葉面和他們的相互作用（例如二氧
化碳的提高、彼此間的遮蔽、水份的流失、
濕度的改變等）是困難的。葉子周圍的相互
作用的增加與葉子數量的函數是一致。實際
上不可能藉由模擬一片葉子去考慮一棵大樹。

森林演替模式的尺度
Scale in Forest Succession Models （續）



森林演替模式的尺度
Scale in Forest Succession Models （續）

尺 度 結構 說明

非常小
的單元

光合作用
藉由葉內生化因子經由光能量將二氧化碳及水轉
換成糖類的作用。

氣孔 能量平衡
葉的氣孔必須藉由森林熱能、水和二氧化碳平衡
來運作。氣孔對二氧化碳向內擴散的阻力是光合
作用的決定因子。

葉 葉幾何結構
葉的形狀和位置是影響植物吸收二氧化碳促進光
合作用的機制，植物能夠有效使用水（二氧化碳
比例固定/水流失）

葉層 垂直面光接收程度
林木葉的方向和層數能夠改變樹冠層捕捉光的比
例，有些葉的排列是對於光的捕捉是沒有效率的

樹形 水平面光接收程度
在高緯度，高大稀疏的林木能夠在早上和晚上有
效捕捉光（太陽照射角是固定的）；在低偉度，
晚上能夠促進水分有些使用。



森林動態模式一致性的特質：

一、補充（recuritment）：發芽、種子生產、種子
散佈、萌芽和幼苗生長到大到被認為是樹的幼齡木

二、生長（growth）：林木樹高和胸高直徑的生長

三、幾何競爭（geometric competition）：林木空間
交互作用關係到林木結構的真正的幾何狀況。一般
而言，較大的單株在幾何競爭佔有優勢。

四、資源競爭（resource competition）：在一個已
知立地的森林中，生長限制因子能夠限制所有林木
的發育。

五、死亡率（mortatily）：單株林木的死亡。

森林演替模式的尺度
Scale in Forest Succession Models （續）



同齡、單一樹種、空間林木模式
Even-aged, Monospecies, Spatial Tree Models

 同齡、單一樹種、非空間林木模式
Even-aged, Monospecies, Nonspatial Tree Models

同齡、混淆樹種、非空間林木模式
Even-aged, Mix-species, Nonspatial Tree Models

異齡、單一樹種、空間林木模式
Mixed-aged, Monospecies, Spatial Tree Models

異齡、單一樹種、非空間林木模式
Mixed-aged, Monospecies, Nonspatial Tree Models

異齡、混淆樹種、空間林木模式
Mixed-aged, Mixed-species, Spatial Tree Models

異齡、混淆樹種、非空間林木模式
Mixed-aged, Mixed-species, Nonspatial Tree Models

 異齡、混淆樹種、非空間孔隙模式
Mixed-aged, Mixed-species, Nonspatial Gap Models

 異齡、混淆樹種、空間孔隙模式
Mixed-aged, Mixed-species, Spatial Gap Models



同齡、單一樹種、空間林木模式
Even-aged, Monospecies, Spatial Tree Models

Hegyi, F. 1974. A simulation model for managing jack-pine
stands. pp.74-87. INJ. Fries（ed.）. Growth Models for Tree and
Stand Simulation. Department of Forest Yield Research, Royal
College of Forestry. Stockholm. Res. Notes.30.

 Jack-pine 直 徑 距 離 競 爭 指 數 （ diameter-distance
competition index，直徑-距離競爭指數，簡稱DCI）

 DCIj = Σ（Di / Dj）×（1 / DISij）

 表示第j棵林木的競爭指數

 表示第i棵競爭林木的胸高直徑

 表示第j棵林木的胸高直徑

 表示第j棵林木與第i棵競爭林木間的距離

 n表示環繞第j棵林木的競爭林木數量



同齡、單一樹種、非空間林木模式
Even-aged, Monospecies, Nonspatial Tree Models

Sullivan, A. D. & J. L. Clutter 1972. A simultaneous 
growth and yield model for loblolly pine. Forest Science 
18:76-86.

 loblolly pine生長收穫模式

 表示在第i次量測時每英畝松（loblolly）莖幹剝皮立方英呎材積的自然對數

 S表示地位指數

 表示在第i次量測時林分年齡

 表示在第i次量測時每英畝松（loblolly）平方英呎斷面積的自然對數

 E表示期望值

立方英呎材積收穫預測模式



同齡、混淆樹種、非空間林木模式
Even-aged, Mix-species, Nonspatial Tree Models

Solomon, D. S. 1974. Simul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and silviculturally treated stands of even-aged northern hardwoods.
pp.327-352. INJ. Fries （ed.）. Growth Models for Tree and Stand
Simulation. Department of Forest Yield Research, Royal College of
Forestry. Stockholm. Res. Notes. 30.

林分死亡率Stand mortality
 BA表示林分斷面積

 BAB表示在B行列（最小蓄積）之斷面積

 BAA表示在A行列（全部蓄積）之斷面積

 GG表示粗生長

 BAGA表示在A行列（全部蓄積）每年淨斷面積生長

 X表示在1~1.5間的逢機指數



異齡、單一樹種、空間林木模式
Mixed-aged, Monospecies, Spatial Tree Models

Mitchell, K. J. 1975. Dynamics and simulated yield of Douglas-fir.
Forest Science Monograph 17 （Suppl.to For.Sci.21）. 39pp.

 B表示累積樹枝生長量

 表示樹枝生長率

 n表示樣本大小

 b表示樹枝生長對樹高生長的相關係數

 表示樹幹生長對樹木的相關係數

 c表示樹冠幅度的曲率

 C表示樹冠級常數

 L表示樹枝生長期間生長的長度

 FV表示葉體積

 w根據樹木林齡和生產力與葉重的相關係數

 BI表示樹幹生長

 u表示樹幹生長對樹木的相關指數



異齡、單一樹種、非空間林木模式
Mixed-aged, Monospecies, Nonspatial Tree Models

Suzuki,T.,and T.Umemura.1974.Forest transition as a stochastic
process.II.pp358-379. INJ. Fries（ed.）.Growth Models for Tree and
Stand Simulation . Department of Forest Yield Research, Royal
College of Forestry.Stockholm.Res.Notes.30.

胸高直徑機率轉換函數
 ψ(t, x)表示林分t 林齡時的胸高直徑分佈

 ψ(τ, y)表示林分林齡時的胸高直徑分佈

 P(t, x；τ, y)表示林分t林齡時的胸高直徑至林分林齡時的胸高直
徑的轉換機率



異齡、混淆樹種、空間林木模式
Mixed-aged, Mixed-species, Spatial Tree Models

Ek. A. R. & R. A. Monserud. 1974. Trails with program FOREST:
Growth and reproduction simulation of mixed species even- or
uneven-aged forest stands.pp.56-73 INJ. Fries （ ed. ） .Growth
Models for Tree and Stand Simulation . Department of Forest Yield
Research, Royal College of Forestry.Stockholm.Res.Notes.30.

競爭指數（competition index）
 Ai表示第i棵林木的影響區域

 N表示競爭林木數目

 Oij表示第i棵林木與它的第j棵競爭林木的重疊影響的區域

 Si表示第i棵林木的樹冠大小

 Sj表示第j棵競爭林木的樹冠大小

 TOLi表示偏差值（0~1之間）

 Ci表示未調整偏差的測量



異齡、混淆樹種、非空間林木模式
Mixed-aged, Mixed-species, Nonspatial Tree Models

Horn, H. S. 1975. Forest Succession. Sci. Am. 232:90-98.
 研究新澤西混淆林以土壤濕度和葉幾何排列為基本因子的林木

演替收穫預測模式。林分（forest stand）：林齡、相對林齡、土
壤因子。圖表結構（diagrammatic structure）、演替假設形式
（hypothetical pattern of succession）、演替變化的生產力
（succession changes in productivity）、葉的分佈（distribution of 
leaves）、變換機率（matrix of probabilities）:覆蓋樹種、子代幼
苗樹種。預測和實際分佈（predicted distribution and actual 
distribution）。



異齡、混淆樹種、非空間孔隙模式
Mixed-aged, Mixed-species, Nonspatial Gap Models

Waggoner, P. E. & G. R. Stephens. 1970. Transition probabilities
for a forest.Nature 225:1160-1161.

馬可夫鏈（Markov chain）：利用定量的方法，將一
林型轉變成另一林型的情形，以轉變機率（transition
probabilities）表示。

 Noble and Slatyer（1980）認為一個物種有三種生命屬性：

 一、在干擾期間及干擾後，在一個基地上的一種物種到達或持
續的方法；

 二、在發展中的群落社會建立及生長至成熟的能力；

 三、需要物種個體達到重要的生存階段的時間。



異齡、混淆樹種、空間孔隙模式
Mixed-aged, Mixed-species, Spatial Gap Models

Shugart. H. H. & D. C. West. 1977. Development of an
Appalachian to deciduous forest succession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to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f the chestnut blight. J. Environ. Manag.
5:161-179.

林木最佳生長公式
 R表示生長速率參數 LA表示林木的葉面積

 D表示胸高直徑 H表示樹高

 Dmax表示最大胸高直徑 Hmax表示最大樹高

 D2H林木材積指數 L表示林木葉面積

林木葉面積受光限制的模式
 LA(h’)表示以樹高函數代表葉面積的分佈

 Q0表示伴隨幅射幅射量

 Q(h)表示林木高度的幅射量

 k是常數



異齡、單一樹種、非空間林木模式
Mixed-aged, Monospecies, Nonspatial Tree Models

異齡、混淆樹種、空間林木模式
Mixed-aged, Mixed-species, Spatial Tree Models

異齡、混淆樹種、非空間林木模式
Mixed-aged, Mixed-species, Nonspatial Tree Models

 異齡、混淆樹種、非空間孔隙模式
Mixed-aged, Mixed-species, Nonspatial Gap Models

 異齡、混淆樹種、空間孔隙模式
Mixed-aged, Mixed-species, Spatial Gap Models

 結論
Conclusions  



結論
Conclusions 

本章嘗試結合不同的研究方法去利用模
擬林木生長軌跡和森林林木族群的模擬
發展。

回顧不同的方法對於促進競爭比較的基
本相類似的問題似乎是必然的。



考驗的問“什麼模式是最好的? ”這個問題可
能是邏輯的，但在目前不是特別有利的。

依靠使用準則去判斷“好＂模式，好模式有
非常複雜或非常簡單。有些森林模式明顯地
遠離森林目前資料收集的基準。

有些模式被設計來模擬森林特定資料的活動
行為在這些模式的參數數量可以是多或少的
可以增加如林木種類數量的線性函數或二次
方數。

結論
Conclusions                                  （續）



模式的性質的判斷與模式設計的目的相
關。基於這個理由，相互比較不同種類
的模式是繁覆的。

在下兩章中，第三章討論孔隙模式的發
展和第四章討論孔隙模式的測試。在這
一章討論孔隙模式結構與其他模式相類
似的基本研究；就是單一化單株生長過
程的族群過程。

結論
Conclusions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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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孔隙模式(Gap model)：

(1)林木生長(The Growth of Trees)：

(2)樹生長的光線限制公式：

(3)樹生長的溫度效應

(4)樹生長的營養循環：

(5) 濕度對於樹生長之影響

(6)樹的晉級生長

(7)樹的死亡(The Death of Trees) 

(8)模式化孔隙的大小

(9)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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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林孔隙(forest gap)或孔隙過程(gap 
phase)是源於Watt(1947)，意指當冠層林木死亡
而產生之森林小區塊，孔隙成為具更新及次生長
之地方特性生育地，Watt(1947)，Bray(1956)及
Curtis(1959)和較前期的Jones(1945)觀察家們指
出成熟的森林生態系可以見到關係上有著如孔隙
動態般的一致普通的反應，許多樹種顯現出相當
依賴它們利用當地適合的狀態而存活於成熟森林
的能力，這些樹種包括：(1)美國鵝掌楸
(Skeen[1976]；(2)Pin cherry,Prunus 
pensylvanica[Marks 1974]：和(3)黑櫻
桃,Prunus pensylvanica(Auclair and Cottam 
[1971])，Runkle(1981),在美國東部一個多方面
的研究森林孔隙更新，發現小孔隙中更新足以使
所研究的立地現存之冠層樹種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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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孔隙動態的概念與在溫帶森林所證實的
較大組合的格局之強勁的現象一樣，那麼這個事
實在熱帶系統中甚至還會更強，許多評論者
(Jones[1950],Richards[1952,1969],Poore[1964
,1968],Ashton[1969],Baker[1970],Gomez Pompa, 
等 [1972], 和Whitmore[1975])已經注意到熱帶
森林動態極盛相觀念公式化孔隙動態的重要性，
Medway(1972 for Malaysian forests 馬來西亞
森林),Brunig(1973 for swamp forests in 
Sarawak),與Leigh(1975 for several tropical 
forests)事實上已經決定孔隙產生率，Williams, 
等(1969),Webb,等(1972)與Richards and 
Williamson(1975)使用孔隙(自然的及人工產生的)
做為瞭解熱帶雨林動態熱切研究之目標。



4

除了森林中自然現象孔隙過程中替代之重
要性外，代表空間的分布動態之概念(如：森
林生態系中之動態改變是分布於地景)像一同
質鑲嵌體區塊的總體反應，是一在數學模擬方
面標準的簡單化，如果森林的時間及空間動態
是由偏微分所表現(Smith[1980]提供一個範例
在他研究森林梯度反應中)人們可能藉由使用
有限的自然環境近似值以解決此種方程式，如
此的近似總值解決空間連續的過程，藉由偏微
分方程式在規則的區塊暗示著。



5

環境的區塊或粒狀體在現代理論生態學是一
基礎的概念，空間的異質性內隱著物種生存的主
要因子，理論上在自然環境中粒狀體或區塊藉由
空間中邊界(例如：森林與原野之邊界，或藉由物
種之特性做為界線而大小不一，(例如環境的粒狀
體定量是藉由草原鳥類之糧草格局)，
Levins(1968)結合此二方法，藉由考慮一粗糙粒
狀的環境為一個區塊，區塊中之個體可能一輩子
都生活於此生育地中，Shugart and West 發現對
於孔隙模式而言，假設的模擬孔隙大小可能對於
模式動態有深深的影響，它們注意到這些影響可
能考慮到現象學的準則，對於粒狀尺寸定量化是
基於群落層級交互作用，在發展孔隙模式時，空
間尺度的重要性將會在本章之最後，描述模式之
機制後被討論。



6

林木生長(The Growth of Trees)：

正如大多數單株林木生長模式，孔隙
模式需要一個基本的方程式在所模擬的立
地增加每棵樹之大小，所有發展至今的孔
隙模式，已有兩個方法發展這些方程式，
初始方法(在孔隙模式使用最多的)是由
Botkin. Et al (1972a,b)所發展的，重要的
變數是每棵樹的直徑大小以及其每年生長
量是天氣、競爭以及其他因子之函數，生
長函數之發展是假設林木材積是林木直徑
平方(D2)與樹高(H)相乘之函數



7

而林木之生長就是基於每年材積之年增
量，林木生長量：

*f(environment)… (3.1)









maxmax

2

1][
HD

DHrLa
dt

HDd

r：生長率係數

La：樹的葉面積

D：樹的胸高直徑

H：樹的高度

Dmax：最大直徑

Hmax：最大高度

f(environment):環境參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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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函數的結構暗示即時的材積生長是葉面積
的線性方程(見Schulze[1982])，且有一聯合林木大
小之值，減緩林木之生長，這個方法大致估計任
何更細微的時間及詮釋空間尺度淨光合作用，如
同光合作用(葉面積的複雜方程式)及非生長之呼吸
作用所需之光合作用，Kozlowski(1971a)滿意地說
明此主張於概述葉之發展與形成層生長之關係，
他聲明：雖然幹材生產並非與每棵樹的葉子量有
線性關係，當樹枝材與葉生產加入時，如此乾重
生產量(考慮生長及葉量)就成為一直線關係，這讓
人聯想到優勢木之較底效率的葉子生產幹材是起
因於樹之不同部位乾重之分布不同差別及非綠色
組織呼吸作用損失。



9

生長之函數可以簡化為樹高是直徑的函數，
若樹的高度是樹的直徑的函數 H = f(D)，以此
關係推出：

H=137+b2D-b3D
2………………………(3.2)

b2與b3是樹用來定量樹的形數係數

137cm是樹的胸高

當D = Dmax時，則dH/dD = 0且H = Hmax；則以
下二式可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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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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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假設下式：

La ~ cD2 ………………………(3.5)

c：常數，因此取代即微分函數式3.1即
可成為下式：

)43274(
)/1(

2
32

maxmax

DbDb
HDDHGD

dt
dD




 *f(environment) …(3.6)

G(生長參數)為生產常數rc，函數式3.6的一個
優點為由樹之能量平衡所得到之簡單及明確的函數，
其母數容易估計，知道一個樹種的最大型態，我們
只需要去估計單一生長參數G，推測上，Hmax可以由
Dmax估計，基於林木幾何學之結構機制的常數
(MacMahon[1973])；然而，如此的估計迄今還沒有
被任何的孔隙模式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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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配適參數G明顯的應用於真實世界(圖3.1)，參
數G也可以由兩個明確的方法方法決定，如果林木之
生長是以函數3.6之方式生長，且若dD/dt=0在最大年
齡，則其最理想之生長曲線在最大年齡的一半時，將
會到達到約2/3的最大直徑(Dmax)，Botkin, et al (1972)
解決G 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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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任何最適生長函數皆可以使
用，只要它是近似林木在自然界生長一般
的形式，重要之問題是在量測許多不同樹
種時生長參數估計之精確度，因為孔隙模
式是推測它們的參數及結構，它們不顧封
閉形式的解答而由Monte Carlo方法解決，
就這個理由而言，如果這函數以分析的方
法解決，就不會產生人們所認定精確的生
長函數之數學形式(一個近似的基本形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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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樹生長的光線限制公式(Light 
Limitation of Tree Growth)：

已假設的基本函數單株林木之生長(式
3.6)，孔隙模式合併林木與其他因子及環境
因子之交感作用，藉由特定樹種最適生長函
數修正推測之生長，林木間之遮陰關係是一
重要的考量：它計算孔隙產生時之空間要素
交感作用，孔隙模式是在垂直方向幾何上外
顯，並且使用樹高計算遮陰，進而減緩單株
之生長，光到達樹木之量是將所有高過這棵
樹木的總葉面積減弱入射輻射之量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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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過光落在樹上後(通常為周圍光度)，孔
隙模式使用光合作用光反應曲線以減緩林木
之生長，空隙模式中使用方程式之形式：

])([
1

32)1()]([ chQcechQr  (3.10)

Q(h)：在高度h的光線獲得率

c1：尺度常數

c2：光線對光合作用增加率參數

c3：補償點(光合作用與呼吸作用平衡之光照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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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樹生長的溫度效應

在Botkin. Et al (1972a,b)之JABOWA模
式參數及在許多後來了孔隙模式(Shugart 
and West 1977, Shugart and Noble 1981)，
樹種範圍之變化與生長累積溫度(基本溫度
40℉以上之一年中日數)等值線有關，並與生
長反應成比率關係，在大多數案例中(圖3.4)，
物種之分布範圍界線對於生長日均溫等溫線
有共反應，生長反應在極值之間被假設為拋
物線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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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ax/40)：物種出現之最大累積溫度(the 
corresponding max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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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樹生長的營養循環

所有孔隙模式至少會給予純理論的思考一些
重要植物養分的短缺在生長限制之影響，例如，
在JABOWA模式，Botkin et al (1972a,b)使用一較
高的值在總生物量理論的養分限制對所模擬的地
區大約之影響，所應用之原理為當生物量到達最
大時(在JABOWA公式中稱為 SOILQ)，一些養分
之供應不足可能會造成所有樹之生長率同時減緩，
其他大多樹的孔隙模式採用相似的原理以限制生
長，Aber, et al (1978,1979)加入更清楚的考慮元素
循環至JABOWA模式中，如同Weinstein, et al 
(1982)在FORET模式一樣，此二者附加物聯合了
孔隙模式的能力以預測生物量之生長(及所需之土
壤養分之保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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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nstein, et al (1982) FORNUT模式使用多項
式方程式之形式：

GMF=a+b[RNA]+c[RNA]2…..(3.12)

GMF：生長修正因子以修正營養限制下樹
的生長率

a,b,c：由田間調查資料推估獲取之迴歸
係數

RNA：相對營養可獲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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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濕度對於樹生長之影響(Moisture 
Effects of Tree Growth)：

在孔隙模式中如同混合養分效應一樣，在納
入濕度對於樹生長之影響中有兩個問題：1.我們
必須在時間及空間尺度模擬土壤溼度之動態，能
與其他部分之孔隙模式相容，2.我們必須能夠將
所模擬立地土壤溼度(或缺少)對每一棵樹生長之
影響，在處理第一個問題時，以一年時間為歷程
的孔隙模式通常排斥任何更詳細的土壤溼度模式
之數字，在FORET模式之修正，Post及MANN(位發
表原稿)使用土壤溼度單層模式及以月為間隔解
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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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保持的溼度量是由根域深度及特定
土壤之性質所決定，土壤中水分可被植物生
長所應用的量是介於田間容水量(FC)至限制
生長土壤水(DRY)之間，DRY(乾)為土壤水量
之土壤水張力在-15大氣壓，而這參數在許
多土壤報告接近於作物凋萎點，植物可獲得

的水被定義為：

AW=(FC-DRY)SD

AW：植物可獲水量

FC：田間容水量(Field capability)

DRY：水壓-15atm(the volume of water at a 
soil water tension of –15 atm)

SD：根域根深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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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月為基礎解決降雨所增加之土壤水與蒸
發及逕流水所減少的做平衡，降雨在不飽和之
土壤則會增加土壤水，如果土壤飽和了，那麼
任何附加的雨水就會以逕流水或地表水之方式
流失，蒸發之計算是使用Thornthwaite and 
Mather(1957)方程式由平均月均溫計算出。

以月降雨量、氣溫資料、及土壤參數以表
現土壤溼度保持之性質特徵，我們可以計算在
生長季節期間土壤溼度不足之天數(圖3.6)，以
此計算限制林木之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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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sett(1964)發現一線性之松樹生長減緩率
(r2=0.95)做為無生長之天數(no-grow days)或在生
長季節土壤溼度不足之天數之函數式，基於
Bassett的觀察，及其他研究(見Zahner [1968])，
Post及Mann修正FORET模式以減緩每棵樹之生長
如下式：










max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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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x

dd

dd
SMGF d

d

SMGF：土壤濕度效應生長因素

d：生長季節的無生長之日數

dmax：無生長天數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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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樹的晉級生長(The Ingrowth of 
Trees)：

Harper’s(1967,1977)從事於植物族
群生物學產生許多有趣的事，於生活史、
繁殖策略及植物族群統計學—以前所有
領域之動物學家及應用植物學家，尤其
是林業人員都感興趣之研究，大多數的
孔隙模式使用數學上簡單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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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合格種類的依據係包括透過所有孔隙
模式獲得所篩選出來的種類：

1.土壤礦物質的呈現狀況(Presence of mineral soil).

