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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

臺灣森林生態系經營準則和指標之研擬
馮豐隆 l 高義盛 2

【摘要】在生態系經營理念下，無論森林資源保育評估、決策規劃、執行、經營管理、監測與適應策

略之進行，準則和指標都是相當重要的指引。本篇就臺灣地區永續生態系經營的準則與指標，加以

研擬。參考世界不同林業組織、國家訂定的準則和指標，再配合臺灣現今社會、經濟、人文等狀況，

就生物、生態、社會、經濟等方面訂定符合臺灣環境狀況與人民需求的生態系經營的準則不日指標。

擬定之準則與指標，可以確定臺灣森林經營方針、計畫、目的、目標等，更而能針對所需性態值進

行調查、評估、決策規晝。、執行經營、監測與適應策略，以提供生態系經營管理的資訊，並做為臺

灣林業發展之依據。

【關鍵字】生態系經營、資源調查、監視。、準貝IJ 、指標

Study on the Criteria and Indicators of Forest 

Ecosystem Management in Taiwan 
Fong-Long Feng 1 I-Sheng Ka02 

<Abstract> No matter what forest resource conservation assessment, strategy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management, monitoring and adaptive strategy, it is ve可 important to define the criteria and indicators 

(C&I) of ecosystem management (EM). In the paper, we try to establish the criteria and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EM for Taiwan. Referring to the condition of now-a-day society, economics, and culture, we 

try to propose the C&I of EM in Taiwan. The C&I of EM presented are base on biological, ecological, 

social and economical viewpoints under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and the demand of people. Those 

C&I could apply to make the policy, plan, purpose, target of Taiwan forest management. Applying the 

C & 1, we could set up the policy, planning, assessment and monitoring forest management in Taiwan. 

<Key words> ecosystem management, resources inventory , monitoring, criteria, indicators 

一、前言 態系是由生物社會及環境組合而成之整體。任何

生態系(Ecological System ' Ecosystem)係 多樣之生物所組成之社會與物理環境交互作用，

指地球上明確的多尺度(Multiple Scales)空間單 致使能量流動、物質循環，而達成永續者

元，包括其間所有的生物體和無生物組成、生物 的dum， 1971 ;王子定、郭幸榮， 1975 ;劉棠瑞、

體豐富度和分布 、生物體和能量流動與物質循環 蘇鴻傑， 1983) 。生態系可定義為有機體的族群

間的交互作用(Likens ， 1992 ; Franklin,1997) ，生 與牠們生存的環境，包括所有植物、動物、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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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水、氣候、人類及生命過程的交互影響

(Salwasser, 1993) 。生態系是指所有動植物(包括

人)和其所處環境所構成的共存共容、互相依賴、

彼此影響的動態生活圈。生態系四大特點: (1)生

態系是動態的、 一直在演進的、會變化的，使得

生態系能向各種方向發展(O'Neill et a l., 1986 ; 

Urban et al., 1987) 0 (2)生態系在組織層級上是屬

於地區性的、暫時性的。各個層級都可組織成一

個體系，而在此體系中，每個層級擁有不同的功

能， {旦同時又是整個整體的一部份(Allen et 祉，

1984 ; Allen & Starr,1982 ; Koestl缸，1967) 0 (3) 

生態系有其生物、生態、經濟及社會的限制。 (4)

生態系型態及過程並不是完全可預測的，縱使程

度也會因時空、組織層級不同而不一樣

(Bourgeron and Jenson， 1994) 。

森林生態系經營是一種森林永續經營的的體

系，將"人"置身於其中(馮 1997a; 林、陳等

1998) ，視森林為一個完整的生態系(洪， 1995) , 

不僅考慮現代人對森林資源的需求和滿足，亦同

時考慮未來世代對森林使用的權利(Canadian For

est Service 1998 ;賞， 1998) 。生態系經營是要

達成生態永續性(ecologically sustainable) 、經濟

可用性(economically viable) 、平土會可接受性

(socially acceptable)的經營目標(Gilmore， 1997) 。

美 國林務署將生態系經營 (Ecosystem

Management)定義為 : 1"生態系經營係以生態方

法，融合了人民的需求及環境的價值，以達成國

有林及草原地的多目標利用經營，使國有林及草

原地呈現出多樣的、健康的、具生產力以及永續

的生態系。」生態系經營是一種用生態方法融合

人民需求與環境的價值以達成森林目標經營。生

態系經營係在生物、生態容量及經濟、社會價值

可接受的範圍內， 生產各種主要的財貨、 商品及

符合人們須需要與慾望的勞務價值(禍，

1997a 、 1997b ) 。所以森林生態系經營的目的

是希望將森林視為一個生態系，依生態原則規畫IJ

並經營之，使森林的經營能為社會所接受，經濟

上可行，同時又符合生態原則 (洪 ，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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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利爾議定(Montreal Process)定義， "準

