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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工林生產力評估系統之建立(1/3) 
 

摘要 

適地適木是森林生態系經營很重要的生物生態原則。適地適木可以透過林木對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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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木對光之反應函數 fi (AL)、溫度反應函數 fi (TF)、土壤乾旱之反應函數（WiF）、土壤

溼度反應函數（WeFi）以及土壤含氮量反應函數 fi (NF)。本研究應用地理資訊系統的空

間推估及空間分析法，針對台灣陸域以 40 m　  × 40 m　 網格進行影響林木適生的生育地

因子的點推面空間推估。這些因子包括：相對日照量、溫度、雨量、潛能蒸發散量、地

下水位以及土壤含氮量，除了陽性樹種相對日照量指標介於 0～1.52 外；其他因素皆標

準化於 0～1 的環境品質指標。另一方面收集整理各評估樹種(i)對立地品質上環境生長

適存的情形，擷取研究範圍，進行生育地生態地位評估：SQi　 = fi (AL) × fi (TF) ×fi (WiF) 
×fi (WeF) ×fi (NF)來評估 i 樹種的生態地位指標。本研究評估之樹種以主要造林樹種紅檜

及台灣杉為例，評估研究範為造林中心區， 後更以東勢裡冷實際林型分布來加以驗證。 

應用生育地因子評估樹種之生態地位，能解決統計實證方法在空間異質性使用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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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樹種之選擇，以及林相改良造林樹種之選擇，在收集更多樹種屬性與空間分佈資料

後，配合此評估方法，未來更可模擬出台灣森林之動態，各林型、各地位等級、每年每

單位林木生長量、蓄積量，以及評估環境變遷對台灣森林所造成的影響。 



<2003 人工林生產力評估期末報告> 

 -2-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ity Assessment System of Man-Made 
Forest in Taiwan. (1/3) 

 

Abstract 

To plant a right tree in a right place is very important in forest ecosystem management. 
How the plant a right tree in a right place could be analyzed from the ecological site quality 
(ESQ) of forest, with environmental factors (climate and soil factors) in spatial modeling. 
Those environmental factors are light fi (AL), temperature responded function fi (TF) of 
climate, dry tolerance fi (WiF), wet fi (WeF) and N contents fi (NF) responded function of soil 
in the paper. Spatial interpolation method and spatial analysis were used to estimate the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factors of Taiwan in 40m×40m grids. These factors of relative light 
radiation,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ground water level,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and 
available N contents in soil were normalized in the scale of 0~1, except the shade intolerance 
tree species. The model ESQi　 = fi (AL) ×fi (TF) ×fi (WiF) ×fi (WeF) ×fi (NF), were used to 
evaluate site quality of forest. The model could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site quality of each 
interested species with their characteristics respond to habitat. Chamecyparis frmosenisis and 
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were chosen as examples in the ESQ evaluation of plantation 
center area afforestation area. Finally, the actual distribution nature of forest type the in 
Huisun forest experimental station interested species were validated. Most of them were 
located in the high ESQ areas. 

Applying site factors to evaluate site quality, we could evaluate site quality of many tree 
species at the same time and solve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which empirical method could not 
achieve. Therefore, the assessment method could be applied in the selection of species for 
afforestation or species selection in the forest restoration areas. From collecting the attributes 
of planting species, spatial distribution data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we could integrate and 
analyze the data for further simulating the forest dynamics of forest in Taiwan. The volume 
growth per ha. for each site quality classes could be estimated and the impact of global 
change on forest also could be evalu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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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一) 人工林生產力與地位評估 

地位（site quality）係指土地的生產力、土地的品質，而立地生產力通常

以地位指數表示。某一樹種或樹種組合的林分，其生長與收穫，大都決定於下

四個因素：1.林分的年齡（Age）或異齡林的年齡分佈；2.林地內在生產潛能，

即地位（site quality）；3.林地內在生產潛能現在被使用的情形，即林分密度（stand 
density）；4.撫育之實施，如：疏伐、施肥、競爭植物的控制。地位之評估方法

有間接方法（indirect method）及直接方法(direct method)。間接方法由與林木

生產有相當關係之環境因子評估： 

1.由有關之上層林木之關係（overstory interspecies relationship） 

2.由地被植物之特性（lesser vegetation characteristic） 

3.由地形、氣候、土壤等因子評估。 

直接方法由林木本身的特性，即由環境因子直接反應於林木本身的特性評

估： 

1.由歷史的收穫記錄評估 

2.由林分材積資料評估 

3.由林分樹高資料評估 

4.由一段期間樹高生長資料評估 

地位評估的資料的來源有 1.臨時樣區（temporary plots）量測林分樹高（H）

與年齡（Age）的關係 2.永久紀念樹（monumental trees）或樣區的資源 3.樹幹

解析（stem analysis techniques）之單株資料，建立樹高、年齡的關係 4.永久樣

區（permanent plots）的長期觀察量測的林木資料。而直接法需要有現在及過

去之生長資料，才能進行地位之推測。當缺乏過去之生長資料時，必須使用間

接法。在地位之推測方面通常直接法較間接法來得好(Clutter 1983、馮豐隆 
1997)。汪大雄等(2001)應用地位生產力指數(SPI)之概念並以修正的三參數

Weibull 函數來建立優勢木及次優勢木之“樹高-胸徑”方程式，推導出台灣地區

各主要樹種的地位生產力指數。但直接法只能評估立地曾經種植過之樹種，且

有生長資料或歷年收穫記錄時才可使用，且在評估其他樹種時則不適用；因

此，應用間接法則較能廣泛應用於不同樹種及生育地之地位評估。 

過去地位評估時，大多使用直接法，而此種方法則必須立地現在栽植或曾

經栽植過相同之樹種才可使用，但是一立地對 A 樹種是良好的地位，對 B 樹

種而言，則有可能是極差之地位，而經營者在選擇造林樹種時，只能以鄰近區

域所種植之林木及經驗臆測選擇造林樹種，此種方法會產生造林失敗之風險

大，補植或再種植其他樹種，必使造林費用大增，而選擇之樹種是否為 合適

亦不知，故應發展一套應用廣泛的評估方式，必會是森林經營上的一大利器。

陳永寬等(1998)應用地理資訊系統篩選台灣杉造林地，應用因素分析法將高度

相關之環境變數組合成一因素，繪製林地分級圖，以海拔高、坡向、全光天空

域及水分梯度做生育環境因子分析，應用套疊分析法套疊林地分級圖及台灣杉

之各生育環境因子，獲得台大實驗林台灣杉 適宜造林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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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態地位評估 

造林樹種之選擇為造林成效重要的關鍵之一，而造林樹種於造林地之生產

力評估常以地位表示，地位評估方法發展至今大都以與林分生長直接有關的林

分材積或樹高來評估地位，如：馮豐隆等(1986)台灣二葉松人工林之生長與收

穫之研究，劉浚明(1996)台灣杉造林地地位指數之建立，皆以優勢木和次優勢

木之平均高度及年齡計算地位指數來評估地位；馮豐隆(1990)人工林林分結構

與生長量化理論之研究，以 40 年生時的優勢木之平均數高定為林分之地位指

數基準；汪大雄等(1996)本省桉樹人工林幼齡生長和收穫之研究，則以優勢木

的樹高及年齡評估地位，此種評估方法雖以現實生長做評估，但只能評估該樹

種之地位，無法同時比較其他樹種在該立地之地位，亦無法套用其他樹種之地

位評估模式，因此我們應該發展一套生態評估法，能打破空間之限制，評估樹

種在有無該樹種生長的地區之地位，並解決不同樹種在相同立地上之地位。 

林木生長主要是受到生育地因子之影響，而孔隙模式版本二(gap model 
version II)應用樹種之特性與生育地因子，來評估地位。樹種特性包括：對溫量

指數特性、抗旱力、耐水性與土壤有效氮含量反應，生育地因子包括：溫度、

土壤乾濕、地下水位以及土壤有效氮含量。此種生態評估方法能評估不同地

區、不同生育地之地位，亦能評估及比較不同樹種在同一立地上之地位，可應

用於造林樹種之選擇，將來更可發展出對不同地區、不同樹種之生長模擬。 

李宣德(2000)在應用 初之孔隙模式(gap model)推估全台灣杉木生產量，

但由於該研究是引用 初之孔隙模式，故對於生育地環境評估之因子較少，

如：土壤溼度之反應式及土壤有效氮含量反應式等未有做評估，且溫量指數推

估式亦有改變。 

生育地環境狀況影響林木生長的總和，亦被認為是“環境反應函數”，且

通常以 f(environment)之形式表示，是由許多因子所產生的： 

 

f(environment)=fi(AL)×Qi×s(BAR)                   (1) 

 

對於第 i 種樹種，fi(AL)為樹種的光反應函數，而 s(BAR)為樣區可承載

大胸高斷面積 s(BAR)之函數(相似於地位指數的概念)；對每一立地，每一樹種

皆可計算出反應函數，在 JABOWA-II，Qi 為對樹種 i 的地位(site quality)，而

Qi 為環境熱能屬性(thermal properties)、凋萎因子(wilt factor)、土壤濕潤因子(土
壤飽和水)(soil wetness factor)以及土壤肥沃度反應所產生的。其間的關係可由(2)
式表示之： 

 

Qi=TFi×WiFi×WeFi×NFi                             (2) 

式中的 TFi：溫度反應式，以溫量指數表示 

WiFi：土壤乾旱反應式，表示樹能忍受土壤乾旱狀態之指數 

WeFi：土壤溼度反應式，樹能忍受土壤飽和水總量之指數 

NFi：樹對於土壤有效氮含量反應之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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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育地因子與其空間推估 

1.光反應式 fi(AL) 

在林木生長的光線限制公式中，光照量和陰葉面積為主要影響因子，假設

葉對陽光的吸收力相同時，在樹高(H)處、樹冠頂端的光照強度為 Q0，則 

 

∫
∞

h0 'dH)'(LAk-exp)H( HQQ                             (3) 

 

式中的 LA(H')為隨高度(H)不同，單位面積內之葉面積，在 Botkin 所提出

的模式中，這式子由(4)式代替。 

 

AL=PHIe-k․SLA                                       (4) 

