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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東南部低海拔次生林之活立木腐朽現況 

郭家和[1]  譚耀聰[2]  陳朝圳[2]* 

摘  要  臺灣低海拔地區之森林受到頻繁的人為活動下，大多數的林型逐漸被次生林所替代，而此種次生林因未被妥

善的經營管理，已逐漸產生林分老化或林木健康下降之情況。本研究以臺灣東南部達仁林場低海拔次生林之1 ha 永久

調查樣區為研究地區，進行立木腐朽調查；選取之樣木以大頭茶(Gordonia axillaris)、港口木荷(Schima superba )、

波緣葉櫟(Cyclobalanopsis repandifolia)、捲斗櫟(Cyclobalanopsis pachyloma)、錐果櫟(Cyclobalanopsis 

longinu)、星刺栲(Castanopsis fabri )、長尾栲(Castanopsis cuspidata)等該區次生林主要優勢木，為主要調查對

象，共計217 株。樣木伐倒後，從樹幹 0.3 m 處開始，每隔 1 m 處進行樹幹圓盤的取得，並將取得之樹幹圓盤，進

行腐朽估算及分析。研究結果顯示 217 株調查樣木中，有腐朽現象之樣木共 51 株，佔整體樣木的23.5%，其中以錐

果櫟、星刺栲、波緣葉櫟腐朽所佔比例最高；多數腐朽樣木皆由心材開始產生腐朽，而由外表傷口產生腐朽之情況較

少，推斷造成該地區立木腐朽之主要因素來自於土壤中真菌的感染。而該地次生林林分已逐漸產生劣化情況，並集中

在殼斗科等主要組成之優勢樹種。建議在經營管理上應藉由整理伐方式，將已產生腐朽之立木移除，並進行林分更

新，以提高次生林的生態及經濟效益。

關鍵字：低海拔次生林、活立木、腐朽、殼斗科、心材 

A Status of Decay of Secondary Lowland Forests in 

Southeastern Taiwan

Chia-Ho Kuo[1]  Yiu-Chung Tam[2]  Chaur-Tzuhn Chen[2]* 

ABSTRACT  The majority of forest types regarding the  forest in the Taiwan's low altitude areas is gradually 

replaced by secondary forest, due to the impact of frequent human activities. Since these secondary forests 

are not well-managed and not being taken seriously, it gradually led to the situations such as standing forest 

aging or forest health declining. The research area of this study was the low altitude secondary forest 1 ha 

permanent survey sampling district in the Daren forestry center of the southeastern Taiwan. The study 

performed the standing forest decay survey. The sampling targets are the area's main dominant trees of the 

secondary forest, including Gordonia axillaris, Schima superba , Cyclobalanopsis repandifolia, Cyclobalanopsis 

pachyloma, Cyclobalanopsis longinu, Castanopsis fabri  and Castanopsis cuspidata. There are 217 trees in 

total. After felling the sampling trees, tree trunk disc obtainment started from the felled point, at the 0.3m of 

the tree trunk. The tree trunk discs are cut with the intervals of every 1 m, then used for the decay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217 sampling trees, there were 51 trees showed sign of decay. It was 

23% of all sampling trees. In the trees with the sign of decay, Cyclobalanopsis longinu, Castanopsis fabri and 

Cyclobalanopsis repandifolia are the highest percentage of the tree types with the sign of decay. In addition, 

the decay of most of the standing trees decaying samples started from the heartwood. The scenario of 

decaying from the wounds on the surfaces was infrequent. Thus, we could conclude that the main factor 

causing the standing trees decaying in that region was the fungi infection from the soil. From the results, we 

learned that the degradation of the standing forest of the secondary forest in that region is gradually starting, 

and it centralized on the dominant tree species composed of Fagacea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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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in management perspective, we suggest removing the decayed trees via improvement cuttings.