貝IJ "(Criteria)是永續森林經營評估的一種狀況或

過程，藉由一組定期監測的相關指標來評估，以

暸解森林的變化。"指標"(1ndicators)是量測準

則的方法。藉由定期量祺IJ或描述某一定↑生或定量

的指標變數來暸解其變化的趨勢(洪， 1997 ; The 

Santiago Agreement， 1995) 。準則和指標(C&I)是

評估森林狀況、趨勢和提昇永續森林經營的工

具 。世界各國正積極制定森林永續經營的指標(李

等， 1998)' 目前有超過一百個分布於不同地理

氣候區的國家，正對於全球、區域、國家、地區

或森林經營單位的各個層級制定不同的準則和指

標。朝向使用準則和指標的新時代，以創新的方

式來看待森林(Canadian Forest Service， 1998) 。

生態系經營的準則與指標，應在空間尺度、

時間尺度，考慮、生物、生態、地景因子，並依自

然、社會、經濟和文化不同，而訂出不同的準則

與指標。生態系經營準貝IJ與指標的訂定， 需要不

同領域的學者專家、資源經營者、公眾參與等共

同集思廣義，擬定適合不同空間尺度及經營、層

級的準則與指標，以提供生態系永續經營各項施

業之依f盾。

目前臺灣所進行的森林生態系經營研究試驗

計畫係由林務局、林業試驗所、 臺大、 中興、文

化等大專院校森林科系， 自行進行小區域森林生

態系示範經營規劃與執行 ，發展適合臺灣森林永

續森林經營體系。由於受限於對臺j彎森林生態的

瞭解與社會對森林生態系經營的價值認知，會隨

時間改變，所以有必要於執行生態系經營時，隨

時就所得新知識與經營狀況做適應性(Adaptive)

經營調整，以使生態系經營符合生態原則。如何

決定生態系經營是否達到生態原則、經營目標

等 ， 有賴於準買IJ與指標來評估。然而到目前為

止，噩灣地區及各林業單位皆尚未訂定生態系經

營的準則與指標，而朝向森林生態系經營是臺灣

森林經營必然的趨勢，所以訂定森林生態系經營

準則與指標更有其必要性。本研究主要參考蒙特

利爾議定(Montreal Process)之準則與指標及相關



資料 ，由生物、 生態、社會、經濟等方面，草擬

臺灣森林永續生態系經營的主體則與指標，以供未

來研擬之參考。

二 、森林生態系經營

美國總統克林頓於 1993年在太平洋西北區奧

瑞岡州波特蘭市召開森林會議時，即要求組成一

個森林生態系經營評估小組(Forest Ecosystem 

Management Assessment Team , FEMA T) ，副1 1令

FEMAT依現有的最佳按術及科學資訊，以生態

系的方式，依據四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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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再生資源的

永續經營 ，包括木材及其他林產物 ; (4)維持林區

內的經濟活絡及社區發展 。 探討適應性經營與管

理技術，提供行政部門森林生態系經營的可行性

方案 ，及選擇最適方案之用ú共 ， 1995) 。

美國總統克林頓直接下令美國農業部林務部

門建立一個、、以科學、生態為本的策略，來經

營 Cascade 東部的森林 。 ICBEMP (The Interior 

Columbia Basin Ecosystem Management Project ) 

是由Cascade東部生態系經營計畫法案在 1994年

l 月授權成立，以科學、生態考量之策略來經營

林務署(Forest Service ， 的)和土地管理局(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 BLM)益地中所管轄的土

