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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暖化和溫室氣體過量排放有關，森林可藉由光合作用將碳固定於植物體

內來減緩溫室效應，而森林碳貯存量的推估常以森林永久樣區調查資料為基礎，

將蓄積量轉換成生物量，再使用碳轉換係數求得碳貯存量。本研究採用荖濃溪事

業區永久樣區進行碳貯存量及碳吸存量之推估，利用林務局屏東林區管理處所設

置之永久樣區資料來進行分析，樣區資料自1999年新設後，於2004年及2009年進

行2次複查工作，共取得了3次調查資料，其基本資料包括林分性態值，如胸徑、

樹高、林分密度及海拔高等。本次研究共分析19個永久樣區，分為5種林型，使

用樣區內每木調查之胸徑及樹高數據，計算各樹種材積再換算成蓄積量，在3次

調查期間蓄積量變化，均呈現上升的趨勢，其中以二葉松人工林林型推估所得之

蓄積量(432.20 ±121.38 m3 ha-1)為最多，再以3次永久樣區資料，透過生物量轉換

與擴展係數及碳貯存量推估模式進行碳貯存量推估，結果碳貯存量推估所得以人

工闊葉樹混淆林林型(162.51 ±10.52Mg ha-1)為最高。而從1999至2009調查期間，

碳吸存量推估所得以檜木人工林林型(5.57 ± 1.28 Mg ha-1 yr-1)為最多，此外本研

究也採用t測驗和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林型碳貯存量及碳吸存量的差異。 

關鍵詞：森林蓄積量、生物量、碳吸存、碳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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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lobal warming is highly corrected with greenhouse guses where CO2 is major 

component of greenhouse guses. Forests can absorb CO2 and fix C via photosynthesis 

that help in dcreaseing global warming. In order to assess the ability of C fixation, forest 

inventory data are widely used to estimate forest carbon stock. Such data are usually 

based on stand volume stock, which can extend to calculate carbon storage.This study 

was located at the Laonongsi Working Circle of sourth Taiwan. I used the permanent 

plots as a database which were established by Pingtung Forest District Office of the 

Taiwan Forestry Bureau. These plots were installed in 1999, and then reinvestigated in 

2004 and 2009. The data of permanent contained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tree height 

of each tree, and altitude above sea level. A total of 19 permanent plots with 3 perioeds 

were carried out to analyze. The 5 forest types were classified from which plots. I used 

the measured tree diameter and heights recorded to calculate volume for each plot with 

3 periods. Moreover, biomass and carbon storage were obtained based on the volume 

data. As a result, Taiwan red pine plantation had the highest volume stocking (432.20 

±121.38 m3 ha-1) and man-made mixed broadleaf forest type had the highest carbon 

storage (162.51 ±10.52Mg ha-1) among all in 2009 Moreover, the Taiwan read cypress 

-plantation had the highest in carbon sequestration that was estimated to be(5.57 ± 1.28 

Mg ha-1 yr-1) from 1999 to 2009. Furthermore, the t-test and analysis of varience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carbon stoage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among forest types in 

details. 

 

Key words：forest stock、biomass、carbon sequestration、carbon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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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森林為陸域面積最大且結構及功能相當複雜的生態系統，係以大型木本植物

為主要組成的優勢種，隨著氣候帶不同有著特性差異很大的林型，可提供人類不

同生態服務，近年來森林對 CO2的吸存成為世界的矚目焦點，由於 CO2為重要

的溫室氣體組成之一，而森林對大氣中的碳素具有吸收及固定的功能，所以森林

生態系在全球碳循環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也對減緩全球暖化有著很大的貢獻 

(carbon sink)(Lamolom and Savidge 2003; IPCC, 2006; Yen et al., 2009)，而瞭解不

同類型樹種和森林與碳循環機制的關係，將是重要而基礎的工作。 

森林的生長期長，需長期進行森林資源調查，根據不同的林地屬性及林木特

性資料進行分析，可進而瞭解森林的功能，而在森林碳貯存量的研究上，主要可

分為生物量法和蓄積量法兩大類，前者係根據取樣方式，選擇樣木伐倒後計算不

同部位生物量及碳貯存量再建立相關模式推估全林分之碳貯存量，此法適用於林

分層級；而後者主要在於林分材積量計算完成後，藉由相關的轉換係數推估森林

的碳貯存量，適合較大面積或不同森林類型之森林，如全國性或地區性的森林資

源調查(Parresol , 1999;Fukuda et al., 2003)。而採用森林永久樣區調查推估碳吸存

大多以蓄積量法為基礎，即基礎資料的建立後，藉由樣區每木調查的資料，透過

材積式計算林分材積再依生物量轉換係數換算為生物量，再依碳貯存量轉換係數

計算碳貯存量(林裕仁等，2002a)。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通過「京都議定書」於 2005 年

2 月 16 日簽訂生效後，確立了碳交易制度，在此框架上森林的碳吸存、碳貯存

功能受到相當的重視，也成為林學領域致力研究的重點，包括：樹種及林型碳貯

存能力的評估、不同植物種類碳含量(the percentcarbon content, PCC)的測定及森

林作業方式對於林木碳吸存能力的影響(Lamolom and Savidge, 2003; Yen et al., 

2009)，其範圍涵蓋了單木、林分及地景等層級(Fukuda et al., 2003;顏添明、黃凱

洛，2006; Tanet et al., 2007)，所得之結果將有助於瞭解單木及不同層級對於碳吸

存之貢獻，因此不同層級森林碳吸存能力的評估，將可提供減緩全球暖化擬訂減

碳的重要策略。臺灣具有種類豐富及高覆蓋率的森林，森林面積接近 2.2 百萬 ha，

森林覆蓋率約為 60%，過去已有許多的研究探討不同種類森林的碳貯存量，尤其

是人工林重要造林樹種，如紅檜、柳杉、杉木、臺灣杉、臺灣櫸、樟樹、光蠟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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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心木、孟宗竹、桂竹等(洪千祐、顏添明，2015)。而研究內容大部分以林分

為評估單元，較少以地景單元為主要之評估對象，本研究採用臺灣南部地區之荖

濃溪事業區為研究區域，事業區為重要之森林區劃，除具森林經營管理的意義外，

也具生態上的重要意義，本研究依據林務局所設置於該事業區之永久樣區

(permanent plot)，運用樣區每木調查及複查所得之資料配合相關碳轉換係數進行

碳貯存量之推估，以評估不同林型之碳貯存量及碳吸存量，所得之結果將可瞭解

荖濃溪事業區內重要林型之碳貯存量及碳吸存量，以做為國有林事業區經營計畫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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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前人研究 

第一節 森林的生長收穫 

一、生長收穫與蓄積 

森林主要為大型木本植物所組成，木本植物之木質部與韌皮部隨時間增加之

形成層(Cambium) 部分，橫向增加則為年輪(Annual ring)，縱向增加則為樹高

(Height)，由橫向生長與縱向生長之增加，致其材積生長(Volume growth)增加。而

材積生長量為探討森林生長量之主要項目（Bertalanffy, 1957）而林木生長量

(Increment)之累積則為蓄積 (Growing stock)，蓄積與生長則互為因果關係 

(Clutter,1983)。 

相對於生長含有既定時間的概念，收穫(Yield)則為所有生長量的累積值，廣

義的收穫量為林木已成熟可伐採的林木材積量，在定義上與蓄積量的概念相似，

狹義的收穫量則必須為伐採之材積量，強調伐採後的收成總量（Avery and 

Burkhart, 1994；顏添明，1997）。 

依據時間之靜態與動態的觀點，林木資訊可分為靜態與動態資訊兩種，如圖

1 所示，在特定時間點上，林木所呈現的狀態稱為「靜態資訊」，為林木的累積狀

態與收穫的概念相似，如：胸高直徑、樹高、胸高斷面積、蓄積量、林分結構等

林分性態值，若匯集不同時間點上之靜態資訊，即成為「動態資訊」，如：生長

量、枯死量，林分結構的變化等（顏添明，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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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林分結構、林分蓄積及林分生長（引用自顏添明，1997） 
Fig. 1 Stand structure, stocking and stand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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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林木生長收穫的因子 

林木生長量(Growth)累積即為蓄積量(Stocking)，森林蓄積量的高低可用來評

定其森林價值，一般常以有形及無形價值來探討，所謂有形價值是可運用市場價

值加以衡量者，例如木材或副產物之市場價值，可運用計量單位換算出價值，而

無形價值則是無法以計量單位明確換算其價值者稱之(劉慎孝，1976)，例如良好

的森林環境促進當地居民身心健康、森林碳吸存或碳貯存對減緩全球暖化所帶來

之效益等公益價值。 

而森林蓄積量之多寡，可由單木層級與林分層級的關係整理分析如圖 2，影

響林木生長的因子主要分為「內在基因潛能」與「外在環境因子」兩大類，內在

基因潛能主要是受樹種本身特性的影響，將其延伸至林分層級後，則必須考量樹

種間相互作用的關係，即為樹種組成的特性，外在環境因子可分為生長空間、人

為干擾、土壤因子、氣候因子、地形因子等因子，其中將林木的生長空間延伸至

林分層級即表示林分密度，可藉由不同的撫育作業進行調整，兩者之間具有一定

的相關性，將土壤因子、氣候因子、地形因子等因子延伸至林分層級即為地位因

子，地位（Site quality）為評估森林生產潛力的重要指標，在定義為某一特定區

域內，綜合一切環境因子（生物、土壤、氣候）等影響下，生育地能夠提供給植

物之生長潛力，在人工林常以優勢木作為指標（Husch et al., 1982；Clutter et al., 

1983；顏添明，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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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影響林木生長收穫因子在不同層級之探討（引用自顏添明，1997） 
Fig. 2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for growth and yield of individual tree and stand level. 