Update the standing forest to improve the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secondary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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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次生林的形成是因原有森林於某一時期或某一時間

點下，受到天然或人為干擾後，造成原始林相的破壞，

林地植被藉由自然演替方式，形成一個和原本林相結構

不同的森林
[1,2]

。臺灣低海拔地區過去擁有豐富的森林資

源，但早期因經濟發展需求下為增加經濟收入，森林資

源曾被大量砍伐利用，進而導致大面積原始天然林消

失，並以大面積人工林取而代之，但這些人工林因受到

林業政策的改變，未能有效經營管理，致使造林樹種無

法快速成林，導致先驅樹種侵入，並形成天然演替的

次生林(Secondary Forest)，此種次生林已成為目前臺

灣低海拔地區最為常見的植物群落
[3,16]

。 

目前，臺灣地區在次生林經營管理上，多採取放任

式管理，而這些次生林在分布上，大部分多坐落在人為

干擾嚴重之地區
[3]，因此，林地如欲透過自然更新回復

成近原始林的狀態是非常困難的
[15]

。此外，目前多數的

次生林林相看似健康成長，但實際上立木內部已呈現出

腐朽現象，且出現枯死現象，其主要原因在於林分過

密，而使得林木易受到寄生性病害，而產生活立木腐朽

之情況，當立木腐朽情況嚴重時，易導致林木生長受阻

及材質的下降，並進而形成生態功能的異常，甚至導致

林木死亡。立木內部之腐朽不會立即造成林木外觀與生

長勢有太大的改變，但這些受到腐朽之林木如留在林地

內，除直接影響林木生長量及經營效益之外，也易使森

林眾多效益的下降
[15]

。

活立木腐朽株數比率和腐朽程度，會隨林木年齡增

加而增加，林分的立地條件也影響腐朽的發生和發展。

為防止活立木腐朽產生，加強撫育管理，促進林木提早

成材，是減少和防治林木腐朽最有效的方法
[7]

。為了使

次生林藉由人為的林相的改良，加速林地生產力的提升

及增加森林的生態功能，透過活立木腐朽情況調查及

伐除為次生林經營重要的課題
[6,16,17]

。因此，本研究針

對臺灣東南部低海拔次生林透過樣區設置及調查，針對

次生林中主要優勢樹種，進行伐倒並進行樹幹圓盤取樣

並計算木材腐朽程度及分析，以了解目前東南部低海拔

次生林立木內部腐朽之情況及主要優勢樹種間之腐朽狀

態的差異性。 

二、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地區 

本研究區域位於臺東縣達仁鄉森永村達仁林場，林

場面積為 576 ha，海拔高度介於 180-900 m 為中央山

脈餘脈山峰，其位置如圖 1 所示。全區地勢西高東低，

林場最高峰為西南方耆路知可山，標高為 916 m。在氣

候部份，達仁林場屬於恆春半島東方的東南氣候區；夏

季受西南季風影響，冬季受東北季風影響，全年有雨。

地質以黃壤土為主，少部分石質土分布於林場西北角與

東南角，其 pH 值皆為 6-8，呈中性土壤
[8]

。

圖 1 研究區位置圖

Fig.1 The location of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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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樹種選擇 

達仁林場於 1975-1981 年間曾進行全區的皆伐及造

林作業，以千年桐(Aleurites montana)、摩鹿加合歡

(Albizia falcata)、楓香(Liquidambar formosana)、臺

灣赤楊(Alnus formosana)和光臘樹(Fraxinus griffithii)

