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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

年輪學應用於森林與環境的關係

馮豐隆 l 詹明勳 2

【摘要】本研究係探討樹輪科學如何應用在森林與環境關係之探討。研究中介紹樹木氣候學、樹木

生態學的基本原理，並說明"樹木生長因子集合原理"為樹輪科學研究之主要部分。該科學的重要

研究技術方法包括 Soft x-ray 影像分析方法、交互定年、標準化、氣候因子對樹輪影響的一致性與

反應函數及非氣候因子對樹輪的影響。本研究以台灣雲杉為研究材料作為樹輪科學應用於森林與環

境關係的說明。 Soft x-ray 影像分析法解析針闊葉樹 8 個有關樹輪寬度與樹輪密度之特徵值;交互

定年以 Coffecha 或 CDendro 程式計算各樹芯年表的平均相關性並檢查各樹芯序列的缺失輪;標準

化方法以ARSTRA程式計算去除因不同樹齡所造成的生長勢，並求得樹輪間最大共通訊號;應用"

樹輪生長集合原理"先探討樹輪與氣候之間的反應函數與相關性係數;去除掉氣候因子對樹輪的影

響，留存內外在干擾因子如競爭、風害、生物性病蟲害或空氣污染等對樹輪影響所造成的變動。

【關鍵字】樹輪科學、樹木氣候學、樹木生態學、樹輪年表、標準化、反應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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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urpose ofthis study was to apply the dendrochronology on the research of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st with environment. The dendroclimatology and dendroecology were also included in the 

study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tree growth factors. The important techniques including soft X-ray method, 

image analysis, cross dating, standardization, and response function were introduced. The Taiwanese 

spruce was illustrated as research material in the paper. Soft X-ray and image analysis were applied to 

analyze the eight characteristics values of tree ring. The program of Coffecha and CDendro were used in 

the cross dating procedure in order to calculate the averag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ree ring chronology and 

check the missing rings among the tree ring series, respectively. The standardization is using the AR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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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to eliminate the growth trend among different age of the tree ring in order to acquire the maximum 

signals. The response function wa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ee rings with climate by the 

principles of growth, then, the effects on the tree ring width were eliminated and the intemal and extemal 

interferences factor were keep, like competition, wind damage, bio-hazardous factors, and air pollution, for 

example. 

(Keywords> tree ring science, dendroclimatology, dendroecology，訂閱 ring chronology, standardization, 

response function. 

一、 FJIj言

有人會問"透過樹輪可以計算樹木的樹

齡，是不是真的?"實際上樹輪不只是測定樹

木的年齡而己，透過它可以知道過去這個地區

溫度甚至環境的變化狀況。樹輪 (Tree ring) 

係具維管束形成層細胞的喬木或灌木，在一整

年所產生的一層木質細胞，通常包含生長季節

早期所形成的薄壁細胞(稱之為早材或春材)

及生長季節晚期所形成的厚壁細胞(稱之為晚

材或秋材)。一整個年輪通常由早材開始形

成，然後晚材接續形成，環繞樹木的橫斷面而

形成一整個圓周。

樹木每年徑向生長呈現的生長輸，可以反

應環境的變化，通常簡稱為樹輪學 (tree ring 

science) 

樹木年代學 (Dendrochronology)經解析

這個字， Dendron =個e (樹木) 'chronos = 
time (時間) 'ology = the science of科學。所

以樹輪學係使用樹輪來標定形成樹年輪的正確

年度(定年)以便分析物理、變化過程裡'時

間與空間格局的科學。而樹木氣候學

(Dendroclimatolog) 為應用樹輪去研究現在

氣候與重建過去氣候的科學，譬如:分析樹輪

的寬度來決定有氣象紀錄以前每年降雨量。樹

木生態學 (Dendroecology)亦有應用樹輪來探

討影響地球生態系的因子，譬如:由時間過程

裡年輪寬的改變，來分析空氣污染對林木生長

的影響。

樹輪年表 (tree-ring chronology) 透過標

準化過程將一序列樹輪量測值(如樹輪寬或最

大晚材密度)轉換成年維度的指標。樹輪年表

可以比較各年平均生長量之離異程度，譬如:

某年的樹輪指標為 0.75 (or75) 係指該年林木

生長量是低於正常值1.00 (or 100) 。標準化

( standardization) ，係指由時間序列表裡的樹

輪性質量測值，推導出林木生長函數，以便去

除不同年齡時所造成的生長變異的過程。通常

移除正常生理年齡與鄰近森林群叢競爭作用所

造成改變的生長趨勢。生長錐 (inrement

borer) 係指一具有中空軸的螺旋鑽工具，可以

鑽取樹幹，以擷取生長芯(或稱樹芯)

樹輪科學研究主要以樹輪的寬窄變化與密

度高低對氣候的變化反應，樹輪的各項變異與

特徵格外重要;本文首先介紹樹輪科學如何用

來進行研究氣候學、生態學之基本原理與基礎

介紹，並將樹輪科學主要研究重要技術方法闡

明，以作為環境變遷研究之參考。

二、年輪的變異

大部分的情況，每年圍繞著髓心會生長一

個完整的年輪，但是有些變異現象在年輪分析

的過程中，經常會遇到。

(一)年輪界限不明顯:熱帶或有些溫帶樹木，

其早材和晚材的顏色和密度差異不大;或

是年代太久的古木， 因其木質接近炭化程

度，整個木材顏色加深 ，使得年輪不易辨

識。

(二)不連續年輪:特別老或被抑制的樹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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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年輪會有中斷，這是由於在生長季早

期，生長荷爾蒙延遲到達或缺乏，致使形

成層生長完全休止，造成當年該處無細胞

的分裂。

(三)偽年輪 (false) 或重年輪 ( double ) :由

於(1 ) 連續嚴寒引起一時的落葉， (2) 

蟲害引起之落葉，或 ( 3 ) 乾旱期後接連發

生嚴重的降雨與回復適當之溫度，使得樹

木生長活動發生一時性的休止，而在一個

年輪內含有一個以上的輪紋(王，

1983) 

(四)丟失輪 (missing) :有時在樹幹基部，某

些年份的年輪完全無法辨識。這種情況可

能是基部的形成層當年完全沒有分化;另

一種可能為當年形成層分化出與一般晚材

之細胞大、顏色、細胞壁厚度相當的年

輸，不易與上一年的晚材分別出來 ( Fri惜，

1976 ;吳祥定， 1990) 

(五)霜輪(企ost ring) :在樹木生長期間，若

遇到嚴重霜害，木質細胞外因有細小冰晶

形成或有脫水現象，因而形成畸形細胞，

可為嚴寒的標誌

三、樹木氣候學之基本原理

樹木年輪氣候學與其他學科一樣，有其自

身研究的內容和方法，其基本原理可分為以下

數點 ( Fritts， 1976 ;吳祥定， 1990) 

( 一 ) 均一性原理 (The Uniformitarian 

Principle ) 

均一性原理在研究地質問題和古氣候等自

然科學中普遍被運用的一個原理 。 此原理假設

過去與現今的氣候屬於同一性質，因此過去出

現過的氣候形態，在歷史中可以找出類似的形

態，令後也必定會再出現。所以根據現代氣象

資料找到的年輪與氣候間的關係，及相關的物

理現象 。 生物過程同樣可以適用於回推過去的

狀況 。 但是若樹木生育地的環境條件改變或經

過移植，就破壞了均一性的假設，這種樹木就

不能用來作氣候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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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限制性因子原理 ( The Principle of 

Limiting Factors) 

簡單的說就是生物生長的範圈，不能超過

主要限制因子所允許的範圍。因此，生物發展

的過程必定受到其內部或外部因子所限制 。 所

以採集樣本時，應儘司能找到受研究之限制因

子影響的樹木，例如:為了了解過去的溫度變化

狀況，應選擇接近森林界限的樹木為研究對象;