(一)地位對生長之影響 

地位係指特定面積之生育地，受到生物、氣候、土壤等綜合影響因子，為影

響林分生長收穫的重要因子之一（Clutter et al., 1983），與林地生產力具有高度的

相關性，直接影響林木生長潛力，其中地位指數（Site index）為量化地位的指標，

用於評估土地生產潛力之優劣（Clutter et al., 1983），地位指數越大則表示該地區

對於特定樹種或林型具有較佳的生產潛力，但實際上林木的生長收穫仍需考量到

其他因素，包括林分結構、固有的生產力（Innate productive capacity）、地位的佔

用率（Site occupancy）、撫育作業、其他因素（如天災）等（陳朝圳、陳建璋，

2015）。 

地位指數是以同一種樹種或林型進行評量的指標，即使在同一區域，只要樹

種或林型不相同，地位指數亦會隨之而改變，森林之地位指數為綜合環境因素與

林木自身特性兩者因素的指標，其環境因素包括：位置（Location）、海拔

（Altitudes）、方位（Aspects）、坡度（Slopes）、土壤（Soil）及氣候（Climate）

等。故評估森林生產潛力，應取得該生育地之森林結構與地位指數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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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密度對生長之影響 

林分(Stand)為單木所構成之集合體，而林分密度則是林分內單木生長相對空

間及數量的相互關係，在林地上每株單木所佔有之面積，為林木占據空間資源之

指標，即為界限空間，如將樹冠投影面積除以林木之界限空間，即為相對空間

(Relative space；RS)可用來解釋林木間是否產生相互競爭，林分密度可作為林分

內部競爭情形的指標，當單木樹冠面積小於林木界限空間時表示未發生競爭情形，

單木樹冠面積大於林木界限空間時，此時即產生競爭關係，並對林木之發育及生

長產生影響(小林正吾，1978；顏添明，2006)。生育地上之林木蓄積量，是由樹

木種類及林分密度而定，林分密度指標一般可分為使用絕對值測計的林分密度，

例如：單位面積株數、單位面積胸高斷面積、單位面積蓄積量，與使用相對值測

計的林分密度，如：林分密度指數（Stand Density Index, SDI）、樹冠競爭指數

（Crown Competition Factor, CCF）等（陳朝圳、陳建璋，2015）。 

林分蓄積為林木生長趨勢實際反應生育地之利用程度，並可藉由撫育作業來

改變林木生長特性而提升林地生產力，為森林經營者用來改善生長與收穫的主要

方式，而林分密度為影響林分生長收穫的重要因子之一（Clutter et al., 1983），過

密或過疏的林分狀態對林分材積生長或形質生長皆會造成不良的影響，當林分生

長空間尚未達到鬱閉，林木的胸徑生長較不受到影響，因此栽植初期高密度的林

分生長速率會比低密度林分高，當生長空間隨著時間變化至一定鬱閉程度，林分

內的林木生長會因產生競爭而受到抑制，高密度的林分生長速率會迅速下降而低

於低密度林分。另外，林分密度對林木樹高生長的影響較不顯著，特別是優勢木

與次優勢木的樹高生長幾乎不受影響，而在林木胸徑生長與林分密度較有直接的

相關性（Davis et al., 2001；李隆恩，2010）。 

    (三)森林對碳循環之貢獻 

大氣中碳素可藉由生物的呼吸作用（Respiration）與光合作用（Photosynthesis）

在生物與大氣間相互循環，植物透過光合作用固定大氣中的 CO2，而初級生產者

（Primaryproducers）、消費者（Consumers）與分解者（Decomposers）則經由呼

吸作用將 CO2釋放回大氣（Campbell et al., 1999; Molle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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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透過光合作用的機制，將大氣中的 CO2轉化成有機碳成為生物量貯存

於植物體內(顏添明等，2006)，植物體所貯存的碳量，會隨林齡增加而增加，不

同植物有不同的生長量，增加量會隨植物體之生長率、晉級生長率及枯死率而有

所差異(李國忠等 1999)，直到人類收穫利用或植物體枯落死亡，再由微生物分解、

氧化，以 CO2的形態回到大氣，植物與碳循環息息相關，在陸域生態系中大型木

本植物為森林之主要組成，亦為碳貯存最主要之植群，所以森林在碳循環中扮演

極重要的角色，森林具有降低大氣中 CO2濃度的功能，有助於減緩全球暖化現象

（Dyson, 1977）根據統計，植物體生物量每增加 1Mg，需吸收 1.6Mg 的 CO2，

同時釋放 1.2Mg 的氧氣，碳之固定貯存量約為 0.4Mg（箕輪光博，1991）。 

隨著時間的變化，森林的面積、植物生長速率等因子會改變大氣中 CO2的濃

度，森林吸收 CO2，貯存於碳庫（carbon pool）中。而碳庫又可分為生物量(Biomass)、

死有機質（Dead organic matter）、土壤（Soils）三大部分（IPCC, 2003），整體而

言植物地上部與地下部生物量，以及土壤所包含之有機質是森林生態系中的主要

碳貯存庫。 

國際林業界透過森林或林產物減少 CO2的策略主要可分為三類（Bass et al., 

2000）。一為提升碳吸存量，透過強化土地管理提高撫育作業以增加碳吸存量或

提升碳吸存速率。二為增加碳保存（Carbon conservation）效率，防止已固定於碳

庫中的碳釋出或減緩釋出速率。三為擴大碳替代（Carbon substitution），提高木

材利用或是生質燃料率，減少高耗能材料與石化燃料的需求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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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利用森林減少二氧化碳的策略 
Table 1 Strategies for reducing carbon dioxide using forests. 

策略名稱 執行減量方式 

碳吸存 

Carbon sequestration 

造林、再造林，回復退化的土地。 

改善育林技術，加快林木生長速度。 

在農地上執行混農林業。 

碳保存 

Carbon conservation 

保存現有森林與土壤中的碳。 

改進砍伐技術，如採用低衝擊伐木法。 

防止森林及農地火災，提高焚林整地的效率。 

碳替代 
Carbon substitution 

利用木材製作耐用製品，取代鋼鐵及水泥等材料。 

使用生質燃料，減少石化燃料的需求。 
利用砍伐廢棄物做為生質燃料。 

資料來源：Bass et al.（2000） 
 

第二節森林碳量推估上的研究 

一、森林碳含量的推估系統 

    森林對CO2貯存模式，多數國家對於大面積森林對碳吸存量之推估，多採用

氣候變遷政府間協議(IPCC)溫室氣體清查指導準則的第五部門：土地利用變遷與

森林相關試算公式，並參考部分既有的轉換係數進行估算，其估算方法簡稱為

IPCC法。該部門將此議題分成五個次模組(IPCC, 1996)： 

(一) 森林與木材生物量蓄積量之改變：包括吸存或釋放CO2的量，以臺灣

林地現況而言，牽涉到林木蓄積生長量及少許的森林主產物伐採量。 

(二) 森林與草原間的變換：此項為生物量失去而釋放的CO2量，可歸納為

林地轉換成其他土地利用型其生物量損失所排放的CO2量。 

(三) 森林現地燃燒：生物量燃燒所排放CO2的量，當森林火災燃燒生物量

所產生的CO2排放量。 

(四) 棄置的經營使用土地之植生復育：閒置土地因植生恢復產生生物量增

加所吸存的CO2量，以臺灣而言透過農地造林(全民造林運動、平地景

觀造林)、林地復育或增加森林造林與撫育，以增加CO2的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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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農業土壤中石灰質所釋放的CO2量：因人為干擾天然林地或土地利用

變遷結果，造成土壤中CO2的排放量。 

    謝漢欽等(2003)曾利用部分IPCC模式轉換係數，估算六龜試驗林森林蓄積變

動CO2吸存量，再利用森林蓄積對CO2吸存總量推估模式，估算森林立木蓄積對

碳的吸存總量，其研究結果顯示1969、1980、1989 等3年的CO2吸存總量，分別

為1.98 ×106、2.27 ×106 及3.02 ×106 Mg其結果呈遞增的趨勢，將其推估至2002年

六龜試驗林主要林型對CO2的吸存量總計為4.14×106 Mg。劉知妤、王兆桓（2006）

應用林務局森林永久樣區資料，以IPCC所建議或國內學者研究的轉換係數，推估

臺灣地區柳杉人工林平均每年每ha碳吸存量為2.18 Mg，紅檜人工林則為2.10 Mg。 

二、生物量推估碳含量 

    森林為大型木本植物之集合體，木本植物固碳能力和生物量及材積有著重要

的相關性，可由生物量直接換算或以材積量間接轉換(顏添明、黃凱洛，2006)，

而森林碳貯存量及碳吸存量的估算方法有二種；一為以森林生物量數據為基礎的

生物量法，另一為以森林蓄積量數據為基礎的蓄積量法(李意德等，1997)。 

(一)生物量法 

    生物量法是根據單位面積內林木生物量在林木各部位(幹、枝、根、葉)中的

比例分配，經由元素分析儀(EA)測得林木各部位的碳含量再依森林面積等參數計

算而得，許多的研究測試不同樹種及不同部位間的碳含量比例之碳含量濃度，皆

顯示該值有所差異(Gifford, 2000；林世宗、鍾智昕，2005；顏添明、黃凱洛，2005)。 

故以生物量法精確取得林木各項分析數據需投入相當龐大的經費、人力及時

間，因此要進行全面性的調查較為困難，比較適用於小面積、樹種及立木結構單

純的林分推估碳含量，而考量目的及精度，一般國內常用的生物量估算方式有：

(1) 平均木法(Mean tree method)：取平均胸徑之中央木為重量估算之依據，可據

此決定全林之平均乾物重(呂錦明等，1984)。(2) 全林伐倒法：將所有立木伐倒，

直接求取其重量與生長量。(3) 迴歸推定法：以逢機取樣方法選取樣木，由樣木

各組成分之乾重與形態生長參數，以配置最具相關之關係式，並以此關係式推算

全林之生物量，國內外學者大多使用此法求之(高毓斌，1991；呂錦明、陳財輝，

1992；游麗玉，1995；Parresol, 1999 黃凱洛，2003；王義仲，2004)。 



 