等為主要造林樹種。由於造林地未進行持續性的經營，

至今已歷經 35- 40 年，在自然更新及演替下，目前之原

造林樹種留存量已相當稀少，其林型改為低海拔次生

林。有鑑於次生林經營相關研究，將是未來森林經營之

重要議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於 2012 年開始在

達仁林場內，進行次生林永樣區設置，樣區大小為1 

ha，做為未來次生林長期生態變化及次生林經營參考依

據。根據達仁林場植群調查研究報告[9]，該樣區殼斗科

植群為上層優勢種，其樹種組成與臺灣其它地區楠儲次

生林之樹種組成相類似[1,2,8]。本研究依據前人研究選擇

了該樣區最主要之優勢木及次優勢木進行圓盤切取，樹

種包含大頭茶(Gordonia axillaris)、港口木荷(Schima 
superba )、

波緣葉櫟(Cyclobalanopsis repandifolia)、捲斗櫟

(Cyclobalanopsis pachyloma)、錐果櫟

(Cyclobalanopsis longinu)、星刺栲(Castanopsis 
fabri )、長尾栲(Castanopsis cuspidata)等 7 種樹種，

為本次研究對象，合計共 217 株。

(三)樣木圓盤取得及處理 

進行伐採前先記錄樣木樹高、胸高直徑等資料如表 1

所示。當樣木伐倒後以根部 0.3 m 處為基礎往上每隔 1 

m 進行圓盤切割，並在圓盤上標記坡度上方、標號、樹

種、樣區等以利後續處理及分析之用。標記完之圓盤依樣

木編號分別放置於夾錬袋中並攜回研究室。在圓盤處理

部分，將圓盤放置於室內陰乾後使用 00 號砂紙之砂磨機

對圓盤進行研磨拋光，消除電鋸對木頭切割時所留下的

鋸齒痕跡，提高研究人員進行腐朽判定及計算時圓盤表

面清晰度。磨完後之圓盤放置於以 2 x 2 cm 網格為單位

標準之平台，進行拍照記錄。

(四)腐朽程度分類 

林木腐朽程度及速度會受到不同樹種之間其內部化

學組成分、比重之不同及木材腐朽菌種類而有所差異
[10]

。

為了解各圓盤腐朽情況，本研究利用人工方式觀察圓盤

是否有無腐朽現象。並透過量化分級分式將每一塊圓盤

等級，記錄圓盤外圍是否有無受損、有無病蟲害、枯損、

空洞、或是其他缺陷等項目。記錄圓盤表中包括樣區、樣

木編號、樹種、圓盤標記、腐朽的等級。圓盤腐朽等級部

分，為使研究人員在腐朽判定上有所依據，本研究參考

前人研究，挑選出腐朽不同程度之林木圓盤，並將腐朽

分成六級，每級定義如下所示(圖 2)：1.開始變異不明顯

(腐朽 1-5%)、2.輕微腐朽(腐朽 5-10%)、3.變異明顯，

有裂痕(腐朽 10-20%)、4.腐朽(腐朽 20-40%)、5.嚴重腐

朽並產生裂痕(腐朽 40-60%)、6.腐朽導致中空(腐朽 60%

以上)。 

(五)腐朽面積率計算 

除將樣木圓盤進行腐朽分類外，並將具有腐朽之圓

盤，依據腐朽的長及寬度，進行實際腐朽面積計算，並

以式(1)進行每一圓盤腐朽面積比之量測，在腐朽計算部

分，首先在圓盤腐朽處之中心處，劃出東西、南北兩條

直徑線，做為腐朽面積計算(如圖 3 所示)。如腐朽形狀為

長方形則以公式(2)計算，如腐朽形狀呈圓形或是不規則

形則以腐朽長度除2為半徑，其計算公式如公式(3)所

示。 
圓盤之腐朽率=(實際腐朽面積/圓盤斷面積)x100 (1)

長方形腐朽=腐朽長度×腐朽寬度 ····························· (2) 

圓形或不規則形腐朽=(腐朽長度/2)
2x π···················(3)

