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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櫸、光臘樹人工林幼齡期樹冠特性及碳貯存量之評估 

林郁評 1)  顏添明 2)* 

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評估臺灣櫸及光臘樹人工林幼齡期之樹冠特性及碳貯存量，研究區域位於臺灣中部雲林縣

古坑鄉，屬於臺灣糖業公司之造林地，每一樹種選擇 3 個不同齡級林分進行分析，採用樹冠參數評估不同齡級林木之

樹冠特性，結果發現相同樹冠參數在不同樹種間存在差異性，在樹冠面積的分析上，應用立木位置圖及樹冠投影測計

樹冠面積，用以計算樹冠競爭指數（crown competition factor, CCF），所得之結果發現臺灣櫸具有較高的 CCF 值（超

過 300%），此外，根據碳貯存量推估的結果顯示光臘樹具有較高的地上部碳貯存量，以齡級 III 為例，光臘樹平均

地上部碳貯存量可高達 3.26 Mg ha-1 y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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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crown characteristics and ability of carbon storage 
for Zelkova serrata and Fraxinus formosana. The study area was located in Gukeng village, Yunlin County of 

central Taiwan and these plantations belonged to Taiwan Sugar Corporation. Three age classes were selected 

for each species. The crown parameters were used to evaluate crown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two species and 

found that the trend of same crown parameters with age classes ha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tree 

species. The tree location and crown projection area were adopted to measure trees for these two tree 

species with different age classes. It could be further used to predict crown competition factor (CCF) for 
plantations. We found that Zelkova serrata had higher CCF values (over 300%) than Fraxinus formosana. 

Moreover, high aboveground carbon storage (ACS) was discovered in Fraxinus formosana and the age 

class III was taken as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mean ACS. It was predicted to be 3.26 Mg ha-1 y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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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平地造林（平地景觀造林）政策為近年來政府所大力

推行的重要造林獎勵政策之一，主要造林的區位為平原

地區，此政策在不同時期所採用的名稱及所訂定之目標

略有差異，如推行之初期稱之為「平地景觀造林」，臺灣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國際化後，無法像過去對農產品有保障，不利於與國外競

爭恐造成大量農地休耕或閒置，政府為能活化土地利用，

遂規劃在這些休耕或閒置土地進行造林，以發放獎勵金

方式鼓勵其造林意願，此舉不但可營造優美景觀的環境，

也可以發揮森林的公益性效能[8,12]。其後因其造林目的不

侷限於景觀美化，而改名為「平地造林」，在政策所規劃

的目標上也趨多元，不僅包括營建景觀環境，也將目前環

境上所重視的植林減碳納入政策目標之中[5,13,14]，迄今平

地造林所營造的面積相當可觀，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之統計資料，平地造林（平地新植造林及林園綠美

化）自 2002 年至 2015 年之面積合計高達 29,400 ha[4,6]。 

平地造林政策自推行以來，臺灣糖業公司（以下簡稱

臺糖）為配合政府造林政策很積極的一個單位，該公司自

2002 年起至 2014 年進行平地造林面積累計 10,938 ha，

高達政府推行總面積的三分之一以上，顯見其在平地造

林所扮演角色相當重要性，其造林區域廣泛分布於臺灣

中部、南部及花東地區[16]。臺糖公司轄區內造林所選擇的

樹種中，以臺灣櫸（Zelkova serrata）和光臘樹（Fraxinus 
formosana）為主要樹種並佔有相當比例的面積，此兩樹

種為臺灣相當具有代表性的闊葉樹種，分布範圍廣闊，皆

可遍及平地至山區，兩者材質優良具多種用途，因此探討

此兩樹種之特性並建立相關之基礎資訊，將可提供未來

平地造林政策效益評估之參考。 
人工林在發展過程可區分為不同階段，幼齡期生長

較為快速、壯齡期漸趨緩、衰老期則生長遲滯，此外在林

木性狀值的表現也會有所差異，尤其是樹冠特性的表現

上尤為明顯[23,26]，為瞭解人工林的發展，基礎資料的建立

相當重要，藉由不同時期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可提供撫育
作業及林木收穫之參考及林學研究之基礎[15,18,26]。本研