11 
 

(二)蓄積量法 

蓄積量法則以森林蓄積量數據來推估碳貯存量 (林裕仁等，2002a)。然運用

蓄積量法推估森林碳貯存量的最主要工作，即為利用材積與森林生物量的轉換關

係，再將主幹材積透過擴展係數轉換成全株材積(哀力䪸，2006)。藉由基礎密度

轉換成主幹生物量，再透過擴展係數，將主幹生物量轉換成全株生物量，其中包

含了林木的生物量地上部（葉子、枝條、主幹）與地下部（根部）兩部分，最後

再將全株生物量透過碳比例轉化成碳含量。 

一般而言，主幹材積資料可透過森林資源調查獲得林木樹高、胸高直徑等林

木性態值予以換算，取得較便利，涵蓋林地面積亦較完整，因此，許多國家傾向

於利用森林資源調查為主的蓄積量法估算森林的碳貯存量（Brown et al., 1986; 

Fang et al., 2001）；蓄積量法是利用材積與森林生物量的轉換關係，透過幹材材積

由擴展係數轉換成全株材積，再以蓄積量與生物量的轉換後，乘上含碳率，求得

碳貯存量，在實務上為較容易執行的方法，例如 Schroeder et al. 1997 估算美國溫

帶闊葉林生物量;Baritz and Strich 2000 估算德國森林碳吸存效益、Fang et al.,  

2001 估算中國大陸森林生物量及碳量的變化情形等皆以蓄積量法推估其碳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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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碳含量推估之相關研究 

有關過去碳含量推估之研究，茲將其整理如表 2 所示。 

表 2 碳含量推估之相關研究 
Table 2 The papers about prediction of carbon storage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study. 
研究主題 研究區域 研究內容 文獻來源 

人工林 
闊葉樹 

六龜、太

麻里 

估算六龜及太麻里光臘樹造林木碳貯存量和

吸存量，結果：六龜林分光蠟樹平均吸存碳2.58 
Mg ha-1 yr-1；太麻里林分則為1.93 Mg ha-1 yr-1，

碳貯存量六龜林分為175 Mg ha-1，太麻里林分

為230 Mg ha-1。 

林國銓等 
(2000) 

苗栗縣 
探討相思樹及木油桐人工林林分碳吸存量，結

果顯示：年平均碳吸存量相思樹為 2.48 Mg ha-

1 yr-1，木油桐為 2.15 Mg ha-1 yr-1。 

林國銓等 
（2007） 

屏東縣 

探討平地造林主要造林樹種之碳貯存能力，結

果顯示 ，幼 齡林 中 光蠟樹 碳貯 存量為

10.6280±2.9584 Mg ha-1、欖仁碳貯存量為

8.7579±2.7892 Mg ha-1 、苦楝碳貯存量為

8.5460±2.2363 Mg ha-1等三個樹種碳貯存能力

較佳，而臺灣欒樹碳貯存量為2.3722±2.6461 
Mg ha-1較為不佳。 

廖宜緯等 
(2011) 

花蓮縣 
光復鄉 

運用遙測影像結合地面調查資料精確估算人

工林生物量與碳吸存量，結果顯示推估平均每

ha光蠟林木蓄積量為16.93±1.16m3 ha-1，平均每

ha吸存的碳量為7.55±0.52 Mg ha-1yr-1，全區光

蠟林總碳吸存量為1,276.40±87.28 Mg ha-1yr-1。 

謝漢欽 
(2011) 

南投縣 
中寮鄉 

探討檳榔轉作人工造林，生態系統碳貯存量之

差異，結果顯示大葉桃花心木、光臘樹能有效

的於7年間增加生態系統碳貯存量達到持續經

營檳榔園相同之碳貯存量81.3 Mg ha-1，而30年
長期廢耕演替成次生林則明顯較持續經營檳

榔園有較高碳儲存量，增加約20.8 Mg ha-1碳貯

存量。 

鄭智馨等 
(2011) 

 
 
 
 



 

13 
 

續表 2 碳含量推估之相關研究 
Con. Table 2 The papers about prediction of carbon storage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study. 
研究主題 研究區域 研究內容 文獻來源 

人工林 
闊葉樹 

南投縣 
中寮鄉 

探討廢棄檳榔園轉作大葉桃花心木，與持續經

營之檳榔園進行碳吸存量之比較，結果顯示，

平均8年生大葉桃花心木林地總碳量為97.1 
Mg ha-1，顯著高於檳榔園之72.3 Mg ha-1，且大

葉桃花心木碳量為69.6 Mg ha-1，顯著高於檳榔

之42.0 Mg ha-1，而大葉桃花心木造林地至20年
生時之淨林地碳匯為141.15 Mg ha-1。 

邱祈榮等 
(2012) 

屏東地區 

推估屏東地區平地造林之無患子造林木1年的

CO2吸存量，結果顯示：全年單株吸存量為

14.37 kg CO2，每ha無患子造林木CO2吸存量為

20.70 Mg ha-1 yr-1 。 

陳忠義 
(2016) 

 

六龜地區 

探討 20、27 年生臺灣杉人工林分生態系之生

物量與碳貯存量，結果顯示，人工林生物量在

20 生為 154.89±16.30 Mg ha-1，相當於 72.29 ± 
7.60 Mg ha-1之碳貯存量，而在27年生則為 169 
± 30.72 Mg ha-1，相當於 79.23 ± 14.38 Mg 
ha-1 之碳貯存量。 

Lin et al.
（2003） 

日本 
研究日本柳杉與扁柏人工林，指出日本柳杉人

工林碳吸存346.4×106 Mg，而扁柏人工林碳吸

存了139.2×106 Mg。 

Miki et al. 
(2003) 

人工林 
針葉樹 

溪頭地區 

探討溪頭台大實驗林生態系經營示範區人工

林，不同林分經營策略之碳吸存潛力。結果顯

示：平均每ha碳吸存量為44.26 Mg ha-1 yr-1。維

持現況，碳吸存量為46,427 Mg ha-1 yr-1。每年

伐採5 ha，伐採後不再造林，碳吸存量為29,535 
Mg ha-1 yr-1。伐採後再造林，碳吸存量為33,935 
Mg ha-1 yr-1。 

李國忠等 
(2004) 

 

大安溪事

業區第

121、123 
林班；巒

大事業區

第 74 林班 

以數學式建立碳貯存量及其他相關介量分析

紅檜及柳杉之碳貯存量，結果顯示：紅檜平均

林木地上部碳貯存量約為54.23 kg 株-1，而柳

杉平均林木地上部碳貯存量約為86.56 kg株-1。

推估紅檜人工林之碳貯存量為57.02 ~ 114.04 
Mg ha-1，柳杉人工林之碳貯存量為241.75 Mg 
ha-1。 

哀力䪸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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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 碳含量推估之相關研究 
Con. Table 2 The papers about prediction of carbon storage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study. 
研究主題 研究區域 研究內容 文獻來源 
 

六龜地區 

探討臺灣杉人工林在 11 年生實施疏伐後，林

分碳貯存之變化，考量疏伐木與枯死木對碳貯

存的結果顯示，中度疏伐在疏伐後 12 年所累

積的碳貯存量最多（204.101 Mg ha-1），而強度

疏伐累積的碳貯存量比未疏伐之樣區少，足見

林分合理疏伐對經營的重要性。 

邱志明等

（2008） 

 

梨山地區 

探討梨山地區34年生臺灣二葉松造林木估算

地上部生物量及碳儲存量，結果：臺灣二葉松

造林木地上部生物量為178.3±22.1Mg ha-1，碳

儲存量為81.6±9.9 Mg ha-1。估算每年生物量年

增加量為1.9±0.3 Mg ha-1，碳吸存量為0.9±0.3 
Mg ha-1 yr-1 

林世宗 
(2008) 

人工林 
針葉樹 

臺灣地區 

應用林務局森林資源調查及永久樣區的資料，

以林齡為基礎，估算碳吸存量。結果顯示從

1995-2005年，以國內轉換係數估算碳吸存量，

柳杉林型平均碳吸存量為2.07 Mg ha-1 yr-1檜木

林型平均碳吸存量為2 . 10 Mg ha-1 yr-1 

劉知妤等 
（2008） 

 

信義鄉 
內茅埔地

區 

估算臺灣中部地區信義鄉內茅埔臺灣杉林齡

33、69及73年生時的林分蓄積量分別為843.092 
m3 ha-1、1180.958 m3 ha-1、733.862 m3 ha-1，碳

貯存量分別為239.968 Mg ha-1、336.135 Mg ha-

1、208.878 Mg ha-1，平均每ha碳吸存量分別為

6.733 Mg ha-1 yr-1、4.888 Mg ha-1 yr-1、2.960 Mg 
ha-1 yr-1。 

劉興旺等 
(2009) 