地 。建立策略所需的資訊，並由西北部內陸大部

分地區的資料作收集分析與評估。 1997年該小組

針對生物環境、地景動力學、水生物種及生育地

狀況、盆地內陸域生態學、盆地經濟狀況，盆地

社會狀況、資訊系統的建立及文件化等提出評估

方法(Thomas & Arbelbide， 1997) 。

三 、永續經營之準則和指標

國際熱帶木材組織(the lnternational Tropical 

Timber Organization ' ITTO)包含 52 個國家(25

個熱帶木材生產國家和 27 個熱帶木材消費國家)

於1992年國際熱帶木材組織在永續熱帶森林經營

量測準則的先驅工作確認 5 個國家尺度的準則

{(l)森林資源基礎(5 個指標) ; (2)流動的連續性

(8個指標) ; (3)環境控制的程度(3個指標) ; (4)社

會一經濟的影響(4 個指標) ; (5)機關的架構(7個

指標) }和27個合理的指標， 主要的電點在於需要

法律和制度的投入，以提升永續森林經營(洪

1997 ;鄭， 1999 ; Canadian Forest Service, 1998) 。

蒙特利爾議定(Montreal Process)於 1995 年

由加拿大(Canada)等 ]2 個國家 ， 完成 一組詳細

的准則與指標，旨在提供永續森林經營

(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SFM ) 理念，

並針對北溫帶森林保育與永續經營提出共同架

構 。 蒙特利爾議定中提出 7 個準貝IJ {(l)生物歧異

度的保育(9 個指標) ; (2)森林生態系生雇力的維

持(5 個指標) ; (3)森林生態系健康及生命力的維

持(3 個指標) ; (4)水士資源的保育(8 個指標) ; 

(5)對全球碳循環貢獻的維持(3個指標) ; (6)社會

需要之多樣化長期社會經濟利益之維持與促進

( 19個指標) ; (7)針對保育及永續經營的法律、 機

關及經濟的架構(20個指標) }及相關的指標(67{固

指標) ，都與森林狀況、功能與森林所能提供的

環境以及社會、經濟的有形與無形褔扯有關

(洪， 1997 ;鄭， 1999 ; Canadian Forest Service 

1998 ) 。

1994 年歐洲國家簽署定名為泛歐洲人(赫爾

辛基)過程[Pan-European(Hel si nki )process]列舉

準則和指標提供歐洲各國森林永續絕營的原則，

這過程採用 6 個準則((1)森林資源的維持和適當

的增加(3 個指標) ; (2)森林生態系健康和生命力

的維持(4 個指標) ; (3)森林生產(林木和非林木)

機能的維持和增加(3 個指標) ; (4)森林生態系生

物岐異度的維持、保育和適當增加(5 個指標) ; 

(5)在森林經營管理上(特別是土壤和水)保護功能

的維持和適當的增加(2 個指標) ; (6)其他社經功

能和狀況的維持(3 個指標) } 和 20 個指標(鄭，

1999 ; Canadian Forest Service, 1998) 。

1995 年亞馬遜河流域， 包括巴西(Brazil)等

8 個國家﹒明確地說明亞馬遜河流域森林永續發

展的準則和指標。 1995 年在秘魯塔拉波特

(Peru Tarapoto) 舉行會議採用塔拉波特

(Tarapoto)提案的 7 個國家級準則和 51 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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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中士經利益(1 6個指標) ; (2)永續發展的政策及 產功能; (4)維持及致力森林生態系多方面社經和

法律架構(4 個指標) ; (3)永續森林生產(5 個指 文化利益以滿足社會各階層的需求}和40個地區

標) ; (4)森林覆蓋及生物歧異度的保育(8 個指 性指標(Canadian Forest Service, 1998) 。

標) ; (5)水、士資源的綜合管理及保育(4 個指

標) ; (6)森林永續發展的科學及技術(6個指標) ; 

(7)促進亞馬遜河流發展的制度性潛力(8個指標) } 

(鄭 1999 ; The Pro Tempore Secretariat of the 

Amazon Cooperation Treaty, 1995) 。

中國大陸於 1995 年"中國 21 世紀議程"一

林業行動計畫，建構了一個綜合性、長期性、漸

近性的可持續(永續)發展策略架構及其相應的對

策，充分展現了以發展經濟、消除貧困、增強國

力、改善生態環境、提高永續發展為目標的永續

1995 年在肯亞奈洛比由國際糧農組織(Food 發展策略(中國大陸林業部， 1995 ;張， 1994;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 FAO)和聯合國環 張， 1995 ;孫， 1996) 。建立符合林業環境妓應