式中的 AL：可獲得的光線 

SLA：陰葉面積(Shading leaf area)，為被其他樹葉子遮蔽之總重量 

PHI：樹冠上光之入射量，標準化為 1 

k：光消失係數(light extinction coefficient) 
 

在 JABOWA 的模式中，認定林木分為兩種型態，如圖 1：耐陰性樹種(shade 
tolerant)及非耐陰性樹種(shade intolerant)，其光合作用率 r(AL)以下列式子表現

之，非耐陰樹種之相對生長率值之範圍為 0~1.52，而耐陰性樹種之相對生長率

值之範圍則為 0~0.99。 
 

r (AL)=1-exp(-4.64(AL-0.05))         耐陰性樹種     (5) 

r (AL)=2.24(1-exp(-1.136(AL-0.08)))   非耐陰性樹種   (6) 

 
圖 1 耐陰性樹種(shade tolerant)及非耐陰性樹種(shade intolerant)之光反應式，AL 為可

獲得光量，r 為相對生長率，曲線式為(5)式及(6)式 (Botkin 1993) 

AL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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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坡地日輻射潛能的計算，文獻中作者認為台灣地區山地的地勢陡峻，

山嶺間互相遮蔽的效應是影響日輻射潛能的重要因素，其報告中所列的程式可

以描繪出一天中太陽在天空中的軌跡，可與周圍地形比較以決定日照的長短，

其計算方法包括全天光空域及直射光空域。 

全天光空域(whole light sky space,WLS)：設以一圓來表示樣區地平面四周

所見之天空範圍，圓心為樣區天頂(Zenith)所在，圓周代表地平線，圓的半徑即

為由地平線至天頂之 90˚仰角空間，則在不同地物方位測出其屏蔽之高度角，

以點表示於圓內，連接此等點所形成之多角形，即為未受遮蔽之空域大小，如

圖 2 及圖 3，在此空域範圍，直射光及漫射光均可進入；在平地無任何遮蔽物

時，空域為整個圓之面積；若在山地，附近有高聳山脊阻擋時，全天空光域如

以面積百分率表示，即為圓之面積減去被遮蔽之面積與整個圓面積之百分比。 

直射光空域(direct light sky space, DLS)：評估直射光量時，其範圍係為由

樣區可直接看到太陽在空中運行之天域大小，若無任何遮蔽時，其天域相當於

夏至及冬至兩天，太陽在天空運行軌跡線所夾之天空面積，如圖 2 及圖 3，太

陽全年之軌跡，即在夏至及冬至線之間移動，此二軌跡可由天文計算求得(夏
禹九、王文賢 1985)，並畫在上述之圓中，同理可求出此空域未被地形遮蔽之

面積比例，代表直射光空域，在北半球之南向山坡，直射光空域較大，北坡則

反之。(蘇鴻傑 1987) 

 
圖 2 西北向山谷之太陽輻射評估示範。圖中 O 為樣區所在，θ為某一地形(P 點)之方位

角，其高度角以線段表示，OP 代表自地平線至天頂之 90∘仰角，虛線連成之多

角形即全天光空域，直線遮影部分則為直線光空域。(蘇鴻傑 1987) 

 
圖 3 北緯 22.5 度太陽在天空中之軌跡(蘇鴻傑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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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地點，其所接受之日輻射能，因地球繞日軌道之變化與地球自轉的

關係而有季節與時間性的變化，故同一地點，同一時間之日輻射能，因大氣層

之變化及坡度、坡向之不同而有所不同，由於大氣層影響很難加以控制，因此

在日輻射能求解過程中，常不考慮大氣層之影響，而稱之為日輻射潛能

(potential solar irradiance) (陳朝圳 1997)。 

李宣德(2000)應用孔隙模式(gap model)推估全台灣杉木生產量時，應用中

央氣象局 26 個測站之資料及地理資訊系統，以 Kriging 一次一般式推估出全台

灣累積日照量，推估結果如圖 4，但此分析方法未考慮地形遮蔽、坡度及坡向

等問題。 

 
圖 4 李宣德(2000)應用 Krining(一次一般式)推估全台灣累積日照量(單位：小時) 

 

2.溫度反應式(TFi) 

林木生長有其適當的溫度範圍，因此各種樹種的生存範圍及生長速度會隨

著溫量指數（Growing Degree-day，DEGD）的改變而不同，所謂溫量指數，乃

指氣溫大於植物開始生長之溫度時，生長季節溫度的累加值，如圖 5 所示，其

計算模式如 7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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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的 DEGD：溫量指數 

TJan：一月均溫 

TJuly：七月均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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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溫量指數示意圖(Botkin 1993) 

 

在大部分的情況，樹種分布範圍的界限是對映著生長程度的等溫線。各樹

種位於不同環境之溫量指數效應形式如下： 

2
minmax

maxmin

)(

))((4
)(

DEGDDEGD

DEGDDEGDDEGDDEGD
DEGDT

－

－－


         (8) 

式中的 DEGDmax：樹種能生存的 大值溫量指數 

DEGDmin：樹種能生存的 小值溫量指數 

 

以拋物線的曲線表現出林木生長對溫度的反應包含了某些重要假設如： 

a.在一特定的溫量指數值下，光合作用與生長為零； 

b.溫度反應曲線是相對稱的，在曲線 高點之前及之後，其下降速率皆相

同； 

但真實的曲線可能是不對稱的，而是當溫度高於曲線 高點時，曲線會隨

溫度上升而急遽下降，這可能是因為光合作用之組織，如蛋白質，在溫度上升

遭時遭快速的破壞而停止活動，以及造成酵素改變本質，而海藻已被發現有此

種不對稱(Botkin 1993)。高溫也會對植物造成傷害，包括：使植物生長減低、

蒸散作用增快、光合能力減低、呼吸作用增加而使植物生長減慢以及酵素受破

壞(顏正平等 1993)。 

一樹種之生長會隨著趨近於地理分布範圍的界線而減緩，所以生長會隨溫

度之增加或減少而漸趨減緩，而不是在某一溫度時，就立即停止生長，此種逐

漸改變的方式，可以以鐘形或高斯(Gaussian)曲線表現，而此種高斯反應曲線

的數學式可以由下式表現，所以由高斯曲線取代拋物線曲線，可以反應出更真

實的結果。 

  22 2/  DEGDeTFi                             (9) 

式中的 TFi：對 i 樹種溫度反應式 

DEGD：溫量指數(攝氏) 

γ： 大與 小溫量指數之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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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溫量指數之標準偏差估值 

 

3.土壤乾旱反應式(WiFi) 

土壤水平衡和土壤水分狀態：林木生長所需要的水分主要是由土壤吸收，

由於水對於林木生長非常的重要，所以有必要以真實的方式考慮土壤水分之關

係。孔隙模式二(JABOWA-II)係由水分主要來源的降雨來計算全部的土壤水分

平衡，在版本一中，並未考慮土壤水分之因子，故為版本二中所增加之因子。 

為了要計算土壤水，土壤以垂直方式看，如圖 6，在這模式中土壤深度的

定義是樹木的根能貫穿或物質能直接地被運輸到樹木之根的深度，此深度以下

則根部不能吸取到母岩或石塊的化學元素。在某深度，水飽合區開始，在此區

土壤微粒間之毛管孔隙全都被水充滿且沒有任何的氣體，飽和區的頂端是地下

水位。到地下水位的深度(從土壤的表面到地下水位的距離，單位為 m)則標記

為 DT，土壤基部的深度(記為 DS，單位為 m)與地下水位深度之關係在模式中

對林木之生長是很重要的。 

 
圖 6 植物與土壤水分之關係(Botkin 1993) 

 

土壤深度與地下水位深度之關係在模式中，係用來分辨林木適應於溼地或

乾燥區域，如果地下水位高於土壤基部深度(DT<DS)，某些林木根將會在飽和

區，則認為土壤為水飽和，如果飽和區擴展到土壤表面，則視為完全飽和。不

同樹種對於週期性洪水(土壤水完全飽和)或高地下水位有不同之耐性與存活

力。則有些樹種可存活於溼地或較潮濕之地區，有些樹種則不能存活於溼地中。 

一般化基礎的水平衡方程式為： 

 

dw/dt=P+U-E-S                                   (10) 

式中的 w：在根域中毛細作用所儲藏之水量 

DS 

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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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dt：單位時間內，根域中毛細作用儲藏水量之變化量 

P：立地中每單位時間(降雨加溶雪)之降水 

U：單位時間內由地下水位至根域向上運輸的毛細作用 

E：單位時間內之蒸發散作用(蒸發+蒸散) 

S：單位時間內經由逕流及滲透作用流失之水 

 

a.蒸發散作用(Evapotranspiration) 

實際蒸發散量與潛在蒸發散量之計算是依據修正的 Thornthwaite 水平衡計

算法(Sellers, 1965)，潛在蒸發散量(E0)是以公釐/每月計算，計算法如下： 

 

E0j=16(10Tj / I )a                                (11) 

式中的 E0j：第 j 月的潛在蒸發散量 

j：月份 

Tj：第 j 月之平均溫度( ℃) 

I：熱量指數(heat index) 


 















12

1

514.1

5j

jT
I

 

a=(0.675 I3-77.1 I2+17920 I+492390)×10-6 

 

上式只適用於 0℃~26.5℃，溫度為 26.5℃~38℃之潛在蒸發散量由下式計

算： 

 

 

E0j=41.947+3.246(Tj)-0.0436(Tj)2                   (12) 

式中的 E0j：第 j 月的潛在蒸發散量 

j：月份 

Tj：第 j 月之平均溫度( ℃) 

 

大於 38℃則趨近於 185mm 水量。 

 

實際蒸發散速率(E)是由潛在蒸發散速率(E0)與土壤中可獲取之水儲存量

所決定的。當土壤溼度高於某值(wk)時，實際的蒸發散量以潛在的速率進行，

此時是能量的層面限制了蒸散率而非水；當低於 wk 時，水就限制了蒸散率，

此蒸散速率是依據土壤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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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0             if w≧wk                        (13) 

E=E0(w/wk)       if w<wk                         (14) 