 

 

溪頭地區 

探討柳杉生長量及碳貯存量效益，推算每ha碳
貯存量總計為31965.22 Mg ha-1 ，每 ha CO2貯

存量則總計為117205.79 Mg ha-1 ，每年平均約

可貯存CO2 1583.86 Mg ha-1。 

王亞男等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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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 碳含量推估之相關研究 
Con. Table 2 The papers about prediction of carbon storage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study. 
研究主題 研究區域 研究內容 文獻來源 

竹林 

惠蓀林場 

探討孟宗竹皆伐、擇伐及未處理等碳吸存量之

差異。研究結果顯示：第1年未處理孟宗竹林分

碳吸存量為4.1 ± 2.7 Mg ha-1 yr-1、擇伐區為6.7 
± 1.0 Mg ha-1 yr-1皆伐區為2.2 ± 0.4 Mg ha-1 yr-

1；第2年未處理孟宗竹林分碳吸存量為1.7 ± 0.5 
Mg ha-1 yr-1、擇伐區為1.5 ± 2.9 Mg ha-1 yr-1、皆

伐區則為5.8 ± 2.0 Mg ha-1 yr-1。 

王仁等 
(2010) 

南投地區 

推估不同經營強度孟宗竹林分性態值地上部

生物量及碳貯存量，結果顯示：集約經營林分

(35.8-56.8 m3 ha-1) 較粗放經營林分 (18.4-24.3 
m3 ha-1) 為高。在地上部生物量方面，集約經

營和粗放經營林分別為62.0-124.3 Mg ha-1和

38.6-47.1 Mg ha-1。地上部碳貯存量集約經營林

分和粗放經營林分分別為30.5-61.1 Mg ha-1和

19.0-23.2 Mg ha-1，結果得知集約經營之孟宗竹

林具有較高的生物量和碳貯存量。 

孫百寬等 
(2013) 

人工林

針、闊葉

樹、竹林 
 

臺灣地區 

探討臺灣地區人工針葉樹林、闊葉樹林及竹林

等三大類型之碳吸存量和其他林分性態值之

相關性所得結果，碳吸存量具顯著相關的林分

性態值在三種不同類型人工林的表現並不具

一致性。以變方分析和最小顯著性差異法比較

三種類型人工林之碳吸存量，所得結果竹林為

(5.47±3.84 Mg ha-1 yr-1) 明顯高於針葉林 
(2.69±1.04 Mg ha-1 yr-1) 和闊葉林 (2.20±1.07 
Mg ha-1 yr-1)。 

洪千祐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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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材料與方法 

第一節 研究區域 

一、 地理環境與面積 

本研究地區為荖濃溪事業區，地理環境位於北迴歸線以南，中央山脈與荖濃

溪之間，東以中央山脈關山與國有林延平事業區為界；西與荖濃溪主流為界與

國有林旗山事業區相鄰；南由高雄市茂林區遙拜山向西分歧之中央山脈支脈與

林業試驗所六龜研究中心試驗林地及國有林屏東事業區為鄰；北以高雄市桃源

區國有林玉山事業區為界，海拔高介於390 m至3,668 m之間高低落差3,278 m，

事業區為南北狹長形走向，全區劃分123個林班，總面積47,757.89 ha(林務局，

2013)。 

二、 地勢、地質與土壤 

地勢由東向西緩降，略呈險緩斜型，東側中央山脈關山海拔3,668 m、小關

山海拔3,249 m，至卑南山海拔3,294 m構成事業區最高山脈，向南、西南順勢降

至出雲山海拔2,772 m、遙拜山海拔2,415 m、東藤枝山海拔1,805 m、新集山海拔

1,560 m，與國有林屏東事業區、原住民保留地及林業試驗所六龜研究中心林地

緊鄰，事業區以中高海拔面積佔多數，其中海拔1,001 m~2,000 m林地區域佔

51.78%，面積24,730.04 ha，海拔2,001 ~2,500 m林地區域佔21.78 %面積10,399.92 

ha，海拔2,501 m以上林地區域佔11.45 %，面積5,470.20 ha，而海拔1,000 m以下

林地區域佔14.99 %，面積157.73 ha(林務局，2013)。 

地質多屬新生代第三紀，始新世(Eocene)漸新世(Oligocene)之頁岩、砂岩

(Sandstone)、板岩第四紀(Quarternary)沖積世(Alluvial)之砂岩、頁岩(林務局，

1998)，大鬼湖附近地質為古生代第三紀之結晶片岩(歐辰雄、呂金誠，1994)，出

雲山自然保留區在地質上屬中新世的硬泥岩和板岩系盧山層，主要由黑色到深

黑色的硬泥岩、板岩和深灰色的硬質砂岩的互層組成，含有零星散布的泥灰岩

團塊(歐辰雄、呂金誠，1997)。 

土壤以砂壤土(Sandy loam)為主，壤土( Loam)次之，土壤深度及濕度均適中，



 

17 
 

小關山以北地勢陡峻，表土淺，多以石礫為主，小關山以南地區濕度較高，坡度

較緩。海拔高2,500 m以上區域除了棕色森林土壤以外，另含乾性、濕性灰化土

及石質土。灰化土主要分布於2,800 m至3,000 m，其特性為土壤表面之枯枝落葉

層產生有機酸，隨雨水入滲土壤中，將土壤中鐵、鋁離子析出，而沉積在酸性較

弱之B土層中，並氧化成鐵銹色，顏色鮮艷，而表土中之A2層(淋溶層Zone of 

leaching)溶脫後，留存矽化合物呈灰白色。 

依據第三次臺灣森林資源及土地利用調查－林地分級調查報告(臺灣省農

林廳林務局，1995 )，荖濃溪事業區域內有效土層及表土層深厚，且鬆軟而通氣

透水性佳，土壤級為第一級者佔1.66 %，面積790.66 ha；土壤有效土層較薄，土

壤級為第二級者佔64.27 %，面積30,627.48 ha，荖濃溪事業區大部分區域為此型

土壤，此土壤養分稍微不足，水分狀態隨季節而變化，一般分佈於山腰以下之斜

坡面，屬酸性土壤，但對林木根系生長尚無障礙；有效土層或表土層較薄，或礫

石較多，土壤級為第三級者佔12.44 %，面積5,927.08 ha，此土壤水分狀態隨季

節變化，且具有旱害危險，一般分佈於山腰以上及陡斜坡，為酸性土壤，對林木

根系生長已有限制；有效土層或表土層淺薄，或礫石較多，土壤級為第四級者佔

7.56 %，面積3,601.18 ha，此土壤為強酸性土壤，對林木根系生長有著嚴重限制；

有效土層或表土層極淺，土壤級為第五級者佔14.07 %，面積6,707.18 ha，此土

壤為強酸性土壤，林木生長受嚴重限制，僅適合灌木或耐旱性草本植物生長。 

三、 氣候、溫度及降雨 

荖濃溪事業區位北迴歸線以南，屬於臺灣亞熱帶氣候區，全年平均溫度等

溫線與海拔等高線，大致以攝氏20℃等溫線和海拔1,000 m等高線相疊合，攝氏

10℃等溫線則與海拔2,500 m等高線相疊合，海拔高度1,000 m以下則隨季節之變

化而常在攝氏20℃上下，惟全球暖化年平均溫度有升高現象；年降雨量約2,700 

mm，平均年降雨天數約140天，5月至9月為雨季，降雨量約佔全年總降雨量85

％，10月至翌年4月為乾旱季，降雨分布頗不均勻，海拔愈高地區年降雨量愈多

(林務局，2012)。 

四、 植群狀況 

荖濃溪事業區海拔高介於390 m至3,668 m之間，以臺灣植物帶垂直分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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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涵蓋熱帶林、溫暖帶林、溫帶林、亞寒帶林，除美瓏山林道、藤枝及石山林

道一帶為早期較大面積之開發區域外，大致仍保存原始天然林相。熱帶林：海拔

500 m以下，荖濃溪下游沿岸一帶主要樹種為楠木類、榕屬植物、茄苳、九芎、

無患子、木棉、油桐、野桐、山黃麻、竹類、菓樹及其他闊葉樹等；溫暖帶林：

海拔500 m至1,800 m之間，人工林主要樹種為松類、臺灣櫸、紅檜、肖楠、臺灣

杉、杉木、柳杉、竹類等，天然林則以樟楠類、櫧櫟類闊葉樹混交林為主，松類、

紅檜、鐵杉等樹種之針闊混交林次之；溫帶林：海拔1,800 m至3,000 m之間，以

樟楠類、櫧櫟類及其他闊葉樹組成之天闊葉樹混淆林為主要林相，松類、紅檜、

鐵杉、臺灣杉等針葉樹種之針闊葉樹混淆林次之；亞寒帶林：海拔3,000 m以上

屬之，以臺灣雲杉、松類為主，鐵杉、樟楠類、櫧櫟類及其他針葉樹次之。 

第二節永久樣區規劃與設置 

永久樣區為森林經營上，收集林分性態值長期變化趨勢所設置的地面樣區，

亦是森林資源調查獲得林地、林木資訊的必要措施，而森林資源調查品質良窳則

決定於取樣規劃、執行及資料整合、處理與分析及建檔，而監測系統的建立，最

主要則為永久樣區(Permanent plot)的規劃與設置（林務局，2006）。 

一、永久樣區設置 

  本研究資料採用林務局設置的森林永久樣區調查資料，林務局為監測森林

之動態資訊自1997年起在全省各地區設置永久樣區（林務局，2006）。永久樣區

的設置以國有林事業區為單位，範圍涵蓋國內37個國有林事業區，每個事業區以

設置100個永久樣區為目標，但實際設置數量仍須視各事業區的面積大小、地形

及林相複雜度等特性而有所差異。永久樣區的規劃設置須參考林型圖與數值地形

等資料，考量林相狀況、林木生長分布、交通路線狀況及海拔地形等各項相關因

素（邱祈榮，1997；林務局，2006；謝漢欽，2006）。其樣區面積的標準則依天

然林與人工林劃分，樣區設置規格流程如圖4所示，天然林樣區設置面積分為0.10 

ha及0.05 ha，當天然林樣區內樣木株數超過800株以上時，樣區設置面積可採用

0.05 ha，又當樣區設置區域之主要林木平均胸徑超過 30 cm以上時，樣區面積可

設置為0.10 ha。人工林樣區設置面積又可區分為0.05 ha及0.02 ha，當人工林樣區

設置地點之主要樣木株數超過1,250 株以上時，樣區設置面積建議採用0.02 ha，

又當樣區設置地點之主要林木平均胸徑超過20 cm以上者時，樣區面積建議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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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0.05 ha（楊榮啓、林文亮，2003；林務局，2006）。 