2.枯枝落葉的呈現狀況(Presence of leaf litter)

3.乾旱或不尋常熱年4.種子捕食者的豐量度(Abundance 
of seed predators)

5.地被的光線層次(Light level of forest floor)

6.森林種子庫的狀態(State of forest seed bank)

7.某地的巨觀氣候狀況8.火災(Fire)

9.種源的的出現(Presence of a seed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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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種子生物物候學(Seed phenology)

11.某一高地的出現 (Presence of an elevated site 
( e. g., tip-up mound, tree trunk ))

12.絞殺榕屬寄主的出現(Presence of host for 
strangler fig)

13.洪水(Flooding)

14.傳播散布(Dispersibility)

15.刺吸式病害(Episodic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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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面對發展植物再生過程的理論時，大部分
的孔隙模式使用簡單的數學模式。在大部分的情
形，是將一年中某地位的環境條件表格化，孔隙
模式可以簡單地抓取許多樹種更新的基本變數，
然後便針對樹種再生的條件和這個表格作比對。
一般而言，篩選條件是以是或否的方式來獲得。
在大部分的孔隙模式中，林木更新是從小樹苗的
大小(dbh約2公分)來加以建立；無論如何，小樹
的群體動態可使用Leslie陣列方法來表示，一直
到它們可當成單株林木的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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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林木死亡方面，大致可分為三種情形，
是由於衰老、抑制與外力干擾（火災、疾病或
收穫）所致，在孔隙模式中，假設死亡是林木
生長過程的必然結果。第一種情形，在任何年
齡的林木，都有對於生長率之死亡的機率。在
最佳的狀況下，林木生長公式(2.11式)推導出
在到達最大年齡的一半時，林木的生長會達到
最大直徑的三分之二。由此關係，可推導出林
木最大年齡(AGEMAX)的係數。假設在最佳生
長狀態下，林木族群中有一部分林木不會到達
最大年齡；則計算第n年林木死亡率的方法如
下所示：

(7)樹的死亡(The Death of 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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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1 -(1-ε)n

Pn：第n年的死亡率(probability of mortality 
by year n)

ε：年枯死率(annual mortality probability)

當n等於最大年齡(AGEMAX)時，且假設有
2%或1%的林木族群到達此年齡，則ε如下：

ε~ 4.0/AGEMAX…(2.21)

ε~ 4.605/AGE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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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死亡的原因是當樹生長率太小
時，則內在的死亡機率增加。一般而言，
若每年生長量小於0.1公分時，單株林木死
亡的機率是設定成0.368（Botkin 1993）。
這個結果導致樹木能存活於十年以上的機
會只有1%。因此，若林木的生長受到極
大的限制時，則死亡的風險就相對地增加。

MP=0.368(ΔD<0.1cm/year)

MP，每年死亡率

ΔD，增加的直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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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死亡的原因是不特定外來因素所造成
的死亡。在各式各樣的模式中，林木的死亡可由
下列各種其他原因所造成如：收穫砍伐(包括特定
胸高直徑或特定樹種採收的規定)、枯倒的林木所
造成的危害、焚風、颱風、刺吸式病蟲害等，此
種原因很難在模式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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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隙模式在大多的例子裡，藉由表格化立地一年
中環境狀態，然後配合表格與物種繁殖之環境，獲得
許多種類植物繁殖的重要因子，例如：許多橡木種類
及其他種產生之種子需要枯枝落葉層才會發芽，當在
枯枝落葉層中，這些種子也會被小動物及蟲類所食，
其中有一些種子會被隱藏或未被發現，因此有一些種
類之種子就會受到保護，其他種類則有不同之因子，
趨向於在枯枝落葉層缺少及礦物質土壤存在而能成功
繁殖。

(6)樹的晉級生長(The Ingrowth of 
Trees)：



32

這些及其他因子影響林木種子建立之機
率，且此機制在電腦模式中是不容易發展的，
孔隙模式嘗試獲得森林生態系之重要環境因
子，以篩選被建立的候選或非候選之樹種成
為小樹，而候選樹種(在某地某年)就會逢機
的被選取，且一些被選取的林木(通常1-8棵)
就會生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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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合格種類的依據係透過所有孔隙模式
獲得所篩選出來的種類，包括：

1.土壤礦物質的呈現狀況(Presence of mineral soil)
2.枯枝落葉的呈現狀況(Presence of leaf litter)
3.乾旱或不尋常熱年
4.種子捕食者的豐量度(Abundance of seed predators)
5.地被的光線層次(Light level of forest floor)
6.森林種子庫的狀態(State of forest seed bank)
7.某地的巨觀氣候狀況8.火災(Fire)
9.種源的的出現(Presence of a seed source)
10.種子生物物候學(Seed phe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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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某一高地的出現 (Presence of an elevated 
site

12.絞殺榕屬寄主的出現(Presence of host for 
strangler fig)

13.洪水(Flooding)

14.傳播散布(Dispersibility)

15.刺吸式病害(Episodic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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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模式化孔隙的大小(Size of Modelled Gaps)

在孔隙模式下最重要的競爭交互作用有兩種型
態。一種是由於較矮的樹受到較高的樹的陰影遮蔽
及光消失速率，且與不同樹冠有關。另一種則由於
所有在同一森林立地的樹使用共同有限的資源，通
常光消失是由樣區中所有林木之葉子所計算；資源
之競爭是由樣區之有限資源儲藏量之關係所決定，
這暗示著樣區在光及養分之競爭上是均質的，這兩
種型態的競爭都有不同的尺度可在孔隙模式中被應
用：這些尺度必須可以相容它們之中某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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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實驗上改變孔隙模式中模擬的樣區之孔
隙大小，我們可以產生立地動態改變是樹冠及
資源競爭之函數，若模擬孔隙模式的區域很小，
則陰影與資源的競爭作用就更加強烈，因為兩
種型態之競爭的負面影響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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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於光線競爭，優勢木只有對次級木有影響，
但不會影響自己也不會影響較高的樹，資源的競爭是
影響所模擬立地的所有其他的樹，也受到生長的自我
限制，在較小的樣區，如果優勢林木使用所有或大多
數可利用之養分，則他本身之生長將會遲緩或停頓，
如果所模擬的樣區太小，甚至優勢木都會不能夠生長
到它可能的大小，事實上，它將不會有任何的生長，
在孔隙模式中資源競爭在模擬樣區大小上有較低的限
制，包含孔隙取代過程在模式中有較高的限制於樣區
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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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表達空隙模式中實驗結果與樣區大
小之關係，在此例子中，兩個測驗顯示孔隙取
代過程是森林中被觀察的自然現象，因此模擬
之樣區大小應介於0.04-0.08公頃，實際上，
適當的樣區大小在濕赤道森林似乎可以更小，
這可能是因為太陽起落之角度在低緯度容許陽
光到達森林底層相對上較小的孔隙， 通常，
空隙模式所用之最適當之樣區大小是以森林中
具有代表性的大樹冠優勢木之大小的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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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孔隙模式中不同空間尺度樣區大小
之實驗結果

樣區大小
(ha)

試驗一
優勢樹種能否長到最

大之大小？

試驗二
孔隙取代過程
是否發生？

0.01 否 是

0.02 否 是

0.04 是 是

0.08 是 是

0.20 是 少

0.40 是 否



40

本章中，合理性、假設性與一般化公式
都是孔隙模式中常見的要點，在發展孔隙模
式中使用簡單且容易參數化的方程式以近似
造成森林中小樣區變遷之機制是常見的目的，
例如：單株之生長、萌芽及死亡的表現。

結論



Gap Model的重要性

做為預測森林動態的理論架構之孔隙模
式，許多的推論都是視森林為動態之鑲嵌體之
觀點所得到的，當模式被使用來探討長時間下
森林動態反應預測時，一些推論就會變為明顯
的，在我的觀點，較重要的相關理論為：



(1)一個大範圍的森林動態過程可以藉由模式來描
述，納入每一棵樹生長的動態在林木族群中，
並且納入生長及死亡現象在這些族群中，簡單
的函數式已在第3章討論過，並且為孔細模式
的主要部分，模式的發展是為了要最容易估計
參數，特別是那些未被詳細研究的樹種，它們
也被設計去近似森林中林木間重要相關的一般
函數形式，原始的孔隙模式設計是由Botkin等
(1972)發展至今產生許多模式，電腦碼所執行
模式都是被設計在一個模組形式中，如此就可
以取代在第三章中較多物種特性及機制之函數，
但在缺乏明顯敏感的模式下就只有微小的改變，
整體來看，孔隙模式應用及預測能力是非常好
的。



(2)樹種依其適應的特性進行簡單分類，可因其
相互間對生存空間的競爭產生複雜的互動網
絡：在第五章所討論的以四種角色樹種間的
相互作用及基於兩種更新特性的矩陣包含了
廣泛的生態系交互作用，這些交互作用包括
了角色內及角色間競爭、互利共生及正面與
負面的交互作用，這些交互作用之發生都是
以逢機變化為背景，特別是林木更新的過程。



(3)地景中生物量動態可以發展於瞭解小區塊
中生物量改變的型態以及瞭解地景中區塊的
同步性，隨著時間歷程生物量改變的型態，
當有許多區塊同時受到擾亂可能會有超出的
現象然後再轉為準平衡狀態，而理想化歧異
度較高的森林則不會有超出的反應。而地景
的動態反應是個別區塊動態的反應，是相當
不易預期的，而野外調查和模擬就有需要。



(4)一個地景以鑲嵌體觀點，就是每一區體動態的
合計，基於地景的行為，可將天然地景大約分
為三種廣泛的類型：其種類為本質上非平衡地
景(intrinsically nonequilibrium 
landscape)、有效非平衡地景(effectively 
nonequilibrium landscape)和準平衡地景
(quasi-equilibrium landscape)。這些分類
已在第七章中描述過，這三種類型的地景管理
的策略，非常有可能是不同的。很多策略被使
用來管理自然地景，並假設為假平衡地景
(quasi-equilibrium landscapes)。管理單位
的大小在這些政策之下常是很小，因此我們可
預期他們的行為為有效非平衡地景
(effectively nonequilibrium systems)由小
尺度改變結果推測大尺度。



(5)對於動物物種而言，選擇特定的鑲嵌體地景中
的區塊生育地，動物群落會產生效力不平衡
的地景，而有島嶼生物地理學上統計特性的
聯想：這關係到種類/面積的參數曲線，為一
個重要關聯鑲嵌-動態概念的地景至島嶼生物
地理學理論。



(6)目前所遇的一些問題需要在環境改變下森林動
態學上的瞭解，以提供進一步的發展森林動
態模式：其中三個問題(空氣污染、氣候變遷
及二氧化碳營養化對森林的影響)在第九章已
經討論過，這些問題有許多方面事實上是由
於時間的範圍和空間尺度上孔隙模式可能是
最佳的應用，將尺度和資料應用於這些問題，
一個整合模式的研究方式是需要的，藉由資
料的收集、實驗、與生態系統模擬，以了解
氣候變化或區域性尺度的影響。



第四章

Performance of Gap Models

孔隙模式的成果



一、前言：

當我們完成模式的建構後，通常
會提出一個問題，『此模式能有多好
的表現』。對於所有的模式我們都會
提出相同的問題，並且在說明孔隙模
式的性能之前，適當的討論模式的驗
證(validation)。由於模式為複雜的
假設，因此模式的效能評估是藉由反
覆的假說檢定，其過程為連續的科學
方式。



一般而言，生態模式的檢定即是
所謂的「驗證」(validation)。驗證
並不能解釋哪個模式是較有效的哪個
是無效的。其效用只是相對性的比較。
模式的效用大多只能滿足其所針對的
目標，而並非皆可合乎其他目標的需
求。



Mankin .et al (1977) and 
Cale .et al (1983)使用一套理論用
來解釋及定義幾個有關模式驗證的觀
念。如模式的特性（例如模式的結果、
模式能預測什麼…等等）和生態系統
的特性（例如生態系統的結果、生態
系統如何反應…等等）能夠在一領域
中解釋其可能屬性。



因此將模式的特性分配到標記為M
的圓圈於標記為U的領域中，如圖4.1
所示。將生態性統的特性分配到標記
為S的圓圈於標記為U的領域中。當測
試生態模式時，應學習有關存在
(existence)與重要性(magnitude)於Q
的部分。Q被定義為M與S間相互交感之
區域，藉由觀查，我們可以發現下列
的關係：



情況1：M∩S≠0  顯示模式與生態系統
有一部分的特性相交集

情況2：M＝Q     模式所描述的特性不屬
於系統

情況3：S＝Q     生態系統的特性無法藉
由模式來描述



圖 4.1 



模式模擬的結果大致可分為這三
種情況，我們舉個例子，當於M＝S則
此模式與生態系統具有相同的特性。
但是此類的例子是不可能的。藉由定
義解釋，模式只能描述一部份系統特
性。大多數的事例多為第一種情況，
而若無交集則否決。次要的兩種情況
（情況2和3）通常只會合乎其一種情
況。



滿足條件2的程度的模式可作為模式
的基準。一個可信賴的模式很少擴大預
測範圍，此方式對於生態系統的預測是
不適當。

滿足條件3的程度稱做模式的“適當
的模式＂。一個適當模式它的屬性較一
般的模式而言包含更多的生態系統行為。
因此，模式被架構來充分發揮其對於模
擬事物的可靠性(reliability)或者適當
(adequacy)。



例如，線性模式：以線性模式形式表示
生態系統動態回應，系統行為如在S中的一個
小點。這些線性模式的推測具有很高的可靠
性，但是他們有許多的形式大多不為眾人所
知。

另一個例子，模式被設計成具有極端參
數值來函蓋系統可能的行為，用來計算合乎
邏輯的數值但其對於實際價值有過高估計。
這些模式有很高的推估能力，但是，他們僅
能在他們預測範圍確切地預料系統的變化。
在一般情況下，模式有一定程度的可靠性(條
件2)和一定程度的適當 (條件 3 ) 。



(Shugart and West [1980])分成兩種基
本方式測驗模式

(1)證實程序(verification)：

證實是將模擬的結果與建模時及
估計參數時所用的觀察值相比較是否
與原觀察值相符合。例如，證實在一
般模式的過程，通常利用F測驗用來測
驗他們的參數與觀察值是否具有有顯
著的關係，並且修正迴歸參數。



然而藉由考慮限制生物結構和
發展因素來證實生態模式，這些限
制因素是非常強烈，以致於能夠作
為模式與生態系統的特性，可作為
生態系統的測驗的依據。而模式的
證實是為了確保模式滿足計畫目標
的一套方法: M∩S≠0 



(2)驗證程序(validation):

驗證是以非建立模式之資料測驗
模擬的結果和以估計它的參數已瞭解
模式和觀察值之間的關聯性。以真實
系統為背景，固定的獨立測驗模式的
輸出易於建立模式可靠性的程度，則
可藉由模式來預料自然界性質。驗證
程序式涉及條件 2 (在上面描述) 。



在這個章節中，將定義證實、驗證、
應用的意義作為模式測驗的方式。相同類
型的預測模式是可證實的 (當模式與實際
資料相配合)，驗證(當模式輸出和資料為
獨立)，或者運用(當無法獲得資料時，但
是由於某種原因需要預測)。

而本文其餘的章節目標是要介紹多種
已經應用於孔隙模式的測驗。最初測驗主
要是在作模式的檢驗，以集中於模式的能
力在森林生態系統中瞭解模式的組成結構。
後續的測驗主要在於模式證實和針對森林
詳細的架構和動態學。



General Patterns of Compositional 
Dynamics Simulated by Cap Models

動態模式：孔隙模式

模式的測驗是要瞭解模式是否能用來
模擬生態系統的表現。當模式其中一個的
參數 (是否由統計或其他方式) 被約束時，
則要將自然界的性質與已知的模式相匹配
是更加更困難的。



然而，考慮生態系統和孔隙模
式的結構，可使模式中參數能與現
實情況相符合。多數孔隙模式在其
結構方面。這些初始模式檢驗涉及
一些限制因素，使得模式能預測森
林特性的能力以及使用合理的模式
參數。這些模式測驗已經用孔隙模
式處理的有關森林領域的模擬。



Australian Montane Eucalyptus 
Forests

BRIND 模式(Shugart and Noble[1981])
在海拔範圍900-2.400米、坡向為東南方
的Brindabella區域（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A.C.T.)）模擬18種桉樹樹種（表

4.1）的動態學。alpine ash (Eucalypins 
delegalensis)桉屬樹種為此區域之優勢樹種，
用來證實BRIND 模式模擬1600M海拔高的
山區。在這兩個情況展示出野火發生的機
率為0.02 year-1(圖4.2) 。



BRIND 模式將火災強度模擬為一種氣候狀況
運作，透過地區氣候記錄與火災方程式結合，其方
程式是由McArthur (1967) and Luke and McArthur 
(1978)從經驗計量所得到的。若模式沒考慮火災因子
則E. delegaiensis為此區域之先驅樹種，其所佔的生
物量幾乎為98%(圖4.2)。剩下的生物量，以為矮性
灌木如Olearia cirgophy和Bedfordia salicina所佔有。

為何E. delegaiensis為此區域之優勢種，其原因
可認為其相對於其他的的競爭樹種有較好的生長速
率以及它有高生長的潛能。桉屬植物
E.delegaicnsis 對於火災的干擾非常敏感，因此當
火災因素被考量於模式，將會大大地改變這個區域
的動態組成。



對於週期性火災(其間距為50年)(圖 4.2)，
在模擬的600年時期中E.delegulensis的優勢度
規律性減少。桉屬植物Eucalyptus delehatensis其
成熟的樹，會因火災干擾導致死亡而釋放的種
子更新。如果相繼發生兩個火災(其間距約20
年)，沒有種子能承受第二次火災的干擾，因此
缺乏種子來源的樹種將會滅絕。

對於增加的火災干擾而生存的樹種其生態
屬性可區劃為耐火性的樹種。模式所模擬的情
況與 Brindabella Range 區植群變遷的形式相符
合(圖4.2)。當發生規則性的火災干擾，可藉由
BRIND模式顯示出這個地區的森林複雜的穩定植
物類型。





Arkansas Upland Forest

FORAR模式(Mieike. et al [1977. 1978])在阿肯色的高
地模擬33種樹種(表 4.2)。在不考慮火災因素的
干擾情況下，FORAR模式模擬南阿肯色高地的混合
橡木松樹森林(圖 4.3)，說明藉由野外觀察所得
知連續性代替的情形。在模式開始模擬的250年內，
濕地松(Loblolly pine)為此區域的主要優勢樹種，
隨著森林鬱閉度下降逐漸產生森林縫隙，特別是
particularly sweetgum和black cherry此兩種樹種。在
模擬的的200-600年間南方紅橡木(Quercus falcata)
為優勢樹種。模式所模擬出的結構動態為混合的
松樹針葉林與南阿肯色的森林類型一致，特別在
被遺棄的多年且無火災干擾發生之地區。



對於週期性火災 (其間距為每24
年 圖 4.3 )，徹底改變整個族群結
構。在模擬600年期間由南方紅橡木
(Quercus falcata)轉為Pinus taeda成為
優勢樹種。這個結果與在南阿肯色具
有廣泛的火災干擾的松樹區域所觀察
的歷史一致。





Australian Subtropical Rain Forest

KIAMBRAM模式模擬125中樹種（表4.3）於鄰近 the
New South Wales-Queensland border的亞熱帶雨林。
簡短時期 (大約15年)包括先驅樹種以及原有的樹種，
如early secondary或是遊牧民nomad的樹種出現於
30-60年之間。這個時期的典型物種是 Acucia
melanoxylin或者Polyscias elegans。次要的97種先驅
樹種減少明顯性的減少（圖4.4）。在這短暫的時期
內，late-secondary的種包含了22種商用樹種有一
段時期的優勢。模擬成熟森林最後的樹種由Ackamu
paniculuia、 Argyrodendron 物種和熱帶榕屬植物樹
種。成熟的熱帶雨林的組成結構與 Wiangaree的森
林顯示出有緊密相似之處。



典型物種是Acucia melanoxylin
或者Polyscias elegans。次要的
97種先驅樹種減少明顯性的減
少（圖4.4）。在這短暫的時期
內，late-secondary的種包含
了22種商用樹種有一段時期的
優勢。模擬成熟森林最後的樹
種由Ackamu paniculuia、
Argyrodendron 物種和熱帶榕
屬植物樹種。