境規劃組織(Union Nation Environment 及空間特徵的中國大陸林業永續發展評價準則及

Programme, UNEP)主辦研討會包括27國撒哈拉 指標: (1)建立中國大陸林業永續發展評價準則;

沙漠的鄰近國家。會中發展非洲乾燥地區森林的 (2)建立適用於不同地理空間環境特{殼的林業永續

7個國家級準則和47個指標。類似國際糧農組織 發展評價系列指標體系; (3)提高林業永續發展評

(FAO)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組織(UNEP)主辦的研討 價能力。 1998 年中國大陸制定中國森林永續經

會在埃及開羅召開，提議近東地區永續森林經營 營的 8 個準則與指標架構: (l)生物歧異度(呆

的7個國家級的準則和65個指標。由佔非洲879毛 護; (2)森林生態系統生產力的維持; (3)森林生

森林覆蓋的 13 個國家所組成的非洲木材組織 態系統的健康與活力; (4)水土保持; (5)森林對

(African Timber Organization ' ATO) ，經由原 全球碳循貢獻的保持; (6)森林長期綜合效益的增

野試驗確認森林經營的準則和指標。原野試驗 強與維持; (7)法律及政策保障體系; (8)信息*及

1995 年在象牙海岸(Cote d'Ivoire)及 1996年在喀 技術支撐體系(朱、張， 1998) 。並依據蒙特利爾

麥隆(Cameroon)更進一步試驗確認永續森林經營 議定的準則與指標，結合中國大陸亞熱帶實際狀

和木材貿易的 28 個 ATO 準則不日 60 個指標 況，探討中國大陸亞熱帶森林永續經營的準則與

(Canadian Forest Service, 1998) 。 指標(肖等， 1998) 0 (*信息即電腦資訊)

1997年國際糧農組織(FAO)和中美洲環境發 四、臺灣森林生態系經營準則與指標架構

展委員會召開會議發展 7 個會員國的準則和指 研擬

標。在Lepaterique中美洲過程(Central American 參考國際上各類森林生態系經營準則與指標

Process of Lepateroque)中形成 8 個國家級準則 的內容，考慮臺灣森林經營的經濟性、公益性和

{(1)在法律、政治、制度和社經架構上提昇和保 永續性，針對臺灣森林之生物、生態、社會、經

證永續森林經營; (2)森林覆蓋; (3)森林健康和 濟等特性、研擬以臺灣森林為尺度的永續生態系

生命力; (4)森林生態系對環境的貢獻; (5)森林 經營的準則架構(如圖 1) ，並針對準則擬定指標

生態系的生物歧異度; (6)森林生態系的生產功 來量測或描述各項性態值，以評估準則。

能; (7)科學和技術的潛能對森林資源的開發; 五、臺灣森林生態系經營 C&I 內容

(8)維持及致力於森林生態系多方面社經不日文化利 以下則針對 C & 1 架構 ，依緣由、指標內
益以滿足社會各階層的需求}和52個國家級指標 容，將各準則詳加描述說明 :

及 4 個地區性準則{(1)在法律、政治、制度和社 準則一:生物歧異度的保育(針對臺灣森林生物歧

經架構上提昇和保證永續森林經營; (2)森林生態

系對環境的貢獻和保育; (3)維持森林生態系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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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度保育，就生態系、 物種、基因歧異度訂

定指標，以供臺灣生態系經營之依據)



同仰自兩吉司

森林生態系生素力的維持

|森林生態系健康及生命力的維持!