 

 

圖 3 永久樣區設置面積規格（林務局，2006；林政融，2016） 
Fig. 3 The classification of permanent sample plot. 

 

二、研究樣區設置與複查 

荖濃溪事業區永久樣於1999至2000年由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六龜工作站

組隊辦理調查設置共計107個森林永久樣區，其中天然林35個、人工林72個，分

佈於海拔高700 m至2,500 m之間，林務局永久樣區的調查工作以每4到6年進行一

次（林務局，2006）。為求嗣後永久樣區複查年度一致性，以利資料整合，故以

原調查年度排定森林永久樣區複查期程，調查內容包含樣區屬性紀錄及每木調查

結果等（林務局，2006）。規劃2004及2009年度辦理國有林荖濃溪事業區森林永

久樣區之複查工作(林務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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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永久樣區蒐集資料項目（林務局，2006；林政融，2016） 
Table 3 The items of data collection from permanent sample plots. 

樣區資訊項目 
本次研究 
是否採用 

樣木資訊項目 
本次研究 
是否採用 

1. 海拔高 
2. 坡度 
3. 坡向 
4. 土地利用型 
5. 地形 
6. 造林年度 
7. 樹冠密度 
8. 林分級 
9. 主要地表植物 
10. 次要地表植物 
11. 地表植物之密度 
12. 地表植物之高度 
13. 土壤性質 
14. 土壤深度 
15. 土壤結合度 
16. 土壤濕度 

 
 
 
 
 
 
 
 
 
 
 
 
 
 
 
 

1. 樣木號碼 
2. 樣木狀態 
3. 樹種名稱 
4. 胸高直徑 
5. 樹高 
6. 枝下高 
7. 樹冠級 

 
 
 
 
 
 
 

 

 

第三節 研究流程與方法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主要在於研究臺灣南部不同林型碳貯存量與碳吸存量之效益，其研究

流程如圖4 所示。本研究資料為國有林區荖濃溪事業區永久樣區，各樣區的林分

特性及環境狀態並不一致，為了探討不同林型在不同立地環境和林分特性作用之

關係，探討林分性態值與期間的變化量，並將林分區分為天然林型及人工林型再

將其細分出各種不同林型推估其碳效益。 

本研究分析區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以樣區中天然林為對象，另一類則是以樣

區中之人工林為對象，選用三次調查數據剔除不合理樣區資料，分析不同林型之

碳貯存量及碳吸存量之變化，並以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探討不同林型碳貯存量及碳吸存量變化量差異，以進行更深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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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本次研究之流程圖 

Fig. 4 The flow chart of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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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臺灣南部荖濃溪事業區不同林型森林碳貯存量及碳吸

存量，根據研究流程，相關方法及步驟敘述如下： 

(一)永久樣區資料整合 

本次研究採用之荖濃溪事業區森林永久樣區於1999至2000年調查設置107個

森林永久樣區，天然林35個，面積總計1.75 ha；人工林72個，面積1.53 ha、，調

查總面積3.28 ha；2004年進行第1次複查，總計複查85個樣區，天然林27個，面

積1.35 ha；人工林58個，面積1.25 ha，複查總面積2.60 ha。樣區複查時因原樣區

設置不當或位處高山地區交通阻斷而異地重新設置22個，本研究所推算之樣區須

具3次調查資料，新設樣區予以剔除不列入計算；2009年進行第2次複查，總計複

查97個樣區，天然林28個，面積1.40 ha；人工林69個，面積1.47 ha，調查總面積

2.87 ha，不連續調查樣區因不符本次研究條件予以剔除，彙整荖濃溪事業區永久

樣區3次調查資料，為求資料之延續性選用具有3次調查之樣區資料，經每木調查

資料，具3次調查數據樣區計75個，檢核調查樣區數據合理性，將不合理數據之

樣區予以剔除，符合本研究推估碳貯存量及碳吸存量使用之樣區數共計19個，其

立地環境資料如表4所示。樣點位置如圖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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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荖濃溪事業區森林永久樣區立地環境資料 
 Table 4 The topography data of permanent sample plots. 

樣區

編號 
林相別 林班 

造林

年度 

樣區

面積 
(ha) 

海拔高 
(m) 

坡度 
(。) 

坡向 

1 臺灣櫸人工林 61 1968 0.02 1300 32 南方 
2 臺灣櫸人工林 61 1968 0.02 1200 26 南方 
4 臺灣櫸人工林 61 1968 0.02 1100 32 南方 
27 天然闊葉樹混淆林 53 - 0.05 2450 15 南方 
31 天然闊葉樹混淆林 34 - 0.05 1670 17 南方 
32 天然闊葉樹混淆林 34 - 0.05 1520 22 南方 
33 天然闊葉樹混淆林 68 - 0.05 1400 24 西方 
36 天然闊葉樹混淆林 61 - 0.05 1100 32 西方 
40 檜木人工林 56 1967 0.02 1700 23 西方 
41 檜木人工林 56 1967 0.02 1800 27 西方 
46 檜木人工林 58 1970 0.02 1650 27 東方 
51 二葉松人工林 100 1968 0.02 1660 35 西南 
53 二葉松人工林 102 1967 0.02 1400 16 東南 
54 二葉松人工林 61 1968 0.02 1300 10 西南 
58 二葉松人工林 34 1973 0.02 1140 28 西南 
59 二葉松人工林 60 1971 0.02 1000 25 東南 
104 人工闊葉樹混淆林 60 1981 0.02 1100 32 西方 
105 人工闊葉樹混淆林 34 1968 0.02 1100 34 東方 
106 人工闊葉樹混淆林 61 1968 0.02 1300 30 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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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本次研究之永久樣區分布圖 
Fig. 5 The permanent sample plot of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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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區分林型計算不同時期之蓄積量 

本研究林型別區分為天然林及人工林兩大類，天然林為天然闊葉樹混淆林型；

人工林包含：臺灣櫸人工林林型、檜木人工林林型、二葉松人工林林型、人工闊

葉樹混淆林型等林型等4種林型。 

1.蓄積量之計算 

本研究林分蓄積量之計算，採用林務局（1995）過去運用於全國性森林資源

調查所建立之不同樹種材積式，如表5所示，計算各樣區之單木材積，並累計計

算為各林型材積，再將其換算為每ha之材積量（m3 ha-1），並以不同林型分別計

算1999年、2004年及2009年3次調查之每ha平均蓄積量(m3 ha-1)做為推估林木碳貯

存量之參數。 
表 5 應用於本研究之立木材積式(（林務局，1995） 
Table 5 The standing timber volume formula for this study. 
樹 種 別 材 積 式 
檜木、臺灣杉 V = 0.0000944×D1.9947405×H0.659691 
香杉、紅豆杉、鐵杉 V = 0.0000728×D1.944924×H0.8002212 
冷杉、雲杉 V = 0.00001136×D1.71018×H0.97120 
杉木 V = 0.00008440×D1.6790×H1.06550 
柳杉 V = 0.00009015×D1.98858×H0.68785 
松類、其他針葉樹 V = 0.0000625×D1.77924×H1.05866 
烏心石、臺灣欅 V = 0.000035555×H×D×D 
樟樹、楠木類 V = 0.0000489823×D1.60450×H1.25502 
櫧櫟類、一般闊葉樹 V = 0.00008626×D1.8742×H0.8671 

*檜木為紅檜、扁柏之總稱      

2.生物量之推估 

由於各樣區之主要調查資料為每木之胸高直徑及樹高，因此必須先計算其材

積量，再將其依序轉換為生物量，而林木的幹、枝、葉及根均有固碳的效用，所

以均應包含在估算範圍內，因此必須將調查樣區立木材積藉由擴展係數轉換成全

株生物量。生物量之計算方法如下：生物量=材積 × 生物量轉換與擴展係數  ×  

(1+地下部生物量轉換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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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碳貯量之推估 