要了解某地乾溼變化，則應選擇接近乾旱地區

的樣本。這同時也代表著樹輪的平均寬度較窄

的年輪比平均較寬的年輪，提供更多、更可靠

的訊息。

(三 ) 樹木生長因子集合原理 ( The Principle 

of Aggregate Tree Growth ) 

樹輪資訊乃是樹輪寬度或密度受到複合的

環境因子影響所造成，樹輪寬度或密度生長模

型之線性公式 ( Cook and Kairiukstis. , 

1990 ) 

Rt=At+Ct+JDlt+JD2t+Et .. ...... .. . .... ...(1) 

式中 Rt: 樹輪寬度或密度序列

At : 林齡因子造成樹輪生長趨勢的變動

Ct : 氣候因子造成樹輪生長趨勢的變動

öDlt : 樹木間的競爭等內在因子干擾所造

成的變動

öD2t: 風害、病蟲害等外在因子干擾所造

成的變動

曰:以上因子中無法說明的其他因子

樹輪生長寬度或密度模式，主要強調將樹

芯每一相關的組成因子 (八個特徵值) ，利用

線性的方法使之單一化，這是因為樹輪特徵值

是多元化的，諸如樹輪寬度的平均值和標準

差 ， 大都呈線性的相關;對於其他如颱風、病

蟲害等非線性的相關則可將樹輪寬度以對數方

式處理來轉換成線性關係 。 就某種數學意義來

說，樹輪寬度序列實際上是一種線性過程，並

且可以使之公式化。其中 8在Dlt 及 D2t 中代

表著二元的意義 ， 即在相同時問 t 內的樹輪序

列中 ö = 1 表存在、 ö=O 表不存在。故 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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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趴在樹輪序列 Rt 中是代表著連續存在的

因子，而 òDlt及 òD2t則在相同的時間 t 內，

是不一定存在的。下列是線性模型各因子之說

明:

At所反應的是一種不穩定的過程，即幼年

時小，壯年時大，老年時又變小，在某些程度

上，林木樹幹的徑向增加是呈幾何級數的單調

增加;這種增加成為樹木的生長趨勢， At在幼

齡時會表現出一種指數性的衰退形式。這種生

長趨勢，大多出現在競爭及阻礙都較少的開放

性環境。以及在半乾燥地區下，樹冠層開放之

樹輪生長序列。大多數的狀況下，森林中競爭

及阻礙較多時， At所受影響很大，那麼樹輪生

長序列的趨勢就常會被曲解;林木受到競爭所

抑制及釋放的影響，樹輪生長序列，隨樹木年

齡的增加，呈現不穩定的逢機性的變化。 At在

決定性的生長曲線中，並不一定是增加的，其

亦有可能出現負指數曲線;故 At 可以被認為

是種不穩定的逢機程序( unstable stochastically 

process) 

Ct表示影響樹木生長量的集合變數，即所

有與環境變數有關之氣候因子，但不包括其他

干擾阻礙林木生長輪寬度序列的有關因子。 Ct

典型之變數因子有降雨量、氣溫、太陽能總和

等，這些因子可以反應出土壤水之有效性、蒸

發散及林木物候現象( phenology ) ;由某地區

所採取的樣木，對於 Ct 均有相同的反應;有

些氣候因子變數可以用於 Ct 的模式，例如月

份的平均溫度及月降雨量、日照天數 (Jacoby

et al., 1985) 及沙漠氣候帶地區利用永久凋委
點設定之乾旱級數等 (Cook and Jacoby, 

1977) 。這些變數通常被認為是穩定而且是逢

機的程序。

Ò Dlt 表示林分中，有關林地局部內在平

擾之結果，這個反應顯示出，樹輪在短期間所

發生的事件。內在干擾是一種林地孔隙動態發

育的結果，典型的樹輪生長模式，即由於林地

孔隙動態所造成。而 Ò D2t 則表示在林分內樹

木，對外在因子干擾的反應，例如森林火災、

年輸學應用於森林與環境的關係

颱風、病蟲害、伐木、空氣與土壤污染等影響

所造成;此外，一些短暫的氣候現象如凍霜、

強風(颱風)及結冰等都是有關的外在平擾因

子。

Et則是上述各項因子，無法解釋的其他因

子，諸如微生育地的改變、土壤及水文梯度的

改變及樹輪寬度序列量測上的誤差等所造成。

(四)生態幅度的原理(四le Principle of 

Ecological Amplitude) 