Southern Appalachian Deciduous Forest

FORET模式於阿帕拉契山區南方的落葉森林
(圖4.5)模擬33種樹種(表4.4)。其結構組成
混合的橡木森林和非耐蔭性樹種的縫隙階段
的樹種所組成的落葉林林區。成熟的森林組
成結構南方Appalachian森林的歷史描述類
似。將較本文後章節詳細討論 FORET模式的
結果。





Mississippi River Floodplain Forest

FORMIS模式於密西西比河氾濫平原模擬不同水災機制
和土壤的類型所聯繫的森林，模擬33種地方性的樹種
(大多數為落葉性的闊葉樹種 表 4.5)。模式結果對於
有高水災機制如在牛軛湖、沼澤地和其他的水域系統
周遭可發現模式模擬的結果於目前研究區域內的氾濫
平原相符合。當發生洪水的機率增加時，從cypress 
(Taxodium) swamp (Fig. 4.6) 轉變成 Tupelo (Nyssa) 
swamp，這些樹物種是由不同的silvics中起源。
Taxodium能夠生長在一年皆為淹水的條件下，但是它
必須先在乾旱地區上生長。因此，處於非常潮濕的情
況(例如在牛軛湖)。Taxodium的更新取決於長時期的
排水時期，能存活於乾旱與少河水災害的時期。
Taxodium更新不如的 Nyssa 發芽更新策略，當排水的
情形時常發生。





Northern Hardwood Forest

JABOWA模式(Botkin， et al [1972])於北方的
闊葉樹種森林模擬13種森林樹種的動態結
構(表 4.6)。組成結構動態學藉由模式模
擬 (圖 4.7)，其模擬的結果與在此分水嶺
出現的情況相似。把模式用為作統一方式
來敘述明顯的格局以及產生模式的機制過
程。JABOWA模式在長時間(比600年更久)的
模擬不同海拔梯度樹種的分佈帶而言與幾
個早期的觀察相符合。





Puerto Rican Montane Rain Forest

FORICO模式(Doyle 1981)在波多黎各東北
的 Luquillo 實驗中模擬低海拔山區雨
林:在本地稱為tabonuco的樹種為此區
域的優勢樹種，FORICO模式於1/30公頃
的樣區中模擬36種樹種(表4.7)，六種
重要的樹種的演替動態(圖 4.8)的物種
代替和共顯性的情形能在實際森林情況
發現。而FORICO模式易於低估棕梠科的
豐富度(特別在沼澤地地點)。





Southern Wetlands Vegetation

SWAMP模式(Phipps1 1979)為了DeWitt附近的國家野
生生物保護區。SWAMP模式於1/25公頃的樣區中模擬
25種樹種生長(表4.8)與之前在阿肯色州討論的
FORMIS 模式相同森林生態環境 。

Phipps 從已經受伐木干擾的地點用實際樣區資料進
行模擬，並且他注意樣區旁樹種地區的變化(圖 4.9 )
作為這些樣區恢復情況的比對。這種模式測驗在這個
章節中已經加以討論過了。將在下面討論縫隙模式其
他方面的架構測驗。





Extended Compositional Tests on Gap Models

孔隙模式的擴展測驗

現實的情況往往會約束這些模式的參數，這些檢驗
在證實不論孔隙模式是否能模擬當地森林的動態特性。
即使一般和測驗有效地用於拒絕不適當模式，以及提供
關於森林相關資訊。通常測驗涉及樹種代替的形式大多
數主要樹種的動態學和“成熟＂ 森林中樹種間豐富度的
分布型態。在某些情況下，把預測老林份結構的結果作
為模式的驗證(在Botkin， et al [1972a] 中所提到的
JABOWA 模式和用於 KIAMBRAM 模式(Shugart。 et al 
[1980a])。因為這些物種參數估計是從物種的 silvics和
老的林份資料所建立的。



擴展模式結構測的驗涉及模式在
實驗條件下模擬森林的能力。因為直
接在森林藉由實驗獲得資料是罕見的。
由於這個原因，大多數擴展結構測驗
根據實驗的目利用推理來表示自然事
件。



例如，在測試 FORET 模式時。Shugart and 
West (1977) 利用chestnut blight作“ 前後
對照＂的實驗做為模式的驗證。真菌的寄
生蟲和Endothia parasitica被引進到紐
約重要的種子儲藏園中，在30年內，他破
壞所有種子園中所有Castanea  dentata的木
材。利用上述可獲得資料來估算了FORET 
模式參數和相同的模式發展，以致於不用
藉由模式獲得適合曲線估計chestnuts的
參數。藉由模擬阿帕拉契山區南方southern 
Appalachians的森林證實模式的能力。



Tharp‘s (1978) FORMIS 模式在密西西比河氾濫平
原的地區中對於不同水災強度和不同的土壤， 預測
森林組成結構且其模式被證實。圖4.10顯示在澳洲
阿爾卑斯山脈桉屬植物森林的高度分帶。Shugart 
and Noble (1981)用 BRIND 模式來預測這個高度的
生物分帶和不同的森林類型的矩陣對於火災頻率改
變的影響 (圖4 11)。在高海拔 (大約1500米 圖4 
11)，模式模擬為E.pauciftora (snow gum)優勢樹
種的純林或者(高野火發生率) Acacia dealhata 和
Banksia marginata的灌木叢或者為這二種的混合。
上述這樣的森林用稱作snow gum森林。圖4.10 在大
約海拔1300米(圖 4.11)，模式預測 E.pauciftora
的純林(圖 4.10)。



Patterns in Forest Structure Simulated by
Gap Models

孔隙模式在模擬樣區中每一棵樹的直徑，提供一
個能夠詳細預測森林結構並且可與真實資料作比較作
為模式的測驗。一般的檢查水準，不論動態模式的林
份架構為何，人們都能夠合理的檢查。在森林結構方
面連接第一部分章節所謂的compositional測驗，因為
森林的結構其包含了模式的架構。通常以現存的樹種
經常被作為表達森林結構主要方式。藉由圖4.15來描
述於 Brindabella 山的地區中森林結構的變化。由檢
查許多模式模擬的架構和結構的變化產生了這個圖表。
在圖4.14方面說明了模式模擬一個情況的例子。架構
測驗Structural tests是測驗模式精確預測分佈能力
的統計方式。





Doyle (1981)也透過不同時期的森林
來預測林木直徑的統計分布，然後透過這
些預測的分佈資料與美國農業部森林服務
學院提供波多黎各熱帶林業的實際資料驗
證 FORICO模式(圖 4.16)。這種模式測驗
的優勢是它同時模擬出生、成長和死亡於
模式中呈現出來。



在圖4.16a的例子中，
它有規律地預料每一個
直徑級，但是直接低於
實際值的分佈情形。在
老的森林(圖 4。16b )，
預料的和觀察的直徑頻
率曲線的形狀和細節是
類似的；然而，對於模
式的一個趨勢在20cm到
50 cm範圍預料與實際
有相當大差距。Doyle 
使用 Kolmogorov 測驗
和找到模式結果 (圖4。
16 ) 和野外調查資料
之間的沒有太大的差別。



由於幾個原因這些預測的曲線能夠於以他
們不同的觀察方式來瞭解其模式的基本形式。
如果在模式中太少的更新木，這些初始尺寸
分級將會太低; 如果有太多。他們將會太高。
錯誤的樹林木生長速率能夠造成曲線改變，
甚至改變死亡率。緩慢成長數率或者高的死
亡率能夠使直徑曲線在更大直徑級中太迅速
散去。壓制成長的影響與最小和最大的直徑
級以及高死亡率皆為聯繫曲線的一些部分。
這是由於直徑成長在大樹方面其速率趨於緩
慢以及產生成長壓制的競賽在小樹中為最高
可能性的事實。



結論
這個章節介紹在不同地點的森林所發展

孔隙模式。這些模式將用在往後的章節來探
索森林的系統動態學。按照森林所發展的模
式結構和動態學、森林對坡度的回應，以及
森林的架構在這個章節中已經詳細討論了，
期望可以為讀者提供足夠的細節的觀念對於
模式其如何表現。在模擬森林生態系統的行
為孔隙模式顯得非常重要。在某些情況下在
能成功複製非建立模式之資料(模式的驗證
在這個章節中已經論述) 。



應該把孔隙模式看作成一種電腦模擬
模式，由於他們能包含大尺度森林系統的
反應 (在空間和時間中)是值得加以探索。
當模式考慮有關更多環境條件的理論，記
得，這些模式僅是森林的生態系統潛在行
為其中一個機制的代表。孔隙模式的價值
在於將理論和實際森林屬性相互聯繫。不
論在哪裡使用模式，皆有能力來模擬真實
世界，而非作機械式的解釋。Horn把一個
模式看作“ 模擬現實的世界＂因此可藉
由可適當解釋現實社會的行為。



於有森林覆蓋地區的鑲嵌體之區塊動態

Patch Dynamics in Forested Mosaics



前言

• 若將被森林所覆蓋的地景視為一個優勢
樹冠林木所佔據的鑲嵌體（如圖5.1），
以不同的尺度定義所謂的區塊動態，例
如在鑲嵌體元素尺度的動態視為區塊動
態，以整體鑲嵌體尺度的動態視為地景
動態，換言之，地景動態是區塊動態的
集合。本章將討論區塊動態重要的特徵，
而第六章也會討論到區塊動態的議題。





孔隙中的再生循環
Regeneration cycles in gaps

• 循環最重要的是在一個區塊的生物量的周期性
變化，這個區塊的生物量促使其它周期性的變
化於光、森林地被的溫度和營養的供給。

• 森林內單一的區塊以許多小林木的生長為表徵，
直到一或二棵林木的生長至一定的優勢並超越
其它樹種。

• 100年以後或更久，這些優勢木死亡和一個新
的族群或同齡的個體林木開始生長。這些幼齡
木的競爭、成長和死亡，一直到一種樹種變成
優勢木且結束這個循環再生的過程。



圖 5. 2：在一個森林的典型小區塊中生物量變化（以FORET模式
模擬 1/12 ha的樣區）的波動狀況，以樹冠林木的死亡及其後代
生長反應表示之（source: Shugart and West 1981）



• 理論由好幾個學者所提出，如Egler （1954）,
Spurr and Barnes （1971）, Mueller-Dombois
and Elienberg （ 1974 ）和 Drury and Nisbet
（1973）。

• 依循干擾的新林木再生觀點是由於大樹冠林木
的死亡視為是從幼木所表現出對其原生優勢樹
冠的陰影忍受力。這個過程包含出生-生長-死
亡的循環，由於孔隙經過再生得到更寬大的後
代生存優勢。

• （大林木所佔據的空間對其它區塊環境的改變
有一定程度的影響）。

孔隙中的再生循環
Regeneration cycles in gaps



• 新生林木的再生（建立）或許是來自幼苗的新
個體或在有干擾之後，即入侵立地而萌芽且能
夠和任何隨後加入的個體競爭。

• 詳盡的測試任何一個假設所得到的問題皆是缺
乏直接的證據．

• 一個森林的林齡分布知識能提供解決這個問
題．不幸的，樹木大小不一定是依靠林齡來指
示，且林木大小分布的檢驗，經由不可知的事
件（干擾）的引出可能會較易造成誤解和顯示
出取樣困難的現象（小樹的族群動態介於小苗
和發芽之間）．

孔隙中的再生循環
Regeneration cycles in gaps



• 二 個 基 本 問 題 由 於 自 生 / 異 體
（autogenic/allogenic）的假說導致於尺度加倍
困難。

• 一個物種本身再生於一個自生型式，當另外物
種需要一干擾和再生於一個異體的演替。

• 尺度於一個森林能產生證據支持一理論在一時
間和其它時間；或者森林在一位置也許是自生，
當另一個森林在不同位置可能是異體在它的演
替型式。

孔隙中的再生循環
Regeneration cycles in gaps



• 其次，多數的機制（但並非全部）已討論過
（例如在其它林木下之林木生長），像是操縱
自生演替運作在一個空間尺度，比較受輕微的
干擾操縱異體的演替（如火災、颶風與洪水）。
輕微的干擾，諸如一個別的林木的死亡是自身
的自生，一個倒木干擾的大小規模依據倒下的
林木大小。

• 此外，一些異體干擾，特別是火災，可能是控
制到一個經由自生考慮的程度，如燃料負載。
不顧異體的程度是否於大規模的干擾，在一個
區塊尺度下，一個森林狀態對干擾的本質與強
度有著重要的影響力以孔隙模式模擬之。

孔隙中的再生循環
Regeneration cycles in gaps



輕微的干擾於孔隙模式
Small Disturbances in Gap Models

• 孔隙模式的生物量動態有一鋸齒型式的特色
（如圖5.2），在相同尺度的所有模式之上，概
化結構的和組成反應是比較困難的。

• 以FORET模式模擬的森林孔隙的結構說明之
（如圖5.3）。隨著林木大量死亡，生物量曲線
恢復的初期以大量的幼苗和芽表示之（如圖
5.3a），或多或少的同齡林生長；相互競爭
（圖5.3b）直到一種個體達到優勢才停止（圖
5.3c）。如果個體生長的夠大，而最後遮蔽的
範圍實際上相當於全部較小的林木。緊接著這
棵樹木死亡，樣區的生物量銳減，而新一波的
再生即將開始（圖5.3d）。



圖 5. 3：以FORET模式模
擬森林孔隙的結構，在孔
隙尺度的生物量曲線中心
不同的部份。一次再生循
環期的孔隙尺度生物量
（mg/ha 相對於時間的林
木）。（水平尺度為垂直

尺度的2倍）

（a）再生森林的結構；
（b）在同齡林區塊的樹
冠競爭；（c）由一個樹
冠林木形成優勢的樣區；
（d）依循優勢木死亡的
再生



• 在FORET模式的模擬中，有相當可觀的變化在
林分再生格局中。

• 假如一物種的樹冠是相對較小，它在成為優勢
樹種後會馬上死亡，新的演替樹種可能從次優
勢木中馬上產生而不是從幼苗。

• 假如生長速率不一致的話，有時候已經建立一
個合理大小的林木可能是幼苗發育過度。

• 一些短暫出現的物種，死亡能敞開樹冠，因此
耐蔭性的物種能在它們下面發展和慢慢的生長。

輕微的干擾於孔隙模式
Small Disturbances in Gap Models



• 物種藉由環境梯度所導致的生長速率變化也能
改變它們演替的狀態。

• 例如圖5.3所模擬的北美鵝掌楸。這鋸齒狀的生
物量曲線和孔隙其它外觀的變化是相關連的，
強調當生物量與葉面積是隨著大林木的減少而
下降時，不同階段的林木生活史導致不同的孔
隙發展曲線。

• 林木再生方面是特別強調像再生的幼苗和芽關
閉樹冠，強調為生存改變生長和形式。最後，
在生物曲線、物種壽命及死亡形式的波峰能夠
影響下一個階段的再生。

輕微的干擾於孔隙模式
Small Disturbances in Gap Models



再生和孔隙大小
Regeneration and Gap Size

• 在森林地覆中，大量林木生產下降的突然變化與重要的
生物變數有關係。

• 更多陽光的獲得，導致土壤溫度的增加和相對濕度及土
壤表面濕氣的減少。

• 因高處的樹葉與樹枝缺乏，降雨能量被釋放到土壤表面。

• 在孔隙形成後的土壤性質改變，包含增加分解和可獲得
的養分。當林木下降時，在小地形中的礦物土壤是暴露
的以符合變遷。

• 突然的變化在這些或其它重要變數可能迫害已建立的苗
木，因為微氣象改變或許可作為植物的優點（或缺點）
或其它生命形式，由於苗木競爭。



再生和孔隙大小
Regeneration and Gap Size

• 當一個小林木死亡時，產生的孔隙是小的；和
在這樣情形下生長至充滿整個林木（Trimble 
and Tryon 1966），這樣的情形，森林地覆環
境的變化是輕微，樹種的演替直到其它林木或
者萌芽得到優勢，在大量的孔隙中，也可能會
有不同樹種的演替。

• 然而，被建立的樹苗將傾向有一個邊緣於這競
爭為樹冠空間．於更大的孔隙乃是因為一個大
的樹冠消失，這典型的孔隙型式應用（圖5.3）。



再生和孔隙大小
Regeneration and Gap Size

• Denslow（1980）記錄一個環境變遷的光譜當作在熱
帶森林中孔隙大小的函數。

• Denslow （1980）, Pijl（1972）, Whitmore（1975）, 
Grubb（1977）和Bazzaz and Pickett（1980）提出孔隙
模式考慮許多物種的屬性，如林木孔隙大小相關的再
生格局差異性便相當重要。

• 這樣的屬性通常是被應用當作過濾（見第3章）加以
篩選樹種名單，這是靠模擬微量元素來獲得；包含光
線需求、水分需求、散佈、種子壽命和每一樹種的種
子儲藏等。不同時間進程及不同物種幼苗數量的變化
如圖5.4，包括北美鵝掌楸、二種櫟屬及槭樹。



圖 5. 4：以FORET模式模
擬3,000年的物種在森林孔
隙中（1/12 ha）的幼苗再
生



決定孔隙大小的物種角色
The Role of the Species in Determining Gap Size

• 地景尺度過程（見第6章）如火災、颶風與山
崩，全部能建立非常大的、開放區塊於某一樹
種的再生。干擾發生在生產稀少的間隔期，即
使是小規模地運作（如特殊種的疾病或電擊），
可能會引起大的樹冠孔隙。

• 經常性的干擾常能減少孔隙的大小，假如他們
時常發生以致於樹冠死亡率提高到足以減少典
型樹冠的大小。

• 孔隙大小隨著這些外在因素的影響，亦受到物
種組成的內在變異的影響。個別優勢木的狀態
能影響孔隙大小的分配當作組成的一個函數，
相同的方法如干擾頻率影響孔隙大小的分配。



• 事實上，這是由於優勢木的樹種顯示它的最大
尺寸。

• 此外，當樹種達到成熟期時，一些樹種突然死
亡（例如意外死亡） 。其它物種也可能因磨損
而死亡，所以林分數目的參差不齊，一直繼續
影響到微量元素的均衡，甚至在樹木死亡之後
也是如此。在森林底層的環境，死亡類型的差
別也影響變化的程度和非常態的突然變化。

決定孔隙大小的物種角色
The Role of the Species in Determining Gap Size



• 因為死亡林木的大小，因此產生一個孔隙，影
響再生（影響樹冠組成），和有可能是介於樹
冠組成和樹冠孔隙大小之間的影響程度。

• 例如需要大的孔隙來再生的一種樹種被期待生
長在一個大的孔隙大小，因此，它的死亡將創
造需要再生的條件。如此互相適應的型式格局
決定樹種的角色（圖 5.5）（Shugart et al. 
1981）。

決定孔隙大小的物種角色
The Role of the Species in Determining Gap Size



圖 5. 5：孔隙需求及孔
隙產生的林木生活史
特質的角色
（見圖 5.6：說明所舉
例的物種森林動態）



物種在區塊動態所扮演的角色
Roles of Species in Patch Dynamics

• 二種非常普遍的再生類型，結合二種樹種死亡
後建立孔隙能力的評估，可定義成4個角色
（圖 5.5）。

• 這些角色能被使用於檢查小規模的森林區塊動
態。可能以黑白對比於多彩色的示意圖表示角
色的內涵。

• 例如角色1物種可能在某一種情況下是扮演角
色3的功能，若角色1的物種在可能瀕臨死亡前
已經有能力長成一個大的大小尺度。樹種角色
的結果在地景尺度在第6章被談論。但它是包
含區塊規模角色，是越過一些孔隙模式的跡象。
在小尺度土地上，角色特別重要。



• 再生需要一個大的孔隙，迅速成長到一個大的
尺寸，然後突然死亡。事實上，物種可預期規
則地生產，即被期待長時間存活的種子能夠有
效率地散佈。

• 如北美鵝掌楸的例子，以FORET模式模擬之。
這種物種在礦質土中有最好的再生條件，足夠
的光線和濕度。它有利用風來傳佈的種子（有
規則地生產和大量），能在土壤存活7年
（Fowells 1965）。

物種在區塊動態所扮演的角色Roles of Species in Patch Dynamics

角色1物種Role 1 Species（北美鵝掌楸）



• 這種耐耐蔭性樹種生長迅速，可長成相當可觀
的直徑以及高達50～55公尺的樹高。大樹常因
風倒而死亡，且大的黃楊林分死亡是罕見的。
此樹種在美國南方的阿帕拉契山地原始林中可
以長得很好，它的生存能被歸屬於到孔隙現象
的取代（Skeen 1976與Runkle 1981）。

• 森林小尺度動態包含角色1樹種（以FORET模
式模擬的北美鵝掌楸）（見圖 5.6a），是強調
擁有非常大的最大生物量值之鋸齒狀生物曲線。

物種在區塊動態所扮演的角色Roles of Species in Patch Dynamics

角色1物種Role 1 Species（北美鵝掌楸）



• 一些案例不需要再生的孔隙，因為新的大孔隙
對其生長不利。他們是耐蔭樹種，在適當的大
尺度下合理生長，其生存的時期長且死亡緩慢。
植物的再生可能與幼苗的再生同等重要，如美
國山毛櫸（Fagus gratidifolia）。此種樹種相當
具有耐蔭特性。它生產大量可食用的種子，因
此一些掉落於農田的種子，必須藉由藉由枯枝
落葉層保護才會有更多的生存機會，因為他們
是松鼠和其它森林哺乳動物的食源。