碳貯存量計算，可運用林木材積藉由基礎木材密度換算出林木生物量，再以

林木生物量與地上部及地下部生物量比例之轉換係數與碳含量等轉換係數，估算

出碳貯存量。目前森林碳貯存量計算較有效率之方法為蓄積量法，可由森林資源

調查數據推算所得之蓄積量數據估算林分碳貯存量(林務局，2010；劉知妤、王兆

桓，2008)。推估步驟如下： 

(1)運用樣區調查資料：面積、樹種、胸高直徑、樹高等調查資料。 

(2)採用國內第3次全國性資源調查所建立之不同樹種材積式計算林木材積。 

(3)選擇適當的生物量擴展係數BCEF值，將蓄積量轉換成生物量。 

(4)使用地上部生物量與地下部生物量比值之轉換係數計算全株生物量。 

(5)將生物量乘上碳含量比例以計算林木碳貯存量。 

其公式(1)式所示 (IPCC，2006)： 

C = A × V × BCEF × (1+R) × CF………………………………... (1) 

(1)式中： 

C為森林碳貯存量(Mg ha-1)；A為森林面積(ha)；V為林木材積(m3 ha-1)；BCEF為

生物量轉換與擴展係數；R為地下部生物量與地上部生物量之比值；CF為碳含量

之比值，即乾物質碳含量轉換係數。 

每年碳吸存量為：△C = (Ct2 - Ct1) / (t2-t1) 

t1及t2=在時間為t1年及t2年 

4.生物量與碳貯存量計算轉換係數應用： 

本研究計算生物量及碳貯存量之轉換係數，包含生物量轉換與擴展係數

(BCEF)、地上部生物量與地下部生物量比例之轉換係數(R)及碳含量比例轉換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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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CF)等，其採用數值分述如下： 

(1) 生物量轉換與擴展係數(BCEF) 

本研究的生物量轉換與擴展係數(BCEF)針葉樹採用(王兆桓，2008)對臺灣6

種針葉樹以第四次資源調查面積加權平均計算值0.51；闊葉樹採用林國銓與何淑

玲(2005)、許原瑞等(2006)、林國銓等(2007)、王兆桓等(2008)、林國銓等(2008)許

原瑞(2008)、林國銓等(2009)，生物量轉換與擴展係數研究文獻之中位數0.92，如

表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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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生物量轉換與擴展係數(BCEF) 
 Table 6 The expansion and conversion coefficient of biomass. 

林分類型 研究區域 
研究材料 

(樹種) 

生物量轉換與擴

展係數(BCEF) 
文獻來源 

針葉樹 

臺灣全島 紅檜 

臺灣二葉松 

杉木 

臺灣杉 

柳杉 

肖楠 

0.515 

0.517 

0.423 

0.464 

0.497 

0.654 

王兆桓等(2008) 

闊葉樹 鳳岡山 

多納 

楠櫧林帶 

櫟林帶 

1.02 

0.81 

林國銓、何淑

玲(2005) 

桃園 

永安漁港 
木麻黃 0.92 許瑞原等(2006) 

苗栗三義 

苗栗苑裡 

相思樹 

木油桐 

1.24 

0.524 
林國銓等(2007) 

臺灣全島 
樟樹 

烏心石 

0.685 

0.712 
王兆桓等(2008) 

苗栗 

台東 
台灣櫸 

1.638 

1.901 
林國銓等(2008) 

雲林、嘉

義、台南 

高雄、屏

東、台東 

桉樹 0.52 許瑞原等(2008) 

成功事業區 

台東太麻里 

相思樹 

楓香 

1.137 

0.855 
林國銓等(2009) 

 (2)地上部生物量與地下部生物量比例之轉換係數(R) 

IPCC對亞熱帶濕潤林的預設值以林地單位面積地上部生物量125Mg為界，

大於此值標準R值為0.20；小於此值為0.24，國內並未依生物量做為區分，故本研

究針葉樹採用兩者平均數0.22；闊葉樹採用陳財輝、呂錦明(1988)、陳財輝(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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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銓、何淑玲(2005)、柯淑惠(2005) 林國銓等(2006)、林國銓等(2007)、林國銓

等(2008) 、李宣德、馮豐隆(2008) 、林國銓等(2009)、林國銓等(2010) 等學者，

研究地上部生物量與地下部生物量比值文獻取其中位數0.24，如表7所示。 

表 7 地上部生物量與地下部生物量比例之轉換係數(R) 
Table 7 The conversion coefficient of the ratio of biomass. 

林分類型 研究區域 
研究材料 

(樹種) 

地上部與地下部

生物量比例(R) 
文獻來源 

針葉樹  亞熱帶濕潤林 0.22 IPCC(2006) 

闊葉樹 

苗栗後龍 木麻黃 0.21 
陳財輝、呂錦

明(1988) 

雲林四湖 

海岸林 
木麻黃 

0.26 

0.21 
陳財輝(1998) 

鳳岡山 

多納 

亞熱帶闊葉樹

林 
0.32 

林國銓、何淑

玲(2005) 

內茅埔 臺灣櫸 0.20 柯淑惠(2005)  

福山 
亞熱帶闊葉樹

林 
0.28 林國銓等(2006) 

苗栗三義 

苗栗苑裡 

相思樹 

木油桐 

0.204 

0.209 
林國銓等(2007) 

苗栗 

台東 
臺灣櫸 

0.24 

0.25 
林國銓等(2008)  

臺灣全島 樟樹 0.29 
李宣德、馮豐

隆(2008)  

成功事業區 

台東太麻里 

相思樹 

楓香 

0.296 

0.216 
林國銓等(2009) 

六龜 

台東太麻里 
光臘樹 

0.235 

0.233 
林國銓等(2010) 

(3)碳含量比例轉換係數(CF)  

IPCC建議優先使用本土數據，若無則可使用預設值為0.5。根據IPCC統計分

析，各國所使用的碳貯存量轉換係數位於0.3~0.7 之間，而約95 %國家使用0.5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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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碳貯存量轉換係數(Brown et al., 1986; Marland and Schlamadinger, 1997)，本研

究採用林裕仁(2002)對9種自產針葉樹進行碳含量比例研究之平均值0.4821；其對

15種闊葉樹進行碳含量比例研究之平均值0.4691，如表8所示。 

表 8 碳含量比例轉換係數(CF) 
Table 8 Carbon content ratio conversion factor. 

林分類型 樹種 碳含量比例 樹種 碳含量比例 

針葉樹 

臺灣肖楠 

紅檜 

臺灣扁柏 

柳杉 

福州杉 

0.4857 

0.4864 

0.4822 

0.4903 

0.4832 

臺灣雲杉 

臺灣二葉松 

臺灣杉 

臺灣鐵杉 

0.4691 

0.4704 

0.4832 

0.4882 

闊葉樹 

相思樹 

臺灣赤楊 

茄苳 

木麻黃 

樟樹 

牛樟 

光臘樹 

大葉楠 

 0.4717 

0.4620 

0.4678 

0.4661 

0.4700 

0.4569 

0.4683 

0.4745 

香楠 

楝樹 

烏心石 

印度紫檀 

木荷 

大葉桃花心木 

臺灣櫸 

0.4693 

0.4663 

0.4751 

0.4702 

0.4687 

0.4726 

0.4766 

文獻來源：林裕仁(2002) 

(三)計算不同時期碳貯存量及碳吸存量並進行效益評估比較 

以荖濃溪事業區永久樣區各林型蓄積量，配合上述公式計算碳貯存量、以第

1次至第2次調查期間資料計算碳吸存量、第2次至第3次調查期間資料計算碳吸存

量及以第1次至第3次調查期間資料計算碳吸存量，再依不同林型進行平均碳吸存

量及碳貯存之效益評估比較。 



 

31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以荖濃溪事業區永久樣區連續性調查資料進行分析，經剔除未具調查

3 次之樣區及數據不合理樣區，共具樣區數為 19 個，將其區分為 5 個林型，主

要分析內容包括樣區林分性態值不同期間之變化、蓄積量、生物量、碳貯存量及

碳吸存量計算、並以 ANOVA 探討碳貯存量及碳吸存量在不同林型之差異。 
 

第一節 林分性態值不同期間之變化 

有關不同林型三次調查之平均胸徑，所得之結果如表 9 所示。 

第 1 次至第 2 次調查期間，天然林及人工林平均胸徑，除人工闊葉樹混淆林

型稍有降低外，其他各林型皆呈現增加，其中檜木人工林林型增加最多。第 2 次

至第 3 次調查期間，天然林及人工林平均胸徑，各林型平均胸徑皆為增加，以二

葉松人工林林型增加最多。第 1 至 3 次調查期間，各林型亦皆呈增加現象，仍以

以二葉松人工林林型增加最多，各調查期間不同林型平均胸徑變化量，如圖 6 所

示。 

 表 9 不同林型三次調查之林分平均胸徑(cm) 
 Table 9 The mean DBH of stands for different forest types at 3 periods. 

類別 分項 林型 樣區數 第 1 次調查 第 2 次調查 第 3 次調查 

天然林 闊葉樹 天然闊葉樹混淆林 5 21.15±2.601) 21.65±2.57 22.74±2.99 

人工林 針葉樹 檜木人工林 3 21.28±3.70 22.65±2.59 24.42±2.02 

  二葉松人工林 5 21.71±2.59 22.10±2.71 26.20±2.50 

 闊葉樹 臺灣櫸人工林 3 17.63±2.60 17.67±2.48 18.84±2.72 

  人工闊葉樹混淆林 3 21.31±2.09 20.51±1.61 22.03±0.74 
 1)平均值±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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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不同林型三次調查之林分平均胸徑變化(cm)  

     Fig6. The mean DBH of stands for different forest types amount of change at 3 periods. 