從限制性的特性可知，並非所有的樹木都

可用來作氣候分析，所以要適當選擇能起限制

作用的生態環境。從限制地點採集的樣本，其

年輪逐年變化可以達到最大，而且樹木間的變

化趨勢也相當一致。生育地土壤含水量少，環

境條件較差，明顯的年輪寬窄差異，就可以敏

感地反應出降水的逐年變化;若土壤含水量

多，樹木生長良好，則年輪寬度均一，並不受

降水的影響。所以生態環境的選擇對野外採樣

工作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五)立地敏感性原理 (The Principle of Site 

Sensitive) 

年輪寬度逐年變化的狀況，一般用來作為

樹木反應氣候的敏感度。敏感度值大時，氣候

的限制作用就明顯，相對干擾少，保存的信息

多，與外界變化的關係也較密切。平均敏感度

(Mean Sensitivi紗， M.S.) 為

4二，t2(Xi=t-x;)
S.= n-l 主X;+t可.................﹒ (2)

該值的範圖為 0三至 M.S. 三至2 ，若所有寬度值相

同，則 M.S.=O; 實際工作中一般取 M.S.>O.2

的序列。

(六)複本原理(The Principle ofReplication) 

單一序列中的某個時段，可能存在一些非

氣候因子的影響，通常需要大量的樣本來做比

較，才能溝除不必要的干擾。所以不僅在一個

地點內應多採集樣本，每一棵樹上也要在不同

高度或方向上取樣。一般在一個地區至少要採

取十棵以上的樹木，並且於兩個不同的海拔上

取樣，以利統計分析與消除非氣候因子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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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找出司能隱藏的錯誤。

在選擇樹木樣本時，通常以未受人類影

響、生長在高寒區和林木生長界限附近的樹木

(如圖1)，或是少蟲害、病蟲害而且樹齡

長、輪紋清楚的樹木，能得到較好的結果。

四、研究方法

(一 ) 80ft x-ray 影像分析法

取樣樹芯以甲醇 (98%) 溶液浸洗冷抽

出，並置換抽出液直到顏色變為澄清，再用蛋

極地的林木界線

近沙漠地區的林木界線

海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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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膠固定樹芯後，以高精密度平台鋸切割樹芯

成厚 2mm 、寬 5mm 。樹芯樣本在恆溫恆濕箱

中調整合水率至 12-15% 。

拍攝樹芯樣本之軟 x- 射線機 (HP

CABINE X-ray system series MODEL 43855B) 

為惠普公司生產，照射條件: (1) X-射線距

離樹芯 62.5 cm' 照射負片的範圍 25.4 cmX 

11.5 cm (10 in x 4.5 in) , (Kodak Industrex 

film M ( ready pack 11 ) ) ; ( 2) X﹒射線強度

14KV , 3mA'照射 7 分鐘。

寒帶林木界線

低地的林木界線

圖1.極地寒帶、近到}漠、海洋地區寒帶林木界線、低地的林木界線或霧林帶之林木限界，

可顯現不 同生態環境條件下的林木生長影響，可作為取樣選擇的參考

( Schweigruber, 1988 ) 

Fig. 1. The principle of ecological amplitude in 仕ee ring sampling rule. The timberline could support us 

selection sample tree core, for example the tree growth on the extreme artic, near desert and thalassic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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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芯樹輪 8 個特徵值的獲得使用影像分析法