|國土保安、水土保育|

|森林生態系對全球碳循環貢獻的維持|

對經濟利益之維持與促進

對行政方面之依存

兩兩了技術、資訊管正動

圖 I 臺灣森林永續生態系經營準則架構圖

緣由:生態歧異度包含從完整生態系到遺傳因子

的各階層組織，維持自然的起源及陸域的生

態歧異度是確保物種在經過數量增加及適應

力變化後仍能維持其生存能力的關鍵。臺j彎

林業經營由過去的木材生產、多目標經營，

到現今朝向森林生態系經營，有必要針對生

物歧異度進行瞭解、評估、保育，以使臺灣

森林生態系永續發展。

指標 1 :生態系歧異度

A: 各林型的分布情況一就臺灣森林林型狀況

分析之。

B: 各林型與國有林事業區的關係一就歷年來

的航照資料分析臺灣及各國有林事業區、

各縣市區域林型變化的趨勢﹒

C: 各林型結構分析一針對林型碎化(Fragmen

tation) 、連接(Connectedness)狀況及林型

內組成結構加以分析。

D: 各保護區、保安林、國家公園等特定區的

分布與比較。

E: 生育地狀況、 地形狀況一就生育地及地形

狀況，進行地質、氣象資料的收集整合、

土壤調查， 以進行林地分類建立土地利用

潛能(Capability) 、可行性(Feasibility卅日適

合性(suitability)為考量之分類體系。

指標 2: 物種歧異度

A: 生物物種分布情形及資料庫建立 對臺灣

森林生物物種進行調查資料收集、監測與

掌握。

B: 瀕臨滅絕的生物物種的分布、立法、保護

一對瀕臨滅絕物種的數量、分布、保護

狀況的掌握。

C: 特有種物種分布情形 對臺j彎固有種生物

的調查、分布與保育。

指標 3 :基因歧異度

進行生物物種遺傳基因研究及建立生物物種

基因庫-目前臺灣正進行這方面資料的收集。

準則二:森林生態系生產力的維持(就臺灣森林之

生產能力、生產物的性態值，訂定評估的指標)

緣由:目前臺灣木材進口達 999毛左右(林務局，

1998) ，自給率偏低。面對團際環保聲浪，可

能面臨無木材可用的窘境及國際批評。而森

林生產力是森林生態系經營重要的一環，有

必要針對臺灣木材生產區進行評估、規劃及

經營。

指標 1 :林木生產

A: 森林經濟林地狀況的評估一經濟林地樹種、

面積、生長量、蓄積量、 砍伐量分布。

B: 木材生產量與消費量分析一針對國內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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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需求量及木材產量，進行合理配置，以

因應國際保育潮流的衝擊。

指標 2: 非林木生產

非林木生走一苦于森林副產物，如:愛王子、黃

曉、葷菇類、松脂等的生產進行調查評估，

以有放利用森林資源。

準則三:森林生態系健康及生命力的維持(就臺灣

森林永續經營的觀點，針對影響森林健全發

以瞭解各林型森林生態系更新及生長情形。

C: 天然更新林與人工林的比例 可以暸解森

林生態系自然演替與人工栽植對森林生態

系生命力的影響。

指標 4: 指標分布

A: 生物指標的分布情形 以指標生物對森林

生態系進行監測評估。

B: 地景指標的分布情形一以地理單元對森林

展的因子進行訂定評估指標) 生態系健康及生命力進行分析。

緣由:森林健康關係到整個聾灣森林生態系的完 準則四:國土保安、水土保育(針對影響臺灣國土

整性及活力，對於危害森林健康的各項因素 保安、水土保育的因子，訂定符合國土監測

應有效掌握因應，以維持森林生態系健康及 的指標，以永續利用國士資源)

生命力。 緣由:臺灣山高谷深，在從事森林生態系經營時，

指標 1 :為害因子

A: 病、蟲害的分布、面積與嚴重性 進行森

林生態系病蟲害的分布及其防疫監測。

B: 水害、旱害、風害等分布、面積與嚴重性

天然災害對森林生態系為害程度的調

查。

C: 森林火災為害的分布、面積與嚴重1'1: 白

然、人為森林火災對森林生態系健全的影

響。

D: 森林受污染程度空氣污染、土壤受酸雨及

重金屬等污染程度對森林生態系為害的

影響。

指標 2: 人為干擾

A: 外來物種的污染程度分布 對本土物種的

衝擊程度。

B: 森林育林量和伐採量分析一育林量和伐採

量對森林生態系健全的評估。

C: 人為干擾程度一因為開路、築壩、遊憩、

濫墾、濫伐、濫葬等人為干擾對健全的森

林生態系衝擊程度。

指標 3 :森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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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各樹冠層透光度、林型排歹IJ分布一森林生