物種在區塊動態所扮演的角色Roles of Species in Patch Dynamics

角色2 物種Role 2 Species（水青剛）



• 隨著死亡，這些不是生產典型地孔隙，但就成
功的再生而言，他們是需要孔隙的。

• 不可否認的，此樹木通常有一個非常的好散佈
能力，且能夠再生在大量總數於適當的同齡立
地再生－甚至這些立地對種源位置而言，是相
當遠的距離。

• 此林木常有高生長率和短期生存範圍。事實上，
樹木的死亡通常是由於疾病和害虫所引起。

物種在區塊動態所扮演的角色Roles of Species in Patch Dynamics

角色3 物種 Role 3  Species（高麥珠子



• 例如澳洲雨林的高麥珠子，高麥珠子是針葉樹、
速生樹種、耐蔭性樹種，且通常是短期生長的。
它寬泛地散佈，如種子於森林的土壤，它出現
和萌芽在暴露在陽光下。高麥珠子是一棵小樹
木（最大的直徑為0.5公尺及最大樹高為20公
尺）。單株林木的死亡，不是以製造一個大的
干亂來再生。

• 在森林的區塊生物量動態只有高麥珠子組成，
如利用KIAMBRAM模式模擬一個0.05ha的樣區
（Shugart et al. 1981a）（圖5.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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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3 物種 Role 3  Species（高麥珠子



• 不需要再生的孔隙；因為他們小，不會因死亡
而產生孔隙。小的物種樹木被發現於很多雨林
的次樹冠（Richards 1952與Whitmore 1975）。
因為角色4物種是小的，且常發生於變化非常
大的森林，他們的生境不如角色1及角色2的物
種有名。

• 在KIAMBRAM模式母數，他們常表現出適當
的生長速率和出現長期生長的樹木。

• 角色4物種經由根發芽再生，且能夠演替在原
封不動的樹冠之下；然而，再生在稀疏樹冠之
下的環境會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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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4 物種 Role 4  Species（Bologhia lucida）



• 例如Baloghia lucida利用KIAMBRAM模式模擬一
個0.05ha的樣區

• Baloghia lucida有時在澳洲稱作scrub bloodwood，
出現於雨林沿著澳洲的東海岸上，如同英格蘭東
部的諾福克（Norfolk）、蘇格蘭貴族之島（Lord 
Howe Islands）和新蘇格蘭（New Caledonia）。

• 他是一個小型樹種（高20公尺，直徑30公分; 
Francis 1970），其木材適合地板及小的加工品。
這樹木有可能是十分豐富的（例如在Lamington國
家公園北方的新南威爾斯（New South Wales）），
如次樹冠木於成熟的雨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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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4 物種 Role 4  Species（Bologhia lucida）



• 一個假想森林的區塊尺度生物量動態，由角色
4所組成（利用KIAMBRAM模式模擬Baloghia 
Iucida在一個0.05ha的區塊）（如圖 5.6d）。

• 曲線相對地是無變化，期待是在一個穩定的異
齡林。在相同角色的樹種之中在一特定的林分，
整個演替過程的細節，大概在解釋樹種的生存
是非常重要的。

• 此外，成功再生樹種的不同組合在一個立地上
（起因於任意的結構或隨機的結果），維持類
似樹種的高度多樣性在一個孔隙模式的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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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4 物種 Role 4  Species（Bologhia lucida）



• 一個可使用林木的這四種區塊尺度的角
色，在適合樹種組合的特色之中組織更
大的模式。角色是一個組織的有效途徑
適應於樹木的特色．然而，現在的方向
是如何將這些角色互相作用形成生態動
態學在這森林區塊的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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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4 物種 Role 4  Species（Bologhia lucida）





樹木的角色與森林生態系的動態

Tree Roles and Forest Ecosystem Dynamics

• 不同森林可能都包含4種不同角色的表現，譬
如，假如樹高的最大值是利用林木大小的指數
得知（和孔隙產生在死亡），澳洲的亞熱帶雨
林（如同用在KIAMBRAM模式的參數化），
出現一些樹種於4種角色（圖 5.7 a, b）。

• 類似參數的分類是來自FORET模式的延伸版本
（Solomon et al. 1980），顯示角色4不是為了
證明於北美洲的東方森林和（關於澳洲森林）
不同角色1的排列（圖 5.7 c, d）。在有潛在颶
風的波多黎各山地雨林，如FORICO模式模擬，
似乎沒有樹種角色1範圍內（圖 5.7 c, d）。



• 從圖5.7可證明：物種的變化是依據大小分類和
再生生境是二種統計方式和確定傾向而不是始
終如一的。

• 樹種的多樣性在一個角色之內，大概是一個森
林生態系某些函數的指數；然而，在一個角色，
一個單一的良好適應種在一個缺乏適應種的地
方能有非常大的影響。

• 譬如波多黎各山地雨林沒有顯示一個角色2的
豐富（圖 5.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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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一個角色2的物種Dacryodes excelsa，在
這特別的森林是優勢樹種。事實上，
Dacryodes-Sloatzea組成（Beard 1944）是分散
在安地列司群島各處，並且在二個成功的角色
2樹種之後命名之（Sloanea berteriana是圖5.7e
的另一個角色2的物種）。

• 不同角色的成功樹種被期待影響其它樹種在一
個小的區塊於不同途徑，譬如，一個大的成熟
的角色1的樹木將靠它的死亡，被期待創造一
個大的孔隙來支持自己的演替，同樣地在其它
角色1和角色3的樹種於一個社會之中。

樹木的角色與森林生態系的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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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1的小個體死亡將創造一個小孔隙，
導致將傾向於支持角色2和角色4樹種的
演替。其它角色被期待影響演替在他們
自己之中，如生態學角色的一個複雜的
相互作用並且屬於大小或者空間尺度．
當樹冠的死亡創造大的孔隙的時候，和
角色2與角色4增加在死亡型式產生較小
孔隙的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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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個重要考慮林木的結果，包含一個森林佔有這些角
色．這第一是實際科學上的考慮．經由樹木驗證函數
角色，能開始一個分類那個傳送關於森林動態學方面
的資訊。一個角色2樹木優勢森林（圖 5.6）有一個
小規模的動態反應，是不同於一個角色1樹木優勢森
林。

• 4種角色的使用，如建造積木去建造假想的森林動態
為一個小的區塊，可需要詳細的了解樹種的生活史，
然而它是複雜的。例如Shugart et al. （1980b）研究山
毛櫸（Fagus grandifolia-角色2 ）和北美鵝掌楸
（Liriodendron tulipifera-角色1）二種樹種混合的行為
的一個假設，在氣候緩慢改變的影響之下。



• 這二種樹種都能演替在氣候變遷的所有條件之
下並且緩慢地增加生長速率偏向較溫暖的氣候。
在寒冷的氣候之下生長速率減慢（圖 5.10）並
且角色2樹種為優勢林分（如證據經由鵝掌楸
的低百分比，即意味山毛櫸有一個高的百分比
在這較低的degree-day values（圖 5.10）。

• 同樣地，在較溫暖的條件之下，林木大量生長
並且鵝掌楸為優勢林分。至於那二個可能的森
林（鵝掌楸或山毛櫸佔優勢），真正地發生靠
氣候變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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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更多的理論，樹木角色的考慮是
思索性的，但它也是一個潛在地指出為
了解混合樹種的森林的組織。最普遍的
概論，社會常被認為是堅固的結構經由
競爭在他們的成員之中（Pianka 1981）。
這些競爭的相互作用有一個消極作用在
這些族群有關的，與自然淘汰將偏好個
人在這些族群之內，誰的屬性最低的結
果。



• 這些考慮常是於傳統的α矩陣（例如Levins
1968提出相互競爭之Lotka-Volterra方程式）

•

• Ni：第i種樹種的生物總數 ri ：第i種樹種本質增加的速率

• ki：第i種樹種運送能力 aij：樹種i和樹種j的相互競爭

樹木的角色與森林生態系的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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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7：以最大尺寸的物種分
佈及從三個孔隙模式中再生生

境的物種參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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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tka-Volterra方程式通常考慮二次泰勒式近似
值到不論什麼複雜性關連於一個社會（May 
1973）；他們研究當更多複雜的本體時之近似
值。

• 但Lotka-Volterra方程式或許是太簡單化自然現
象（Neill 1974）。無論什麼情形，方程式的使
用，有充分利用著作在競爭方面以及用傳統的
方法去做相互競爭作用的影響的數學研究。



• 樹木間複雜的相互作用利用Lotka-Volterra 方程式；
因為個別的競爭性強烈地是大部份關係到它的大小。

• 在Lotka-Volterra函數中，大小不是一個林分變數。
這注解關於樹木競爭關於這傳統的競爭理論，如此
被視為一般化。

• 圖 5.8是一張相互作用的圖在決定這遊戲的規則在
這4角色之中．內部的規則和角色的設定，種內的
競爭在Lotka-Volterra 方程式，可能影響適合的模式
依照資源區分的古典方式（Schoener 1974），或者
限制類似強調演替的模式（May 1973，Grubb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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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模式在圖5.8，包含不同的交互作用的排列，
包含的並非只有競爭，亦包含了互利共生的競
爭（ Lawlor 1979、1980），互利共生（ Goh 
1979和Travis、Post 1979），和nonsymmetrical 
正面/ 負面交互作用。

• 譬如角色2樹種施行一套條件（統治），導致
孔隙演替樹種是受惠的，在大量角色2樹種死
亡，角色3樹種移植產生的孔隙和創造條件是
有益於角色2演替．互利共生的循環被發現於
實際的林業．於角色3樹木的栽植農作物的使
用，到促進商業的演替和成長重要的角色2樹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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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gonning and Roberts（1979）研究這個問題，
隨機地組合社會隨著 Lotka-Volterra 方程式排
列是極端的，不太可能是自然穩定狀態（例如
一個20種樹種的組合，其機率是微小的（10-
6））。

• 他們最初的觀察，可變的事先調整將排除這問
題敘述到角色在森林社會的想法。

• 假如這些樹木在森林裡，被合理地分配到角色，
合理地敘述於這一章，然後一個能夠適當的期
待，在最小限度的相互作用的參數的一部份在
物種預先做了調整的想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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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3適合的組合（數量、好的散播種及
快速的生長）到一角色1的樹種，將因為
與另一個角色1的樹種相互作用而加以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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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8：正面的方向或介於4
個角色物種間正面的交互作
用，反映在再生的影響上

i    →     j 表示 i 物種的存在
鼓勵 j 物種的再生

i  －→   j 表示 i 物種大單木
的存在鼓勵 j 物種的再生

i－－→j 表示 i 物種小單木
的存在鼓勵 j 物種的再生



圖5.9：物種角色的交互作用（三
個不同地區的研究）。

（a）Woods and Whittaker (1981)

（b）Forcier (1975)

（c）Horn (1975a)

圖（c）的百分比以Horn轉置機率
矩陣表示，是期望組成的時間向
量



圖5.10：總林分生物量百分比（在鵝掌楸及水青剛逐漸日變化的
值），每一個曲線表示模擬5個1/12 ha的平均值，當作全年degree-
day值的增加或減少。



結論Conclusions

• 這章節著重於一個大的森林鑲嵌體的小
區塊動態上。

• 孔隙的生物量動態是基於鋸齒曲線，即
是聯合大量樹木的死亡和隨後的再生和
成長。

• 這章節最後在推斷不同角色的樹木和古
典競爭理論的關係。於下一章節，這些
結果將被延伸到森林地景的尺度和動態。



第六章地景生物量的反應

第五章藉由孔隙模式單一模擬的反應來檢視探討森林
嵌塊體小尺度動態。類似地景動態的反應能夠獲得小
嵌塊體棋盤格狀的鑲嵌體地景和描述模式的每一嵌塊
體。地景性態值的潛在複雜性是很大的，包括：

(1)第五章討論小尺度的再生、生長、死亡的相互作
用，

(2)幾個嵌塊體動態形成森林地景動態，

(3) 空間的交互作用，例如不同嵌塊體的種子供應，

(4)地景表現土壤肥沃變化率情況，

(5)較大森林空地中微氣候變數可能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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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數生態學家認為地景生物量的反應是
複雜的，並嘗試以公式表示理想的地景生物量
變遷，並且可以被應用於普遍的狀態下。理想
的森林地景反應案例是以孔隙模式數百個嵌塊
體樣區大小來做邏輯的陳述。地景生物量的反
應的研究藉由考量自然或人為因素導致森林地
景變化，並經常假設在較均質的環境有適當的
再生且通常為良性的受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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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質地景生物量的反應

均質地景生物量動態的模式 (6.1)

M表示地景生物量(Kg ha-1)、表示常數(Kg ha-1)、
表示損耗率(Kg ha-1)。

Mcc
dt

dM
21 



另一個模式也是以淨生產結構為其特色，
且當森林生物量到達一漸近線時則會趨近於零，
此生物量類似於Logictic函數：









 M

c
cMcMcMc

dt
dM

1

2
1

2
21 1 …(6.2)

M表示地景生物量()、表示常數()、表示常
數(Kg-1 ha t-1)和表示生物量漸進線值的倒
數(類似承載量)。



此函數以前是用在族群之模擬，但
AeAngelis(1975)使用於食物鏈平衡函數，基本
原理為生產量是質量的線性函數(在函數6.2中
c1.M)，而質量達到某值某值時(稱為c1/c2)，呼
吸作用增加而與生產量平衡，在圖形之形式中，
Logistic(函數6.2)與內曲的(concave)函數，大
多藉由曲線的增加部分之改變表現(圖6.1)，但
此二曲線常被認為像生態的平衡曲線，而此二曲
線也都應用於許多森林報告所觀察到的生物量累
積漸近線。



由森林生物量所觀察到的Logistic或
concave函數式經過一段時間後，最生物量可能
超過漸近線最後的值，然後又回到漸近線，或是
上下震動，Bormann及Likens確認超過曲線的機
制(圖6.1)，認為生物量起伏的觀念比穩定狀態
更重要，而且可能應用到廣泛的生態系中；因為
Bormann及Likens生物量動態之觀念涉及到林木
第一代的死亡之同步性，一個簡單的模式處理此
效應，即隨時間衰退的Logistic曲線：

 







  1

1

2
1 1 TM

c
cMc

dt
dM

……(6.3)

M表示地景生物量(Kg ha )、表示常數(t-1)、表示常數(Kg-1 

ha t-1)、c2/c1表示生物量漸進線值的倒數、 表示在時
間 前的植物生物量。

 tM

1t 1t

1t



Peet注意到超過的行為也可以以變動的方法
用在漸近線上(圖6.1)，並且他注意到此種動態之
明顯案例，Peet擴展Bormann及Likens之概念，強
調森林之更新常常是一衰退的函數，因為資源的
不足使得林木族群之更新受到抑制：

   







  M

c
cMf

dt
dM

t
1

2
2 1 ……(6.4)

  2tMf 表示更新衰退函數，結合6.3與6.4函
數之作用，我們可以得到一般化的函數：

     







  1

1

2
2 1  tt M

c
cMf

dt
dM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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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模式之行為顯示在圖6.1中，且可以
由6.3、6.4及6.5式獲得，這些模式亦可以提
供許多其他的行為，其在生物量動態之範圍可
以由規律性變動至看似沒有秩序的改變。



圖
6.

1
對
於
抽
象
森
林
地
景
生
物

量
變
化
的
一
般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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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生物量反應的例子

森林地景理想化生長量反應的理論結果是形成
一個平衡系統(當生物量獲得與損失呈相等的漸近
線狀態)，利用內在時間延遲來表現更新延後或同
時的死亡(或更新)。公式6.5是一般的模式，對於
真實地景的任何動態假設都是一個特例。複雜的
將延遲加入模式是為了替代年齡結構(或大小)，
而與森林許多動態之交互作用引起生物量動態。
Sullivan and Clutter和Suzuki and Unemura在
他們的動態模式中直接納入這些效應，但是模式
目前限制對於單一樹種的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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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Peet對於森林生物量動態精要的見解，
能模仿出森林理想的反應，可以恰當的看出是否
真實的森林改變是有規律的形式束縛在式6.5之範
圍中，圖6.2包含了對於許多天然林及人工林之生
物量或體積動態，而適當的參數改變將可以使得
一般的模式適合於不同事例之動態，在芬蘭Pinus 
silvestris森林(圖6.2a)，材積反應似乎是簡單
的logistics(函數6.2)，並且於漸近線之值有規
律的改變(C2/C1，式6.2)如同森林類型之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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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t之Pinus taeda森林材積資料，其大
多數初始密度不同(圖6.2b)，顯示出不同的
反應，或許藉由加入時間延遲至一般的模式，
如同一些密度增加函數，Whittaker對於紐約
Long Island上pine-oak混合林之生物量資料
顯示出logistic曲線形式(圖6.2c)。



如同Kazimirov及Morozova對於在USSR 
Karelia 中赤松森林生物量動態紀錄(圖6.2e)，
後者作者認為不規則型態朝向赤松生物量動態
之結果顯示出一朝向平衡之震動，這個觀點是
基於其他評論研究及觀察，由其他不同生長快
速林木之造林地資料顯示出concave及logistic
反應之分類，但其長度不足以提供觀察出漸近
線的森林行為(圖6.2d)，最後，Cooper在
Michigan一貧瘠立地之白楊單獨林分之資料顯
示出logistic形式之初始動態(圖6.2f)。



14
圖6.2  不同森林系統森林生物量反應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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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一般理論中格局之表現的確顯示出有
規則性，所描述變化的範圍(6.2圖)並不包含
無秩序的變化或短期間震動變化，生物量變動
的型態以數學的方式顯示出良好之配適，並且
有可能由一特定之生態系屬性預測森林生物量
的反應，這些屬性包括減少及增加率與總量以
及自然的延遲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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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隙模式理想化的地景動態

孔隙模式直接地合併再生延遲、年齡結構效應
和死亡反應在一般模式中內隱的延遲函數 (圖6.1)，
這章所謂理想化地景動態，森林地景是由許多區塊
所組成的，其組成是由同時的干擾事件所改變且決
定生物量反應。如果組成森林嵌塊體之區塊相互作
用不是很強烈，生物量反應能由數個嵌塊體的總合
反應模擬。個別區塊動態藉由孔隙模式來模擬。蒙
地卡羅模擬地景的基本假設是每一區塊是相互獨立
的，這個限制將會被放鬆，而且區塊中空間的交感
作用將會在本章的後面討論。



在森林生態系中地景的自然鑲嵌體是老且
建立完善的範例。Watt所發展富於表現力的鑲嵌
體概念是瞭解地景動態之基礎且最近又產生其重
要性，孔系模式一直被用於建立許多不同森林地
景動態，在應用上，有兩個有趣的問題：

1.在一次大尺度干擾之後，地景短暫的反應是什
麼?

2.穩定狀態的地景本質是什麼(如果穩定狀態是存
在的)?

在討論混合樹種地景反應前，藉由孔隙模式
模擬單一物種地景的理論反應將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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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樹種地景的動態

有些森林系統被單一樹種所支配，因此單
一樹種地景並非一定是理論上的實體而無實際
類似物。對於單一樹種地景所預測的生物量動
態(圖6.3)是像林木生長和競爭的總合地景生物
量。生物量最大值的獲得是當鑲嵌體的區塊同
時地有一或二棵優勢大樹之時；如果枯死是同
時發生在所有組成地景的區塊時，那麼第二群
的孔隙過程更新也會是同時發生的，如此高程
度的同步會產生相對於平衡狀態高的震動：較
小程度產生較小的短暫震動。



圖6.3  根據樹種角色
的單一樹種森林地景
生物量和數量動態。
(a)角色一：藉由
FORET模式模擬1/12公
頃樣區中Liriodendron 

tulipifera的100個樣
區的平均。(b)角色二：
藉由FORET模式模擬
1/12公頃之樣區中
Fagus grandifolia的
100個樣區的平均。(c)
角色三：藉由FORICO
模式模擬樣區1/30公
頃中Alphitonia 
excelsa的100個樣區
的平均。(d)角色四：
藉由KIAMBRAM模式模
擬樣區1/20公頃中
Baloghia lucida的
100個樣區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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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生物量最初之增加速率會因下層林木之
死亡而減緩，而且它會是區塊初始蓄積密度之函
數，蓄積之程度會擴大生物量超過反應，其在區
塊中總量會在當有少量林木有最大之潛在生物量
增加以及有太多林木使得林木互相競爭及壓抑造
成總生物量增加減緩之間，在圖6.3中之曲線對
於空間並非為最有效的運用，而且他們都是在相
當高蓄積密度之下，最適距離之概念是林業造林
之基礎，這個問題在野外以及森林模擬之問題上
一直有詳細的研究。



通常，不同角色(圖6.3)之物種的地景生物
量動態是相似的，藉由物種之生長及死亡率動
態會傾向於相異且會傾向於延伸或縮短反應的
時間尺度，而非物種角色，這個相似性在地景
格局中對照於區塊尺度中不同格局是相當明顯
的對比。

在期望獲得一個能預測任何地景的生物量，
對於結合這些反應規則是錯綜複雜的，例如，一
個地景包含需多區塊，在其中有兩個角色1(Role 
1)優勢競爭物種，如果生長速率、大小及枯死率
是相似的，就可以預期其生物量動態只有與圖
6.3a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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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大量母數的差異可能會降低產生
生物量最高點之生長格局的同步以及枯死的同步
產生震盪變化，不同物種角色之混合可能產生非
常複雜的格局，假設在演替序列中物種會一個一
個成對的取代，例如，在地景鑲嵌體角色1與角色
4物種之混合可能有短暫的反應，而有大量的生物
量超過(因為大量角色1林木之同齡林群)，亦有突
然掉落至相對低平衡生物量(有混合年齡，較小的
角色4林木在森林中佔優勢)。



23

對於多樹種森林的理想地景動態

單一樹種林木嵌塊體的不同角色的格局知
識，對於說明很複雜地景用孔隙模式來說是非
常有用的。在阿肯色州地景反應的模擬，在火
災的影響(圖6.4)下以loblolly pine(Pinus 
taeda)佔優勢，所以我們可以預測其為單一物
種優勢之地景；由FORAR模式的模擬反應有對生
物量超過和回復到一統計的平衡，由BRIND模式
在沒有火的影響下明顯的對於alpine 
ash(Eucalyptus delegatensis)之模擬是較輕
微的超過。