(詹明勳等， 2005) ，整合影像分析套裝軟體

Image Pro Plus 4.5.0.2伊version for Windows 版

軟體、統計應用軟體 Sigma Plot 2001 for 

Windows Version 7.0 、時間序列擷取軟體

TsapWin Professional 0.23b Version 5.1 及

TreeRing X-ray 32 (Norbori ， 1989) 等軟體對

樹芯樹輪寬度及密度擷取。這 8 個特徵值中，

年輪寬度包括:年輪平均寬度、早材平均寬度

及晚材平均寬度，密度部分則包括:年輪平均

密度、早材平均密度及晚材平均密度、最大密

度以及最小密度。

(二)交互定年(Crossdating) 

交互定年的主要目的是正確定出每一個年

輪的形成年代，才能建立準確的年輪寬度變化

年表。生長在相同生態環境中的樹木，其接受

外界的氣候及限制條件是一樣，因此年輪變化

也應該一致，但是實際上樹木受微環境變動或

本身生理的影響，而有如偽輪、丟失輪等變異

現象發生。

交互定年的步驟包括: (1)辨識出每一

年輪的界限、寬度變化的特徵; (2) 檢查上

述特徵在各樣本中的一致性; (3) 找出與眾

多樣本吻合的個例; (4) 判斷不一致的原

因，是偽輪或丟失輪等所造成的差異，再進一

步予以調整; (5) 根據年輪寬窄型態將眾多

序列連貫起來; (6) 最終建立起精確的年輪

寬度年表，如圖 3 。

COFECHA 程式 (Holmes et 祉， 1986) 或

CDendro 程式 (Cybis and Data, 2005) 進行交
互定年的相關檢驗，以確定量測和交互定年的

準確性，同一生育地、樹輪間平均相關係數一

般設定在 0.25~0.45 之間低於或超過都不能接

受 (Holmes et a1. , 1986) 

檢驗各樣本序列之低頻變化與窄年輪對於

主序列之正確性，在 250 年的雲杉樹芯研究

裡，採用 32 年為一討論時段的三次弧線函數

(cubic spline function) 先濾去各樹芯序列的

低頻變化，再做對數轉換，以凸顯出窄輪的效

年輪學應用於森林與環境的關係

應，而且將所有序列加總平均，得到涵蓋所有

序列年份的主序列。之後，以 50年為一時段，

除了求取個別序列與主序列同時段之相關係數

之外，並計算與延遲和超前主序列 1 至 5 年的

相關性，藉由各序列與主序列某一時段的最大

相關性，可作為判定交互定年或量測寬度是否

正確的參考 (Fri胎， 1976)

(三)標準化

樹木年輪寬度序列的標準化

(standardization) (i.e. 從生長趨勢的權重)

轉變成樹輪寬度指數(lt) ，在樹輪年代學的

研究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必蜜的一個程序以及步

驟。因為樹輪標準化有二個意義(1)從樹輪

寬度序列移除因林齡變動趨勢所造成的非氣候

訊息的因素， (2) 單株林木由於不同生長率

及不同林齡，標準化後的結果進入平均值函數

的序列。轉化樹木年輪寬度資料由非平穩型時

間序列 (non-stationary time series) 的年輪寬

度，如圖 3 (A) 所示;進入一新的平穩

( stationary )型時問序列如圖 3 (B) 所示，

相對樹輪寬度的指數被定義在均值 (mean

value) 為 1 並且相對變異數為常數，在均值為

1 '上下振幅 (amplitude) 的一個時間序列，

平穩型機率過程對其過程之變動有固定水準或

固定均值 (μ) ，變異數 (σ2) 為測度隨機過

程對其水準變化之程度。樹輪寬度的指數

(lt) 等於每一樹輪寬度的值 (Rt) 除以它的

期望值( expected value , Gt) 

It= Rt/Gt...................................... .(3) 

因此 Gt 期望值的估算格外重要，估算 Gt

之 2 種不同的模式分別為:決定性模式方法

(Deterministic Models Methods) 及逢機模式

方法( Stochastic Models Methods) 。下列標準

化所用的模式為決定性模式 :參數:b1 , b2 ，的

為迴歸模式的係數， t 為時間。

Gt=b1Tb,. e'. T............ ............... ..... .(4) 