態系空間分布對整個森林生態系健全發展

的影響評估 。

B: 各林型與林齡級分布排歹IJ 、生長量分析一

對於國士保安、水土保育等保安功能需求殷

切，有效針對森林保安的措施，進行經營管

理，以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指標 1 :森林覆蓋狀況

A: 森林覆蓋率、森林地被植物覆蓋程度的分

布狀況一對於水土保持、水i原涵養功能的

評估。

B: 各類保安林地的功能、面積與比例一評估

各類保安林地對保安國士的功能。

C: 森林分布狀況 不同林型、天然林和人工

林、針闊葉林分布的面積和比例和林地伐

採收穫面積的分布狀況對國士保安、水土

保持的效益評估。

指標 2: 水文循環

水文循環一森林水文、水質變化的分布狀況。

指標 3: 集水區治理

A: 土壤結構分析 森林土壤物理、化學、團

粒結構等因子的變化分布情形對森林生態

系穩定的影響，及對土壤嚴重沖蝕(土石流)

的分布做預測及防範措施。

B: 水土保持設施的分布與數量一水土保持設

施的方法和措施對於國土保安、水士保持

與森林生態系穩定的評估

C: 人為干擾程度 人類干擾程度對森林生態

系穩定的影響評估。



準則五:森林生態系對全球磁循環貢獻的維持

(就全島對碳循環的作用加以量化，以提供

碳循環的各項指標，以維護全球環境)

緣由:雖然臺灣不大，但碳循環對全球溫室放

應、臭氣層破壞、生態系影響等，亦應盡地

球村一分子的責任 。

指標 I :森林因子

A: 森林生物量一森林不問林型生長暈、蓄積

量對碳吸存的貢獻 。

B: 林木消耗量一砍伐森林對溫室妓應的影響

評估。

C: 森林面積 森林面積的增減對碳吸存及碳

釋放的影響評估 。

指標 2: 二氧化碳吸存和釋放

二氧化碳吸存和釋放一森林C02釋放量與吸

存量 、化石燃料C02釋出量、化石CO，釋出

量對碳循環的影響程度。

準則六:對經濟利益之維持與促進(針對臺灣林

業對臺灣整體經濟發展的維持與促進，就生

產與消費、森林遊樂、林業投資 、就業機會

訂定指標，以供臺j彎林業經濟發展之依據)

緣由:臺灣朝向森林生態系經營並不是一昧地將

臺j彎林業的經濟生產功能辦除，而是將林業

生產、林業經濟、林業投資等，做有效合理

的規劃，以維持及促進臺灣森林的經濟效益。

指標 1 :生產與消費

A: 林木與林產品評估一評估林木與林產品價

值及其供需量對臺j彎森林的經濟效益。

B : 非林木與非林產品評估一評估非林木與非

林產品價值及其供需量對臺灣森林的經

濟效益。

C: 臺灣木材市場經濟活動 臺灣森林生態系

對聖灣木材市場經濟活動的影響評估。

A: 森林施業投資之擬訂一考量對畫灣森林生

態系施業的成本效益、林業投資報酬率分

析及引進新科技、技術的效益評估。

B: 林業公辦民營政策 對臺灣森林生態系經

營利弊。

指標 3 :就業機會

就業機會一臺灣森林生態系純營提供林業

工作機會、 工作種類及依存森林的種族族

群的評估分析 。

學則七:對社會層面之維持與促進(針對臺灣林

業永續發展對社會層面立需求，訂定評估指

標 ，以促進臺灣社會與林業相容並存)

緣由:森林生態系經營不能將森林對社會的功能

忽略，唯有將人文、社會、精神層面納入及

公共參與，以使臺i彎森林與社會狀況結合，

使森林生態系經營與民眾融唯一體。

指標 I :精神、文化層面

A: 文化、社會及精神需求一人民在文化、社

會及精神層面上對森林的需求評估。

B: 原住民文化臺灣森林生態系的維護 、發

展與原住民文化有相當密切的互動 ，宜將

其生存權、 環境權及其文化之傳承與傳統

權利做合理的釐訂 。

指標 2: 公共參與

A: 公共參與政策規劃、設計、擬訂、決策等

過程 對公眾參與森林生態系經營的過程

加以評估。

B: 公共教育政策 對公眾實施森林生態系經

管理念教育。

準則八:對行政方面之依存(就毫灣林業經營所需

之政策、法律、法規、 行政管理、預算等 ，

加以訂定指標，以供臺j彎林業永續經營行政

支援之依據)

