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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針對台中市都市綠地，以台中市潮洋環保公園、中興大學與台中市

境內行道樹為研究範圍，依據(1)1996 年氣候變化政府間專家委員會( Inter 

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設定之 CO2吸存與釋放量推算表格與

2001 年所推出的土地利用、土地利用變遷及林業操作手冊（Good Practice Guidance 

for Land use,Land-use change and Forestry）(2)以 CO2FIX 為核心之 CASFOR，使用

調查之林木樹籍資料及生長狀況，配合地理資訊系統(GIS)，計算各樹種之生長量，

溫室氣體吸存與釋放量。並藉由溫室氣體計算吸存、釋放量，比較兩種方式之優缺

點，並探討都市中綠地的碳吸存功效。 

【關鍵詞】CO2FIX、CASFOR、碳吸存、溫室氣體 

 

 

【Abstract】The study estimated carbon stock of Taichung city’s Green land. It took 

Taichung ChihaoYa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ark,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nd Taichung city’s street trees for examle. We used methods which based on:(1) the 

estimate tables for CO2 sequestration and release (1996) and Good Practice Guidance for 

Land use,Land-use change and Forestry (2001) that Inter 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established; (2) CASFOR use CO2FIX method which is for estimating 

CO2 sequestration and release. By useing the data of trees, growth an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 we could estimate growth, 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removals with every tree species. We compared with 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removals method in IPCC and CASFOR, and discuss the efficiency of carbon storing at 

city’s green land.  

【Key words】CO2FIX, CASFOR, carbon sequestration, the greenhouse g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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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近幾十年來，全球大氣因工業革命所引起的產業變化、為人類帶來更先進的文

明、方便迅速與更高收入的舒適生活，但是相對地，也產生許多污染問題，不論是

垃圾，空氣，噪音等等。尤以是空氣污染問題，其中的溫室氣體濃度增加，所造成

之自然溫室效應、聖嬰現象，使我們產生警惕。其中二氧化碳因應產業的發展、燃

燒、木材的砍伐，加速了其在大氣的含量上升，引起地球表面與大氣升溫，並對人

類及自然生態環境造成不利的影響。 

因此聯合國的環境規劃小組 ( United Nations Enviroment Programme，UNEP ) 
與世界氣象組織 ( World Meteorology Organnization，WMO ) 共同設立了氣候變化

政府間專家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 ) 負責蒐集相

關研究資料建立資料庫，並評估氣候變遷會帶來的全球性影響。除了使用 IPCC 設

定之 CO2吸存與釋放量推算表格，計算評估碳儲存效益，也使用 CO2FIX-CASFOR
模式，運用全碳會計方法，建立碳吸存在地景模式 

都市綠地的建立，除了可以將空氣品質淨化之效果，也具有吸附落塵與吸收二

氧化碳，排放氧氣之光合作用機制，此外還可提供綠色資源，休閒遊憩與美化的功

效，對於生活在都市的人們而言，都市綠地可以說是都市的肺。另外藉由林木碳儲

存之功能，吸收都市中的二氧化碳，幫助達成全球溫室氣體減量的功效。 

本研究的目的即是利用台中市綠地資料庫及地理圖籍、生長狀況，使用 IPCC
與 CASFOR 兩種原理方法互相比較，並推估碳儲存吸收之效益，希望未來能在碳吸

存部分上，提供綠地建設之參考。配合都市造景、休閒美觀等訴求，期望能完整發

揮都市綠地的使用效益。 

 

 

二、前人研究 

 

(一) 木材中碳水化合物跟 CO2之間的關係 

 

林木生長行光合作用，將 CO2自氣孔吸入擴散至葉子，再進到葉綠體內。葉綠體內

之葉綠素將光能轉變為化學能，此化學能能將 CO2還原成簡單的有機物，包括碳水

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可以以澱粉方式儲存於葉、或經由韌皮部輸送至林木的其他部

位，提供呼吸作用、建構新細胞、細胞的诶護、修補和保養、變成新的細胞壁，或

是儲存起來。 

光合作用基本方程式： 

26222 6)(66 OOCHOHCO  太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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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呼吸作用而言，呼吸作用釋放 CO2，將碳水化合物氧化為 CO2及水，並釋放可

供利用的化學能。 

呼吸作用基本方程式： 

能量 OHCOOOCHC 2222 666)(6  

呼吸作用使用極大量的碳水化合物，以溫帶地區的大型喬木而言，呼吸作用會消耗

光合作用所固定之碳水化合物之 60%左右；熱帶較溫暖者消耗更多的光合產物(林讚

標，1997)。因此，隨著林木的生長，林齡的增加，將逐年累積經光合作用與呼吸作

用後留存的碳水化合物在林木內，轉化成蓄積，有效的達到碳吸存的目的。 

(二) IPCC 

國際間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統計估算，係以「氣候變化政府間專家委員會」推出

之「溫室氣體調查統計準則（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為參考基準。 

 