式中的 E：實際蒸發散量 

E0：潛在蒸發散量 

w：土壤含水量 

wk：限制蒸發散之含水量值，等於 0.7wmax 

wmax： 大毛管水量或田間容水量 

 

b.滲透及逕流水(Percolation and Surplus Rainfall) 

當 w=wmax 時，流量(S)是以 大速率隨[P2/(E0+P)]而增加，P 為每月之降

雨量(mm)，E0 為潛在蒸發散量，Sellers(1965)依據實驗之關係，假設降雨過剩

時之流量 S 為： 

 

  
  max0

28.0

wPE

wP
S




                   (15) 

 

或  S=β×Ω                               (16) 

β=0.8P2/(E0+P) 

Ω=w/wmax 

式中的 S：流量(mm) 

P：每月之降雨量(mm) 

E0：潛在蒸發散量 

w：土壤含水量 

wmax： 大毛管水量或田間容水量 

 

如果地下水位(DT)高於土壤深度(DS)，那麼很顯然的不會有淨向上毛細作

用，水不會由 DT 流至 DS，此時 U 值為零，如果地下水位(DT)是低於土壤深

度(DS)，則向上毛細作用水流(Uj)之計算如下： 

 

 
DTw

ww
U j 




max

max

                              (17) 

式中的 Uj：由地下水向上運輸至根域的水量(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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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係數，設為 15mm/月之水運輸 

w：土壤含水量 

wmax： 大毛管水量或田間容水量 

DT：地下水位(m) 

 

儲存水的改變量(dw/dt)是由降雨量(P)及毛細作用量(U)之輸入減去蒸發散

散量(E)及逕流量(S)，以下式(同 10 式)表示： 

 

dw/dt=P+U-E-S                                 (18) 

 

土壤粒子只可以儲存達田間容水量之水，所以儲存水的改變量(dw/dt)會有

高估之狀況，水儲存量若高於田間容水量，則該月應加以修正，水會流失且減

少儲存量，修正之量為 DW±： 

 

DW±=dw/dt-ρ                              (19) 

式中的ρ：水經由逕流及向下滲透而流失之量 

 

林木生長會因水分太多或太少而改變，但所有林木之總生物量增加對於土

壤水分之反應的研究都為定性上之研究，而沒有提供具體的準則以發展水反應

函數，至今的研究提出林木之生長對於土壤含水量之值不是那麼的敏感，除非

接近於極乾燥或飽和之土壤，雖然在解剖學、形態學及生理學上對於林木水分

之運輸已有相當詳細的瞭解，但對於淨總生物量增加受土壤水狀態之影響的瞭

解卻很少。 

當獲得能量而產生之潛在蒸發散量超過土壤中所能獲得用於蒸發散的水

時，就會發生林木乾旱狀態，當潛在蒸發散量遠超過於所計算的實際蒸發散

量，林木中儲藏的水量就會減少，如果持續下去，葉會枯萎， 後林木死亡；

在模式中計算乾旱影響的方式有兩種，第一種方法為：水量缺乏與否可藉由潛

在蒸發散量(E0)以及實際蒸發散量(E)之差，與潛在蒸發散量的比值表示： 

 

 
0E

EE
WILT o 

                           (20) 

式中的 E0：潛在蒸發散量 

E：實際蒸發散量 

 

WILT 之範圍由潮濕立地之值 0 至極乾燥之值 1，因為實際蒸發散量(E)不
可能超過潛在蒸發散量(E0)，所以 WILT 不會小於零，並且 WILT 亦不會超過

於 1；第二種方法為：以田間容水量(wk)與實際含水量(w)間之差與田間容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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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的比值來計算枯萎指數： 

k

k

w

ww
WILT




                          (21) 

 

以任一方法計算乾旱對林木生長之影響(WiFi)，可以下式表示： 























2

1,0max
i

ji WLMAX

WILT
WiF               (22) 

式中的 WiFi：i 樹種土壤乾旱反應指數 

WLMAXi：i 樹種乾旱忍受力 大值 

WILT：枯萎指數 

 

4.土壤溼度反應式(WeFi) 

土壤含水量過多對林木之生長有負面之影響，主要是因為土壤水飽和會使

根部組織呼吸作用所必須的氧氣缺乏，根部生長之停止有許多影響，如：化學

元素的吸收只有在生長時才會進行，主動運輸會在根結束，氧氣缺少抑制養分

之吸收，而生長之抑制會使得根部組織更容易受到蕈類及病菌之危害，根部組

織脆弱的林木更容易受到風之物理性危害，同樣的，雖然細胞層次的機制細節

大多已經瞭解，但是所有林木之生長量對土壤水飽和之反應量瞭解卻不多，此

影響以簡單的立地溼度計算，式子如下： 

















DT

DTMIN
WeF i

i 1,0max                      (23) 

式中的 WeFi：i 樹種對土壤溼度反應指數 

DTMINi：i 樹種忍受地下水位 小距離值(m) 

DT：地下水位深度(m) 

5.土壤有效氮含量反應式(NFi) 

含氮量耐性因子為土壤中有效氮(available nitrogen：AVAILN)及葉中氮濃

度(λ)之函數，對不同氮濃度梯度的反應曲線可分級為－耐性高、中等及不耐

三種，如圖 7，“耐性高”代表可以忍受低濃度的土壤有效氮，其計算式如下： 

 

]101[ )(
1

32   AVAILN
N                  (24) 

6

54 )(


 N

iNF


                              (25) 

λN：耐性級(N)植物葉中氮之濃度(%) 

AVAILA：土壤中有效氮的濃度(Kg/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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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i：樹種(i)之氮反應式 

α1 至α6 為係數，如表 1。 

 
圖 7 土壤有效氮含量反應式曲線圖，由圖中顯示耐性高之樹種在有效氮量低時，較中

等及不耐之樹種有較高的生長量，且土壤有效氮含量低時，只有耐性高之樹種能

生長。(Botkin 1993) 

表 1 氮反應式係數 

耐性 α1 α2 α3 α4 α5 α6 

不耐 2.99 0.00175 207.43 -5.0 2.9 3.671 

中等 2.94 0.00234 117.52 -1.2 1.3 2.622 

耐性高 2.79 0.00179 219.77 -0.6 1.0 2.190 

資料來源：Botkin (1993) 

 

(四) 空間推估 

地理統計學 早是由於 1951 年南非礦業工程師 D. G. Krige.以及 1963 年法

國地質數學家 Matheron G.為探勘礦脈分布而發展出 理想的推估方法，而後

Matheron G..更對該法提供一健全的理論基礎，包括空間與多變數間的定量關

係、 適的內插技巧、取樣之尺度等都已被提出，為了紀念 Krige 在空間推估

上之貢獻，故稱此地理統計方法為克利金(Kriging method)推估法，後來廣泛使

用在地質與土壤學研究，地理統計之適用之距離尺度範圍很廣，可小至數個分

子的大小，也可大至以公里為計量單位。此方法在土壤科學上除可用於分析土

壤物理、化學、生物等性質之空間分布外，也可延伸以包括作物的反應及產量、

氣象資料之推估與應用(申雍 1994、林俐玲等 2001、高堅泰等 2001)。 

Kriging 法是基於區域化變數理論(Theory of regionalized variable)，經半變

異圖(Semi-variogram)分析得到區域化變數空間相依(Spatial dependence)的結

構，在滿足 佳線性無偏估計(Best linear unbiased estimate，簡稱 B.L.U.E)的條

件下，以克利金法(Kriging method)推估未採樣點位置的數值，而區域化變數理

氮
反
應
指
數 

耐性級 

土壤有效氮含量(公斤/公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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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假設變數的空間變異能以三個主要的要素構成，如圖 8，三個主要的構成

要素為： 

(1)結構要素(structural component)：為一常數平均值或趨勢。 

(2)逢機但空間上有相關之要素，即為區域化變數之變異。 

(3)空間上獨立非相關之逢機殘差 

 

假設 x 為空間中所在位置，則逢機變數之值 Z 在 x 位置則可表示為： 

 

Z（x）= m（x） +ε'（x） +ε"             (26) 

式中的 m（x）為確定函數，描述 x 位置 Z 的結構要素； 

ε'（x）空間相關逢機誤差 

ε"為空間獨立殘差 

 

 

圖 8 區域化變數理論將複雜的空間變異區分為(i)平均勢之變化，如平均值差異(上圖 a)
或具有趨勢(圖 b)，(ii)空間相關但不規則變化，及(iii)由測量誤差或小範圍空間變

異所產生的逢機且空間上不相關之誤差(Burrough et al. 1998) 

 

由區域化變數理論可知，變量在距離上及方向上具有某程度相關性，此相

關性可應用半變異數γ(h)來表示，其相關式如下： 

     
2

1

)()(
2

1 



N

i
ii hxZxZ

hN
h

                 (26) 

式中的γ(h)：距離 h 時之半變異數 

N(h)：試區內所有觀測值距離 h 時之變量配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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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i)：為 xi 位置之觀測值 

h：為兩點間之距離 

 

應用半變異數分析樣點時，可獲得以下 佳性質： 

1.[Z*(x)-Z(x)]2 為 小[Z*(x)為預測值，Z(x)為觀測值] 

2.不偏性 E[Z*(x)-Z(x)]=0 

3.使樣點觀測值與預測值相等之 佳內插法 

 

在半變異圖中有三項重要參數可描述其特徵，如圖 9： 

1.影響範圍(Range)：在區間之半變異數隨著距離的增加而增加，至趨近一

水平漸近線，此 大距離稱為影響範圍，表示在範圍外之資料無相關性，如圖

2.10.中 range a 所示。 

2.門檻值(Sill)：在 range a 時，到達水平漸近線的半變異數稱之，如圖 2.10.
中之 C0+C。 

3.碎塊(Nugget)：半變異圖中，h=0 時在 y 軸上的截距，產生原因可能是測

量誤差或小範圍空間變異所之誤差，在圖 9 中以 C0 表示。 

 

 
圖 9 半變異值之特徵(Burrough et al. 1998) 

 

以半變異數γ(h)與距離 h 所繪畫成稱為半變異圖(Semi-variograms)，描述

半變異圖較常使用的模式如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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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h 為兩觀測點間之距離；C0 為碎塊效應(nugget effect)；C 為結構變數(structure 

variance)；a 為影響範圍(range)；C0+C 為門檻值(sill).(ESRI 1996) 