在低歧異度之森林中，其中在初始群同齡林
的樹冠打破之後會有競爭改變(圖6.4)，如果最初
的優勢物種大過於發展經過長時期時間在森林中
尺寸混合佔優勢之物種，那麼地景動態之超出就
會擴大，在圖6.4中對於沒有火燒之Arkansas森林，
在其中oak(大多為Quercus falcata)取代pine(大
多為Pinus teada)而成為優勢樹種，Waring、
Franklin及Hemstrom描述一相似的格局在西南太
平洋非常長時間(大於1000年) 取代序列，在這個
案例中，Douglas-fir(Pesudotsuga menziesii)
林分生物量值達到1500mg/ha，其取代是由非常長
時間的演替序列，原先由其他較小尺寸的松科植
物較低生物量之林分所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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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低歧異度之森林系統，當第一層林
冠打破時組成的改變並不會擴大生物量超出之
反應，但是超出之型態仍然易於辨別，此種動
態持續在適度的歧異度之表現是引起生物量動
態之物種中相似大小及壽命之結果，對於超出
反應之表現這維持了同步現象之需求，一些低
歧異度森林(見圖6.4，有火燒之Australian 
alpine ash森林)顯示出超出生物量反應之損失
與生態系生物量漸近線變異之型態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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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有不同生長速率歧異的森林，因
此其同步性就會消失，因為不同區塊之物種角
色、枯死率吉林木大小之屬性不同(圖6.4)，相
似地，對於單一樹種森林，如果更新是不規則
的或減少，因此森林地景鑲嵌體區塊會不同步，
而使得超過之行為消失。



圖6.4  孔隙模式模
擬數個森林地景的
生物量動態。每一
模擬是50個樣區總
和，由0年模擬至
600年，為了有助於
比較每一圖形故每
一圖形以值1表示
600年時的生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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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林的地景反應似乎是簡單的而且可以相對
簡單的一般模式解釋，然而在這外表簡單之下，
許多因素在有意義的一段時間之下是複雜且很難
去直接的發現，而且，地景系統之生物量動態的
行為是相當的受到行為的可能範圍之限制，甚至
森林行為的簡單一般模式也可能產生。



物種效應在地景生物量動態上之頻率區域

Prigogine及Nicolis(1971)及Paltt及Denman(1975)
探討過使用非線性統計機制描述之結果的生態系統，
這個工作嘗試調查在生態系統空間及時間中結構之週
期性發生，Platt及Denman發現生態系在時間及空間上
展現了週期性的行為，他們更提出生態學之中心目的
是要確認生態系統之特有的頻率，一個分析的方法是
用光譜分析，用於查出逢機變動之生態系的系統週期
性，光譜分析在大多數基礎層級是週期性的調查及其
強度而組成時間(或空間)序列，典型的，我們可以檢
查動力光譜(振幅相對於動力或光譜密度之圖相對於
(versus)頻率)藉由自動相關函數之Fourier轉化所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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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生物量反應之週期性而論，在地景生物量
中(例如：在模式所產生的地景生物量反應所證
明的)，對於加拿大新斯科亞省在全新紀
(Holocen)期間的氣候和林木樹種分布區域的變
遷，Green利用沉澱物岩蕊中花粉的豐富程度的
光譜反應來假設演替的反應。雖然對於高達
3,000年個體林木的生長變化之年輪寬度變化的
周期已經被計算，但是對於地景系統生物量的光
譜反應實際的決定卻受到可利用資料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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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隙模式反應的光譜分析過去被平均以產生
預期的生物量反應，已經發展成為公式化地景尺
度生物量動態之初步的理論性認知如藉由模式模
擬。經過時間發展生物量變化的形式，在地景成
層級上，藉由100個孔隙模式反應的平均來模擬和
消除最初數年短暫反應的效應之資料。Emanuel 
et al[1978a]發現FORET模式反應受波段限制：幾
乎所有變數與每年少於0.03弧度頻率(1)有關。根
據Nyquist取樣理論，對於森林地景取樣的適當頻
率是16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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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生物量動態(Foret模式之100個模擬之
總合，圖6.5)的動力光譜的形狀，在許多的實
驗於200-250年循環的強烈周期成分狀況下的變
化普遍相似，這個週期性與內在的鋸齒狀生物
曲線(第5章圖5.2)相符合，被融合在地景上且
因大林木之逢機死亡引起，加入American 
chestnut(Castanea dentata)能存活的物種會
導致光譜比起基本的案例更豐富，並且主要的
週期會改變為較高的頻率 (圖6.5b) ，而且，
對於氣候變遷干擾(圖6.5c)及污染效應干擾(圖
6.5d)發現光譜豐富度有顯著的減少。



圖6.5  對於地景生物量變化的動力光譜密度。(a)
基本案例；(b)增加American chestnut作為改變的
物種；(c) 漸增日均溫的增加情形；(d)生長率的微
分減少。(截自Emanuel et at [1978b])



在動力光譜密度中每一個顯著的波動會對應到所
模擬森林地景動態中循環的現象，循環的行為不一定是
系統週期性的結果(例如圖5.8中角色中反饋循環)，但
可認明為重要的時間序列之組成要素(例如地景中總生
物量)，在每一時間序列，都有一個重要的組成要素，
其期間為200-250年，這個組成要素表現出與優勢冠層
木之平均壽命一致，從林木物種所牽涉的生物學，角色
1物種，tulippoplar(Liriodendron tulipifera)北美
鵝掌楸-因為其生長速率快而且有能力成長為大型林木
(直徑5公尺，高70公尺)-傾向因冠層木之生長、建立及
死亡增幅循環，角色2物種， chestnut(Castanea 
dentate)，因為其生物學上某種獨特的屬性(大部分是
因為它是無性繁殖非常成功的林木)，而傾向於抑制此
循環，主要週期長度之改變，由一事件至另一事件，可
歸因於重要物種生物學上之不同，在第5章中描述為＂
角色(R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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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對於每個測驗案例森林真實組成，
有豐富光譜反應之地景系統就重要物種之數目
而論是較歧異的，所強調的系統於真實重要物
種之數目有重大的減少，關聯的會減少系統動
力光譜之豐多度，在每個案例，地景可能看起
來不同，因為不同的實例物種組成可能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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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維度嵌塊體相互作用的地景動態

到目前這章的觀點，所模擬的地景為組成
地景獨立區塊的反應之總和，這相當於在調查
交叉網格中，藉由取樣樣區的林木調查的地景
(例如美國林務屬連續調查的資料)，也相當於
使用代表性取樣的許多其他地景調查。



然而，有些實際地景格局和過程的例子似
乎在孔隙模式反應中可特別地解釋。
Sprugel(1976)研究新英格蘭較高海拔森林中
balsam fir(Abies balsamea)的波動更新(wave 
regeneration)現象，描述格局(pattern)如下"
在東北部地區高海拔冷杉森林呈現相當明顯的格
局，可以描述為＇波動更新＇，自一段距離看此
森林是高度異質性的，大區域的綠色樹冠破碎化，
因為枯死林木形成或多或少的逐漸生長形狀的帶
狀，而暴露之樹幹由側面看展示出銀色，而有一
些枯死之樹木當遇到猛烈的強風時就會到下，而
留下可見的不同形狀的洞……每一個假想的風害
地事實上是枯立木之區域，在其下有成熟林木，
而在其底下則為有活力的更新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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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度嵌塊體相互作用的地景動態

森林地景有秩序的波動更新格局是地景嵌
塊體中生長-死亡格局組織之異常的規律格局，
有趣的因為其允許角色3物種-我們所預測為森
林地景之孔隙組成存在成為優勢樹種，此組織
現象允許其存在，是由於環境的狀態沿著線性
表面同步的枯死，我們也可以預測同步的死亡
導致更新狀態亦有二維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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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類型的案例已經有詳細的研究於夏威夷
的林木＇ohi’a(Metrosideros polymorpha)，
發現在夏威夷迎風面之山區雨林＇ohi’a樹冠林
木有大面積之枯死或落葉，其中有人研究其原
因為病蟲害或病原體導致，但都沒有確實的證
據被發現以支持它們的假設，而產生另一假說
之發展-枯死是自然地景過程，並且開始了許
多研究。



40

’ohi’a之種子輕、以風傳播，存在於年輕的
火山基質之先驅樹種，在大部分夏威夷雨林中為
優勢雨林樹種，並且在大區域中形成單一樹種林
冠，＇ohi’a林木樹形小且常在阻礙生長之沼澤土
壤中，更新時需要高度的光線，因此＇ohi’a符合
所描述的角色3，因此可以預測＇ohi’a在其林冠
下不能良好更新，而產生衰退之現象。



’ohi’a保存自己明顯的機制描繪在一般形式圖
6.7，但格局可以因環境而有非常大的改變，開始
為年輕＇ohi’a林分(圖6.7)，林木生長產生成
熟＇ohi’a森林，最後，競爭及養分用盡減少林木
活力並使得林分易於枯死，一個觸發事件(可能是
氣候不穩，如溼地降雨量過多、乾燥地之乾旱或閃
電，造成林木開始死亡，或是病蟲害)衝擊正在死
亡之林木並且促進同步的大面積之枯死事
件，＇ohi’a可以更新像寄生植物一樣寄生於下面
的樹幹及需要高日照量，如此就可以在枯死區塊更
新，產生幼林分而產生更新循環，因為枯死事件的
同步，所以＇ohi’a之地景生物量反應與鋸齒形狀
一樣(圖5.2)可以在較小的空間尺度預測森林。



圖6.7  在夏威夷島對於
'ohi'a(Metrosideros 
polymorpha)的生長死亡
更新循環簡單化的表示



結論

連續地景的生物量反應是由森林嵌塊體的鑲嵌
體所組成，能利用鑲嵌體要素的生長、更新和死亡
的一般模式來解釋(包括延遲效應)。地景生物量反
應的數學形式是多變的，但並不是所有一般模式所
表示的多變性。理論性的地景由被選擇的單一樹種
森林所組成，能夠解釋真實地景的生物量動態之行
為。地景生物量的分析使用光譜分析技術來顯示地
景動態的中明顯的區塊動態過程，並提供取樣週期
性之概念以適當評估地景生物量變遷。兩個相當特
別的地景格局(wave-regeneration and dieback-
regeneration)產生生物量反應之清楚格局是地景過
程之案例，並且是典型的在較小尺度可見到。



Chapter 7 Categories of Dynamic Landscape

第七章地景動態的種類



序

前言
introduction

外來干擾和區塊動態
Exgenous Disturbance and Patch Dynamics

地景系統的統計說明
Statis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Landscape System 

有效地非平衡地景和半平衡地景的例子
Examples of Effectively Nonequilibrium and Quasi-Equilibrium  

Landscapes 



序
內在地非平衡地景

Intrinsically Nonequilibrating Landscapes
干擾的規模規模和頻率

The Severity and Frequency of Disturbance
半平衡地景的計算模式

Computer Models of Quasi-Equilibrium Landscapes
地景模式的應用

Applications of Landscape Models
結論

Conclusions 



前言

森林地景小區塊的動態是藉由大樹死亡所造成
的非平衡系統所驅使。週期性的不平衡反應在地景
生物量的時間序列是明顯 (參見圖 5.2 )，當藉由孔
隙模式模擬區塊反應的總和來建造地景。本質上，
森林波動的更新格式和更新的滅絕可藉由森林相鑲
區塊的非平衡特質的序列來描述。豐富度的觀測其
目的顯示其他森林小尺度非平衡的反應。



前言

小尺度生物量動態的鋸齒狀曲線是直接能
夠表示小區塊內生長、死亡和更新更新的動態
結果，但能夠藉由外在因素擴增加強模式的能
力。White (1979年)簡要說明：自然干擾傳統
上的定義主要的毀滅事件起源於自然環境和植
被改變的外來動力：(1)從較小到主要事件的變
化率並非是對每一種干擾的主要燬滅的唯一定
義組。(2)有些干擾是藉由系統生物組成的開始
或者增進產生的。



前言

Tansley(1935年)表示：在1926年提出區分自動
遺傳因子演替(autogenic succession)和異基因演替的
區分(allogenic succession)‧在生育地中因為植物本
身的影響而引起連續性的變化，而在(autogenic 
succession)將此變化區分為外在因素造成的。然而
現實的演替變化應包含內在與外在因子的綜合影
響，皆包含(autogenic succession)和(allogenic succession)
兩種因素;但是此兩因素並非為共顯性的，因此我
們能針對目標合理的運用於演替的過程中。



前言

Odum , et al(1979年)表示探討自然發生的基因組合來區
分同種異性的差異為所有生態研究最困難項目之一。

在小空間尺度，大多忽略形成事件的內在(endogenous)
或外在因子(exogenous)，其干擾效應大小呈現相似或相異
的型式─藉由樣區最大林木大小決定鋸齒狀生物量動態曲線
的振幅，及顯示內在和外在因子的相關程度。以圖7.1與圖
5.2做比對說明，明顯顯示此兩中曲線型式為相似的，但是
圖5.2曲線為內在因子所影響；而圖7.1為外在因素所造成的。
因此討論地景時必須適當說明對外在干擾時的區塊動態變
化。



圖7.1： Oliver and Stephens(1977年)重建1803-
1952年基本區(basal area)生物量的歷史變

化。而曲線下滑之因素是由於不同的事件所

造成的，包括伐木、火燒木的收穫、枯死、

颶風和鞦韆蛾(gypsy moth)的損害。

圖 5.1：在一個森林的典型小區塊中生物量變化

（以FORET模式模擬 1/12 ha的樣區）的

波動狀況，以林木樹冠的死亡及其更新生長

反應表示之（source: Shugart and West
1981）。

以圖7.1與圖5.2做比對說明，明顯顯示此兩中曲線型式為相似的



外來干擾和區塊動態
Exgenous Disturbance and Patch Dynamics

在小區塊的尺度(大約1/10公頃)，外來干擾
顯示林木死亡率的增加(Grime[1974年]和
Oliver[1981年])。KIAMBRAM模式包括
Oldeman(1978年)描述大林木死亡毀滅，模擬
"chablis"效果的子程式。藉由"chablis"的發生和
死亡率的頻率和大小改變獲得小尺度變異頻率和
和強度的干擾效果的理論化概念(圖7.2)。



假設干擾的發生機率低(圖7.2a.b.c.)，在區塊
尺度基本區和生物量動態是藉由出生-生長-死亡
循環週期所驅使，但是死亡率增加，導致極端大
的林木數量減少。假設干擾是常見的，但是緩和
的(圖7.2d)，則減少具有大孔隙的林木形態將有
助於較小型且多數的Role 4 type (註解一)下層樹
冠林木樹種的生存。稀少但較劇烈的死亡事件(圖
7.2e)適於Role 3(流浪性的或先驅性的)樹種較常發
生於大孔隙。經常且劇烈干擾(圖7.2f)導致由特別
更新更新特性的急速生長樹種(Role 1or 3 樹種)支
配和小林木組成的短期森林的形成



圖7.2  KIAMBRAM模式
改變干擾機率和干擾
強度(死亡率的可能性)
的反應。每一張圖模
擬1,500年基本區的變
化

(a)干擾強度(在一年中干
擾事件使個體林木死
亡的可能性)=0.01；
干擾機率(在一年中干
擾事件發生的可能
性)=0.01。

(b)干擾強度=0.10；干擾
機率=0.01。

(c)1.00；0.01。
(d)0.01；0.50。
(e)0.10；0.50。
(f)1.00；0.50。



註 解 一 ： 林 木 生 活 史 特 質 的 角 色

圖  5 . 1： 孔 隙 需 求 及 孔 隙 產 生 的 林 木 生 活 史 特 質 的 角 色



Harper(1977 年 ) 發展族群（群叢）的有關災難
(disastes)的理論圖表；在植物群叢環境中利用圖表介紹
r和k選擇。Harper(1977年)表示當干擾是經常且劇烈，
族群不斷的生長和恢復(圖7.3a)；預期樹種具有移殖能
力 、 高 分 散 性 且 高 更 新 更 新 能 力 (r-species) 。
Grime(1974年)發現有規律的干擾生育地將使樹種依循"
生長在荒地的策略"(ruderal strategy)的生活史(例如速生
幼苗培育和速生生長)。當干擾較少，樹種間的競爭相
互作用變成較重要(圖7.3b)。大多數小空間尺度的森林
動態似乎被期望包括r和k樹種的混合(圖7.3c)。



圖7.3 在災害和資源
限制環境的族群(成熟
社會)生長的圖表描述：
(a)r相位；(b)k相位：
(c)混合的。 (擷取自
Happer[1977])



地景系統的統計說明

Statis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Landscape System

在第六章地景藉由小區塊嵌塊體和孔隙模式模擬每一
區塊中每一林木的死亡的所構成。藉由100個區塊的製
表，產生單一樹種地景的期望生物量反應，這些反應藉
由每一起初無樹空地嵌塊體(mosaic)元素所產生和期望
如同地景本身大小的複雜干擾的地景反應。曲線的重要
性是能夠同步顯示區塊出生-生長-死亡週期的消失和近
乎平衡值的生物量變異。Bormann和Likens(1979年)表示
大尺度反應稱為生態系動態的"變異-嵌塊體穩定狀態
"(shifting-mosaic steady satate)觀念。



經常外來干擾能描述兩種型態的反應，依靠干擾大小和地
景大小而定。大干擾在小地景產生反應是有效的非平衡狀態
(nonequilibrium)；小干擾在大地景產生反應是有規律的統計或
半平衡狀態(quasi-equilibrium)。(Shugart and west[1981年])利用孔隙
模式對於模擬生物量變異--取樣大小曲線和模擬地景生物量光
譜反應對取樣大小函數集中趨勢，顯示生物量半平衡狀態對
地景而言平均標準需要50個或更多區塊。最小數量的地景區
塊平均標準必須是直接變異量的結果在半平衡狀態中視為可
接受。有效地非平衡地景和半平衡地景的特性在極端個案是
清楚合理的。(表7.1)



表7.1  在極端個案中有效地非平衡和半平衡地景的特性

特性 有效地非平衡地景 半平衡地景

干擾大小 大 小

地景大小 小 大

森林年齡結構 時常干擾的同齡林 全齡林

總地景生物量 不可預測的 有規律的

族群的林齡干擾 對於長熟壽命生物體是不穩定
的

穩定



有效地非平衡地景和半平衡地景的例子
Examples of Effectively Nonequilibrium and Quasi-

Equilibrium Landscapes

在地景水準上50個區塊能獲得半平衡狀態，有效地非平衡地
景因無足夠的區塊而無法達到平衡狀態。可以使用1/50個干擾/
地景大小比例去定義一些例子個案(圖7.4)。因為藉由100到
1,000平方公尺規則的大樹冠層林木落葉的區塊干擾，極小的地
景足夠大去吸收利用平方公尺規則的1/50比率的林木落葉效應。
在美國最東南方大多數小集水區有小河流足夠去維持半平衡狀
態，當林木落葉或一些小尺度干擾發生時(圖7.4a)。然而，在
阿帕拉契山區域最南方發現野火大小使得有些集水區呈現不平
衡狀態(圖7.4b)。因為小集水區的大比率對於每一次野火的同
步反應，植被覆蓋的數量和形態因時間而不同。顯示在阿帕拉
契山最南方區域有較大國有林和森林遊樂公園有足夠大小去吸
收隨機的野火和保持半平衡地景。



土地管理者在非平衡地景上提供一些植物
或動物種類棲息地不變的水準是困難的。棲
息地不變的狀態能藉由干擾尺度改變或在經
營管理時增加區域獲得；然而，這些策略不
是經常可利用的選擇。在阿帕拉契山森林地
景的個案中足夠的區域包括大的國家公園可
以藉由管理地景區塊的多樣性來保持相關地
固定比率，即使該區域有野火尺度。



在澳大利亞研究每年野火燃燒森林的數量，藉由很多
油加利樹種的整體森林的尺度大小(圖7.4d)。例如在1939
年全面燬滅的效應在今天顯示在高山火山灰的桉樹
(Eucalyptus delegatensis)總族群呈現不穩定的年齡和大小
的結構。不成比率的大量高山火山灰族群在1939年被建
立，對於火燒導致發芽呈現有助益的反應，桉樹在1939
年之前是相當的稀少。類似地個案，如加勒比海、古巴
最大的島嶼儘管有颶風干擾，可能有平衡的地景(圖7.4e)。
在加勒比海颶風的規律性和尺度，任一較小島嶼的植被
能被期待處於一個有效地非平衡狀態。



圖7.4 舉例說明生態系的干擾尺
度和地景尺度。有效地非
平衡和半平衡地景間的線
基於地景區域對干擾區域
50：1比率。結合干擾和地
景尺度說明：

(a)小集水區林木落葉

(b)小集水區野火

(c)森林遊樂林野火

(d)在澳大利亞桉樹樹種範圍的
澳大利亞森林火

(e)加勒比海島嶼的颶風。

(擷取自Shugart and West[1981
年])



內在地非平衡地景
Intrinsically Nonequilibrating Landscapes

所有地景使用孔隙模式來討論地景動態的計算模擬，有一
個相同的特性─假設有足夠的地景區塊能被平均分配。地景
的植被組成趨向於經過時間變化達到平衡狀態。然而，有些
地景在確定環境狀態下，無論地景大小，可能處於內在地非
平衡系統。

實質上，Griggs(1946年)和Leak and Graber(1974年)發現
證實山上存在很多潛在的、存續的植被類型；Marie-
Victorin(1929年)和Polunin(1937年)在大區域發現類似證據。
最簡單的個案包括兩個不同植被類型─地景的被建立─相關
不變比率的自身維持。



多重穩定狀態區塊的嵌塊體決定地景，在簡單期待地
景穩定性點上可能是不平衡的。在經過時間序列每一區
塊的組成將趨向於保持相同，地景將會是均勻的區塊；
但是。假如變遷，地景將會停留在新的組成直到再次改
變。當介入(例如經營管理決策)新的組成和移除自然過
程，地景系統將保持新的組成。地景大多不容忍土地管
理者根據土地經營所做的不正確決策。不希望的地景組
成的產生，將不能恢復之前的狀況；並保持不希望的狀
況直到轉移到一些其他狀況。