三、結果與討論 

(一)達仁林場次生林優勢及次優勢樹種腐朽情況 

根據所取得圓盤外觀所呈現之腐朽狀況，判定不同

樹種是否有無腐朽、圓盤外圍是否有無受損、有無病蟲

害、枯損、空洞、或是其他缺陷等項目，其結果如表2

所示。由表2之調查結果顯示達仁林場次生林永久樣區

內，217株優勢及次優勢木樣木中，正常無損之樣木為 

115株佔整體樣木的53.0%；樣木圓盤開始產生腐朽現

象共計51株佔整體樣木共23.5%；其它有受損、病蟲害

空洞及缺陷等異常現象等合計共有51株佔整體樣木共 

23.5%。從樹種來看，大頭茶、港口木荷及捲斗櫟正常

無損之樣木所佔比例在 80.6~85.7%較其它 4 樹種高。

由表2亦可發現錐果櫟具有腐朽樣木比例，佔50%為最

高，其次為星刺栲33.3%、波緣葉櫟30.0%及長尾栲 

18.8%。除了腐朽之外，錐果櫟、星刺栲及長尾栲其圓

盤有受損、病蟲害、空洞及缺陷等具有異常現象之比例

亦較其它樹種高。

活立木腐朽成因主要是林木受到木材腐朽菌感染及

寄生而使林木產生腐朽現象，木材腐朽菌並不會造成

老樹的立即而明顯的枯萎，但林木內部結構易變的脆弱

或是產生空洞情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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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不同等級腐朽示意圖 

Fig.2 Diagram of different decay levels 

圖 3 圓盤腐朽率測定示意圖(紅色圈為腐朽範圍)  

Fig.3 Diagram of decayed determined (Red circles represent decayed area) 

圓盤斷面積 

第級一   等級二 等級三 

第級四   等級五 等級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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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樣區內優勢樹種林木腐朽情況 

Table 2 Decayed investigation of dominant tree species 

樹種名稱 
正常 

無損 

異常之現象 合計 

株數 腐朽 外圍受損 病蟲害 空洞 缺陷 

大頭茶 29(80.6) 4(11.1) 2(05.6) 0(0.0) 0(00.0) 1(02.8) 36 

港口木荷 22(81.5) 2(07.4) 1(03.7) 0(0.0) 0(00.0) 2(07.4) 27 

波緣葉櫟 12(40.0) 9(30.0) 2(06.7) 0(0.0) 4(13.3) 3(10.0) 30 

捲斗櫟 24(85.7) 3(10.7) 0(00.0) 0(0.0) 0(00.0) 1(03.6) 28 

錐果櫟 0 9(26.5) 17(50.0) 1(02.9) 3(8.8) 1(02.9) 3(08.8) 34 

星刺栲 0 7(23.3) 10(33.3) 5(16.7) 2(6.7) 2(06.7) 4(13.3) 30 

長尾栲 12(37.5) 6(18.8) 4(12.5) 2(6.3) 5(15.6) 3(09.4) 32 

合計 115(53.0) 51(23.5) 15(06.9) 7(3.2) 12(5.5) 17(07.8) 217 

*括號為合計株數之百分比

但當林木內部腐朽情況逐漸嚴重後，如遇到較強烈外在

干擾下，這些受到內部腐朽之林木就容易斷裂而倒塌並

造成災害，而倒伏在林地的林木，除了影響林木小苗生

長之外，大量堆積的枯倒木也可能會成為腐朽菌或蟲害

的溫床
[21]

。當林地受到大雨的侵蝕時除了讓該地的水土

流失容易造成土石流等天災外，枯倒木也易隨著大雨沖

刷至河流並造成漂流木的增加。一般而言，次生林多位

在人為活動頻繁之地區，因此，當次生林呈現衰退狀態

時，將會直接影響林木生長，並增加中下流人民生命

財產安全上疑慮。從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達仁林場次

生林之樹種，主要為台灣地區中南部常見楠木類及殼

斗科植群所組成之楠儲次生林型，而在達仁林場次生

林中最主要優勢及次優勢樹種，約有1/4立木，其樹幹

內部已開始產生腐朽現象；而出現病蟲害、空洞、缺陷

表 1 達仁次生林 1 ha 永久樣區伐採樣木之樹種、株數、樹高及胸徑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dominant tree species in 1 ha secondary forest

permanent plot 

樹種名種 株數 樹高(m) 胸高直徑(cm) 