 

在本研究中應用之克利金法有：一般克利金法(Ordinary Kriging)、簡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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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金法(Simple Kriging)及通用克利金法(Universal Kriging)，一般克利金模式假

設如下式： 

 

Z(x)=μ+ε(x)                              (27) 

式中的 Z(x)：實際量測值 

μ：未知常數 

ε(x)：誤差 

 

一般克利金主要考慮到假設一常數平均值是否合理，因為有時由科學的理

由可以否決掉這個假設，由圖 11 顯示出一般克利金之模式，點代表實際量測

值，而虛線則為一未知之平均數。(Johnston et al. 2001) 

 
圖 11 一般克利金法(Johnston et al. 2001) 

 

簡單克利金法模式假設如下式： 

 

Z(x)=μ+ε(x)                              (28) 

式中的 Z(x)：實際量測值 

μ：已知常數 

ε(x)：誤差 

 

在圖 12 中，點代表實際量測值，而實線則為一已知之常數。 

x 座標 

實
測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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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簡單克利金法(Johnston et al. 2001) 

 

通用克利金法模式假設如下式： 

 

Z(x)=μ(x)+ε(x)                            (29) 

式中的 Z(x)：實際量測值 

μ(x)：一確定函數(deterministic function) 

ε(x)：誤差 

 

下圖中，點代表實際量測值，而長虛線則為二次多項式之趨勢線，代表μ

(x)，如果由二次多項式減去測量值則為誤差。 

 
圖 13 通用克利金法(Johnston et al. 2001) 

 

(五) 造林中心區 

造林中心區於民國六十五年開始規劃設置，因為歷年之國有林造林，除

x 座標 

實
測
值 

x 座標 

實
測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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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54 年推行林相變更計畫時有大面積之建造外，餘大多零星分散，經營不

便，因此宜化零為整，便於集中管理，為期質與量均能同時提高，乃規劃設置

造林中心區，全省共設置 25 處(侯永華等 1999)。 

 

二、 材料與方法 

(一) 研究地區介紹 

1. 台灣 

台灣位於北半球東部，地理位置為東經 122 度 1 分 26 秒至東經 120 度 0
分 0 秒，北緯 21 度 53 分 42 秒至北緯 25 度 18 分 11 秒之間，為一高山海島，

東臨太平洋，西邊和大陸福建省間隔台灣海峽。由中央山脈貫穿全島，成為河

川之分水嶺。台灣氣候受緯度、季風、地形、暖流等因素影響，為典型海洋性

亞熱帶氣候。 

 

2. 造林中心區 

1977 年林務局為加強管理、集約經營，於各林管區覓得廿五處交通便利、

土壤良好之造林地，規劃為造林中心區，每區面積 2,000－2,500 公頃，合計

231,445 公頃。這 25 個造林中心區分別為羅東太平山、羅東礁溪、羅東和平、

新竹孝義、新竹信賢、新竹竹東、新竹大安溪、東勢雙崎、東勢谷關、東勢裡

冷、南投濁水溪、南投望鄉、南投人倫、南投丹大、嘉義阿里山、屏東六龜、

屏東潮州、屏東甲仙、屏東高樹、台東大武、台東延平、花蓮西林林道、花蓮

萬榮林道、花蓮瑞穗林道、花蓮玉里林道。造林中心區之面積及位置請參照下

表。 

表 2 25 個造林中心區 

林區 
造林中心

區 
林班總面積

(ha) 
已造林面

積(ha) 
不能造林

面積(ha)
圖層面積

(ha) 
所在位置(事業區及林班) 

台東 延平 20,395.33 4,778.49 15,616.84 20,957.163
延平 18-21, 25-28, 32, 33, 關山

35, 36 
台東 大武 8,622.11 5,206.92 3,415.19 8,831.128 大武 36-43, 46, 47 

東勢 雙崎 6,907.11 2,064.16 4,842.95 7,059.543
大安溪 89, 90, 102-108, 113, 
114, 116, 117, 119, 122, 
125-128, 130, 131 

東勢 裡冷 5,894.88 2,879.31 3,015.57 7,878.103
八 仙 山 116-124, 136-141, 
144-149, 152-157 

東勢 谷關 5,579.39 2,039.07 3,540.32 5,580.844 八仙山 96, 98-115 
花蓮 萬榮林道 12,571.09 3,926.51 8,644.58 12,609.790 林田山 94-104, 106-114 

花蓮 瑞穗林道 10,819.84 3,342.51 7,477.33 10,900.529
玉里 8, 13, 14, 17, 18, 21-29, 
31, 32 

花蓮 西林林道 5,267.91 714.65 4,553.26 5,350.138 林田山 43-50, 72-76, 80-84 

花蓮 玉里林道 10,457.57 1,909.46 8,548.11 10,454.062
玉里 38, 40-43, 45-54, 58, 秀姑

巒 3, 4 
南投 濁水溪 14,588.77 4,281.84 10,306.93 14,054.736 濁水溪 1-7, 9-11, 40 
南投 望鄉 3,461.10 1,182.32 2,278.78 3,602.706 巒大 107-113, 119, 140-144 
南投 丹大 14,349.83 5,308.19 9,041.64 14,569.733 丹大 19-26, 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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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 人倫 3,751.81 1,740.90 2,010.91 3,849.965
巒大 70-77, 150, 151, 154-157, 
162-166, 168, 169 

屏東 潮州 11,854.02 252.60 11,601.42 12,200.272 潮州 4, 8-16, 19, 20 
屏東 甲仙 11,467.78 2,057.32 9,410.46 9,499.512 旗山 9-12, 15-17, 98-102 
屏東 六龜 16,261.97 2,832.56 13,429.41 16,369.977 老濃溪 39-86 
屏東 高樹 3,658.18 2,085.76 1,572.42 3,660.793 屏東事業區 7-12 
新竹 信賢 7,673.44 2,609.67 5,063.77 7,845.423 烏來 12-14, 17-24 
新竹 孝義 7,673.44 2,609.67 5,063.77 8,240.802 烏來 2-11 

新竹 竹東 7,765.26 4,863.59 2,901.67 8,335.476
竹東 14-37,50-52, 59-62 66-72, 
77-80, 87-98 

新竹 大安溪 6,817.51 3,752.42 3,065.09 6,856.180 大安溪 28-45 

嘉義 阿里山 12,145.89 5,872.06 6,273.83 12,322.684
阿里山 1-14, 18-25, 27-39, 43, 
45-53, 147-157, 184, 185, 
214-222 

羅東 礁溪 4,410.38 1,488.53 2,921.85 4,416.147 宜蘭 39-43, 46-53, 59-63, 66-72

羅東 
和平工作

站 
9,694.43 2,133.46 7,560.97 10,259.494 和平 1-20 

羅東 
太平山工

作站 
8,716.46 4,654.33 4,062.13 8,796.768

太平山 64-66, 70-90, 96, 110, 
111, 和平 44-46 

 

(二) 研究材料與使用器材 

1.地形：本研究之高程圖取自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製作之 40m*40m 數值地形

資料，其分布如圖 14(高堅泰等 2001)。 

2.溫度：資料取自中央氣象局 26 觀測站，長期觀測之月平均資料，其分布如圖

15(高堅泰等 2001)。 

3.雨量：資料取自經濟部水資會整理台灣地區雨量站長期雨量紀錄之月平均資

料，共引用 818 站，其分布如圖 16(水資會 1989、高堅泰等 2001)。 

4.樣區：採用林務局（1995）第三次全省森林資源調查之 3996 個地面樣區及母樹

林調查資料由其 3996 個地面樣區調查，選取具有紅檜與台灣杉發生之樣

區。 

5.土壤型：取自林務局第三次資源及土地利用調查 3km*3km 之土壤樣點調查資

料，如圖 17(林務局 1995,1999)。 

6.土壤級：取自林務局第三次資源及土地利用調查之數位(面)資料 .(林務局 
1995,1999)。 

7.土地利用型圖：取自林務局第三次台灣森林資源及土地利用調查之網格資料。 

8.使用器材：個人電腦、地理資訊系統 ArcMap 軟體、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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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40m x 40m 之 DEM(中興大學森林調

查測計研究室 2000、高堅泰等 2001)
圖 15 氣象局 26 測站(中興大學森林調查測

計研究室 2000、高堅泰等 2001) 

圖 16 水資會 818 測站(中興大學森林調查測

計研究室 2000、高堅泰等 2001) 
圖 17 林務局土壤資源調查 1791 樣點(中興

大學森林調查測計研究室 2000、高堅泰

等 2001) 

 

(三) 研究方法 

氣候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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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空間推估 

本研究先以造林中心區主要造林樹種中，選出兩種樹種做評估，選擇紅檜

及台灣杉做為所要評估之樹種；應用孔隙模式(式 2)評估生育地環境因子之方

法及空間推估法評估地位，單元大小為 40m*40m 之網格。 

 
圖 18 40m*40m 網格圖(中興大學森林調查測計研究室 2000) 

 

(1) 相對日照量推估： 

地球一年繞太陽一週,旋轉時地球的自轉軸又和公轉軸有 23° 27'的傾斜,
因此在旋轉時,陽光直射到地表位置會南北移動。6 月 22 日夏至,陽光直射在北

迴歸線上,過了這天,直射點向南移,到 9 月 23 日秋分這一天,直射赤道,然後進入

南半球,向南移到 12 月 22 日冬至,直射南迴歸線,過了這天,直射點向北移,到 3
月 21 日春分,到達赤道後,進入北半球,如此移動,地表上各位置得到的太陽輻射

在一年中都有不同的變化,而且各位置間也有不同,所以地表上各地的太陽輻射

因地因時都有不同(http://www.dj.net.tw/~ren22wx/ class1.htm)；由圖 19 可知太

陽在空中運行軌跡以春分及秋分為中心，進行漸變對稱的規律運行，因此日平

均、季平均日照量潛能亦可循一定規律來估算。(謝漢欽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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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取自 http://dns.pfps.tpc.edu.tw/~b0607/height.htm) 

 