D: 整體森林財貨勞務供給情形一臺灣森林生 緣由:為使畫灣林業順利邁向生態系經營 ，臺灣

態系對整體森林財貨勞務供給的效益評估。 林業政策、林業法規及相關人力、經費預算，

E: 臺灣山村經濟活動一畫，灣森林生態系對臺 有必要做適當的調整，以促使生態系經營順

j彎山村社會 、經濟活動的貢獻。 干IJ進行 。

指標 2: 林業投資 指標 I :政策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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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政策制訂一政府結合各領域專家學者及社

會大眾之意見，制定符合臺灣森林生態系

經營的政策。

B: 發展立法、健全林業法制一臺灣森林生態

系經營必須要有法源依據及健全的法規做

後盾。

C: 編擬相關人力、經費預算一臺灣森林生態

系經營所需相關人力、經費預算之編擬，

應具即時性、有效性。

指標 2: 辦法

A: 辦法一就臺灣森林生態系經營擬訂相關經

營管理計畫規劃辦法、相關資訊之公告與

辦法、公眾參與政策辦法，以因應經營需

要。

係到臺灣森林生態系經營的成敗。

C: 培訓相關人才與辦理人員教育訓練一臺灣

森林生態系經營需要結合各領域的專家及

訓練有術的執行人員。

D: 建立各項指標量化、評定和分析系統臺

j彎森林生態系的指標量化還不足夠，需要

建立完備的評估及分析系統。

E: 建立標準化森林資源調查系統建立標準

化、精確性的森林資源調查系統，以提供

正確的資料，供森林生態系經營使用。

F: 建立森林生態系林木收穫、非林木收穫、

災害等預警制度一建立森林生態系各項預

警制度，以提昇生態系經營的成效。

指標 3: 國際交流

準則九:對科技、技術、資訊管理之需求(就臺灣 A: 國際交流一促進國際交流合作，對森林生

林業經營所需科技、技術、資訊管理之引進、 態系經營知識交換意見。

建置、執行等，加以訂定指標，以使臺灣森 六、研擬臺灣森林生態系經營 C&I 有關事

林經營邁入新境界) 件的討論

緣由:永續森林生態系經營有必要引進各項科技、

技術，如當今的4S(衛星定位系統GPS 、遙

海I]RS 、永久樣區設立 PSP 、地理資訊系統

GIS等)、電腦資訊及網路設備，以利森林

經營，但在引進時，需要進行效益評估，以

有效發揮其功能，輔助森林生態系經營管理，

減少經營成本。

指標 1 :研究發展

A: 林業研究發展體系 建立臺灣森林生態系

經營研究體系，有系統的提供森林生態系

經營管理的知識與技術。

(一)就生物歧異度的保育準則，主要是針對地景、

生態系、物種、基因歧異度指標加以探討，

臺灣現有較完整林型、林木(由資源調查、檢

訂調查完成者)、保護區，植物資源、動物資

源資料，其它物種資料，尚需陸續建置，以

提供生態系經營之需求。而地景、生態歧異

度的研究，可由遙航測、地理資訊系統、空

間研究的專家、學者來進行;物種歧異度由

動、植物分類學家及生態學家來參與。而基

因歧異度的研究則有賴林木遺傳育種學領域

的專家學者的參與。

B: 研發施業科技、技術之應用 加強對臺灣 (二)就森林生態系生產力的維持準則而言，森林

森林生態系經營施業科技、技術進行研

發。

指標 2: 新科技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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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置完善地理資訊系統一對臺灣森林生態