究之主要目的包括：(1)建立臺灣櫸和光臘樹不同林分基

本性狀值之資訊；(2)分析此兩樹種不同林齡之樹冠特

性；及(3)推估此兩樹種之材積量、生物量及碳貯存量。 

二、研究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區域

本研究區域位於臺灣中部，行政區域屬於雲林縣古

坑鄉（120°37'15.6"E， 23°37' 58.9"N），為臺糖公司雲

嘉區處所管轄的造林地，研究範圍地勢平坦屬於平原地

區，該區域為臺糖公司配合林務局推行平地景觀造林政

策所造林的區域，根據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所發佈本區域

自 1999-2010 年的氣象統計資料顯示，平均氣溫為 20-

28°C，年平均降雨量 1,500-2,000 mm[3]。本研究選擇此

區域主要造林樹種臺灣櫸及光臘樹進行研究，臺灣櫸造

林時間為 2003、2005、2008 年；光臘樹造林時間為 2003、

2005、2009 年，本研究於 2010 年 10-11 月進行調查，

即調查時臺灣櫸林分之林齡分別為 7、5、1 年生；光臘

樹則分別為 7、5、2 年生，本研究採用齡級區分方式進

行規劃，將各樹種以每 3 年生分為一個齡級，可區分為 3

個齡級（齡級 I：1-3 年生；齡級 II：4-6 年生；齡級 III：

7-9 年生），每一齡級設置 3 個重複調查樣區，每一樣區

面積均為 0.05 ha（20 ×25 m），共計有 18 個樣區，總

面積合計為 0.9 ha。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針對各樣區進行每木調查，記錄各樣區株數，

並測量每木之胸高直徑（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DBH）、樹高（tree height, H）及樹冠參數（crown 

parameter）。 

1.樹冠參數

本研究採用 6 種樹冠參數進行樹冠特性分析，包括：

枝下高（height to live crown, LH）、活樹冠長（crown 

length, CL）、活樹冠比（crown ratio, CR）、枝下高比（live 

clear length ratio, HR）、枝下高與胸高直徑比（living 

clear length to diameter ratio, SR）及樹冠形狀比（stem 

height to diameter ratio, S）等，上列 6 種樹冠參數主

要是根據 Weiskittel et al.[24] 及 Yen[26] 之定義，其中 LH

採用離地面最近的第一支活枝條位置進行計算，而 CL=H

－LH；CR=CL/H；HR=LH/H；SR=LH/DBH；S=H/DBH
[24,26]。本研究分別計算上列 6 種樹冠參數在不同齡級之

變化，並以平均值和標準差表示。 

2.樹冠密度

為量測不同齡級林分之樹冠密度，本研究於各樹種

不同齡級中選擇 1 個樣區，進行立木位置及樹冠投影圖

之繪製，樹冠投影圖主要係以 Baldwin et al.[19]提倡之八

方位樹冠調查方法進行繪製，將樣區內每株林木樹冠投

影圖繪製完成後，再以 Krajieck et al.[22]所提出之樹冠競

爭指數（crown competition factor, CCF）概念計算樹冠

密度。有關 Krajieck et al.[22]原提出之 CCF 公式係計算林

地上每一單株林木的最大樹冠面積（maximum crown 

area, MCA），即相同 DBH 林木在開濶地區可能之樹冠

面積的最大值，再將林地上所有林木之 MCA 累計所得之

值和林地面積（land area, LA）相比（ƩMCA/LA），以評

估林分密度，CCF 值一般採用百分比（%）表示。然而本

研究並未實際量測與樣區內相同 DBH 林木於開濶地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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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之樹冠面積最大值，因此直接採用單株樹冠投影面積