有關林分平均樹高在不同調查期間之變化如表 10 所示。 

第 1 次至第 2 次調查期間，天然林及人工林各林型平均樹高皆為增加，其中

以天然闊葉樹混淆林林型增加最多；臺灣櫸人工林林型增加最少。第 2 次至第 3

次調查期間，各林型平均樹高亦皆為增加，其中以檜木人工林林型增加最多；臺

灣櫸人工林林型增加最少。第 1 次至第 3 次調查期間，各林型平均樹高仍皆為增

加，仍以檜木人工林林型增加最多；臺灣櫸人工林林型增加最少，各調查期間不

同林型平均樹高變化量，如圖 7 所示。 
 
 表 10 不同林型三次調查之平均樹高(m) 
 Table 10 The mean tree height of stands for different forest types at 3 periods. 

類別 分項 林型 樣區數 第 1 次調查 第 2 次調查 第 3 次調查 

天然林 闊葉樹 天然闊葉樹混淆林 5 8.61±1.091) 9.86±1.80 10.41±1.64 

人工林 針葉樹 檜木人工林 3 9.30±0.22 10.01±0.55 13.29±1.25 

  二葉松人工林 5 9.30±0.98 10.06±1.91 12.05±1.21 

 闊葉樹 臺灣櫸人工林 3 7.71±0.65 7.74±0.56 7.79±0.50 

  人工闊葉樹混淆林 3 9.62±0.92 9.85±1.68 10.09±2.28 
1)平均值±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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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不同林型三次調查之平均樹高變化(m) 
Fig7. The mean tree height of stands for different forest types amount of change at 3 periods. 

有關各林型林分密度調查三次之平均林分密度結果如表 11 所示。 

第 1 次至第 2 次調查期間，天然林及人工林平均林分密度，除檜木人工林林

型之林分密度維持不變外，其他各林型皆為增加，人工闊葉樹混淆林林型增最多。

第 2 次至第 3 次調查期間，除檜木人工林林型之林分密度維持不變外，其他各林

型林分密度皆為減少，其中以二葉松人工林林型減少最多。第 1 次至第 3 次調查

期間，林分密度除天然闊葉樹混淆林、二葉松人工林林型減少及檜木人工林林型

之林分密度維持不變外，其他林型則呈現增加現象。各調查期間不同林型林分密

度變化量，如圖 8 所示。 

表11、不同林型三次調查之林分密度(株 ha-1) 
Table11. The stand density for different forest types at 3 periods. 

類別 分項 林型 樣區數 第 1 次調查 第 2 次調查 第 3 次調查 

天然林 闊葉樹 天然闊葉樹混淆林 5 984.00±110.821)  1020.00±110.45  912.00±133.12  

人工林 針葉樹 檜木人工林 3 1216.67±104.08  1216.67±104.08  1216.67±104.08  

  二葉松人工林 5 1440.00±281.51  1540.00±338.01  1050.00±339.12  

 闊葉樹 臺灣櫸人工林 3 1066.67±208.17  1150.00±180.28  1083.33±57.74  

  人工闊葉樹混淆林 3 1000.00±100.00  1183.33±104.08  1100.00±100.00  
1)平均值±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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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 不同林型三次調查之林分密度變化(株 ha-1) 
     Fig8. The stand density for different forest types amount of change at 3 periods. 

有關各林型海拔高度分布，結果如表 12 所示 

其中以檜木人工林林型海拔高度最高，臺灣櫸人工林林型海拔高度最低。 

表 12 不同林型調查之海拔高度 
Table 12 The elevation of different forest types. 

類別 分項 林型 樣區數 海拔高度(m) 

天然林  天然闊葉樹混淆林 5 1628.00±504.95 1) 

人工林 針葉樹 檜木人工林 3 1716.67±76.38 

  二葉松人工林 5 1300.00±252.59 

 闊葉樹 臺灣櫸人工林 3 1200.00±100.00 

  人工闊葉樹混淆林 3 1141.67±142.16 
        1)平均值±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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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蓄積量、生物量、碳貯存量及碳吸存量 

一、 蓄積量 

有關各林型蓄積量，採用林務局（1995）過去運用於全國性森林資源調查所

建立之不同樹種材積式，計算各樣區之單木材積，將其累計計算為各林型材積，

再將其換算為每 ha 之材積量（m3 ha-1）結果如表 13 所示。 

第 1 次至第 2 次調查期間，天然林及人工林各林型蓄積量，各林型皆為增

加，其中以二葉松人工林林型增加最多。第 2 次至第 3 次調查期間，各林型亦皆

為增加，其中以檜木人工林林型增加最多。第 1 次至第 3 次調查期間，各林型仍

皆為增加，仍以檜木人工林林型增加最多。各調查期間不同林型蓄積量變化，如

圖 9 所示。 

表 13 不同林型三次調查之蓄積量(m3 ha-1) 
Table 13 The growing stock of stands for different forest typesat 3 periods. 

類別 分項 林型 樣區數 第 1 次調查 第 2 次調查 第 3 次調查 

天然林 闊葉樹 天然闊葉樹混淆林 5 218.80 ±89.081)  266.76 ±99.35 296.60 ±91.65 

人工林 針葉樹 檜木人工林 3 208.83 ±87.57 255.67 ±86.98 400.50±115.95  

  二葉松人工林 5 270.70±35.34 333.60 ±83.81 432.20 ±121.38 

 闊葉樹 臺灣櫸人工林 3 113.00 ±23.29 128.00 ±25.50 144.50 ±33.75 

  人工闊葉樹混淆林 3 219.83 ±28.16 260.83±7.65 303.67 ±19.66 
1)平均值±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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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不同林型三次調查之蓄積量變化(m3 ha-1) 
    Fig9. The growing stock of stands for different forest types amount of change at 3 periods. 

二、生物量 

立木材積透過各樹種之立木材積式計算其蓄積量，再以轉換及擴展係數換算

成全株生物量，計算結果如表 14 所示。其變化趨勢與蓄積量相同，各調查期間

不同林型生物量變化，如圖 10 所示。 
 

表 14 不同林型三次調查之生物量(Mg ha-1) 
Table 14 The biomass of stands for different forest types at 3 periods. 

類別 分項 林型 樣區數 第 1 次調查 第 2 次調查 第 3 次調查 

天然林 闊葉樹 天然闊葉樹混淆林 5 249.61±101.621) 304.32±113.33 338.36±104.55 

人工林 針葉樹 檜木人工林 3 129.94±54.49 159.08±54.12 249.19±72.14 

  二葉松人工林 5 168.43±21.99 207.57±52.14 268.91±75.52 

 闊葉樹 臺灣櫸人工林 3 128.91±26.56 146.02±29.09 164.85±38.51 

  人工闊葉樹混淆林 3 250.79±32.13 297.56±8.73 346.42±22.42 
1)平均值±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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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不同林型三次調查之生物量變化(Mg ha-1) 
    Fig10. The biomass of stands for different forest types amount of change at 3 periods. 

三、碳貯存量 

碳貯存量之計算，係由生物量進行轉換，即由生物量乘上含碳量轉換係數，

三次調查之各林型平均碳貯存量結果如表 15 所示。由於碳貯存量為生物量之轉

換，因此其趨勢和生物量相同。各調查期間不同林型碳貯存量變化，如圖 11 所

示。 
 

表 15 不同林型三次調查之碳貯存量(Mg ha-1) 
Table 15 The carbon storage of stands for different forest typesat 3 periods. 

類別 分項 林型 樣區數 第 1 次調查 第 2 次調查 第 3 次調查 

天然林 闊葉樹 天然闊葉樹混淆林 5 117.09 ±47.671) 142.76 ±53.17 158.73 ±49.05 

人工林 針葉樹 檜木人工林 3 62.64 ±26.27 76.69 ±26.09 120.14 ±34.78 

  二葉松人工林 5 81.20 ±10.60 100.07 ±25.14 129.64 ±36.41 

 闊葉樹 臺灣櫸人工林 3 60.47 ±12.46 68.50 ±13.65 77.33 ±18.06 

  人工闊葉樹混淆林 3 117.64 ±15.07 139.58 ±4.10 162.51 ±10.52 
 1)平均值±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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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 不同林型三次調查之碳貯存量變化(Mg ha-1) 
   Fig11. The carbon storage of stands for different forest types amount of change at 3 periods. 

四、碳吸存量 

碳吸存量係以不同調查期間之碳貯存量相減，再除以調查期間之間隔年數，

計算結果如表 16 所示。 

第 1 次至第 2 次調查期間之碳吸存量與第 2 次至第 3 次調查期間之碳吸存

量相比較，除檜木人工林林型、二葉松人工林林型增加外，其他各林型皆為減少，

其中以天然闊葉樹混淆林林型減少最多。 

第 1 次至第 2 次調查期間之碳吸存量與第 1 次至第 3 次調查期間之碳吸存

量相比較，除檜木人工林林型、二葉松人工林林型增加外，其他各林型皆為減少，

其中以天然闊葉樹混淆林林型減少最多。 

第 2 次至第 3 次調查期間之碳吸存量與第 1 次至第 3 次調查期間之碳吸存

量相比較，除檜木人工林林型、二葉松人工林林型減少外，其他各林型皆為增加，

其中以天然闊葉樹混淆林林型增加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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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不同林型三次調查之碳吸存量(Mg ha-1 yr-1) 
Table 16 The carbon sequestration of stands for different forest types at 3 periods. 