應用地理資訊系統(Arc/View)之空間模組之 Hillshade 功能，再利用數值高

程圖，可產生相對日照強度，分析前需先求算太陽之位置，本研究是以台灣之

地理中心計算出四個季節日(春分：3 月 21 日、夏至：6 月 21 日、秋分：9 月

23 日及冬至：12 月 22 日)太陽之方位角及高度，而本研究以地理幾何中心做

太陽位置之計算(謝漢欽 1997)，台灣地理中心碑位在埔里鎮東北角，埔里高工

旁的虎子山下，但真正的地理幾何中心則在 碑後方，東經 120 度 58’25”、北

緯 23 度 58’32”的虎子山頂上，是台灣一等三角點(http://www.wcctc.gov.tw/~tree/ 
nantou.htm) (附註：九二一大地震造成台灣中部地殼地表大位移和扭曲，聯勤

測量隊以衛星定位儀連測三天，初測得台灣地理中心－南投埔里虎子山三角原

點發生平面位移 2.8 公尺，高度約下陷 0.5 公尺(http://kbteq.ascc.net/archive/twce/ 
twce06.html)。內政部土地測量局 GPS 網測量結果顯示，台灣地理中心位置虎

子山，經過這次大地震後，測量結果顯示，虎子山向北西 56 度方向位移 2.3
公尺，高程下降 63 公分) (http://gis210.sinica.edu.tw/ysnp/921quake/ascc_report/ 
2.htm)。 

參考謝漢欽(1997)以每間隔 1 小時求算求太陽入射強度，由於不同的季節

日，日出與日落之時間會有差異，夏至時由於白晝較長，故分為 13 個時間計

算太陽入射強度，春分及秋分則分為 12 個時間計算入射強度，冬至則分為 11
個時間計算入射強度，本次的分析以 40*40 公尺之網格大小做分析，加總一季

節日所計算各網格之相對日照量，即可得該日相對累積日照量；計算出四個季

節日後，將之加總後除以全台灣 大相對累積日照量值，即可求得 大值為 1
之相對累積日照量。關於台灣相對日照量推估結果之圖層請參考附錄 I。 

 

(2) 溫量指數推估 

溫度之推估參考高堅泰(1999)以月均溫為樣本，依海拔高增加 100m，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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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調整海平面高溫度，以趨勢面法(Trend)一次多項式推估，推估一年十二個

月之月均溫。 

溫量指數之計算參考劉棠瑞等(1983)以氣溫 5℃為林木生長之開始溫度，故

以 5℃為基礎溫度，就一年中，月均溫超過 5℃者，各減去 5℃，乘以該月天數，

再累加起來，即成為溫量指數(式 7~9)。關於台灣相對溫量指數推估結果之圖層

請參考附錄 II。 

 

(3) 降雨量推估 

馮豐隆等(1999)應用克金推估模式於降雨製圖文中建議以不分區方法推估

年雨量時，採取 Kriging 通用二次式、搜尋半徑 40km、中央山脈嶺線分區為佳，

而本研究將推估月降雨量，應用一般克利金法、簡單克利金法及通用克利金法

推估，選擇 合適的方法推估。關於台灣降雨量指數推估圖層請參考附錄 III。 

本研究將推估月降雨量，應用一般克利金法(Ordinary Kriging)、簡單克利

金法(Simple Kriging)及通用克利金法(Universal Kriging)推估，選擇模式時依據

半變異圖選擇 適之影響範圍(range)，以 1000m 為一階，並由誤差值判斷 適

之模式，參考附錄 III。 

 

(4) 潛在蒸發散量之推估 

潛在蒸發散量之推估採用前述之潛在蒸發散量計算法(11 式及 12 式)，應

用所推估出之月均溫推估潛在蒸發散量。 

 

(5) 枯萎因子(WILT)之評估 

由於實際蒸發散量推估所需資料不足，例如：田間容水量及土壤深度等，

故無法推估，但實際蒸發散量之水分來源為降雨，故實際蒸發散量必定小於降

雨量；在枯萎因子評估中，將以降雨量代替實際蒸發散量，其式如前述之式 20。 

 

(6) 土壤有效氮含量推估 

Batjes(1996)以土壤釋放潛能的世界資源調查 (World Inventory of Soil 
Emission Potentials, WISE)研究不同土壤中之土壤含氮量，如表 3，由於第三次

資源及土地利用調查是引用用日本之分類法(林務局 1999)，而 WISE 則為聯合

國農糧組織(FAO)土壤分類系統(Batjes 1996)，故必須將土壤之分類轉換為 FAO
土壤分類，以便於應用，如表 4；本研究將以第三次資源及土地利用調查之土

壤分級圖為土壤單元及本研究室所調查繪製之土壤單元，結合土壤調查樣點資

料獲得土壤深度及土壤型圖推估造林中心區及惠蓀林場土壤之含氮量，由於有

些土壤單元並無土壤樣點資料，故將鄰近之樣點資料加以平均以求得土壤深度

及土壤含氮量。 

土壤中之銨態氮(包括水容性銨塩及吸附性 NH4+)及硝酸態氮(硝酸或硝酸

塩類)為植物能迅速吸收之狀態，故常合稱土壤中之有效氮(available nitrogen)，
此二者之量常不及土壤全氮量中之 2%(郭魁士 1997)，與土壤專家洪富文及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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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忠討論得知土壤有效氮含量約在 1%~3%間，故本研究將以 2%之土壤全氮量

做為有效氮量。 

表 3 FAO 土壤單元三層深度之有機氮池(Organic N pool ) (kg/m2) 

美國土綱 FAO 土綱 
0-30 cm 0-50 cm 0-100 cm 

Mean CV n Mean CV n Mean CV n 

Entisols Lithosols 0.42 132 4 --- --- -- --- --- -- 

Inceptisols Cambisols 0.58 84 353 0.77 77 286 1.12 71 142

Alfisols Luvisols 0.45 66 213 0.63 65 175 1.03 60 83

Ultisols Acrisols 0.48 82 237 0.66 78 205 1.1 74 137

Oxisols Ferralsols 0.46 57 198 0.64 54 187 0.97 48 126

Mollisols Cherozems 0.88 41 32 1.22 39 31 1.7 48 17

Andisols Andosols 0.91 54 124 1.31 54 111 1.99 57 66

Spodosols Podzols 0.81 84 61 1.01 76 52 1.39 76 29

Histosols Histosols 1.61 67 26 2.38 63 26 4.01 55 19

資料來源：Batjes (1996) 及陳尊賢(2002)提供分類轉換法 

 

表 4 第三次資源調查土壤型分類表 

代號 美國土綱 土壤型 代號 美國土綱 土壤型 

1 Inceptisols 乾性灰土 22 Alfisols 偏乾性紅棕色森林土 

2 Inceptisols 乾性灰化土 23 Alfisols 適潤性紅棕色森林土 

3 Inceptisols 乾性弱灰化土 25 Inceptisols 弱乾性黃色土 

4 Inceptisols 鐵型濕性灰土 26 Inceptisols 偏乾性黃色土 

5 Inceptisols 鐵型濕性灰化土 27 Inceptisols 適潤性黃色土 

6 Inceptisols 鐵型濕性弱灰化土 29 Ultisols 弱乾性紅色土 

8 Inceptisols 腐植型灰化土 30 Ultisols 偏乾性紅色土 

9 Inceptisols 腐植型弱灰化土 31 Ultisols 適潤性紅色土 

10 Inceptisols 乾性棕色森林土 33 Ultisols 弱乾性暗紅色土 

11 Inceptisols 弱乾性棕色森林土 36 Entisols 黏質未熟土 

12 Inceptisols 偏乾性棕色森林土 37 Entisols 壤質未熟土 

13 Inceptisols 適潤性棕色森林土 38 Entiosls 砂質未熟土 

14 Inceptisols 弱濕性棕色森林土 41 Entisols 乾性石質土 

16 Inceptisols 乾性黃棕色森林土 42 Entisols 濕性石質土 

17 Inceptisols 弱乾性黃棕色森林土 43 Entisols 腐植性石質土 

18 Inceptisols 偏乾性黃棕色森林土 46 Andisols 偏乾性黑色土 

19 Inceptisols 適潤性黃棕色森林土 47 Andisols 適潤性黑色土 

21 Alfisols 弱乾性紅棕色森林土    

資料來源：林務局(1999)及陳尊賢(2002)提供分類轉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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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利用生育地因子評估地位流程，如圖 20。 

 

圖 20 研究流程圖 

 

2. 驗證 

為驗證所推估之生態地位指標(式 2)，本研究將生態地位指標圖層套疊紅

檜與台灣杉之土地利用型圖層作為驗證。 

 

三、 結果與討論 

(一) 造林中心區分佈圖 

目的：評估紅檜及台灣杉在台

灣造林中心區之生態地

位 

相對日照量推估 

月均溫推估 

月均溫推估 

月降雨量推估 

土壤有效氮含量推估 

陰性或陽性樹種

生長積溫特性 

抗旱力 

生育地因子資料收集，並應
用空間推估法推估與測驗台
灣地區環境因子面資訊 

樹種特性資料收集 

土壤有效氮含量
反應 

光反應式

溫度反應式 

對土壤乾旱之

反應式 

對土壤有效氮

含量反應式 

套疊各反應式求出造林中心區生

育地因子指數 

評估紅檜及台灣杉之立地品位

耐水性 
對土壤溼度之

反應式 
地下水位推估 

樹種特性與生育地之交

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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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25 個造林中心區之分佈如圖 21、圖 22。 

 

圖 21 台灣造林中心區分佈圖 圖 22 台灣造林中心區及惠蓀林場位置

圖(中興大學森林調查測計研究室

2000) 

 

(二) 生育地因子之推估 

本研究在此以東勢裡冷為例，其餘相關因子之造林中心區之圖層請參考附

錄 IV。 

1. 光反應式 if (AL) 

由於紅檜與台灣杉皆為陽性樹種，故依孔隙模式版本三，以式(5)計算，其

結果如圖 23；由評估之結果可知平原地區之指數較高，而山區受地形遮蔽之處

則評估之指數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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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東勢裡冷陽性樹種光反映指數圖 

 