一個地區的樹輪寬度年表之建立，是經由

程式 ARSTAN (Cook' 1985) 來完成的。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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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Soft x-ray 影像分析法對烏心石進行樹輪寬度(髓心到樹皮的距離)與密度之分析

Fig. 2. The soft x-ray image analysis for tree ring with and density ofMichelia cumingii form bark to pith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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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交互定年原理 ，取自不同來源的樹輪樣本，可以藉著樹輪寬的變化型態互相比對，

並且能夠向前延伸年表時間( Cook, 1985 ) 

Fig. 3. The principle of cross-dating, the different source sample could be comparison width variation and 
correlation extend tree ring year 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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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能除去樹木生長中輿樹齡有關的生長趨

勢，建立出一般的標準化年表( Standardized 

chronology, STD) ，還可以去除掉樹木本身特

有的性質與由生長前期對後來生長的持續影

響，建立出另一種「差值年表J (Residual 

chronology, RES) ，另外還可以估計取樣之地

區樹木群體所共有的訊息，將這一部份生長量

加回差值年表，為另種新年表，稱為「自迴歸

標準年表J (Autoregressive chronology, ARS) 

如圖 6 '通常認為此種年表含有較強的氣候訊

息。

樹木本身特有的性質，是由該樹周圍小環

境所造成的;而樹木群體所共有的訊息，則是

來自於大環境的變化造成的。由於建立的年表

是要用來研究過去氣候和環境之變化，所以應

盡量除去樹木個體特有的變化，以保留群體共

有的訊息。

經過檢驗後，適當的樹芯樣本序列要做生

長量的修正，也就是找到適當的生長曲線後，

以原始樹輪寬度值 (Xi) 除以對當年對應的生

長曲線值 (Xio) ，如式 (5) ，以換算成已消

除樹齡影響的新寬度指數序列(li)

/i =Xi/Xio .................................... (5) 

此步驟亦稱之為「標準化」如圖 4 。一般

建議的方法在 ARSTAN 程式中採用負指數函

數來配合 50 年時段的樹芯資料，以便模擬大

部分的序列;而也有些是採用負指數函數和時

段為 100 年的樹芯資料來模擬，得到新的寬度

指數序列 (width indices series) 。採用 Box

Jenkins 的回歸 (ARMA) 模式 (Box and 

Jenki肘， 1976) ，計算群體自相關係數、自回

歸模式的階數和模式的係數 ， 最後以雙重平均

法 (biweight robust mean) 將所有序列合併成

最後的年表。這樣司以凸顯多數樣本的一致變

化，減少個別非同步變化造成的影響。

(四)氣候觀測值的一致性檢測

一般為配合氣象資料大多選擇月平均溫度

和月降水量，也是影響樹木生長的主要因子，

年輪學應用於森林與環境的關係

並且以 Mann-Kendll 檢驗法 (Cook， 1985) 和

Double-mass 法( Fri悔， 1976) 檢查各個測站

之間的的氣候序列 (Tan) 是否一致。 Mann

Kendall 法是以

Tan=4P/ (時rX (時Jr一 1) J -1..... .(6) 

p: 各年份大於兩站之溫度(降水量)比值之

總和;

Nyr: 序列中的年數

來檢查是否有觀測值不一致的現象。當

Tau的絕對值小於 90%的臨界值時，表示不存

在觀測值不一致的現象。另外可用圖示法表現

序列的變化趨勢，溫度則是以兩測站之差值與

年代作圖，降水量則是以兩測站的累計降水量

來作圖。但目前大都以 pearson 相關係數來檢

查兩氣象站資料不一致。

(五)年輪寬度變化與氣候之關係

瞭解樹木年輪寬度變化與氣候之線性關

係，這樣的程序稱之為校正( calibration) 

最常用的方法是相關函數( correlation 

function) 和反應函數 (response 臼nction)