大頭茶 36 8.7±1.3 80.3±3.7 

港口木荷 27 10.7±1.6 104.8±2.4 

波緣葉櫟 30 9.3±2.1 101.3±1.9 

捲斗櫟 28 9.6±1.7 107.4±0.7 

34 11.5±1.2 90.7±1.0 

30 14.3±3.1 125.1±2.1 

錐果櫟

 星刺栲

長尾栲 32 16.7±2.7 132.3±4.9 

合計 217 11.6±3.8 12.1±4.7 

註*樹高及胸高直徑為平均值±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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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異常現象之林木也佔有 1/4。雖然從整體林分外觀並

無異狀，但實際情況該地區次生林正處在劣化及衰退情

況。Faria et al. [15]
及 Chai and Tanner

[12]
曾指出次生林

如果經過適當的人為經營，該林地的物種多樣性會大於

未經過任何經營的次生林，並能有效改良林相組成，建

議未來相關單位應針對此類型之次生林，進行

相關調查及林相改良作業。 

(二)不同段圓盤腐朽之分析 

為瞭解活立木腐朽路徑之成因，本研究將表 2 中所

顯示之 51 株具有腐朽林木，進行每一段具有腐朽之圓盤

進行統計，合計圓盤數共 169 個，其結果如圖 4 所示。

51 株具有腐朽之林木在 0.3 m 至 11.3 m 處都有出現腐

朽情況，而腐朽最主要集中在 0.3 m 至 7.3 m 處；其中

以 0.3 m 及 1.3 m 最多。在各樹種中，大頭茶及港口木

荷腐朽之圓盤段在 0.3 m 及 2.3 m 處；波緣葉櫟、捲斗

櫟、錐果櫟、星刺栲及長尾栲等殼斗科在 0.3 m 及 8.3 m

皆有腐朽之圓盤段，其中，錐果櫟腐朽集中在 3.3 m 及

4.3 m 圓盤段，而長尾栲則是集中在 5.3 m 處。此外，

為瞭解腐朽是否由內部開始腐朽，或受到外部損傷後因

真菌感染引發腐朽。本研究透過觀察具有腐朽現象之 

169 個圓盤，記錄腐朽出現位置是否在心材、中圍、邊

材或是外圍樹皮，結果如表 3 所示，由表 3 可知各樹種

之腐朽處主要都集中於心材，其次為圓盤中圍到圓盤邊

材處，顯示達仁林場永久次生林樣區內，活立木腐朽多

數都是從心材開始腐朽，其中較特別的是波緣葉櫟及星

剌栲；在波緣葉櫟部份，腐朽都較集中在圓盤邊材處及

外圍樹皮，其可能原因為該樹種受到外力干擾後樹皮受

到損傷，而導致真菌感染後從外開始腐朽；在星剌栲部

份其腐朽平均分布在圓盤各處，但和波緣葉櫟不同的是

在圓盤外圍樹皮並未有明顯損傷及腐朽。 

真菌造成活立木腐朽情況，由其侵害路徑及林木部

位可區分為只侵害活立木的心材，而不侵害樹木之其它

活組織之心材腐朽菌，及透過傷口感染樹木之邊材組

織之林木腐朽菌兩大類
[17]

。這些真菌平時主要潛伏土

壤，或是已受到病害之活立木及枯倒木根部或是枝幹的

表面。當林木外表受到損傷而造成的傷口或是林木生

長勢開始衰退時，透過不同傳播方式進行感染
[10]