2. 溫度反應函數（TF） 

應用所推估之生長積溫圖及屬性資料推估紅檜與台灣杉溫度反應函數之

指數，紅檜生長積溫之平均值 γ 為 2293.44，變異數 σ 為 1092.76；台灣杉生長

積溫之平均值 γ 為 2686.97，變異數 σ 為 1005.95，代入 9 式，分析溫度反應函

數圖如圖 24 及圖 25；由圖可知紅檜及台灣杉較適合生育於山區中海拔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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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東勢裡冷紅檜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25 東勢裡冷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3. 土壤乾旱反應函數（W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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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評估之各樹種乾旱忍受力 大值（WLMAX），紅檜為 0.53，台灣杉為

0.13，以及枯萎指數（WILT）代入 22 式，評估各樹種對土壤乾旱之反應函數，

評估之結果如圖 26 及圖 27，由圖可知東勢裡冷西北部及中南部較為乾旱。由

於紅檜較台灣杉耐旱，所以評估出來之反應指數高之地區面積較多。 

 

圖 26 東勢裡冷紅檜與相思樹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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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東勢裡冷台灣杉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4. 土壤溼度反應指數 

由於山區地勢高坡度陡，故水會向地勢較低的區域流動，故山區之地下水

位除高山湖泊及河流外，地下水位皆相當低，往往樹木根部無法吸收得到。而

本次推估之地區皆位於山區，所以土壤飽和水因子將評估為 0，而對於河流處

則評估為 1。 

5. 土壤含氮量反應指數 

依樹種對土壤含氮量耐性之屬性，紅檜為對土壤含氮量耐性高之樹種，台

灣杉則為耐性低之樹種，將推估出之土壤有效氮含量代入土壤含氮量反應函數

中，如 24 式及 25 式，求得各地區之土壤含氮量對各樹種之反應指數，結果如

圖 28 及圖 29。由圖可知，對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在各地區之指數均較土

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之指數來得高。 

 

圖 28 東勢裡冷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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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東勢裡冷土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三) 紅檜與台灣杉對生育地因子的需求 

1.紅檜樹種屬性 

由林務局第三次資源及土地利用調查之 3996 個地面樣區調查，選取具有

紅檜發生之樣區，共 202 個樣區有紅檜發生，再與本研究所推估之溫量指數套

疊，求出其溫量指數之平均值 γ 為 2677.32，變異數 σ 為 1092.76；而紅檜可在

乾燥脊薄之地發育成林，參考 Botkin (1993)評估各樹種之乾旱忍受力 大值

(WLMAX)中 大值為 0.53，故給定其 WLMAX 為 0.53，且為土壤有效氮含量

耐性高之樹種。 

 

2.台灣杉樹種屬性 

由林務局第三次資源及土地利用調查之 3996 個地面樣區調查，選取有台

灣杉發生之樣區共 12 個，由於樣點過少，故加入林務局 1999 年之永久樣區及

母樹林之調查資料共 18 筆資料，再由此 30 筆資料與本研究所推估之溫量指數

套疊，求出其溫量指數之平均值 γ 為 3160.42，變異數 σ 為 1005.95；台灣杉性

喜空氣濕潤，雨量充沛之環境，忌乾燥之氣候及土地，故參考 Botkin (1993)評
估其 WLMAX 為 0.13，且台灣杉需深厚之砂質壤土且富含深厚之腐植土為佳，

故評估其為土壤有效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 

表 5 樹種屬性資料 
屬性 

樹種 
陽性或陰

性樹種 
溫量指數平

均值γ 
溫量指數

變異數σ
WLMAX

土壤有效氮含

量耐性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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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檜 陽性 2677.32 1092.76 0.53 高 
台灣杉 陽性 3160.42 1005.95 0.13 低 

 

(四) 紅檜與台灣杉在造林中心區之生態地位 

將上述紅檜、台灣杉及相思樹對環境之反應指數相乘，求得各樹種在不同

地區之生態地位指標及統計圖，分別套疊東勢裡冷土地利用型中之紅檜及台灣

杉之天然林或造林地，如圖 30～圖 31，此評估之結果能顯示出樹種之 佳生

育地，生態地位指標愈高，代表愈適合該樹種之生育。由圖可知紅檜在多數區

域之生態地位指標偏屬中低，台灣杉大部分則更低，顯示不太適合台灣杉生長。 

由紅檜生態地位指標圖與東勢裡冷檜木類天然林及造林地之分布（圖 30）

相比較，可知檜木類天然林的確分布於生態地位指標中低之處，造林地則大部

分分布於生態地位指標較中等之處，紅檜在此之分佈面積不多，尤其天然林僅

存東北一兩塊。 

由台灣杉生態地位指標圖與東勢裡冷台灣杉造林地（圖 31）相比較，可發

現台灣杉造林地皆分布於地位指標小於 0.5 之處，且於地位指標較低之處仍可

生長，故此評估模式可能有不足之處，此外，雖然台灣杉能於該處生長，但可

能該處之台灣杉無法天然更新，因適合台灣杉營養生長的環境，可能不適合其

繁殖自然更新，此有待後續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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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東勢裡冷紅檜生態地位指標與實際檜木類土地利用型，並統計紅檜生態地位指標

網格數，圖例為指標值 

 

網

格

數 

0   0.2  0.4  0.6  0.8  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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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東勢裡冷台灣杉態地位指標與實際台灣杉造林地，並統計台灣杉生態地位指標網

格，圖例為指標值 

 

四、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利用以考量光反應、溫度、土壤乾旱、濕度、有效氮等因子的生態

地位評估方法來評估紅檜、台灣杉在台灣 25 個造林中心區的地位，評估過程

中各有關生育地因子皆靠空間推估的方法建構。結果顯示，紅檜在高海拔之山

區有較高之生態地位，台灣杉則在中高海拔；以東勢裡冷內之台灣杉分布區域

並不完全落於台灣杉生態地位評估高的地方。東勢裡冷內之台灣杉皆為造林

地，當初選地建立台灣杉時，並不知是否還有其他更高、更適合的生態地位的

林地，未來可以利用本方法進行各物種適宜生育地評估及某地適合物種之評

估。 

由上述研究之結果可以得知此生態地位評估模式已可評估出不同樹種在

相同地區或不同地區之生態地位，故已改善以往實證模式只能評估單一樹種於

該立地之生態地位；另外，更進一步，可以應用此方法於造林樹種之選擇，而

現今之造林重視營造混合林，因純林受病蟲害及其他災害之風險高，故造林時

宜種植二種以上之樹種，以本研究之方法選擇造林樹種時，可同時選擇多種生

態地位指標較高之樹種施行造林，以符合生態造林之理念。 

此評估之結果能顯示出樹種之 佳生育地，生態地位指標愈高，代表愈適

合該樹種之生育，但對於絕對的生長量之評估，則尚需再研究探討。 

本研究中環境因子之推估未來可改善之處整理如下： 

1.此次研究推估相對日照量之成果，係考慮到坡度、坡向及地形遮蔽等因

子對相對日照量之影響，以改善李宣德(2000)所提台灣日照量推估圖，但影響

相對日照量之因素還包括了氣候因子，如降雨、雲霧帶等因子，故將來若能將

之引入，必可推估出較準確之相對日照量。 

2.潛在蒸發散量之推估雖然是應用已建立之模式做推估，但此模式之建立

並非應用台灣之資料所建立的，如：11 式及 12 式，是否有可能因為台灣與原

網

格

數 

0  0.2  0.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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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模式地區之氣候環境差異，而造成些許之差異，應於將來做驗證，並做出

適於台灣地區之模式。 

3.本次研究對於土壤乾旱指標之推估，由於缺少田間容水量之資料，故無

法應用水平衡方程式計算模式中之實際蒸發散量，改以降雨量代替之，若將來

可獲得此方面之資料，則應以水平衡方程式計算實際蒸發散量，以求更真實的

推估土壤乾旱之狀態。 

4.雖然山區之地下水位大多是非常深的，只有河流流經之處地下水位是高

於地表的，但山漥之地及山間湖泊之處在此次研究中並未考慮，將來可考慮應

用數值地形及模式推估地下水位深，以期更實際的評估土壤乾旱及溼度指數。 

5.土壤含氮量之推估是將日本之土壤分類系統轉換為美國土壤分類系統之

土綱，再轉換為 FAO 世界土壤分類系統後才進行土壤含氮量推估，採用此方

法是由於目前之資料不足，但將來如果有充足之調查資料，應直接由日本之土

壤分類推估土壤含氮量；此外，雖然土壤有效氮含量大約佔土壤含氮量之 2%，

但有效氮含量會受到土壤溫度與土壤水之影響，故將來若能考慮各因子對土壤

有效氮之影響時，應做更準確之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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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圖 I-1 春分相對日照量 圖 I-2 夏至相對日照量  

 
圖 I-3 秋分相對日照量 圖 I-4 冬至相對日照量 圖 I-5 全年相對日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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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月均溫推估圖 II-1~圖 II-12，由圖可瞭解各地之月均溫之變化，如一月北部溫度較南部

為低，而七月均溫則南部與北部相似，而山區之溫度則皆較低。 

 
圖 II-1 一月均溫 圖 II-2 二月均溫 圖 II-3 三月均溫 圖 II-4 四月均溫 

 
圖 II-5 五月均溫 圖 II-6 六月均溫 圖 II-7 七月均溫 圖 II8 八月均溫 

 
圖 II-9 九月均溫 圖 II-10 十月均溫 圖 II-11 十一月均溫 圖 II-12 十二月均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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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圖 III-1 一月總降雨量 圖 III-2 二月總降雨量 圖 III-3 三月總降雨量 圖 III-4 四月總降雨量 

 
圖 III-5 五月總降雨量 圖 III-6 六月總降雨量 圖 III-7 七月總降雨量 圖 III-8 八月總降雨量 

 
圖 III-9 九月總降雨量 圖 III-10 十月總降雨量 圖 III-11 十一月總降雨量 圖 III-12 十二月總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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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II-1 各月份總降雨量推估方法及誤差統計表(單位：mm)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推估方法 * Ordinary 
Kriging 