干擾的規模規模和頻率
The Severity and Frequency of Disturbance 

White(1979年)藉由可能性(干擾頻率和預測能力)和規模大小，提
出干擾大小是很難去定義的。例如，颶風變化在自然的大小、干
擾地區的大小和對植被損害的數量。在地景的平衡/不平衡的發
展分類其探討有關干擾大小的空間理論。在干擾規模和頻率的反
應上，地景變遷調查是適當的。

比較調查足夠大小的等值地景將是半平衡狀態，但是在不同
自然干擾下需要大面積的土地。調查是合理的理論模式問題，但
是對於實際要以嘗試邏輯方式來描述是有困難的，基於這個理由，
討論有關干擾規模和頻率的生態結果常常焦點放在干擾樹種適應
特性的反應，研究樹種對干擾的適應性有很多，火的適應(表7.2)
提供一些好的例子。



樹種適應特性的調查問題相關於既定的環境是成功的樹種，在
特殊的環境下很多適應特性是有效的。樹種有生存於劇烈火燒的
特性和面對很少劇變的再發芽能力。

干擾(頻率和大小)能夠根據樹種的特性依據樹種的豐富度做分
類。有些生態系藉由族群個體來進行自然選擇的規則或分類，然
而，很明顯的對於自然選擇不是一個全同的過程。例如，自然選
擇被認為能探知最大化適切性的目前定位反應。生態系自身規則
的目標並不是很早的理論，如最大化過程。雖然Odum(1971年)提
出最大化的能力是一個合理的類比。在世界不同區域生態系結構
和功能有相當值得注意的比較，受制於相似的器氣候和干擾，就
如同在相似的狀況下不相關樹種間的演進是相似地。自然選擇動
態(behavior)在環境背景上的相互關係是理論生態學家目前感興趣
的主題；瞭解在生態系環境中樹種規則是如何形成。



Oliver(1981年)在林木競爭優點的條件下，列出五種更新更新模
式，(考慮樹種能夠發生或再發生的地點)依據干擾強度的下
降。其規則是：

1.再發生干擾之後種子進入發芽期(大多數劇烈干擾如土壤沖蝕
(soil erosion)、泥流(mudflows)、沖積沉澱(alluvial deposition)
或是冰河時期的增減等等(glacial))。

2.蟄伏種子的發芽。

3.藉由數種不同機制促進莖幹的萌芽。

4.壓條法(Layering)。

5.林木受生存干擾和生育地(至少是劇烈的干擾)的早熟生長。



相同的干擾規模類型規模對於生態系區分不同
樹種是有助益的，而干擾的頻率對於樹種組成亦具
有影響。BRIND模式(Shugart and Noble [1981年])
實驗的證據表示在圖4.11─模擬森林在不同特性下
的回應，則複雜的組成結構是可被改變的，如野火
的干擾。很多學者討論生態系干擾變化的效應，期
望能藉由干擾頻率的變異來改變支配地景的樹種混
合狀態，其有一致的觀點。這個觀點藉由豐富度的
理論研究來支持。



表7.2  野火頻率和規模變數對樹種的適應



Doyle(1981年)使用FORICO模式探索波多黎各山區雨
林多樣性受干擾頻率和規模的相互交感關係。Doyle測試
其模式發現在波多黎各真實曲線與模擬優勢度-多樣性曲
線是相符合的─在既有的颶風頻率和規模下（圖4.13），
藉由模擬颶風頻率(颶風機率)和規模大小(颶風造成林木
死亡的平均百分率)的變化。Doyle發現多樣性反應形式會
如同干擾頻率和規模的函數形式(圖7.5)。在這個個案中多
樣性指數(diversity index)使用均勻度指數(evenness)來量測
(Pielou 1969年"J"統計)，當值等於1時表示樹種個體數目
相等。這個個案顯示在自然的情況下波多黎各森林優勢
度形式並不是最大多樣性值；但是部分反應表現是與干
擾規模或頻率的改變呈現相關的形式。



對於增加干擾規模或頻率會導致最初樹種
間優勢度的增加；而在劇烈干擾下有可能呈
現下降趨勢。波動的最頂點反應形式相當於
最高頂點的干擾頻率和規模大小。藉由孔隙
模式來模擬其他森林的反應形式是不可預知
的，但是此相關研究為目前研究其中一個領
域。其他因素的反應表現可能發生，就如同
Huston(1979年)對於樹種多樣性的生長/干擾
的反應表現。



圖7.5 波多黎各雨林在干擾變化下干擾-多樣性相關性，如同由颶
風干擾頻率和規模大小來決定。多樣性是量測"J"均勻度(Pielou
1969年)。波多黎各的大約位置以星星表示(擷取自Doyle[1981年])





半平衡地景的計算模式

Computer Models of Quasi-Equilibrium Landscapes

半平衡森林地景是由足夠數量的嵌塊體元素元素
(mosaic element)所組成，所以嵌塊體元素的均值動態(behavior)
狀況是可以預測的。就如同干擾，隨機預測過程的呈現一
平衡狀態，其包含規律的均數和變異數，由多位學者以
Clement極盛相觀念適當的說明(Whittaker[1953年]、Whittaker 
and Levin[1977年]和Whittaker and Likens[1979 a.b年])。對於地景
尺度模式的設計可以利用適當的數學方法來決定考量地景
大小。



藉由嵌塊體元素元素的數量來探討地景，
地景動態可藉由嵌塊體元素元素經過時間序
列後的改變加以描述(Shugart. Et al[1973年]和
Weinstein and Shugart[1983年])。考量每一地
景元素元素可視為抽象空間重要的特性(例如
樹種的生物量、林木的數量、葉面積等)，每
一嵌塊體元素元素的動態可藉由向量的描述
方式來指示說明抽象超空間(hyperspace)的改
變 (圖7.6a)。



藉由定義共同特性能夠區分超空間為不同總量
(volumes)。在二維度個案中，總量以T1,T2和T3來表示
(圖7.6b)。總量相當符合森林形式。藉由幾何學記述立地
狀況。在例子(圖7.6b)中，形式T1的森林考慮特性X1的
數量和少量的特性X2的數量。Allen.et at(1977年)利用來
自超空間整頓技術(ordination techniques)和提供系統動態
概念的例子來調查地質植物學群落(phytoplankton 
communities)動態。



地景動態是經由很多嵌塊點的移動於特性空間(圖7.6c)。
Waggoner and Stephen(1970年)的Markov模式說明森林改變
就如同可能性的認知─既有的嵌塊體為特定時間中的森林
形式─區塊在繼起的時間呈現另一或相同的森林形式。假
設嵌塊體的數量是大的(就如同個案中的半平衡地景)，地
景元素移動能夠由一個森林形式到另一個森林形式的元素
連續流動中觀察(Weinstein and Shugart[1983年])。在此個案
中，說明地景改變的描述就如同不同的方程式(圖7.6d)。



圖7.6 半平衡地景改變的
抽象說明：

(a)單一嵌塊體元素 (X1
X2是量化特性)改變
藉由箭頭記號表示。

(b)森林形式T1,T2和T3記
述如同(a)。

(c)地景動態顯示在超空
間很多嵌塊體元素
的移動。

(d)元素流動經由森林形
式的概念就如同區
分模式或不同的方
程式。



地景動態模式的研究方法是利用多個大尺度演
替模式(Olson and Christofolinl[1966年]、Shugart et al.[1973
年]、Johnson and Sharpe[1976年]、Loucks et al.[1981年])。
例如Shugart et al.[1973年]利用Curtis(1959年) 描述
的方式對北美五大湖區最西邊地區土地內的森林
演替模擬(圖7.7)，以普通線性方程式敘述(表7.3)。
最北方較低的密西根湖。當方程式具有適當的起
始值時，是可能模擬結合不同森林形式的地景變
遷(圖7.8)。



圖7.7 模擬北美五大湖區
最西邊地區演替模式的
地誌學。註記區塊(組成
單位、模組(modules))表
示確認優勢林木樹種的
森林形式。每一組成單
位內的三個區塊表示既
有森林形式的林木優勢
大小的種類(S=幼苗和樹
苗，P=桿材(pole timber)，
Sw=製材(saw timber))。
箭頭說明土地形式由一
個到另一個的轉換面積
(英畝)。(擷取自Shugart
et al.[1973年])



表7.3 北美五大湖區最西邊地區演替模式的微分方程式

a1＝以下種為主的林地
形式

2＝桿材(pole timber)

3＝製材(saw timber)

(擷取自Shugart et 
al.[1973年])



圖7.8 北美五大湖
區最西邊地區演
替模式模擬中濕
部分250年的變化
(擷取自Shugart et
al.[1973年])



對於半平衡地景而言，不論是使用定性的(deterministic)微
分方程式或者是推測性的(stochastic)馬可夫模式(Markov 
model)似乎能夠在已知的範圍下獲得一般地景動態。此兩種
模式的研究方法並不是競爭的，對於任何的馬可夫模式來模
擬演替，在大多數的馬可夫模式能夠藉由模擬的相同均值動
態(behavior)來發展微分方程式。

Horn(1976年)考量相同模式分類的必要性，對於結合模
式的重要基本生態假設。有數個科學的考慮是伴隨著對模擬
地景形式的研究方法。Usher(1979年)在利用馬可夫程序調查
研究數個演替後，發現大多數演替過程能夠考慮非獨立的結
果(牽涉到馬可夫程序)─不僅是逢機的結果。亦發現足夠資料
對於測驗過程是固定(stationarity)亦可能是不固定。



馬可夫的研究不論是在理論上或基本上大體是成功的。
地景系統缺乏固定性是有可能的(經過時間變化一種狀態
變化到另一種狀態的機率)，在微分方程式情況下，顯示
模式參數隨時間函數而變化(Shugart et al.[1973年])。參數評
估(estimation)的問題在地景系統上是困難的─在具有時間
和空間的森林動態進行取樣為既有問題─實際上是無法
克服的。一般最好的方法去開始接受模式的近似複雜本
質的研究方法以及謹慎使用模式。Usher(1979年)提出有
趣的使用連續性近似值的方法，成功的模擬原野演替過
程：1) 在馬可夫模式中多變數統計程序界定其現況以其
所包含的資料，2) 馬可夫模式近似演替過程和改善策劃。



地景模式的應用

Applications of Landscape Models

最初森林動態是使用馬可夫模式於商業林經營中，其被發
展使用於最佳的森林生產收穫經營策略 (Hool[1966])。
Johnson and Sharpe(1976年)使用微分方程式模擬調查區域地
景的火燒和收穫政策的效應。對於模式大多數應用於同半平
衡地景的尺度和評估土地利用政策或實行的區域效應。在美
國、加拿大和澳大利亞這些學者發展數個地景模式；並使用
於自然地景經營管理。這些典型的模式包括基本的馬可夫模
擬模式，而參數變化是根據環境變化率和其他狀況(圖7.9；
表7.4)。模擬模式的使用受制於使用小型電腦計算地景植被
圖中每一元素在時間的改變狀況。



有效的模擬非平衡地景是相當困難的問
題，因為預測生態系有很大的變數，但是
可藉由孔隙模式模擬地景區塊的研究和嘗
試發展地景干擾可能性反應。假設非平衡
干擾是可以控制的，就有可能決定特定干
擾事件序列的結果和經營干擾朝向相同的
目標。有些自然非平衡地景的例子是在島
嶼，將在其他章節討論。



圖7.9 九種蒙大納生育地形式的
演 替 模 式 。 (Kessell and
Potter[1980年])缺乏干擾的轉移以
立木年齡決定以實心箭頭表示。
火燒反應的轉移是立木年齡和火
燒焦高度(fire scorch height)的函
數(Van Wagner[1973年])。火燒焦
高度(SH)的比較是根據生育地形
式的參數A,B,C,D。狀態 1-6是
lodgepole松(Pinus contorta)隨林齡
增加的立木特徵。狀態 7-9 是
lodgepole松超過長壽命的森林發
展。狀態10-13是演替狀況，但是
沒有lodgepole松。表7.4表示每一
狀態的生育地形式的樹種組成。



表7.4  Pseudotsuga menziesii/Symphoric albus生育地形式演替狀態相
關樹種組成的矩陣(Kessell and Potter[1980年])



結論

地景被認為是以半平衡狀態或非平衡狀態來呈現生態系狀態，
依靠干擾立異空間尺度和地景來比較，無論干擾是來自內部或外
來的。干擾的頻率和規模能有規律的影響地景系統，不論是被淘
汰或是被選擇的樹種或是另一功能群(function group)。火的適應
是一個合理的例子，在地景尺度上對於干擾區域能分類樹種適應
的形式。數位作者提出考量地景是森林區塊的嵌塊體(例如模擬孔
隙模式)，能獲得大地景的半平衡狀態 (Watt1[1947年]、Whittakerl 
[11953年])、Bormann and Likens[1979年])，像Clement極盛相觀念
對統計上的改變。有些自然地景(例如，島嶼)顯示有效地非平衡
狀態。

在下一章，將討論動物在理論和經營管理上動態地景鑲嵌的
反應。島嶼生物地理學(island biogeography)和有效地非平衡地景
動態間的相互關係亦將被討論。



動物與鑲嵌的地景



地景被認為是準平衡狀態或非平衡狀態
的地景生態系，依靠干擾立異空間尺度
和地景來比較，無論干擾是來自內部或
外來的。



干擾的頻率和規模能有規律的影響地景
系統，由於選擇或樹種的助益或另一功
能族群的幫助。火的適應是一個合理的
例子，在地景尺度上對於干擾區域能分
類樹種適應的形式。



考量地景是森林區塊的鑲嵌（例如模擬
孔隙模式），獲得大地景的半平衡狀態
被數位作者提出（Watt（ 1947）、
Whittaker （ 1953 ） 、 Bormann and
Likens（1979）），像Clements極盛
相觀念對統計上的改變。有些自然地景
（例如島嶼）顯示有效地非平衡狀態。



在下一章（本章），動態地景鑲嵌的動
物反應將在理論和經營管理問題上討論。
島嶼生物地理學（island biogeography）
和有效地非平衡地景動態間的相互關係
亦將被討論。



前言

這章節焦點在於動物的反應對應到一個地景
的變遷，我們將這樣的變遷視為一個動態的
鑲嵌體。然而，起初考慮一森林地景行動和
於動物間的反應是適當的。在這期間有關
「動物角色」的討論很多（例如Mattson and 
Addy（1975），Lohm and Persson
（1976），和Zoltin and Khodashova
（1980））。由Hutchinson（1965）的書：
「生態的舞台及演化的劇本（The Ecological 
Theater and the Evolutionary Play）」可知
「角色（role）」的作用。



這字的使用同時也建立生態位的概念，「生
態位（niche, 或稱生態區位、生態位區、小
生境、生態龕、生態棲位、生態位置）」係
指決定一生物在生態系統中地位的全部性狀。
包括它生存所必需的以及限制它分佈和生長
的一切化學、物理、空間、時間的因素。生
態位為一個物種所特有的，沒有任何二種物
種能共存於同一生態位中。但若正常佔有者
不在時，另一不同物種卻可佔居同一生態位。
也就是生物個體在生態系內，空間、生境或
食物鏈上的生態地位。簡單地說生態位係指1）
生物體在其生境中所佔的區域。2）生物體在
其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動物於生態學系統所扮演的角色

 1）重要生態過程的規律性，如落葉的瓦解
（breakdown）、養分的釋放、或土壤的形
成：在森林之中，介於有機物的生產和經由
植物所控制的呼吸過程使得有機物返回到大
氣之中（Olson（1963））。樹木支配固碳
的產量，而黴菌和細菌是分解碳的代理者。
在生態系循環中動物所扮演的角色及主要元
素的釋放似乎是被視為生態過程的調解器 。



 2）光合作用表面效率的減少：當針對在一個
競爭網中的樹種，在光合作用生產效率中的
這個變化能有經由競爭而產生巨大的改變。
Morrow（1976, 1977）發現：藉由以植物為
食的昆蟲能影響澳洲油加利樹林的植物組成。
一般來說，在可用的光合作用中，減少可能
是部份影響，或是整個影響落葉。Rhoades
（1979）假設對環境感到有壓力的植物個體
應是更減少防禦來對抗草食性動物；因為化
學的防禦對必須行光合作用的樹木是一種成
本，草食性動物造成光合作用總量的減少
（因為已分配到期它的使用上）。



3）損壞樹木抵抗力變弱且衰弱木易致
死：枯死的同時，在角色1及角色3的現
象會發生。一些昆蟲證明去生產一個同
步枯死的能力，可能是相當健康但接近
死亡的樹木。譬如，Raffa and 
Berryman（1983）討論甲蟲
（Dendroctonus ponderosae）的案例，
這是一種出沒在奧立崗東北Pinus 
contorta（海灘松）的一種甲蟲。



在第6章中，抽去莖幹的甲蟲被論及當
作一個枯死同步者，在夏威夷地景中，
「ohi'a」更新回枯（樹葉枯死但根部仍
活著）的現象。在角色1或角色3樹木的
案例中，這可能是在樹木上負面、短期
的昆蟲掠奪的效果；但長期來看，對同
步化更新的樹木而言是有利的。



4）已知林木物種成功更新的可能性的
變更：動物的影響已被考量，第3章也
討論過更新的問題。動物的角色可能是
正面的（例如種種子或植物的授粉作用
可能經由動物而完成）或負面的（例如
靠食種子或幼苗而活的動物）。



生態位理論

 Hutchinson（l957）是現代生態位研究最有影響的生
態學家。他利用數學點集理論，把生態位看作一個生
物單位（個體、種群或物種）生存條件的總集合。動
物生存條件是多個因子決定的，在一定空間中是由多
個變量組成的。更多的變量就形成n-維空間，稱之為
超體積（hyper-volume）（如圖1）。Hutchinson認
為在生物群落中，能夠為某一物種棲息之理論上最大
的空間，稱為基礎生態位（fundamental niche），
但實際上很少有一個種能佔據全部基礎生態位。當有
競爭時必然使該物種只佔據基礎生態位一部份。這一
部份實際占有的空間又稱實際生態位（realized 
niche）。當然，競爭種類的增多，使某種物種佔有
的實際生態位可能越來越小。





著名生態學家Odum（1959）把生態位定義
為「一個生物在群落和生態位系統中的位置
和狀況，而這種位置和狀況則決定於該生物
的形態適應、生理反應和特有的行為（本能
行為和學習行為）」。他曾強調指出：「一
個生物的生態位不僅決定於它生活在什麼地
方，而且決定於它幹些什麼」。Odum把生物
的生境比作生物的「住址」，而把生物的生
態位則比作是生物是「職業」。



 Pianka（1983）認為一個生物單位的生態位
（包括個體、種群或物種生態）就是該生物
單位適應性的總和。生物環境與生態位之間
的差異僅僅在於：在生物生態位的概念中包
括著生物開拓和利用其環境的能力，也包括
生物與環境相互作用的各種方式。因此，生
態位的概念實際已同種間競爭現象密切不可
分，而且也越來越愈資源的利用相關聯。所
以，對群落中競爭物種之間的生態位關係的
研究也越來越多。



Hutchinson生態位模型 Grinnell生態位模型

目的（objective） 理解（認識）共存種類中資源，劃分其中的
群落；研究群落集合和它們的進化。

理解（認識或了解）一個單個種通過它的地
理範圍的分佈和豐富度限制性資源期間的種
群調節。這個了解必須在群落分析之前。

焦點

基礎生態位是一個n-維的Grinnellian生態位的
譯本。觀察（實際）的生態位是一個群落生
態學的構築；強調（直接的或間接的，現存
的或過去的）在集團和群落中合併產生種類
的相互作用；競爭排斥；共存機制。

初級個體生態學。強調種類和侵害它的生活
史的環境特徵之間的相互關係；減少種間相
互作用比Hutchinson生態位影響分佈和豐富度
還小的作用。

群落

群落是組織單位，因為種類組成的成員和密
度受聯合產生種類的影響。在種的分佈、種
群調節和進化中，種間相互作用是重要的。
這些種間相互作用產生對資源、捕食-被捕食
作用或其它種間相互作用的競爭。

群落是產生在一個研究樣地中的種類集合；
集團是用相似方式和同時聯合產生的利用資
源的種類的集合。

相互關係到進化
在群落和世系中行使自然選擇，並與限制相
似性和特徵置換的結構相聯繫。

對種類的種為適應它們地理範圍不同部份
（區域）行使自然選擇。基因流強迫（區域）
位置基因適應；在區域（地域）群落的相互
關係中的進化比在資源的地理分佈中相互關
係的進化還不顯著。

方法
數學的Lotka-volterra方程是理論基礎；點集
理論；生態位重疊是與某些作用係數相等的。

直接的等級性分析。用資源描述（限定），
不一定用其它種類和在方程中開始不知道的
種類分類來解釋。

在研究樣格中用數量表示資源（如食物、生
境和物理環境），找出二個或更多種類沿著
資源軸分享的反應。

考慮在許多地方生活史、物理學、行為和生
境的種類特殊環境的需要。

種類特殊捕食方法的特點。表示在沿著種類
集合軸不同生境中間。

確定種類地理分佈和豐富度、資源和變量的
平均值。測定什麼資源是在地理範因和這些
除範圍以外，沒有證據中普遍到全部點。

沿著利用函數軸測量生態位寬度和重疊

發現種類密度的好的預見者的資源軸。這些
或許代表協同資源的集合。但它應該對在地
理範圍的不同區域中集合成員是重要的給予
必然的解釋。

用數量表示的形態區別。以上面情況推斷生
態區別和過程

檢查在方程中種類的資源空間中其它種類的
密度。



生態位的維數（Niche dimensions）

Hutchinson提出的生態位定義：一個生物的
生態位就是一個n-維的超體積，這個超體積
所包含的是該生物生存和生殖所需要的全部
條件。因此，與該生物生活有關的所有變量
都必須被包括在內，而且它們還必須是彼此
相互獨立的。他採用生物的忍受法則，把一
個生物對某一環境因子的忍受性相對於這一
環境因子的梯度作圖，繪出一個鐘形曲線，
若3個環境梯度作圖就給出三維空間。