相關函數是計算寬度年表資料與氣候資料的簡

單相關係數，只考慮每單個氣候值與寬度變化

的關係。

反應函數則是採用多變量分析法，先將多

個氣候要素作主成份 (principle component) 

分析轉換成標準化分數 (sta吋a吋zedscores)

與年輪年表資料做逐步迴歸，再將主成份的迴

歸係數轉換回對應原來氣候資料的迴歸係數，

以此值代表年輪生長對氣候的反應程度與關

係，表示台灣雲杉相關函數與反應函數(圖

5) 。反應函數可以同時考慮年輪生長對多個

氣候因素的反應 。 在分析時，由氣象局提供的

資料中可獲得前一年 11 月到當年 10 月的月平

均溫度和月降水量(共有 24項)為氣候要素，

來進行計算。

一般反應函數的表示方法
J K -1 

w= 2:. aJ 丸 + 2:. bKpik + 2:. c, W{ •• . • • ••• •• • • ••• (7) 
pl K=l /=-m 

式中的 i=l 到 N 年的校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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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第 i 年年輪寬度指數

Tij=第 i 年第 j 個溫度資料變數

角=溫度變數的係數

Pik=第 i 年第 k個降雨資料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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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降雨變數的係數

W)=對前面 m年，年輪寬度間隔的數目

C)=軾的係數

上式的矩陣司改由公式 (8) 表示

Zt =4t+O.21307Zt_l 

1900 1950 2000 

Year 

團 4. 塔塔加地區分布民海拔高 1 ，800 m 、 2，200 m 與 2，600 m 的台灣雲杉立木，其樹木年

輪寬度標準化之年表。在每一年表中最小樣本是二株立木

Fig. 4. The Picea morrisonicola tree ring index value the sampling core were different Alt. 1,800 m, Alt. 
2,200 m and Alt. 2,6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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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塔塔加地區海拔 1 ，800m 、 2，200m與 2，600m台灣雲杉樹輪寬度的氣候反應函數(實

線)與相關函數(柱狀圖)分析，計算的期間為 1953---1995 年。斜線柱狀圖與黑

點圓形代表達顯著水準 (p<O.05 )。正值為反應函數之迴歸方程式的擾相關係數值

的平方(詹明勳， 1999) 

Fig. 5. Climate responses oftree-ring width of Picea momsonicoJa at Alt. 1,800 m Alt. 2,200 m and Alt. 

2,600 m in Tatachia area obtained 企om response function (line) and simple correlation 臼nction

(bar), calculated for the period 1953-1995. The hatched bars and circles indicate significant level (p 

< 0.05). Values ofr are the squrared multiple-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the regression equations of 

the respective response functions.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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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b ....................................... (8) 

W=N 個標準化年輪寬度， NX1 階的向量

X=NXq階標準化後自變數矩陣資料 (q=J+K+

m) 

b=qXl 階反應函數回歸係數的向量

由上述方法所得到之主要影響生長要素與

年輪年表之問可建立相關的模式方程，以氣候

要素代入式中，推求寬度指數的估計值，再比

較寬度估計值與實際值之差異。若差值在可接

受範圍內，表示此模式能反應出真實的相關

性。然後用未使用過的氣象資料再驗證此模式

是否適用，如此經反覆計算之後，可得到一理

想的轉換函數，達到重建過去氣候的目的。

(六)非氣候因子影響之評估

評估方法主要是依據樹輪寬度生長因子集

合原理的概念，去除掉氣候因子對樹輪寬度的

影響，留存干擾樹輪之外在因子 (oD2t) 如:

風害、生物性病蟲害或空氣污染等外在干擾因

子的變動。過去台灣雲杉生育地主要以颱風為

最重要的干擾因子，其他生物性病蟲害、空氣

污染及森林火災，由過去的林分動態記錄中並

未發現。

本研究歷年颱風資料由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所提供，資料內容包括每月各個颱風發生之路