Ordinary 
Kriging 

Simple 
Kriging 

Ordinary 
Kriging 

Ordinary 
Kriging 

Ordinary 
Kriging 

配適曲線 ** Exponential Gaussian Gaussian Gaussian Gaussian Gaussian
影響範圍(range) 60000 m 80000 m 100000 m 70000 m 80000 m 100000 m
有效半變異值 
(Partial Sill) 

915.95 1887.9 3062.5 1385.3 12124 17153

誤差或變異值(Nugget) 446.87 1205.9 1751.3 379.12 2354.2 2326.5

       

交叉驗證       

平均預測誤差(MPE) -0.3332 -0.0992 0.0757 -0.0192 -0.0037 0.0332
預測誤差均方根(RMSPE) 33.68 43.41 48.12 24.51 60.16 61.88
平均誤差標準差(ASE) 26.92 35.95 42.97 20.47 51.5 55.36
平均標準化預測誤差

(MSPR) 
-0.0074 -0.00104 0.0018 -0.0003 -0.0002 -0.0005

預測誤差標準化均方根

(RMSSPE) 
1.232 1.196 1.119 1.194 1.169 1.088

       

驗證       

平均預測誤差(MPE) -3.539 0.7707 4.797 1.403 11.37 4.059
預測誤差均方根(RMSPE) 52.73 55.03 42.96 28.38 54.73 59.23
平均誤差標準差(ASE) 26.7 35.79 42.84 20.29 50.9 54.45
平均標準化預測誤差

(MSPR) 
-0.1338 0.0226 0.1125 0.067 0.2208 0.0721

預測誤差標準化均方根

(RMSSPE) 
1.948 1.516 0.9948 1.381 1.065 1.043

*  一般克利金(ordinary Kriging)，如(27)式；簡單克利金法(Simple Kriging)，如(28)式；通用

克利金法(Universal Kriging)，如(29)式。 
** 配適曲線數式，如圖 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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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III-1(單位：mm) 

月份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推估方法 * Ordinary 
Kriging 

Ordinary 
Kriging 

Ordinary 
Kriging 

Ordinary 
Kriging 

Ordinary 
Kriging 

Ordinary 
Kriging 

配適曲線 ** Gaussian Gaussian Gaussian Gaussian Circular Circular
影響範圍 
(range) 

100000m 100000m 100000m 100000m 150000m 120000m

有效半變異值 
(Partial Sill) 

11464 18444 19889 19639 12277 2762.5

誤差或變異值(Nugget) 3061.6 3519.6 4488.6 3119.2 1030.3 551.02

       

交叉驗證       

平均預測誤差(MPE) -0.1742 -0.1814 -0.0401 0.1001 -0.0010 -0.1119
預測誤差均方根(RMSPE) 64.78 70.1 77.72 77.18 48.59 37.25
平均誤差標準差(ASE) 60.42 66.06 70.92 58.23 41.44 27.89
平均標準化預測誤差

(MSPR) 
-0.0041 -0.0016 -0.0015 -0.0001 0.0025 -0.0017

預測誤差標準化均方根

(RMSSPE) 
1.058 1.047 1.091 1.319 1.167 1.307

       

驗證       

平均預測誤差(MPE) -0.8782 7.922 -3.073 -12.01 -0.5171 -5.083
預測誤差均方根(RMSPE) 53.88 58.89 79.48 100.6 68.72 65.76
平均誤差標準差(ASE) 59.74 65.09 70.27 57.7 40.85 27.63
平均標準化預測誤差

(MSPR) 
-0.0162 0.119 -0.0435 -0.209 -0.0166 -0.1875

預測誤差標準化均方根

(RMSSPE) 
0.9005 0.8887 1.12 1.726 1.645 2.369

*  一般克利金(ordinary Kriging)，如(27)式；簡單克利金法(Simple Kriging)，如(28)式；通用

克利金法(Universal Kriging)，如(29)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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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25 個造林中心區之生育地因子及生態地位指數圖層： 

TAIWAN 

a.羅東太平山 

b.羅東礁溪 

c.羅東和平 

d.新竹孝義 

e.新竹信賢 

f.新竹竹東 

g.新竹大安溪 

h.東勢雙崎 

i.東勢谷關 

j.東勢裡冷 

k.南投濁水溪 

l.南投望鄉 

m.南投人倫 

n.南投丹大 

o.嘉義阿里山 

p.屏東六龜 

q.屏東潮州 

r.屏東甲仙 

s.屏東高樹 

t.台東大武 

u.台東延平 

v.花蓮西林林道 

w.花蓮萬榮林道 

x.花蓮瑞穗林道 

y.花蓮玉里林道 

z.惠蓀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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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圖 I-1 全台灣造林中心區陽性樹種光

反應指數圖 
圖 I-2 全台灣造林中心區紅檜溫度反

映指數圖 
圖 I-3 全台灣造林中心區台灣杉溫度

反映指數圖 

 
圖 I-4 全台灣造林中心區紅檜與相思

樹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I-5 全台灣造林中心區台灣杉土壤

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I-6 全台灣造林中心區土壤氮含量

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I-7 全台灣造林中心區土壤氮含量

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I-2 全台灣造林中心區紅檜立地品

位圖 
圖 I-3 全台灣造林中心區台灣杉立地

品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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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羅東太平山 
 

圖 1-1 羅東太平山陽性樹種光反映指數圖  

圖 1-2 羅東太平山紅檜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1-3 羅東太平山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1-4 羅東太平山紅檜與相思樹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1-5 羅東太平山台灣杉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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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羅東太平山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1-7 羅東太平山土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1-8 羅東太平山紅檜立地品位圖 圖 1-9 羅東太平山紅檜立地品位長條圖 

 

圖 1-10 羅東太平山台灣杉立地品位圖 圖 1-11 羅東太平山台灣杉立地品位長條圖 

 
b.羅東礁溪 

 

圖 2-1 羅東礁溪陽性樹種光反映指數圖  

羅東太平山紅檜立地品位指標

0 0.2 0.4 0.6 0.8 1.0 1.2 

網

格

數

羅東太平山台灣杉立地品位指標

0 0.2 0.4 0.6 0.8 1.0 

網

格

數



<台灣人工林生產力評估系統之建立(2-1)附錄> 

 -48-

圖 2-2 羅東礁溪紅檜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2-3 羅東礁溪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2-4 羅東礁溪紅檜與相思樹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2-5 羅東礁溪台灣杉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2-6 羅東礁溪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2-7 羅東礁溪土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2-8 羅東礁溪紅檜立地品位圖 圖 2-9 羅東礁溪紅檜立地品位長條圖 

羅東礁溪紅檜立地品位指標 

0 0.2 0.4 0.6 

網

格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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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羅東和平 
 

圖 3-1 羅東和平陽性樹種光反映指數圖  

圖 3-2 羅東和平紅檜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3-3 羅東和平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3-4 羅東和平紅檜與相思樹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3-5 羅東和平台灣杉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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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羅東和平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3-7 羅東和平土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3-8 羅東和平紅檜立地品位圖 圖 3-9 羅東和平紅檜立地品位長條圖 

 

圖 3-10 羅東和平台灣杉立地品位圖 圖 3-11 羅東和平台灣杉立地品位長條圖 

 
d.新竹孝義 

羅東和平紅檜立地品位指標 

0 0.2 0.4 0.6 0.8 1.0 1.2 

網

格

數

羅東和平台灣杉立地品位指標

0 0.2 0.4 0.6 

網

格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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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新竹孝義陽性樹種光反映指數圖  

圖 4-2 新竹孝義紅檜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4-3 新竹孝義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4-4 新竹孝義紅檜與相思樹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4-5 新竹孝義台灣杉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4-6 新竹孝義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4-7 新竹孝義土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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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新竹信賢 

 

圖 5-1 新竹信賢陽性樹種光反映指數圖  

圖 5-2 新竹信賢紅檜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5-3 新竹信賢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5-4 新竹信賢紅檜與相思樹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5-5 新竹信賢台灣杉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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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新竹信賢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5-7 新竹信賢土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5-8 新竹信賢紅檜立地品位圖 圖 5-9 新竹信賢紅檜立地品位長條圖 

 

圖 5-10 新竹信賢台灣杉立地品位圖 圖 5-11 新竹信賢台灣杉立地品位長條圖 

 
f.新竹竹東 

新竹信賢紅檜立地品位指標 

0 0.2 0.4 0.6 0.8 1.0 

網

格

數

新竹信賢台灣杉立地品位指標

0 0.2 0.4 0.6 0.8 

網

格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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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新竹竹東陽性樹種光反映指數圖  

圖 6-2 新竹竹東紅檜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6-3 新竹竹東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6-4 新竹竹東紅檜與相思樹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6-5 新竹竹東台灣杉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6-6 新竹竹東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6-7 新竹竹東土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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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新竹大安溪 

 

圖 7-1 新竹大安溪陽性樹種光反映指數圖  

圖 7-2 新竹大安溪紅檜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7-3 新竹大安溪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7-4 新竹大安溪紅檜與相思樹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7-5 新竹大安溪台灣杉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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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 新竹大安溪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7-7 新竹大安溪土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7-8 新竹大安溪台灣杉立地品位圖 圖 7-9 新竹大安溪台灣杉立地品位長條圖 

 
h.東勢雙崎 

 

圖 8-1 東勢雙崎陽性樹種光反映指數圖  

新竹大安溪台灣杉立地品位指標

0 0.2 0.4 0.6 0.8 

網

格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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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 東勢雙崎紅檜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8-3 東勢雙崎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8-4 東勢雙崎紅檜與相思樹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8-5 東勢雙崎台灣杉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8-6 東勢雙崎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8-7 東勢雙崎土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8-8 東勢雙崎紅檜立地品位圖 圖 8-9 東勢雙崎紅檜立地品位長條圖 

東勢雙崎紅檜立地品位指標 

0 0.2 0.4 0.6 0.8 1.0 1.2 

網

格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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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東勢谷關 

 

圖 9-1 東勢谷關陽性樹種光反映指數圖  

圖 9-2 東勢谷關紅檜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9-3 東勢谷關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9-4 東勢谷關紅檜與相思樹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9-5 東勢谷關台灣杉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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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6 東勢谷關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9-7 東勢谷關土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9-9 東勢谷關紅檜立地品位圖 圖 9-9 東勢谷關紅檜立地品位長條圖 

 
j.東勢裡冷 

 