系經營的空間及屬性資料收集、整合、分

析和應用是相當重要。

B: 發展長期監測系統之建置原則與管理辦法

長期監測系統之建置原則與管理辦法關

可以提供人類各種財貨和勞務，為使各種財

貨和勞務能永續提供，貝1]對森林生產功能宜

再加以規劃維護，如林木生產為因應現在及

未來人民對木材的需求，宜厚植培育優良林

木無法進口時之利用。積極建立森林、地形、

地質、氣象、士壤等生育地資料庫及社會、

經濟、法令等有關資訊，並針對森林生態系

的生物、生態性功能評估， 依林地潛能分類



利用方式，考慮經濟效率、經濟福利、社會

文化可接受性等，進行土地利用可行性分析，

再配合作業技術、行政、法令與政策等，以

完成土地利用的適合性評估。

(三)就森林生態系健康及生命力的維持準則， 主

要針對危害森林健全永續生存方面進行指標

之訂定，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人為因素導致森

林生態系的破壞 。 對國土保安、水土保育之

保育準則，著重於集水區治理、森林保安功

能方面，對於如何保護國土預防天然及人為

災害是現今重要的課題。就森林生態系對全

球被循環貢獻的維持方面，對於碳循環訂定

之指標，如何落實長期的森林量測及有效推

估方法的研究是相當重要。

(四)對經濟利益之維持與促進之樂則，目前臺灣

幾乎所有的用材皆仰賴進口，而臺j彎近三、

四十年來之造林木已到伐期齡或過於郁閉森

林，宜儘速擬定疏伐撫育、伐採等方案並依

序實施。森林遊樂方面發展快速，對於林地

之破壞相當大，是森林生態系經營規畫。、經

營、監測與改善的課重要課題 。 臺灣林地屬

權以國有林為最多，是以政府投資經營為大

位、財存、地理資訊系統建立與空間分析、

展示等科技。林業技術之研發與推廣要落實

於林業經營上，實務與試驗研究要相E協調

配合 。資訊管理方面，目前已經引進地理資

訊系統整合資料，應有效利用其資料的空間

分析功能，而不單是做資料建檔及圓形展示

用。另外，電腦資訊網路與資料庫、資訊庫、

知識庫之連結與應用，更是未來自然資源經

營管理與環境保育不可或缺的一環 。

(八)本研究訂定臺灣為尺度的森林生態系經營的

9項準則，並擬定 60 個指標，主要是參考蒙

特利爾議定的精神，配合台灣生物、生態、

社會、經濟等狀況加以研擬，是否完全符合

臺灣森林環境永續生態系經營的目標，尚需

做更進一步的探討。未來必需將準則和指標

進行量化(Quantify)評估並訂定基線。至ase line) , 

以提供經營管理及監測之參考 。 以臺i彎森林

資料的現況，生物、生態等準則和指標因子

大多有調查資料，惟不盡完整、連續，有待

建立森林生態系監測系統加以規劃、收集 。

至於社會、經濟等準則和指標因子 ，因為社

經、人文資料較為零散，有必要結合社會各

宗，著重國土保安之考量，對於林業投資報 界的力量加以收集、整合。

酬率較不注重。因為停止伐木作業及山村 七、結論興建議

人口外流，導致林業勞動人口急遍下降，對

於林業經營上是一大隱憂。

(五)就對社會層面之維持與促進之準則，因為森

林社會、人文方面的資料較沒有系統性，有

待積極收集社會、人文方面的資料及社會、

人文領域的人才參與。

(六)就對行政方面之依存之準則而言 ，臺i彎林業

政策有必要重新檢討，修改森林法、改善林

業經營管理法規不完整的問題，使生態系經

營的各項措施有法律的依據。

(七)就科技、技術 、資訊管理之需求而言，在臺

灣新的科技引進要落實於現場使用，如多層

級遙測載台及感應器的應用可做地景監測、

全球衛星定位儀可用於林野巡視、 三角點定

生態系經營準則與指標的訂定必讀符合簡單

化、科學化、量化、全面化及多尺度層級的原

則，且準則與指標相互間是相容並存的 。 訂定生

態系經營準則與指標來做生態系經營，不再是某

一領域的專家學者 、經營者單獨進行可勝任的，

必須整合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經營者的專業及

公眾參與等來研究討論。本研究謹就較多國家採

用的蒙特利爾議定內容為主軸，就生物、生態、

經濟、社會等四個方向草擬訂定生物歧異度保育

等9項準則與60個指標。未來將針對研擬之C&I

分別提出台灣森林生態系的各項內容的現況、功

能及未來變遷，以便提供研擬完整的生態系經營

監測系統，以適應、修正、 調適所擬準則與指

標，好提供生態系經營管理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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