IPCC 方法分為能源、工業、溶劑、農業、土地利用變遷與林業、廢棄物等六個

部門計算溫室氣體排放與吸收（楊榮啟等，1998；馮豐隆等，2000；馮豐隆等，2003），
各部門包括的內容如下： 

1. 能源（Energy）：為能源有關的溫室氣體排放總量，包括燃燒燃料、能源生產、 

運輸、儲存、及傳送過程所產生的溫室氣體。 

2. 工業製程（Industrial Processes）：工業製程中所產生之溫室氣體總量，但不包

括能源燃燒的排放量。 

3. 溶劑使用（Solvent Use）：使用溶劑及其他揮發性含碳化合物所排放的非甲烷

有機化合物（Non-Methane Organic Compound, NMVOC）。 

4. 農業（Agriculture）：計算農業部門所有與人類活動有關的溫室氣體排放，但

是不包括燃料燃燒時所排放的溫室氣體。 

5. 土地利用變遷與林業（Land Use Change and Forestry）：土地利用變遷及森林

的總釋放與吸存量。 

6. 廢棄物（Waste）：包括垃圾掩埋、廢水處理等所排放的溫室氣體。 

馮豐隆等（2000；2003）採用 IPCC 方法，估算台灣地區在土地利用變遷與林

業部門之溫室氣體及其相關資料，主要進行以下的工作：林業部門、土地利用部門

CO2 釋放量及吸存量調查分析，我國林業部門基本資料加強收集與整理，我國土地

利用部門基本資料加強收集與整理。完成林業部門的 CO2 釋放量及吸存量統計分

析。並對美國國家研習計劃所建議的數種林業土地利用部門有關模擬模式進行了解。 

台灣在林業與土地利用部門的溫室氣體吸存量與釋放量的計算係利用 IPCC 表

5-1～5-5 計算而得。其係為一序列資料收集、建入、計算、累計的功能，並建立一

坊間通用試算表格式進行運算(行政院環保署,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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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溫室氣體釋放基本調查於土地利用、林業及能源各部門之關係圖(馮等，1999) 

 

IPCC 方法是由每年各土地利用型、林型、因人類活動及天然演替而導致森林面

積的改變。而森林靠著光合作用將 CO2與水作用成碳水化合物 C6(H2O)6，也透過呼

吸作用將碳水化合物分解為 CO2與水，因此光合作用產生的碳水化合物生成量減去

呼吸作用的碳水化合物消耗量，會以纖維方式儲存於樹木體內。又因為林型的樹種

組成不盡相同、林分結構與蓄積量也不盡相同，所以面積配合單位面積之蓄積量以

及每年單位面積之生長量，以獲得單位面積、各樹種、林型木質材積增減量，再利

用各樹種木材的密度，算出樹幹部分之木材生物量，再換算出林木全株生物量，最

後由(CO2/ C)的分子量比值(44/12)推算 CO2之吸存釋放量，若以數式表示如下： 

)12/44()]/()V[(2 






全株木材生物量樹幹部分之木材生物量吸存量全株林木 dCO

MCGIVV

tn

ntn  

式中 

Vn+t：n+t 年的樹幹木質材積 

Vn：n 年的樹幹木質材積 

I：晉級生長 

G：留存林木生長量，由 n～n+t 年間林木跳級木質材積 

C：人為、天然損害之林木木質材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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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n+t 年間因競爭而自然枯損量的林木木質材積 

d：該樹種密度 

 

IPCC 計算表 5-1～5-5 的資料計算步驟： 

1. 表 5-1，森林及木質生物量蓄積的改變： 

步驟 1、估算生物量蓄積每年碳吸存增加量的總量：由森林面積及單位面積的生

長量，計算出每年生物量蓄積的增加情形，再換算成碳量。 

步驟 2、估算生物量總消耗量：加總用材伐採量、新炭材量與其他木材利用量，

再換算成乾物種。 

步驟 3、轉換成每年碳釋放量：由步驟 2 之生物量總消耗量換算成碳釋放量。 

步驟 4、計算森林吸存或釋放 CO2的數量 

 

2. 表 5-2，森林與草原的變更-生物量的 CO2 

步驟 1、估算每年森林與草原變更時喪失的生物量。 

步驟 2、估算生物量現地燃燒，所釋放的碳量。 

步驟 3、估算生物量非現地燃燒所釋放的碳量。 

步驟 4、加總生物量現地燃燒與非現地燃燒所釋放的總碳量。 

步驟 5、估算生物量留存現地腐朽所釋放的碳量。 

步驟 6、轉換成每年釋放 CO2的數量。 

 