圖 10-1 東勢裡冷陽性樹種光反映指數圖  

東勢谷關紅檜立地品位指標 

0 0.2 0.4 0.6 0.8 1.0 1.2 

網

格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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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 東勢裡冷紅檜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10-3 東勢裡冷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10-4 東勢裡冷紅檜與相思樹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10-5 東勢裡冷台灣杉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10-6 東勢裡冷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10-7 東勢裡冷土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10-8 東勢裡冷紅檜立地品位圖 圖 10-9 東勢裡冷紅檜立地品位長條圖 

東勢裡冷紅檜立地品位指標 

0 0.2 0.4 0.6 0.8 1.0 1.2 

網

格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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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0 東勢裡冷台灣杉立地品位圖 圖 10-11 東勢裡冷台灣杉立地品位長條圖 

 
k.南投濁水溪 

 

圖 11-1 南投濁水溪陽性樹種光反映指數圖  

圖 11-2 南投濁水溪紅檜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11-3 南投濁水溪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東勢裡冷紅檜立地品位指標 

0 0.2 0.4 0.6 

網

格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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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 南投濁水溪紅檜與相思樹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11-5 南投濁水溪台灣杉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11-6 南投濁水溪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11-7 南投濁水溪土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11-8 南投濁水溪紅檜立地品位圖 圖 11-9 南投濁水溪紅檜立地品位長條圖 

 

圖 11-10 南投濁水溪台灣杉立地品位圖 圖 11-11 南投濁水溪台灣杉立地品位長條圖 

南投濁水溪紅檜立地品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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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濁水溪台灣杉立地品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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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南投望鄉 
 

圖 12-1 南投望鄉陽性樹種光反映指數圖  

圖 12-2 南投望鄉紅檜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12-3 南投望鄉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12-4 南投望鄉紅檜與相思樹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12-5 南投望鄉台灣杉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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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6 南投望鄉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12-7 南投望鄉土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m.南投人倫 

 

圖 13-1 南投人倫陽性樹種光反映指數圖  

圖 13-2 南投人倫紅檜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13-3 南投人倫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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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4 南投人倫紅檜與相思樹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13-5 南投人倫台灣杉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13-6 南投人倫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13-7 南投人倫土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n.南投丹大 

 

圖 14-1 南投丹大陽性樹種光反映指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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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 南投丹大紅檜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14-3 南投丹大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14-4 南投丹大紅檜與相思樹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14-5 南投丹大台灣杉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14-6 南投丹大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14-7 南投丹大土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14-8 南投丹大紅檜立地品位圖 圖 14-9 南投丹大紅檜立地品位長條圖 

南投丹大紅檜立地品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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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0 南投丹大台灣杉立地品位圖 圖 14-11 南投丹大台灣杉立地品位長條圖 

 
o.嘉義阿里山 

 

圖 15-1 嘉義阿里山陽性樹種光反映指數圖  

圖 15-2 嘉義阿里山紅檜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15-3 嘉義阿里山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南投丹大台灣杉立地品位指標 

0 0.2 0.4 0.6 0.8 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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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4 嘉義阿里山紅檜與相思樹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15-5 嘉義阿里山台灣杉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15-6 嘉義阿里山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15-7 嘉義阿里山土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15-8 嘉義阿里山紅檜立地品位圖 圖 15-9 嘉義阿里山紅檜立地品位長條圖 

 

圖 15-10 嘉義阿里山台灣杉立地品位圖 圖 15-11 嘉義阿里山台灣杉立地品位長條圖 

嘉義阿里山紅檜立地品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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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阿里山紅檜立地品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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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屏東六龜 

 

圖 16-1 屏東六龜陽性樹種光反映指數圖  

圖 16-2 屏東六龜紅檜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16-3 屏東六龜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16-4 屏東六龜紅檜與相思樹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16-5 屏東六龜台灣杉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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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6 屏東六龜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16-7 屏東六龜土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16-8 屏東六龜紅檜立地品位圖 圖 16-9 屏東六龜紅檜立地品位長條圖 

 

圖 16-10 屏東六龜台灣杉立地品位圖 圖 16-11 屏東六龜台灣杉立地品位長條圖 

 
q.屏東潮州 

屏東六龜紅檜立地品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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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六龜台灣杉立地品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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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1 屏東潮州陽性樹種光反映指數圖  

圖 17-2 屏東潮州紅檜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17-3 屏東潮州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17-4 屏東潮州紅檜與相思樹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17-5 屏東潮州台灣杉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17-6 屏東潮州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17-7 屏東潮州土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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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8 屏東潮州紅檜立地品位圖 圖 17-9 屏東潮州紅檜立地品位長條圖 

 

r.屏東甲仙 
 

圖 18-1 屏東甲仙陽性樹種光反映指數圖  

圖 18-2 屏東甲仙紅檜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18-3 屏東甲仙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屏東潮州紅檜立地品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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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4 屏東甲仙紅檜與相思樹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18-5 屏東甲仙台灣杉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18-6 屏東甲仙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18-7 屏東甲仙土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18-9 屏東甲仙台灣杉立地品位圖 圖 18-10 屏東甲仙台灣杉立地品位長條圖 

 
s.屏東高樹 

屏東甲仙台灣杉立地品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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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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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1 屏東高樹陽性樹種光反映指數圖  

圖 19-2 屏東高樹紅檜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19-3 屏東高樹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19-4 屏東高樹紅檜與相思樹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19-5 屏東高樹台灣杉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19-7 屏東高樹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19-8 屏東高樹土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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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9 屏東高樹紅檜立地品位圖 圖 19-10 屏東高樹紅檜立地品位長條圖 

 

圖 19-11 屏東高樹台灣杉立地品位圖 圖 19-12 屏東高樹台灣杉立地品位長條圖 

 
t.台東大武 

 

圖 20-1 台東大武陽性樹種光反映指數圖  

屏東高樹紅檜立地品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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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2 台東大武紅檜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20-3 台東大武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20-4 台東大武紅檜與相思樹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20-5 台東大武台灣杉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20-6 台東大武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20-7 台東大武土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u.台東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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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台東延平陽性樹種光反映指數圖  

圖 21-2 台東延平紅檜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21-3 台東延平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21-4 台東延平紅檜與相思樹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21-5 台東延平台灣杉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21-6 台東延平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21-7 台東延平土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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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台東延平紅檜立地品位圖 圖 21-9 台東延平紅檜立地品位長條圖 

 

圖 21-10 台東延平台灣杉立地品位圖 圖 21-11 台東延平台灣杉立地品位長條圖 

 
v.花蓮西林林道 

 

圖 22-1 花蓮西林林道陽性樹種光反映指數圖  

台東延平紅檜立地品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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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花蓮西林林道紅檜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22-3 花蓮西林林道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22-4 花蓮西林林道紅檜與相思樹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22-5 花蓮西林林道台灣杉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22-6 花蓮西林林道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22-7 花蓮西林林道土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22-8 花蓮西林林道紅檜立地品位圖 圖 22-9 花蓮西林林道紅檜立地品位長條圖 

花蓮西林林道紅檜立地品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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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0 花蓮西林林道台灣杉立地品位圖 圖 22-11 花蓮西林林道台灣杉立地品位長條圖 

 
w.花蓮萬榮林道 

 

圖 23-1 花蓮萬榮林道陽性樹種光反映指數圖  

圖 23-2 花蓮萬榮林道紅檜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23-3 花蓮萬榮林道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花蓮西林林道台灣杉立地品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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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4 花蓮萬榮林道紅檜與相思樹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23-5 花蓮萬榮林道台灣杉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23-5 花蓮萬榮林道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23-7 花蓮萬榮林道土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23-8 花蓮萬榮林道紅檜立地品位圖 圖 23-9 花蓮萬榮林道紅檜立地品位長條圖 

 
x.花蓮瑞穗林道 

 

花蓮萬榮林道紅檜立地品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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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花蓮瑞穗林道陽性樹種光反映指數圖  

圖 24-2 花蓮瑞穗林道紅檜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24-3 花蓮瑞穗林道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24-4 花蓮瑞穗林道紅檜與相思樹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24-5 花蓮瑞穗林道台灣杉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24-6 花蓮瑞穗林道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24-7 花蓮瑞穗林道土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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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8 花蓮瑞穗林道紅檜立地品位圖 圖 24-9 花蓮瑞穗林道紅檜立地品位長條圖 

 

圖 24-10 花蓮瑞穗林道台灣杉立地品位圖 圖 24-11 花蓮瑞穗林道台灣杉立地品位長條圖 

 
y.花蓮玉里林道 

 

圖 25-1 花蓮玉里林道陽性樹種光反映指數圖  

花蓮瑞穗林道紅檜立地品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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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瑞穗林道台灣杉立地品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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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2 花蓮玉里林道紅檜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25-3 花蓮玉里林道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25-4 花蓮玉里林道紅檜與相思樹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25-5 花蓮玉里林道台灣杉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25-6 花蓮玉里林道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25-7 花蓮玉里林道土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25-8 花蓮玉里林道紅檜立地品位圖 圖 25-9 花蓮玉里林道紅檜立地品位長條圖 

花蓮玉里林道紅檜立地品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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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0 花蓮玉里林道台灣杉立地品位圖 圖 25-12 花蓮玉里林道台灣杉立地品位長條圖 

 
z.惠蓀林場 

 

圖 26-1 惠蓀林場陽性樹種光反映指數圖  

圖 26-2 惠蓀林場紅檜溫度反映指數圖 圖 26-3 惠蓀林場台灣杉溫度反映指數圖 

花蓮玉里林道台灣杉立地品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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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4 惠蓀林場紅檜與相思樹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26-5 惠蓀林場台灣杉土壤乾旱反映指數圖 

圖 26-6 惠蓀林場土壤氮含量耐性高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26-7 惠蓀林場土壤氮含量耐性低之樹種反應指數圖

 

圖 26-8 惠蓀林場紅檜立地品位圖 圖 26-9 惠蓀林場紅檜立地品位長條圖 
 

惠蓀林場紅檜立地品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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