。本研

究在 169 個已腐朽之圓盤分析及統計發現，該地區次生

林腐朽情況主要在林木根部 0.3 m 處往上延伸至 7.3 m

處，並且集中在林木心材周圍。雖然有少部分樹種如波

緣葉櫟可能是受到外部損傷，由林木腐朽菌侵害而造

成林木腐朽，但目前該地區活立木腐朽成因主要還是

受到心材腐朽菌所害。心材腐朽易造成立木材質下降，

尤其在成熟和過熟林中更爲嚴重。 

(三)腐朽面積率及等級分類 

當腐朽面積越大或嚴重影響木材物理結構、力學性

質而使林木內部材質強度及硬度降低，會造成倒木風險

增加。立木腐朽多數都是受到木材腐朽菌侵蝕而發生木

材在化學及結構上的改變，並在木材上呈現出不同的變

化，其中包括材質顏色、硬度及結構。當腐朽過程到中後

期後，木材內部材質會呈現出纖維狀結構，外觀並呈現

出蜂窩及篩網狀
[11,16]，更嚴重者則呈現出粉末狀腐朽或

是空洞等破壞性腐朽。藉由木材腐朽變化觀察，能瞭解

該林木腐朽是處於那種階段。本研究將 169 個具腐朽圓

盤以人工方式，進行每一圓盤腐朽面積率計算後，配合

圓盤上材質變化，及不同腐朽程度，將圓盤分為 6 級，

並進行腐朽等級上的判定，其結果如表 4 所示。在圓盤

腐朽等級上以中度腐朽之第級 3 佔 30.2%最高、其次為

腐朽程度輕微之第級 1 及等級 2，分別為 27.2% 

及 25.4%。腐朽嚴重之等級 4 至等級 6 ，其所佔比例

為合計為 17.2%。在不同樹種腐朽等級上，大頭茶、港

口木荷及星剌栲以腐朽等級1所佔比例最高，分別為 

83.3%、60.0% 及 50%，而在捲斗櫟則以等級 2 所佔

比例最高為 45.5%，顯示這 4 種樹種雖有腐朽現象，但

情況較輕微；波緣葉櫟及錐果櫟則以等級 3 比例最

多，分別為 46.7%及 42.5%，顯示該兩樹種多數面臨林

木材質劣化、健康下降之趨勢；腐朽最為嚴重之樹種為

長尾栲，腐朽等級4、5 及 6 所佔比例分別為 

17.6%、35.3% 及 17.6%，顯示長尾栲在次生林林分中

具有嚴重傾倒及死亡風險。此外，為想瞭解徑級大小及

不同腐朽等級是否有無相關，將不同等級之圓盤於各段

之數量分布進行分析。由圖 5 結果顯示，腐朽等級 1 之

圓盤平均分散於0.3 m-6.3 m，但 0.3 m 處所佔數量最

高；而腐朽等級 2之圓盤與等級 1 相似，圓盤數量在 

0.3 m-6.3 m 皆都有分布，由等級 1 及 2 圓盤分布來

看，在 7.3 m 內的立木位置皆都有腐朽菌的潛在；等級

3之圓盤主要為變異明顯，有裂痕，顯示腐朽從這等級

已經開始進行，其圓盤數量最多，並集中在 0.3 m、1.3 

m、3.3 m 及 4.3 m；等級 4、等級5 及等級 6 之圓盤

屬於腐朽情明顯至嚴重並分布在 0.3 m-5.3 m 處。結果

顯示不同腐朽等級在立木的不同徑級上皆都有分布，但

由腐朽等級 1 的分布而言，達仁林場之立木腐朽菌侵

襲的路徑可能是透過根部感染或是基部產生傷口感染

後，逐漸往上蔓延。腐朽菌係以菌絲利用寄生之林木木

材細胞，進行蔓延生長，以菌絲分泌纖維及木質素分解

酶，將木材細胞壁、纖維素及半纖維素分解，使材質白

化、腐朽並讓木材材質硬度呈現易碎、粉狀等[16]。因

此，從圓盤上腐朽的情況可推斷該林木受腐朽菌感染程

度、感染時間及腐朽處於何種階段，目前達仁林場次生

永久樣區內活立木腐朽程度上發現大頭茶及港口木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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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樹種圓盤腐朽位置 