徑圖、暴風半徑(Km)、颱風發生經過之時

間(年、月、日)與颱風最大風速(m1sec)

等 4 個變項。颱風發生路徑圖與暴風半徑作為

47 

篩選是否進入分析的依據，颱風路徑與暴風半

徑涵蓋本研究地區者，列入分析，計算每年颱

風發生的頻度與每個颱風的最大風速。

Respo 程式將反應樹輪特徵值之主要的溫

度與降雨量月份的因子抽出，用主要的幾個因

子計算出預測值，然後再與實際樹輪寬度值或

特徵值進行擬合，求出兩者之相關係數，相關

係數越高，代表選取的氣候因子對於樹輪寬度

越有影響作用。反之相關性低樹輪寬度對於氣

候因子的反應則較低。

預測值與實際值之殘差值，代表氣候因于

對於樹輪寬度影響之大小，殘差值大者表示除

了氣候因子的影響外，另外有內在與外在因子

的干擾效應存在，一般殘差值為負值，代表影

響樹輪寬度干擾因子之負面因子，例如颱風、

病蟲害、森林火災與空氣污染等因子效應的存

在(Cook and Kairiukst坊， 1990)

進一步比對負殘差值發生之年代與颱風發

生之頻度年表，並且用相關係數表示，極端之

颱風因子對於樹輪寬度影響之程度。

塔塔加地區台灣雲杉氣候因子與樹輪寬度

指數進行相關性分析之年表長度

(1953'"'-'1995) 共 42 年，表 l 颱風經過生育

地之頻度圖顯示 42 年內，颱風經過生育地共

有 26 年，颱風未經過生育地有 16 年。分析不

同 3 個海拔颱風經過生育地之 26 年的樹輪寬

度指數實際值與預測值之相關係數，可以發現

相關性係數降低至 (0.50'"'-'0.55) ，颱風未經

表1.樹輪寬度指數實際值與預測值，與颱風經過生育地及未經過生育地之相關係數分析表

Table 1. The tree ring index value and prediction value of typhoon and un-句phoon passing site correlation 

table. 

r 氣候因子擬合 (42 年) 颱風 (26 年) 無颱風(16 年)

Alt. 1800 0.78 0.55 0.85 

Alt.2200 0.73 0.50 0.87 

Alt.2600 0.71 0.54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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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位於 1 ，800 m 、 2 ，200 m 與 2，600 m 之三種不同海拔高之台灣雲杉樹輪寬度指數與颱

風發生頻度之相關性分析圈，實線:樹輪寬度指數，長虛線:樹輪寬度指數與氣候

因子逐步迴歸之預測值，柱狀圖:每年颱凰經過生育地次數(資料中央氣象局玉山

測候站)

Fig. 6. The climate data in September and the chronology of maximum density. It clearly shows that warm

dry later growth seasons condition correspond to high maximum density in 1966, 1992 and cool

moist later growth seasons conditions correspond to low maximum density in 1970, 1985. Both high 

tempera切re and low precipitation condition correspond to low maximum density in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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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生育地之 16 年樹輪寬度指數實際值與預測

值之相關係數 (0.81"-085) 。由分析可以發現

颱風經過生育地之年份，樹輪寬度指數實際、值

與預測值擬合度較低，主要受到極端氣候因子

颱風之影響，正常之氣候因子(溫度與降雨

量)之影響則降低。颱風因子的干擾效應降低

正常氣候因子之擬合度，由本研究可以由圖 6

樹輪寬與颱風次數得到相關之結果。

五、結論

由樹輪科學一連串的樹芯取樣處理、定

年、標準化過程，以獲得樹輪寬度與樹輪密

度、早晚材的密度、樹輪寬資料，可以獲得林

木的正常生長資料，以建構直徑的生長模式;

更可由樹木生長因子集合理論，擷取形成樹輪

的氣候 (雨量、溫度) 資料以及不正常的氣候

資訊，甚或回復重建過去氣候資料，在未來林

木與氣候變遷的研究裡，將有很大發揮的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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