類別 分項 林型 樣區數 
第 1-2 次 
調查期間 

第 2-3 次 
調查期間 

第 1-3 次 
調查期間 

天然林 針葉樹 天然闊葉樹混淆林 5 6.31 ± 4.601) 2.53 ± 1.76 4.04 ± 2.55 

人工林 針葉樹 檜木人工林 3 3.15 ± 1.79 7.24 ± 1.46 5.57 ± 1.28 

  二葉松人工林 5 4.09 ± 3.28 5.45 ± 4.32 4.84 ± 2.82 

 闊葉樹 臺灣櫸人工林 3 2.01 ± 0.35 1.47 ± 1.07 1.69 ± 0.67 

  人工闊葉樹混淆林 3 5.49 ± 3.68 3.82 ± 1.97 4.49 ± 2.56 
 1)平均值±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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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碳貯存量及碳吸存量分析比較 

一、 天然林及人工林碳貯存量之比較 

    天然林與人工林之碳貯存量分析結果如表17及18所示。碳貯存量在天然林與

人工林間並無顯著差異(t=1.629；P=0.329)；人工林各林型經ANOVA結果呈顯著

差異，(F=4.337；P=0.033)。碳貯存量臺灣櫸人工林型低於其他林型，其他3種林

型間則無顯著差異。 

表 17 天然林及人工林碳貯存量之比較 
Table 17 The comparisons of carbon storage between natural and plantation forests. 

項目 類型 MEAN t 值 p-value 

碳貯存量 
(Mg ha-1) 

天然林 158.70±49.00 
1.629 0.329 

人工林 123.40±39.00 
 
表 18 人工林四種林型碳貯存量變異數分析結果之比較 
Table 18 The comparison of carbon storage among 4 plantation forests by ANOVA. 

項目 林型 MEAN F 值 P-value 

碳貯存量 
(Mg ha-1) 

檜木人工林 120.10±34.8ab 

4.337 0.033* 
二葉松人工林 129.60±36.40a 

臺灣櫸人工林 77.30±18.1b 

人工闊葉樹混淆林 123.40±39.00a 
*具顯著差異 

二、天然林及人工林碳吸存量之分析比較 

    天然林與人工林之碳吸存量分析結果，碳吸存量在天然林(4.04±2.54)與人工

林(4.25±2.41)間並無顯著差異(t=-1.62；P=0.935)；人工林各林型經ANOVA結果亦

不具顯著差異，(F=1.826；P=0.206)。 

三、人工林平均碳吸存量 

人工林平均碳吸存量經 ANOVA 結果分析比較結果如表 19 所示。     

平均碳吸存量在人工林 4 種林型呈現顯著差異(F=4.17；P=0.037)。平均碳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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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臺灣櫸人工林型低於其他林型，其他 3 種林型間則無顯著差異。 

表 19 人工林四種林型平均碳吸存量變異數分析結果之比較 
Table 19 The comparison of mean carbon sequestration among 4 plantation forests by 

ANOVA. 

項目 林型 MEAN F 值 P-value 

碳貯存量 
(Mg ha-1) 

檜木人工林 2.85±0.76ab 

4.137 0.037* 
二葉松人工林 3.23±0.95ab 

臺灣櫸人工林 1.84±0.43b 

人工闊葉樹混淆林 4.49±1.22a 
*具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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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在於探討臺灣南部地區荖濃溪事業區不同林型之碳貯存量與碳吸存

量，採用林務局所設置的森林永久樣區，包括 1999 年、2004 年及 2009 年等所

進行之調查資料，檢視調查數據資料，剔除數據不合理之樣區，萃取出 19 個具

有連續調查 3次且符合本次研究分析之樣區，其中天然林樣區 5個，人工林樣區

14 個，將其細分為 5 種林型，將所調查之林木性態值之基礎數據，藉由相關轉

換及擴展係數，推估碳貯存量及計算期間之碳吸存量，並進而比較不同期間及不

同林型間之差異，所得結論及建議如下：  

一、 林分性態值之分布，平均胸徑分布，各林型於調查期間多數呈現增加現象，

以二葉松人工林林型增加最多；平均樹高分布，調查期間皆呈現增加現象，

以檜木人工林林型增加最多；林分密度分布，調查期間除第1次調查呈現增

加外，其他2次調查多數呈現減少現象，以二葉松人工林林型減少最多。 

二、 海拔高度分布，檜木人工林林型海拔最高，臺灣櫸人工林林型最低。 

三、 蓄積量、生物量、碳貯存量及碳吸存量計算結果，蓄積量各林型於調查期間

多數呈現增加現象，其中以檜木人工林林型增加最多；臺灣櫸人工林增加最

少，生物量與碳貯存量之趨勢係由蓄積量乘上轉換及擴展係數而得，故與蓄

積量相同；碳吸存量第1次至第2次調查期間與第1次至第3次調查期間之碳吸

存量相比較，除檜木人工林林型、二葉松人工林林型增加外，其他各林型皆

為減少，其中以天然闊葉樹混淆林林型減少最多。 

四、 不同森林類型之碳貯存量及碳吸存量以 ANOVA 探討天然林及人工林碳貯

存量及碳吸存量變化之差異得知，碳貯存量在天然林與人工林間並無顯著差

異，人工林4種林型間分析結果呈現顯著差異，其碳貯存量臺灣櫸人工林型

低於二葉松人工林林型、人工闊葉樹混淆林林型及檜木人工林林型，其他3

種林型間則無顯著差異。天然林與人工林之碳吸存量分析結果，碳吸存量在

天然林與人工林間並無顯著差異；人工林各林型間分析結果亦不具顯著差異。

平均碳吸存量在人工林4種林型呈現顯著差異。平均碳吸存量臺灣櫸人工林

型低於其他林型，其他3種林型間則無顯著差異。 

五、 本研究所採用的資料，並非經研究設計的試驗結果，故相關分析的結果，雖

可做為趨勢性的參考，但不宜做過度性的推論。 

六、 森林永久樣區所調查之數據資料，為森林動態長期監測之基礎數據，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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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之調查、建立及彙整，相較於全國性森林資源調查週期為短，對林木生長

及森林動態更具代表性，為求調查資料之精確性，調查人員應具備一定程度

之植物辨識能力及調查實務相關經驗，並於野外調查時攜帶歷次調查資料，

供其核對以避免疏漏或判斷錯誤情形，以提高調查數據之精確度，將有助於

嗣後森林經營管理及學術研究分析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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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 5 The standing timber volume formula for this study.
	由於各樣區之主要調查資料為每木之胸高直徑及樹高，因此必須先計算其材積量，再將其依序轉換為生物量，而林木的幹、枝、葉及根均有固碳的效用，所以均應包含在估算範圍內，因此必須將調查樣區立木材積藉由擴展係數轉換成全株生物量。生物量之計算方法如下：生物量=材積 × 生物量轉換與擴展係數  ×  (1+地下部生物量轉換係數)。
	碳貯存量計算，可運用林木材積藉由基礎木材密度換算出林木生物量，再以林木生物量與地上部及地下部生物量比例之轉換係數與碳含量等轉換係數，估算出碳貯存量。目前森林碳貯存量計算較有效率之方法為蓄積量法，可由森林資源調查數據推算所得之蓄積量數據估算林分碳貯存量(林務局，2010；劉知妤、王兆桓，2008)。推估步驟如下：
	C為森林碳貯存量(Mg haP-1P)；A為森林面積(ha)；V為林木材積(mP3 PhaP-1P)；BCEF為生物量轉換與擴展係數；R為地下部生物量與地上部生物量之比值；CF為碳含量之比值，即乾物質碳含量轉換係數。
	本研究計算生物量及碳貯存量之轉換係數，包含生物量轉換與擴展係數(BCEF)、地上部生物量與地下部生物量比例之轉換係數(R)及碳含量比例轉換係數(CF)等，其採用數值分述如下：
	本研究的生物量轉換與擴展係數(BCEF)針葉樹採用(王兆桓，2008)對臺灣6種針葉樹以第四次資源調查面積加權平均計算值0.51；闊葉樹採用林國銓與何淑玲(2005)、許原瑞等(2006)、林國銓等(2007)、王兆桓等(2008)、林國銓等(2008)許原瑞(2008)、林國銓等(2009)，生物量轉換與擴展係數研究文獻之中位數0.92，如表6所示
	IPCC對亞熱帶濕潤林的預設值以林地單位面積地上部生物量125Mg為界，大於此值標準R值為0.20；小於此值為0.24，國內並未依生物量做為區分，故本研究針葉樹採用兩者平均數0.22；闊葉樹採用陳財輝、呂錦明(1988)、陳財輝(1998) 、林國銓、何淑玲(2005)、柯淑惠(2005) 林國銓等(2006)、林國銓等(2007)、林國銓等(2008) 、李宣德、馮豐隆(2008) 、林國銓等(2009)、林國銓等(2010) 等學者，研究地上部生物量與地下部生物量比值文獻取其中位數0.24，如...
	表 7 地上部生物量與地下部生物量比例之轉換係數(R)
	IPCC建議優先使用本土數據，若無則可使用預設值為0.5。根據IPCC統計分析，各國所使用的碳貯存量轉換係數位於0.3~0.7 之間，而約95 %國家使用0.5為其碳貯存量轉換係數(Brown et al., 1986; Marland and Schlamadinger, 1997)，本研究採用林裕仁(2002)對9種自產針葉樹進行碳含量比例研究之平均值0.4821；其對15種闊葉樹進行碳含量比例研究之平均值0.4691，如表8所示。
	以荖濃溪事業區永久樣區各林型蓄積量，配合上述公式計算碳貯存量、以第1次至第2次調查期間資料計算碳吸存量、第2次至第3次調查期間資料計算碳吸存量及以第1次至第3次調查期間資料計算碳吸存量，再依不同林型進行平均碳吸存量及碳貯存之效益評估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