目前的研究，大多數的生態位理論都是建立
在一維生態位基礎上的。生態位各維之間往
往會發生互補作用，如一對物種在一個生態
位維上重疊較多，而在另一生態位維上就很
少重疊，反之亦然，如圖2。

從圖中看出，如果不考慮第一生態位維，那
麼A和F，E和B，D和C的3對物種中就是完全
重疊，但考慮第一位維在內，它們實際的生
態位重疊就很少或完全分離。



A和F、E和B、D和C，3對物
種在第二維上是完全重疊的，
但由於在第一維上很少重疊
獲完全分離，結果其最終重
疊值很小或等於零。
圖 2. 6個物種（A、B、C、D
、E、F）沿著二個生態位維
的重疊及最終的綜合重疊後

果



生態位重疊（Niche overlap）

Hutchinson假設環境已充分飽和，即任
何一段時間的生態位重疊部份都必然要
發生競爭排斥作用。若競爭是強烈的，
那麼在發生競爭的生態位空間內就只能
保留一個物種。雖然Hutchinson處理生
態位重疊方式非常簡單，但當人們在更
實際地考慮生態位重疊和競爭問題之前，
在研究可能出現的情況時，卻具有一定
的理論指導作用（圖3）。



左圖是具有適合度密度模型，
右圖是集合論模型。A和B代表
兩個物種。（a）內生態位，其
競爭後果可能有二：1）物種B
佔優勢（點線，迫使物種A減
少對共同資源的利用。2）A佔
優勢，B被完全排除；（b）等
寬生態位重疊；（c）不等寬生
態位重疊；B的空間有較大比例
被共佔，競爭是不對等的；（d）
鄰接生態位，代表競爭迴避現
象；（e）分離生態位，不存在
競爭。
圖 3. 幾種可能的生態位相互關

係
（資料來源：尚玉昌，1987）



從圖不難看出：



1）兩個基礎生態位有可能完全一樣，即完全
重疊。雖然這種極端情況不可能發生，若出
現時，競爭優勢種就會把另一物種完全；排
除掉。
2）一個基礎生態位完全被包含在另一個基礎
生態位之內。這種情況看兩個物種的各自競
爭能力，差者被排除，優勢者將佔領整個空
間。
3）兩個基礎生態位可能只發生部份重疊，也
就是說，有一部份生態位空間是被兩個物種
共同佔有的，其餘則為各自分別佔有。



圖 4. 高度生態位重疊流動展示途徑圖
（資料來源：Wiens and Rotenterry, 1979）



基礎生態位和現實生態位的區別如圖5。
從圖不難看出，物種G與6個物種發生
競爭（A、B、C、D、E、F），G的基
礎生態位包括點和斜線的面積，而實際
生態位僅是斜線面積。



圖 5. 物種G的基礎生態位（點區＋斜線區）和現實
生態位（斜線區）的理論模型。6個兢爭的物種

（A、B、C、D、E和F）對物種G都有競爭優勢。
現實生態位是基礎生態位是基礎生態的一個亞集。

（資料來源：高瑋，1995）



生態位寬度（Niche Breadth）

生態位寬度主要是指任何一個生物或生
物單位對資源利用的多樣化程度。若實
際被利用的資源只佔整個資源的一小部
份，就說這種生物具有較窄的生態位；
若一種生物在一個連續的資源序列上可
利用多種多樣的資源，就是說它具有較
寬的生態位。



特殊生態位維的範圍或者由一個種佔據的多
維生態位空間的體積是它的生態位寬度。當
然，生態位寬度是與生態位重疊相關的。在
這樣種類中，隨著生態位增寬，比狹窄生態
位種類更像生態位重疊。像生態位重疊一樣，
生態位寬度能以資源水平變化預期變化。依
據最優化捕食理論，對一個個體通過許多被
捕食動物因資源變成稀少，它增加花費的項
目（Emlen, l968；MacArthur and Pianka, 
1966；Schoener 1971b；Charnov, 1976）。



生態位將以資源可利用性減少而擴大。
同樣論點能夠應用非食物資源。另一方
面，如果資源是缺少的話，這個理論預
言生態位狹窄，若一個個體能提供特化
資源，對它們是「最好」的。如果偏離
理論最適條件下造成困難是輕微的，然
而有相當變異和種族中個體間和它們之
間二者機會主義利用資源（Wiens and 
Rotenberry, 1979；Wiens, l984b）。



在這些條件下，減少資源的豐富度可以伴隨
減少生態位寬度。然而，這些優化捕食論點
應用於同質環境的種類。如果環境是一塊，
一個優化捕食者可以減少訪問一小塊的範圍，
而繼績地訪問同樣的或者以資源可利用性下
降一塊中的增加食物類型的變異（MacArthur 
and Pianka, 1966；MacArthur and 
Wilson1976）。這個與被Pullaim（1986）
在亞利桑那的雀類集群觀察的模式一樣相適
合。



將鑲嵌體元素視為一生境元素

多變量統計的使用當作一個定量類比到
這生態位，對於當代生態學者而言，生
態位已有一些重要的理論考慮。一些方
法最初用在量化n維的動物生態位，也
關聯動物與植物的結構。從其衍生新的
研究領域即是在鑲嵌體地景的動物生境
動態（動力學）。



例如Eniii （1969）探究PCA視作一個統計類
比到Hutchinson（1965）n維的生態位模式。
Green （1971）選擇使用判別函數分析；
Shugart and Patten （ 1972 ） 使 用
Mahalanobis統計學。在近來判別函數分析於
野生物研究的文獻中，Williams（1981）註
解判別分析是一種於生態學調查最常使用的
技巧。可應用於生態位寬的研究、生態位重
疊、資源分割、生境選擇、群落結構（社會
結構），以及很多其它的研究主題。事實上，
對任何生態上的情況而言，這些方法論是非
常有用的；Williams也讚許一判別函數方法論
的分類功能。



PC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以較少變數去解釋原有資料的大部分變
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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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以較少變數去解釋
原有資料的大部分
變異，但是是由變
數間找出共同影響
原始資料的共同因
素



判別分析（Discriminant Analysis）

可利用樣本變數標準化後所建立之判別
函數，檢驗簇群分析結果之有效性，並
可藉由未經標準化之資料所建立分類函
數，進一步將未經分類的樣本資料，予
以歸類（Identification）。



判別函數（Discriminant Function）

能夠依據某個體中所獲得的資料，將該
個體分類到一個或多個母體的函數。



第4-7章已說明在更大的空間尺度上的
森林動態的理解。動物生境的概念也能
以相同的漸進空間解析度而洞察。譬如，
Smith et al.（1981a, b）使用FORET模
式處理在連接一些鳥種小生境關聯的細
部資料。一個副程式，DISCRIM，被用
來透過演替和回應在森林收穫程序上的
衣物種生境的動態表格。



生物地理學 (Biogeography)

生物地理學 (Biogeography)是研究生物
分佈的差別類型，及就時間空間討論生
物彼此間及與其環境關係的變化Watts, 
1978; Cox & Moore, 1993)。



島嶼生態學（Island Ecology）

對自然學者而言，島嶼常被自然學者視
為小尺度的空間實驗室，可在有限面積
及有邊界範圍內，對生命體之分布現象
與自然法則進行比較研究 (Wallace, 
1880)。島嶼研究所發展出的理論及其
應用，對演化、生態、生物地理、環境
經營管理等各學域均有貢獻



例如 加拉巴哥群島（Galapagos）生物之遺
傳變異現象啟發了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
演化論；東印度群島(East Indies)的生物分佈
為華萊士(Alfred R. Wallace)等研究者開啟了
生物地理研究；而MacArhur與 Wilson相繼於
1963年提出「島嶼動物地理學平衡理論」、
1967年出版了「島嶼生物地理學理論」後，
則激發了一代生態及生物地理學者，紛往島
嶼驗證物種遷移、分佈、平衡之原理，進而
將此島嶼理論應用於棲地島（habitat 
islands），如：陸域的高山、國家公園、保
護區等， 或是海域的珊瑚礁等生物棲息地之
資源保育相關研究（Gorman,1979; Goedon, 
1979; Kent, 1987）。



島嶼生態研究趨勢

(1)島嶼物種個體現象研究：又稱為「多
多鳥研究法」（DoDo Approach），以
研究島嶼生物物種特徵現象為主。例如：
海洋島嶼上的多多鳥及一些昆蟲，經長
期與大陸地區隔絕後有喪失原有飛行及
傳佈能力之特化現象；此種因地理環境
分隔與適應而有之特化現象，是海洋島
嶼生物的特徵之一（Carlquist, 1965）。



(2)島嶼物種間演化機制研究：又稱為
「燕雀鳥研究法」（Finch Approach），
源起於達爾文在加拉巴哥群島研究燕雀
鳥喙之長短與其天擇作用，而推衍出演
化理論。百餘年來島嶼生物在探討演化
機制上仍是重要生物類群。



 (3)島嶼生物相地理分布及計量研究：1960年
之前對島嶼物種現象及演化機制之研究多為
定性研究，1962年Preston首先提出島嶼面積
與物種數之數學模型，接著MacArthur與
Wilson（1963, 1967）提出著名的島嶼生物
地理理論、MacArthur (1972)進一步將島嶼
生物之分布、遷移、定居、消長、競爭、平
衡、滅絕等機制以簡易數學模型表達其動態
變遷過程。1970-80年間研究生物相與島嶼面
積及分布型態間之計量研究已蔚為風氣，並
進一步衍生出保育區相關理論（Shafer,
1990）。



 (4) 變族群效應研究：所謂「變族群」
(metapopulation) 是指由主要族群分支而出
之小族群，經由若干時間之隔離，該族群已
與原有族群有些差異，然而這些族群之保留，
將能保障與原有族群間之基因流（ gene
flow），而免於族群滅絕之虞。除了小島嶼
中之分支物種之保存外，保育學界並認為在
棲地破碎化過程中，後族群及小棲地之保育，
已是拯救一些物種免於滅絕之重要途徑
（Simberloff, 1997）。



(5) 生物多樣性研究：生物多樣性已被
視為生態系受外界干擾時保持穩定之重
要條件。島嶼生物多樣性之研究則又著
重於對特有種比例、隔離效應、物種地
理分布型態、種化現象與頻率方面了解。



(6)生態系功能研究：島嶼生態系可被視
為 一 個 模 式 生 態 系 （ model
ecosysteem），對於生態系中隔離、
干擾、消長、棲地差異性、生態系穩定
性等相互關係進行研究，是了解生物多
樣性生態功能的重要途徑（Mueller-
Dombois,1981 ； Vitouseck et al.,
1995）。



島嶼生態理論的探究：

 (一)島上各類生物族群本來就小，一受干擾就影響繁
衍及延續；

 (二)長期與歐亞板塊大陸隔離，由於島上近親繁衍，
遺傳特性漂失，導致絕種率高；

 (三)島嶼生物常缺天敵競爭，久之無競爭力，一有天
敵進入，族群的生存即受威脅；

 (四)棲地受人類破壤，尤其最近數十年的大量開發，
由平地、丘陵以至山地，有些物種因為棲地被破壞而
由大族群縮成小族群；有些物種因為食物鏈被干擾，
間接影響生存；

 (五)人類引進相近物種，以至原有生物生存空間被取
代，導致絕種速度加快 。



影響生物分佈的地理因素

遠因是巨觀的，指地層中含生物化石的6億年
來，地球表面因板塊漂移，及生物不斷演化，
造成的生物地理區分。

近因是指最後一次冰期於1萬年前結束以來，
地球表面的非生物及生物要素，也就是洪積
世生態系的組合要素，如陽光、溫度、水、
風、地形、土壤、火及動、植物等，對今日
動植物分布形成的影響。







生物地理區

全球生物地理區(biomes)的分布特性，
長期受板塊漂移和氣候變遷的影響，短
期受現今 (洪積世)各地區生態條件影響

基本上，動物分區除了受生境（棲息地）
植物的影響外，有明顯的差異存在於各
板塊之間

植物分區主要受緯度及海拔的影響。



動物地理區

全球動物地理區 ( Zoogeographic Region 
of the World ) 可分為六區，範圍頗為明
確





植物地理區

全球植物地理區(Phytogeographic Region 
of the World)的說明，若以全球陸域整
合為一假想大陸，則可扼要掌握五類植
物區：森林區、莽原區、草原區、沙漠
區及苔原區，每一區內再細分不同的次
類型，稱為群系 (formation)。







結論Conclusions 
本章已用一個簡單的方法處理一些動物
族群的複雜性，如鑲嵌地景上與植被的
交互作用。可分二個部份討論：1）在
變化中的森林生態系功能之動物角色扮
演；2）動物的反應對應到在森林生態
系中的變遷。



鑲嵌異質性與動物媒介生態過程的交互
作用對瞭解生態系的動態是很重要的。





由小尺度改變結果推測大尺度
森林生態的幾個問題和外推法的改變

(extrapolation of changes)有關，一般說來這
些問題來自於用傳統小尺度的觀察去預測大尺度
的後果，外推法有它實際的困難不管是應用在什
麼方面，然而在自然森林管理的現存問題上，外
推法卻是很重要的，在這一章應用孔隙模式外推
來預測森林動態的其他案例將被描述，這些例子
包括1.預測大地區性空氣污染對森林的影嚮2.預
測長期氣候變遷對森林造成的影嚮3.評估CO2增
加對森林的影嚮。



空氣污染對森林的可能影嚮.
問題

在美國東部地區，百分之80的電力來自於石
油和木炭燃燒，東部大部分地區現在是森林或曾
經是森林，現在因為都市化和工業化，大的石化
發電廠造成地區性空氣品質的改變，預測污染造
成結果的焦點改變從在污染源旁單一地區的氣體
污染急性的影嚮轉到瞭解大地區性多種污染源造
成的慢性長期性影嚮，近期在美國東部下酸雨的
地區愈來愈多，這也增加大家對研究大地區性森
林如何被影嚮的興趣。



但是，大部分空氣污染對森林造成影嚮方面
的資訊來自於20世紀前半世紀在冶煉礦廠附近的
觀察，在冶煉廠附近超過幾百畝的森林漸漸減少
及有時候是死亡率增加，研究者怎麼可以用這些
當地(小地區)研究(未知量的氧化硫、重金屬、氟
化氫污染物會造成嚴重後果)來預測區域尺度的影
響(假設較低的污染程度?)？這問題是很難以克服
的，牽連到人類(anthropogenic)對木林生長的壓
制以及樹木成長過程之複雜性和與自然環境因子
的互動，這問題不能只用一個模式(model)來解決,
但是模式可以用來預測長期下或大尺度下污染事
件可能造成的干擾及後果 (consequences)之理
論 。



邏輯性 初的問題是；是否劇烈的(acute)污染
壓力下植物反應的型態是長期壓力下他們反應的
強度之指標，那麼在一區域中樹木生長率系統性
之減少到多少才可說是有造成顯著性的影嚮
(significant effect)?

Miller 及 McBride(1975),Kozlowski(1981)and 
Smith (1981)指出二氧化硫(sulfur dioxide)對森林
林木生長的影嚮。圖9.1-美國森林地區之套疊圖，
包含空氣滯留(air stagnation)和酸性沉積物(acidic 
deposition)的等值線(isopleths)清楚的顯示森林裡
二氧化硫(及其化污染物如臭氧ozone和酸雨)的影
響之潛在之尺度。



下面幾個問題限制了我們在解決合適的尺度對低
程度二氧化硫之反應的預測能力，問題包括：

(1)需要非都會地區(郊區)以及此地區中森林林分裡
大氣化學之更詳盡描述，資訊缺乏描述郊區污染
物質的訊息是因為沒有做空氣品質檢驗。

(2)缺乏長期下二氧化硫及其他區域尺度或污染集中
區之污染物對森林樹木成長影響的資料。

(3)缺乏短期及長期下，二氧化硫及相關污染物對林
分成長、競爭及演替動態之描述資料，在用了孔
隙模式後，這部分的問題才被更清楚地說明。



實線為五年期間預測有高度氣象的潛在空氣污染
天數頻度等值圖，這些等值圖顯示出與主要的森林類
型相關，虛線為降雨中氫離子沉澱平均等值圖。



Model Application and results. 
(模式應用和結果) 

孔隙模式被做了很多証實和驗證，這類之測試
是用來看看孔隙模式模擬各種變化情況的能力，反映
出模式用在外推法上的信賴度(reliability)，當然
一個可以用來成功地外推/推測某個情況(comdition)
的模式(例如：延著複雜海拔梯度的植生型態)並不保
證也可以用來成功地外推別的新情況(例如：地區性
的森林對慢性污染的反應)，因此，這一類的外推需
要小心的處理且儘快儘量增加基本的觀察，FORET模
式己經被用來顯示慢性空氣污染的潛在影嚮，這個模
式表達對污染敏感的樹木在生長率上的系統性改變，
研究的結果如下: 



(1)連年生長率的小改變(約5~10%的改變)對林木族群
數有深深的影嚮，在某些例子裡，生長率減少的某
些樹種會在模擬森林中全部被消滅，另一些例子中，
有些樹種當競爭者因生長減少而消失時會增加。

(2)因樹生長率的小改變會造成生態系產生反應，這
生態系的反應會比從林分裡所有樹種生長率減少的
平均值所推論出來的要大，如果將總平均換成加權
平均( weighted average )結果是相同的。



(3)一個林分的年紀(或發長階段)對污染反應有極
端的影嚮，使用FORET模型， West(1980)發現
對污染有極大反應的樹木(在煉冶廠附近的樹木)
年生長率減少20%，對污染有中等反應的樹木年
生長率減少10%，而對污染沒有反應的樹年成長
率沒有減少，樹種的不同反應是與森林發展過
程中，污染進入的時期有關，在較年輕森林或
在有很多被壓木之林分,這些樹木對污染物的反
應較大，更進一步，有同樣敏感的樹種(如
black oak 和 yellow poplar生長速率皆減緩
10%，圖9.2) 在森林的不同發展階段會有不同
的反應。



在混合林中黃楊
(Liriodendron tulipifera)
生長生物量改變，在其
中之物種視為對污染敏
感，其生長減緩有20%，
而中度忍受力物種減緩
10%，而能忍受之樹種
則不變，模擬(100個樣
區)500年中在0、50及
400年時，生長壓力開
始作用，起始狀態為一
開放樣區，對照組為無
壓力下之相同設計，黃
楊及黑橡樹(Quercus 
velutina)生長都減緩
10%(中等忍受力)。





(4)用FORET模式的延伸版本~包含泥土溼度效應，
Shugart 和 Mc Laugwlin (1984)發現林分年齡會
改變某些樹種對污染物的反應，並且與林地狀
況有強烈的互動，例如表9.1在混合林分的模擬
中當black oak生長減少了5%，敏感物種生長減
緩10%，中等敏感樹種的成長減緩5%，而非敏
感樹種的成長則沒有減少，反應的結果之變化
由乾地上年輕林分達到22%生物量的減緩至一
些較老的林分中20%的增加，在評估污染造成
森林生態系影響的效果上。



這意味著二件事(1)如果這些反應真的發生在
自然生態系統中，那麼要從實驗室或溫室來預測
野外裡污染物造成的後果是很難的，這潛在的困
難加上己存的問題使我們很難決定所有植物對污
染物的反應，很明顯地，我們需要以生物性污染
物的角度，來了解森林生態系統；(2)對污染物造
成生態系統影嚮的野外研究設計需要更多的用心，
上圖3和4顯示的結果指出：各種立地因素、年紀
和樹種間有複雜網絡的交互作用是很難在研究中
解開的，如果沒有用相當的努力來控制這些交互
作用，將研究說明清楚的，特別是當比較森林時
不考慮各種林齡，林分結構和立地因子，就有可
能產生看起來互相矛盾的結果.(Shugart and Mc 
Laughlin (1984)。



黑橡樹在中等壓力下(5%生長減緩/年) 



評估二氧化碳問題

二氧化碳是透明的，但是它吸收著由地球散發
的紅外線區能量，這造成產生溫室效應的可能性，
如果CO2大量增加會嚴重地改變地球氣候，CO2因
化石燃燒釋放到大氣中而有了系統性的增加(圖9.3)，
海洋、陸地和大氣間複雜的交流及二氧化碳增加改
變氣候等況狀產生了科學上很嚴重的問題，
Bolin(1981)指出:

"人類燃燒化石燃料和改變土地的使用方式干
擾了自然界碳的循環也引起了許多關注，在下世紀
初,二氧化碳的增加會造成明顯的全球氣候改變，因
此，我們需要發展出一個全球碳循環的模式來預測
未來因使用化石燃料，砍伐開發森林，和農業地增
加而造成的改變。" 



大氣中CO2濃度增加



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是否CO2的增加會增強光
合作用而刺激植物的生長，接著,植物的生長增加會
使更多的碳儲存在陸地上，而降低CO2在大氣中的
增加率，Kramer(1981)以植物生理方面之觀點討論
以下的問題：

"科學家們似乎都假設大氣中CO2的增加會自動
地增加地球上的光合作用和生物量生長……，一些
科學家更認為因光合作用而被固定的碳可以減少因
燃燒而增加的大氣CO2，然而他們是基於假設光合
作用的速率主要是受到CO2濃度的限制及光合作用
的速率主要是受到光合作用率之低潛能之限制，但
是，這些假設是有效的嗎?"