3. 表 5-3：森林的現地燃燒-生物量燃燒釋放的非 CO2 氣體 

步驟 1、估算氮釋放的總量。 

步驟 2、估算因燃燒所釋放的非 CO2微量氣體量。 

 

4. 表 5-4：棄置的經營用地 

步驟 1、估算地上部植生恢復所吸存的碳量：用地棄置 20 年以內。 

步驟 2、估算地上部植生恢復所吸存的碳量：用地棄置 20 年以上。 

步驟 3、轉換成每年吸存 CO2的總量。 

 

5. 表 5-5：農業土壤中石灰質所釋放的碳 

步驟 1、2：收集各土壤型面積資料。 

步驟 3：估算礦質土各土壤型的淨土壤碳量。 

步驟 4：估算有機土壤的淨碳損失。 

步驟 5：估算石灰質所釋放的碳量。 

步驟 6：轉換成每年釋放 CO2的數量。 

 

加入 2001 年 LULUCF? 
（二）CASFOR 

CASFOR 係指碳吸存在森林地景的模式建立(Modelling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Forested Landscapes, CASFOR)的縮寫。CASFOR 的目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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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發展森林地景生態層級或區域層級的碳吸存量 (Carbon Sequestration 
Capacity)的推估模式與碳平衡的一般模式。 

(2)此模式係透過網路，讓使用者能分享使用，達到宣傳普及的功效。 

在科學和技術的目的上，係擴展具生態層級的 CO2FIX 模式架構到可供計畫層

級或地景層級(landscape-level)碳預算(Carbon budgets)的分析工具。使得碳吸存的資

訊，在土地利用變遷（如非林地造林(afforestation)、更新造林(reforestation)和伐木

(deforestation)，即 ARD）下仍可獲得森林及土地利用部門的碳吸存，亦即可供

UNFCCC 京都議定書下 ARD 的假設情境模擬使用(馮豐隆, 2003)。 

CASFOR 是以 CO2FIX 為核心，由地景層級考量碳吸存量化問題。CO2FIX 是

利用所謂＂全碳會計方法（Full carbon accounting approach）＂來量化推估森林林分

的碳貯存量（Stocks）與變動量（Flux）。CASFOR 小組已發展使用一森林資源碳吸

存模式系統－CO2FIX V2.0，該模式軟體係以簿記模式（Bookkeeping Model），模擬

推算每年每塊林地之植生、土壤與林產品的碳存量與碳吸存變量(Maserag O. R.等, 

2003)。 
 

CO2FIX V2.0 的架構圖如下： 

圖二.CO2FIX V2.0 的架構圖(馮豐隆，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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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FOR 計算加入 
CO2FIX V2 模式以 C++程式在物件導向(object-oriented)程式環境下編寫，主要有三

個模組：活樹生物量、土壤有機物和林產物，且以一年的時間間隔計算。 

森林林分總碳貯存量（CTt）為 t 時林木地上部與地下部生物量（Cbt），t 時土壤有

機物質含碳量（Cst）與林產品含碳量的和（Cpt）： 

ptstbtTt CCCC   

 

三、 研究材料及方法 

 

(一)研究材料與資料來源 

本次研究以台中市綠地為研究對象，根據台中市公園、行道樹樹籍資料與中

興大學校園內。台中市公園、行道樹樹籍資料，其資料來源由台中市行道樹資料

庫與實地調查。 

中興大學則使用歷年校園內外之調查資料。調查對象以樹木為主。整理出不

同樹種的林木資料後，建立各樹種之生長模式與材積計算式，並整合至 GIS。接

著並將校園內林木類型分類，依樹種外觀、型態等分類型。 

    潮洋公園：潮洋環保公園為民國九十一年完成之空氣品質淨化區，位於台中

市西屯區朝貴路、環河路與市政北二路交叉口處之三角形基地，面積 2.7121 公頃，

基地原為雜草叢生之空地，運用大量綠化植物栽植後，園內植栽以原生植物為主，

栽植之植物有鐵刀木、台灣欒樹、雀榕、欖仁、山櫻花、水黃皮、楓香等。 

 
圖三.潮洋公園地理位置圖 

行道樹則以台中市政府提供之主要道路之行道樹分布為主，採用取樣方式，推

估各樹種之行道樹生物量，並將地理資訊與行道樹樹籍資料相結合。 

(二)研究方法 

 

1. IPCC 計算表 5 因台中市綠地之特性及資料收集上，少草原轉換、燃燒、土地

利用與林業上的利用，因此使用表 5-1 森林變遷與森林生長量來計算碳吸存量，

並使用 2001 年所建立之 Good Practice Guidance for Land use,Land-us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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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orestry 來配合計算…(待續)。CASFOR-CO2FIX 則計算活樹生物量的部分。 