Table 3 Decay positions of different species discs 

樹種名稱 
腐朽範圍位置 

合計 
圓盤心材 圓盤中圍 圓盤邊材 外圍樹皮 

大頭茶 4 2 0 0   6 

港口木荷 5 0 0 0   5 

波緣葉櫟 2 2 9 5 15 

捲斗櫟 9 2 0 0 11 

錐果櫟 42 29 2 0 73 

星刺栲 14 13 16 0 42 

長尾栲 10 2  5 2 17 

合計 86 49 28 6 169 

    表 4 優勢樹種林木圓盤腐朽等級情況 

Table 4 Decay levels of dominant tree species discs 

樹種名稱 

圓盤腐朽等級 合計 

圓盤數 等級 1 等級 2 等級 3 等級 4 等級 5 等級 6 

大頭茶 5(83.3) 1(16.7) 0(0.0) 0(0.0) 0(0.0) 0(0.0) 6 

港口木荷 3(60.0) 2(40.0) 0(0.0) 0(0.0) 0(0.0) 0(0.0) 5 

波緣葉櫟 2(13.3) 3(20.0) 7(46.7) 3(20.0) 0(0.0) 0(0.0) 15 

捲斗櫟 4(36.4) 5(45.5) 2(18.2) 0(0.0) 0(0.0) 0(0.0) 11 

錐果櫟 10(13.7) 19(26.0) 31(42.5) 7(9.6) 4(5.5) 2(2.7) 73 

星刺栲 21(50.0) 12(28.6) 8(19.0) 0(0.0) 1(2.4) 0(0.0) 42 

長尾栲 1(5.9) 1(5.9) 3(17.6) 3(17.6) 6(35.3) 3(17.6) 17 

合計 46(27.2) 43(25.4) 51(30.2) 13(7.7) 11(6.5) 5(3.0) 169 

*括號為合計株數之百分比

圖 4 不同段木存在腐朽之圓盤數量圖 

Fig.4 Diagram of different decay discs amount of different 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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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不同等級腐朽等級之圓盤數量圖 

Fig.5 Amount of different decay levels in sections discs

星剌栲腐朽程度多數輕微，但其它樹種都呈現腐朽中

等到嚴重程度尤其是長尾栲。在進行圓盤腐朽等級

判斷時，發現多數具有腐朽之圓盤，其腐朽形狀都

呈現出線狀或是內捲式破裂，顯示這些林木在生長

初或中期時，可能就受到腐朽菌感染，而導致林木內

部有傷口產生，而因林木本身的自癒能力，會將受傷

的部分隔離，或是包覆並停止受傷的地方在擴大，

形成內捲式裂痕，此現象雖不立即影響林木生長，

但實際上對林木生長及材質已造成改變，此外，裂

痕處也易造成林木第二次的破壞，如果林木在同一處

受傷，除了增加未來受感染機率外，新的傷口混合舊

的傷口，容易使腐朽面積比變大，並增加立木伏倒的

機會。

四、結論 

次生林在臺灣低海拔地區為常見之林型，而中高海

拔林型相比，除交通方便之外，在經營管理上也較容易。

臺灣長久以來木材自給率不足 1%，而為響應政府相關單

位所提倡臺灣木材自給率提高之目標，次生林經營將是

未來臺灣林業重要課題之一。本研究透過達仁林場次生

林永久樣區內活立木腐朽調查發現，許多外表看似健康

之林木其實存在嚴重之腐朽問題，尤其是在林分中佔有

優勢之樹種。因此，如何透過有效經營策略，在次生林

林地中進行適當的整理伐，將這些具有腐朽之林木伐

除並移出林地利用。在整理伐後的林地選擇適當樹種進

行造林撫育，以提升進行次生林林分健康、林地生產力

及品質，同時紓解天然林砍伐之壓力，以達森林永續經

營之目標，為未來次生林經營之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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