Kramer又認為以上的假設是有潛在之問題的

"我們不能做可信的預測,除非,我們有長期累積紀錄
的資料"

如果Karmer的假設是對的，而且林分中每棵樹的反
應都是相似的，那麼模式的使用可能產生的問題是
我們該如何決定 大效應，現在的問題是：如果所
有樹的生長率是一致的，森林預測的生物量反應會
是如何? 



模式使用和結果

這個研究所使用的模型有：FORET. FORAR, 
FORICO, KIAMBRAM, 和BRIND模型，在第四章己
經解釋過這些模型了，這些模型成功地模擬長期下
森林地景的各種反應，也可以合理地評量森林擾動
(perturbations)的可能後果。



這些模式在檢視增加CO2肥料化(fertilization)
所產生的後果上特別有用，因為基本的公式
(Chapter3. Eguition3.1)計算模擬之林分中林木之年
直徑生長量，是由簡單生長模式發展來的，這簡
單生長模型平衡了光合作用生產和維持細胞活化
的呼吸作用成本，光合作用生產之改變率可藉由
G參數來調整。



為了檢視光合作用生產的肥料化fertilization強度，
每棵模擬樹的基本生長速率(G)系統性的增加
100%,50%,25%,12.5%,6.25%,和3.125%，以25個重複
電腦執行模擬了500年跑出7個不同的孔隙模式案例
(圖9.4)，有機物質organic matter 的百分比改變量是由
25個模擬樣區經過300-500年時間，活植物量
phytomass是藉由平均植物量以及由控制組(沒有光合
作用產生的肥料化)的比較而決定的，在較低的成長
率中，這些反應是複雜的，但在高度的肥料化下
(fertilization)反應是線性的，



一個例子(圖9.4(G)的FORET model)顯示在低度
肥料化fertilization下，活植物量phytomass會減少，
這是因為成長率的一致增加，而使被壓抑生長的下
層林木更得以存活，這些樹通常長得慢，而且有較
小的成熟尺寸，因此，競爭導致整個植物量
phytomass的改變，植物量Phytomass的增加從20%到
60%，這增加並非因地景中任何一點之植物量提高，
而是因為大樹死亡，而使冠層的孔隙增加。



增加生長速率模
擬一 大值的七個不
同模擬案例之反應，
無特定物種對CO2肥
料化有反應，線
為?????，例子：(A)
有野火之FORAR模式；
(B)有野火之BRIND模
式；(C)無野火之
FORAR模式；
(D)FORICO模式；
(E)KIAMBRAM模式；
(B)無野火之BRIND模
式；及(G)FORET模
式。



因為這個理由，干擾較多及較高生長(圖9.4A,B)
的森林呈現出較大地景尺度的肥料化fertilization反
應，在目前的模擬，一個單獨模擬樣區上的植物
量phytomass是受樹蔭或大樹的尺寸所限制，在實
際的森林系統，其他的限制因素，如養分的限制，
可以會減少由CO2引發的成長，以上的結果可以說
是 大化的結果，因為它假設所有的森林地景有
一致的成長率增加(不太可能發生的情況)，如果成
長率的增加是不一致的，那麼CO2引發的肥料化效
果 fertilization effects 會因地區樹木組成不同而不
同，而且會非常複雜，這些反應在討論空氣污染
物時也有提到。



重建史前的植生
背景

花粉的分析術常被用來重建史前植物群落的
組成，在田納西州Anderson Pond過去16,000年歷
史森林的重建被用來測試FORET模型(看chapter 4)，
在進一步討論重建史前森林的模擬模型前，化石
花粉資料的優點和缺點需要先了解，使用花粉粒
來做化石重建的主要好處是：



1.花粉粒是到處都有的，每年生產的量大約相同。

2.花粉粒種類的組成是和周圍森林組成有相關的。

3.有些花粉粒可被鑑別到屬的層級，有些則可鑑別到
種的層級。

4.在湖的泥沼裡存在無氧狀態下的花粉幾乎是和同時
期的沈積物存在的。



儘管有以上的優點，沈積的花粉組成並不直
接反映各個樹種的數量，因為每個樹種釋放的花
粉量不同，昆蟲受粉的樹種通常生產.釋放很少的
花粉，這些樹種的數量可能被低估或根本不存在
於花粉沈積物的紀錄中，花粉在空氣中的傳播也
不同，而依據不同的體積和密度有不同的沉澱速
度，土質的不規則性及湖或沼澤附近的地形也會
影嚮到花粉的不同性，不同的土質會干預樹種的
競爭並在史前森林裡導致該區的大差異，地形因
斜度和暴露度不同也會造成花粉傳播時的不同狀
況。(Solomon and Harrington 1979) 



一個重要的考量是：儘管化石花粉是了解過去森
林形態極有價值的研究對象，在沈積花粉的各種花粉
並不就代表地景上樹種的數量和土類，Webb(1978)發
現沈積花粉在100KM2平方公里或更大的區域通常有變
異，槭樹科Acer花粉，大大地低估了楓樹在地景上的
存在數量，而且只反映了樣區約3平方公里的樹木，
楓樹的沈積方式和松樹Pine的沈積是相反的，松樹的
花粉存積可以反映出超過3,000平方公里的地景，小湖
泥沼比較少有從遠處來的花粉，而大湖則較不能反映
出絕對當地的植生，湖底亦可以控制化石花粉記錄的
暫時解析，例如：會鑽洞的無雞椎動物和季節性的水
流可以垂直地混合沈積物，在北方溫和氣候區的深湖
含有較少攪動，薄片狀的沈積物為每年的層積，這層
層的沈積物與較多攪動的樣本比起來明顯地有較佳的
時間解析(可用這些層積物分析年代)。



因為北美森林植物群的複雜程度(至少有一部
份)增加，在歐洲使用成功的森林群落重建在北美
並不適用，較成功的方法是將多重比例multiple 
proportions 的化石花粉應用到從湖或沼澤表面搜集
來的樣本跟現代花粉型態，如果化石花粉跟現代
花粉夠類似，那我們可以假設他們都是來自相似
的森林，當被用來建立現代"參考reference"資料庫
的湖澤與生產化石花粉的湖有相同大小及型態，
這個假設就會是有效的。



問題

Bryson和Wendland(1967)指出在北美全冰河時
期full-glacial period夏季比較冷，但那時的冬季溫
度和現代差不多，這個概念是來自於連結
Laurentide冰層和生物的變異來解釋在北方針葉樹
林現存的嗜高溫之落葉樹木，這樣的混合林在目
前有小區域的範圍，當現代沒有相似物(analog)存
在時就不能用傳統的方法分析史前植物群落，因
為此種植生的發生被認為是氣候的影嚮，現在的
問題是要決定是否全冰河full-glaciation時期幾個
氣候上的假設與化石花粉資料及與FORET模型的
模擬結果是一致的。



模式應用與結果

為了用FORET模型探討這個間題，Solomon 及
Shugart(1984)發展了一系列的模式模擬來研究在
近全冰河時期期間的某個時間點，預測四個不同氣
候情況下植生的格局，重建16,000年前在田納西州
Anderson Pond的森林有著混合的北方的和落葉性的
森林特徵，這森林被用來判斷四個模擬情況，這四
個情況為：

(1)Periglacial 氣候情境模擬：七月份的溫度低了
11.7℃，這是由Moran(1972)基於periglacial指標
所重建全冰河氣候的狀態。



(2)氣候模式情境模擬(Climate Model Scenario)：這是
Adem 使用能源平衡氣候模型和強化的反光率繪出
一.四.七.十月溫度所產生的全冰河氣候重建，這
個例子的特色是較冷的夏季末期(比現在低12℃)和
比較不冷冽的冬季溫度變化(比現在低5.6度C)。

(3)傳統花粉類比analog情境模擬：這個氣候是由配合
16,000年前在Anderson Pond的花粉形態和現代
相似的類比物得來的，因為史前森林的特性是混
合林，我們找不到適合的現代類比analogs，只好
使用其中較佳的類比，使用傳統的花粉類比物的
結果顯示16,000年前Anderson Pond的氣候與現代
安大略湖kenora的氣候 相似。



(4)混合的花粉類比analog情境模擬：順著Bryson及
Wendland(1967)與Bryson及Kutzbach(1974)的邏輯，
混合物composite的發展來自於使用北方的分類群
計算夏天氣候和使用落葉樹分類群來決定冬天氣
候，在這個重建下，16,000年前Anderson Pond 的
夏天類似安大略湖的Denora的氣候，但冬天則類
似明尼蘇達州的Duluth。



對於以上四種氣候情境模擬，使用三種不同的
土壤和坡度狀況來模情森林演替：

1.Anderson Pond旁土壤排水順暢的高地

2.陡峭南向坡(溫度高2℃) 表面有薄層沃土覆蓋和底層
土是可塑的黏土。

3.陡峭北向坡(溫度低2℃)，表面也有薄層沃土覆蓋和
底層土是可塑的黏土；

我們會預期Anderson Pond的化石花粉是自來於以上三
種狀態的森林，而大部分的花粉預期來自於山區(see 
paragraph 1 , above)。



圖9.5顯示模擬的結果，16,500到15,500年前的花
粉光譜顯示在圖的 左邊，在那時期，赤松花粉有15-
25%，松樹花粉有50-80%，落葉性樹花粉有10-20%，
在不同情境模擬下模擬森林的反應可總結為：

(1)傳統的花粉類比analog情境模擬：模擬的冬天太冷以
至於橡樹和其他嗜高溫林木，除了一小部分南向的樹
可存活外，在任何的模擬案例中無法存活生長，這個
模型產生的北方森林較像Denora,Ontario旁的森林，但
並不像16,000年前的Adnerson Pond的森林.。

(2)氣候模式Climate Model情境模擬：在情境模擬下因為
夏季的涼溫使得嗜高溫樹木的生長也大大減少，這是
合邏輯的，因為Adem的模型與現在北方森林的北部氣
候相似而不南部氣候相似，此情境模擬所提供的森林
模擬模式不容易重造16,000年前Anderson Pond的狀況。



(3)Periglacial 氣候與混合花粉類比情境模擬：這兩個
情況下，森林模擬模式產生的反應與Anderson 
Pond的花粉光譜是一致的，這兩個情況除了北向
斜坡狀況不一樣外，產生的森林反應是相似的，
北向斜坡的不同差異是由於兩個情境模擬下，夏
季的濕度是不同的。

這些結果整體上要指出的是：與full-glacial
全冰河氣候有關的季節性seasonality 的減少，確
實可以產生出現代北美洲沒有，但16,000年前田
納西州的化石花粉有紀錄的穩定的混合北方及落
葉性的森林生態系。



圖9.5測量及模擬在田
納西Anderson Pond全冰河
氣候植生，全冰河氣候花
粉光譜在 左邊，包含從
16,500-15,500 C14-年前 大
及 小花粉百分比，並重
複於每一排以易於比較，
每一排是四種不同氣候之
情境模擬之一，共有三種
立地類型。



結論: 

這一章的三個例子提供了方法之可能性的一個樣本，
森林模擬模式可以用來預測自然森林改變的結果，也
許.可以解決問題的 佳模式是在於預測森林動態，以
回答如下之問題：

"如果...,什麼狀況會發生?" "需要多久的時間來...?" 或
"...是有可能的嗎?" 



想要了解更多有關森林生態系內部動態及因改
變造成的可能後果的這種慾望會使人們持續對自然
地景有與趣，某方面說來，這是因為人類用某些方
式直接影嚮自然生態系，影嚮的形式每幾年就會不
同例如：區域性尺度的改變，空氣污染的情況是近
期的問題，而很多其他衍生狀況是超越我們現有的
資料，相同的，大氣層CO2改變造成的影嚮，在短
期內，氣候也一直有改變，科學家和決策者逐漸了
解，今天的森林也許在尋找一準平衡quasi-
equilibrium狀態的這種情況是以前不曾發生的。



想要正確地預測森林變化的慾望(儘管面臨內部
動態的改變和不平發衡的混亂)己經使電腦模型成為
解決生態系統問題的有價值工具，目前森林模型正
在發展一個合理的應用資料，基於近期發展用來預
測森林形態模式的能力，我們應強調，這些模型得
力於有遠見的生態學家將森林系統視為是一個動態
的實體並合理地搜集動態系統的資料，模型的成功
並不排斥在實際森林中搜集的更多資料，相反地，
他們更強調野外生態學FIELD ECOLOGY；



例如，這本書的主架構是集中在小的，但有代表
性的森林動態模型的理論及實際應用，在進行下一步
前，有三件事是很重要的：第一、我們需要記錄更多
森林動態的資料來測試模型，例如，在重建化石花粉
年代史時...第二、我們需要在模擬各種不同本質森林
上增加一些經驗，雖然有上百個森林模擬模型，但是，
如果刪除掉單一品種的造林地及北美洲溫帶森林，模
式的數目就更少了；第三、我們需要一個計算上速度
快的單一樹木生長模型，而這包含了樹木生理學上的
更多細節，特別是不同器官的生理學研究調查，也需
要專注在了解所有不同大小光合作用，發展這樣的模
型需要對所有植物有大量及詳細的調查。



第十章 森林動態理論
A Theory of Forest Dynamics

有關森林動態性質的理論，A. S. Watt
(1925)在其森林格局與過程的新古典理論

裏討論得最好。該理論的中心思想可以應

用到所有固著的有機體(Paine & Levin,
1981)，至於森林的動態反應可用循環來描

述。



當樹木死亡而倒伏時，森林冠層間會

形成孔隙，孔隙可以促進林木的更新、生

長，提高樹木的存活率，構成森林，更而

孔隙再度被林木填滿而消失。周圍林木亦

有類似的情況發生，造成孔隙一再形成又

鬱閉，周而復始、反覆循環。



有關空間格局(spatial pattern)與時間

動態(temporal dynamics)的交互作用，在

Raup (1957)、Whittaker & Levin (1977)、

Connell & Slatyer (1977)、Bormann &

Likens (1987a, b)和其他研究者的研究中提

及。



除了其結構複雜性、豐量度有不同外

，全世界的森林，基本上是相似的，由於

經長久的研究，森林演替的過程和許多樹

種個體生態學上的性質，皆是四海一家，

世界各區皆一樣的。



有些專家學者使用新的

“生態系鑲嵌動態觀點(mosaic-dynamic view of

ecosystems)”

取代由Clements (1916, 1928, 1936)所提的

“整體觀點的生態系 (holistic older view of

ecological system)”。

McIntosh (1982)回顧這個辯論且指出其論

斷的困難(在第一章有提)，Greig-Smith (1982)

說Watt (1961)有深入的評論。



Clements的極盛相(Climax)，加以論

斷，認為Clements在生態學裏，將動態原

則(dynamics principle)注入靜態原理(static

discipline)，就如Lyell在地質學(geology) 、

Darwin在生態學、Dokuchaiv在土壤學一

樣，將新生命帶入他們的研究領域。



森林生態系具有空間異質性(spatial

heterogeneity)，也必須將生態系視為一動

態的整體，在發展單株個體生態模式時，

若不考慮其整體性，是不能說明所有聚集

的生態系變數。



孔隙模式是電腦時代的產物，

沒有高速度和低成本的數位電腦，

模式中的機率性、參數和結構，則

無法解出。



單株和某物種在林分、植生環境裏，同時被認

為是準個體的整體(quasi-autonomous wholes)。

這種具雙重身份，同時是整體(wholeness)又是

部分(partness)。

是Koestler (1967)發展的層級理論(hierarchy

theory)的轉角石。

區別樹的整體和個體，對模式的層級結構

(hierarchical architecture)有相當的貢獻。



由系統生態學家的觀點來看，同時考慮所有

參數對孔隙模式來說，並不敏感。唯一對模式執

有大影響者的參數，是模擬樣區的大小(Shugart

& West, 1979)，其一直是樹與樹間競爭函數主要

結構。孔隙模式對孔隙大小相當敏感，而孔隙大

小即由模式所能模擬森林結構性格局的能力。在

平面維度的競爭是具同質性的前題下，以適當樣

區大小去模擬森林，這個適當樣區在溫帶林約0.1

ha (熱帶林更小)。



孔隙模式的特殊理論，是由電腦所建

的模擬模式，或許這個疑慮可以利用數學

和物理理論來加以比較，或許電腦模擬模

式(computer simulation models)缺乏(如科

學家William of Ockham所提之)小氣原理

(parsimony)。



A. S. Watt (1925, 1947)認為理想

的樣區選擇方式和調查方法，可展現

出森林的情況。其主要依據具有反覆

循環特性的森林動態反應。



Whitmore (1982)提出：森林儘管

在結構複雜度和植物豐富度有很大的

差異，但其形成初期均極為類似，原

因在於演替歷程及樹種的個體生態學

(autecological)的性質表現相似。



一、孔隙模式的應用範籌

The Domain of Applicability of Gap Models



Delcourt et al. (1982)繪製一張具有不同

時空尺度有關的干擾圖(如圖10.1a)，可以比

較、提供森林動態的特殊理論應用的範圍，

及合理且具啟發性的藍圖。Delcourt並沒有

用孔隙模式，他稱其為小尺度(microscale)。

然而，大部分模式應用大小尺度(microscale

／macroscale)範圍在圖10.1b的1、5兩點間。



圖10.1：(a)生物干擾的時空範圍，而這些反應過程的取樣間隔，需要再觀察(Delcourt et
al., 1982)；(b)顯示在相同時空圖示裏，應用孔隙模式的範圍為斜線區，此具體

指出決定斜線區係由(1)典型孔隙模式的時空尺度，約1 ha、1 yr；(2)大部分應

用於森林演替動態的模擬；(3)地景重建；(4)地區的地景受長期空氣污染的影響

；(5)短期間空氣污染對地區地景的影響。



所謂長期間尺度的模擬，Delcourt認為

係指可觀察到土壤發育的時間尺度。

Weinstein et al. (1982)認為許多元素與有機物

質的平衡，孔隙模式應用的時空上限 (圖

10.1(b)的4、5)為近Delcourt大／中尺度邊界

(圖10.1(a))，有些Delcourt et al.認定的干擾

，又是孔隙模式可應用的範圍，如病蟲害發

生、火災、人類活動和氣象變化。



在機制考量下，模式不宜使用於少於

1年的時間尺度。第三章的案例在模式內

以低於1年(subannual time-step)，來計算

與樹木年生長量有關的指標。孔隙模式的

內在時間邊界會直接影響結果，任何少於

1年的森林反應是不適合應用於孔隙模式

，除非用年平均。



吾人可以考慮反應生態系變化的無生

物變數，為模式應用的時間、空間範籌的

指標。依據Delcourt et al. (1982)，氣象變

化是孔隙模式應用範籌的重要無生物推導

變數(abiotic-driving variable)(如圖10.1a)

。



圖10.2：(a)在1 ha到地球年齡的所有時間變異下，在氣候相對變異的情況下，推估期間

組成分的變異而不同變化的曲線表示如圖。▲係指出spike和波頻間的尺度關係

(Mitchell, 1976)；(b) FORET模式的期間圖(Emanuel et al., 1978b)。



孔隙模式應用的時間尺度的上

限是 104 ，係用於古地景 (paleo-

landscape)的重建。而下限則為每

年的計算。



探討在新冰河時代(Neo-glacial, Little Ice-

Age)時，以森林對長時期環境的反應，一般可

用花粉紀事法(pollen chronologies)。即使氣候

的期間無法適合孔隙模式的適用範圍，但尚有

許多模式可以應用於此範圍(如圖10.2b)。探討

500年期間，樹冠植物組成的應用、樹冠取代、

冠層樹種等。圖5.2討論更新，如Watt (1947)。



一般而言，應用孔隙模式的範圍是屬

於大尺度模式(macroscale)(Delcourt et al.,

1982)。目前已成功地應用於較短時間尺度

和較小的空間尺度，氣候模式中重要導出

變數的期間反應在孔隙模式的使範圍(1 yr

～104 yr)是一致的！



二、孔隙模式的重要性

Some Consequences of Gap Models



孔隙模式的重要性在於可預測森林動態，其中

較重要的相關理論為：

(1)森林模式可以將林木性質納入考慮，並描述動

態分布。為了進行變數的判斷與模式的建立，並

沒有詳細考慮樹種組成，而僅考慮其孔隙形態對

林木的重要關係。

(2)樹種依其特性進行簡單分類，可由生存空間的

競爭所產生的複雜互動網絡，即樹種間的相互作

用。



(3)地景中生物量動態係由生態型式變遷的面

片和整體(synchrony)的狀況決定。隨著時

間歷程變化，格局會受擾亂或改變平衡狀態

的平均值。同樣地，理想化反應將更加促使

證明森林過度反應的概念。個別地域動態不

易預期全部地景動態反應，亦即野外調查和

樣區設置均為急迫需要。



(4)以天然地景為基礎的種類，其種類為三：

內在不平衡地景(intrinsically non-

equilibrium landscape)

有效的不平衡地景(effectively non-

equilibrium landscape)

準平衡地景(quasi-equilibrium

landscape)。



這三種類型的地景管理策略是不同的。

很多政策習慣地依據行為去管理自然地景，

如準平衡地景(quasi-equilibrium landscapes)

。管理單位的大小範圍在這些政策下，常是

相當小，因此預期他們的行為，則用有效的

不 平 衡 地 景 (effectively nonequilibrium

systems)。



(5)對於動物物種而言，選擇特定鑲嵌地景的

生育地，動物群落會產生有效的不平衡地

景，而有島嶼生物地理學上統計特性的聯

想。這關係到種類／面積的參數曲線，為

一個重要的關係，這鑲嵌－動態概念可以

應用到地景生態系及島嶼生物地理學理論

。



(6)孔隙模式在時間的範圍和空間尺度可提

供最佳之有效應用。將尺度和資料應用

於這些問題，驗證孔隙模式需要靠整合

的研究，藉由資料的收集、實驗、與生

態系統樣區設置，以了解氣候變化對全

球區域性尺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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