2.針對台中市綠地，以中興大學、潮洋環保公園、台中市行道樹三部分為起 

點，先收集中興大學往年之林木調查紀錄，並循序漸進，收集潮洋公園，台中 

市行道樹(南區～全區)之林木資料，建立一資料庫，內容包括樹種資料、位置、 

蓄積、年生長量變化。 

藉由中興大學之林木生長資料所建立起的生長模式，推估行道樹與公園之生長

狀況，並計算其生物量。 

3.將資料整理好之資料庫，建立起單株、林分、地景三種層級，配合 ArcMAP 軟 

體的使用，將綠地資料用地圖方式表示出來。 

使用 IPCC 計算表與 CASFOR，配合先前建立好之地景層級資料庫，個別計算

出台中行道樹、公園、綠地碳吸存量(儲存與年變化)，將得出的結果紀錄，然

後研究探討台中市都市綠地的碳吸存功效。 

 

4.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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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IPCC 方法 
CASFOR 計算 

得出結果之分析與探討 

1. 樹種資料 
2. 位置 
3. 蓄積 
4. 每年生長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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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果與討論 

 

(一)CASFOR 與 IPCC 比較 

IPCC 表利用長期調查收集檢定調查之生長、變遷資料，進行分類、統計、分析，

內容包括森林蓄積量的改變、森林與草原的轉換、因燃燒釋放的排放、廢棄的經營

地、土地利用改變及因經營管理所造成的土壤釋放及增加。CASFOR 之 CO2FIX V2
機制則是考慮森林活樹生物量（生物量生長、因老邁引起的枯死、轉換率（turnover）、
收穫、因收穫伐木造成的死亡）、土壤內有機物質的碳、貯於林產物內的碳。兩者在

資料的收集上有相同的性質，但在地理方面上，CASFOR 包含了地景模式的建立，

可以從森林地景生態層級進行不同林型碳吸存量的推估，在土地利用變遷、更新造

林和伐木上，也可提供森林及土地利用部門的碳吸存預測與假設情境模擬。反之，

IPCC 則沒有地景層級的建立，且在台灣過去林業計算利用 IPCC 缺乏土地利用型、

林型的分類系統、生物量推估模式、生長量預測模式與土壤 CO2 吸存資料。因此在

使用上加強資料之收集及更新，建立資料庫，導入地景層級觀念，並由溫度、雨量、

溼度、高程等因子，配合持續更新的土地利用型圖，進行疊合分析。另外導入 GAP
模式的應用，考慮環境因子，更可以輔助 IPCC 計算推估，並有效地掌握氣候變遷

對林木生長、CO2吸存的影響。 

 

(二)潮洋公園現況調查 

目前調查之狀況： 

已完成公園外週行道樹部分，接著持續調查潮洋公園之林木性態值資料，並著

手進行 GIS 的整合。行道樹樹種計有欖仁、黑板樹、榕樹三種，除環河路邊只種植

欖仁外，朝貴路邊行道樹種植兩排，外排為黑板樹，內排為欖仁。市政北二路邊也

是種植兩排，外排為榕樹，內排為欖仁。此兩路區段欖仁因受到外排樹種特性影響，

生長被壓制，不如環河路邊欖仁生長的好。 

公園行道樹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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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潮洋公園林木位置圖 

接著是預計完成整個公園的樹種資料調查，開始進行 IPCC 表與 CASFOR 計

算。並持續監測該公園之生長狀況，藉此了解並算出該地碳吸存量。 

 

(三)未來研究方向與討論 

因為資料之計算尚未完全，未來預計將整理出中興大學往年之林木生長狀況與

地理 GIS 資料，並配合最近之調查紀錄，計算其 IPCC 表與 CASFOR。並針對中興

大學校園植物分佈性質，考慮是否分為行道樹、綠地二部分探討，並思考其分佈之

意義與代表性。就公園部分，整理計算出潮洋環保公園資料後，考慮台中市其他地

區之公園資料進行比較分析，探討不同區域的公園是否有不同的碳吸存量。行道樹

部分則由台中市南區開始收集至全台中市主要道路之行道樹資料、行道樹樹籍資料

建立。全終目的將可建立出台中市綠地資料庫，提供追蹤與分析使用。 

 

 

 

 

 

五、 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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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中綠地不但可提供休閒遊憩活動，也可以美化都市景觀，讓生活在水泥叢

林的現代人們能得到另一種不同的享受。都市綠地另一項重大的功效，就是吸收都

市空氣中的溫室氣體，並維持溫度。此研究一開始的工作多注重在基本資料的收集

與整理，相關的空間資訊的調查與分析工作，亦是不可省略的。針對地景層級的建

立，由單木、林分至地景層級，一層層之資料建立，配合碳吸存之資料輔助與預測，

符合森林發展利用遠景。本研究所完成的碳吸存與變化，對於都市地區綠地的建立，

可提供基本的參考資訊，也可供其他地區仿效，更可以作為環境影響評估或綠地資

源規劃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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