（crow projection area, CPA）進行計算，之後將樣區內

各林木之 CPA 合計，除以 LA，即 CCF=（ƩCPA/LA）×

100%。因此本研究計算所得之 CCF 值，應會較 Krajieck 

et al.[22]所提出之 CCF 值為小。 

3.林分材積、地上部生物量及碳貯存量

本研究進行林分材積、地上部生物量及碳貯存量之

計算可分為下列步驟。林分材積量的計算主要是依據樣

區內每木調查的資料為基礎，將各樣區調查所得之每株

林木之胸高直徑和樹高資料，配合王兆桓[1]所建立全國性

臺灣櫸及光臘樹兩樹種之立木材積式（臺灣櫸之樣木數

90 株，造林年度 1991-2005；光臘樹之樣木數 90 株，

造林年度 1990-2005），進行立木材積之推估，有關臺灣

櫸及光臘樹之立木材積式，如（1）、（2）式所示
[1]。 

V 臺灣櫸 =0.000218559×DBH1.92770×H0.30687 （1）

V 光臘樹 =0.000222535×DBH1.74560×H0.56023 （2） 

（1）式為臺灣櫸材積式，其 R2
adj=0.957；

（2）式為光臘樹材積式，其 R2
adj=0.946；

V：材積；DBH：胸高直徑；H：樹高

再將各樣區內單株林木材積合計，以獲得林分材積

（本研究以每 ha 之材積量表示）。 

林分地上部生物量為林木材積扣除含水率所得之乾

重，一般可採用絕乾比重（oven-dried specific gravity）

進行計算，即由木材置於烘箱（105℃）至絕乾重時，其

單位體積所含之質量，將木材體積乘上絕乾比重即可獲

得林木之生物量
[9]。由於臺灣櫸和光臘樹為臺灣重要的闊

葉樹種，過去已有研究進行此兩樹種絕乾比重之分析，本

研究採用林裕仁等[9]分析臺灣櫸及光臘樹之絕乾比重為

依據，兩樹種之絕乾比重均為 0.73 g cm-3 (或 Mg m-3) ，

進行生物量之推估，其計算式如（3）式所示
[9]。 

B 臺灣櫸和光臘樹 =V×0.73 （3）

（3）式中，B：生物量； V：材積。

碳貯存量之推估可採用生物量進行轉換，即生物量

之碳含量百分比（percent carbon content, PCC）或稱

為碳濃度（concentrations of carbon），一般以生物量

轉 換 碳 貯 存 量 可 採 用 政 府 間 氣 候 變 化 專 門 委 員 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所認定的 50%做為轉換係數，即林木中碳素的含量為生

物乾重的 50%。雖然在推估大區域或之前未曾測得的樹

種可採用 50%做為林木的含碳量，然而 Yen et al.[25]指

出，若樹種本身的 PCC 已測得，在計算林木碳貯存量時

應儘可能採用該樹種的 PCC 做為轉換係數，以估算較精

確之碳貯存量。由於此兩樹種之 PCC 過去已發表，茲引

用林裕仁等[9]所測定之數值，臺灣櫸及光臘樹之 PCC 分

別為 47.66%及 46.83%為基準，進行兩樹種地上部碳貯

存量之推估，其推估式如（4）、（5）式所示
[9]。 

C 臺灣櫸 =B×47.66% （4）

C 光臘樹 =B×46.83% （5） 

（4）式為臺灣櫸之碳含量推估式；（5）式為光臘樹之碳

含量推估式；C：碳貯存量；B：生物量。 

三、結果與討論 

（一）林分平均胸徑、樹高與林分密度 

有關臺灣櫸及光臘樹不同齡級之平均胸徑、樹高及

林分密度之統計結果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知不同樹種在各齡級之胸高直徑、樹高及

林分密度等性狀值分布，部份性狀值的變化並未具規律

性。Clutter et al. [21]指出，林分密度和地位為影響人工

林發展的兩大重要因子。亦即若林分密度和地位在可以

控制的條件下，如在開始栽植採用相同之株數或選擇相

同的地位進行研究，則林分的生長收穫的表現會呈現較

為一致性的趨勢。然而本研究在林分密度上並非各林分

皆採用相同的株數進行栽植，在平地景觀造林技術規範

上原訂定之造林株數為 1,500 trees ha-1，之後每年容許

部份的死亡比例，因其可能由於病蟲害或部份林木的生

長勢較差而遭淘汰。因此一個正常的林分栽植株數隨時

間的變化是呈現遞減的倒 J 型，而此倒 J 型曲線的相對

遞減量則受到原始栽植密度的影響[2]。然而由表 1 可知

兩樹種之林分密度在不同齡級有頗大的差異，如臺灣櫸

在齡級 I 之林分密度高達 3,133 trees ha-1，但齡級 III

之林分密度（1,500 trees ha-1）卻反較齡級 II（1,287 

trees ha-1）為高；光臘樹在齡級 I 之林分密度為最低，

僅 967 trees ha-1，齡級 II 為最高（1,807 trees ha-1），

齡級 III 次之（1,647 trees ha-1），顯見不論臺灣櫸或光

臘樹不同齡級之林分在開始栽植所採用單位面積的株數

並不一致，致無法有效解釋林分密度隨時間的改變量，

僅能由林分現況瞭解其現存株數的數量。一般胸高直徑

和樹高隨時間之增加而增加，但由表 1 可發現，臺灣櫸

之胸高直徑和樹高在齡級 III 反較齡級 II 為低，此可能和

林分密度的不同或地位之差異有關。綜合以上的結果得

知，本研究所採用不同齡級林分進行分析林分性狀值並

無法完全解釋林分性狀值隨時間的變化，由於林分本身

特性差異性頗大，僅能呈現林分的現實狀態，不宜過度

推論或進行比較，如要比較齡級差異對生長量之影響，

應採用相同林分進行連續性調查，以瞭解其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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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灣櫸及光臘樹林分於不同齡級之平均胸高直徑（DBH）、樹高（H）及林分密度 

Table 1. The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DBH), tree height (H) and stand density for Zelkova serrata and 

Fraxinus formosana plantations with different age classes. 

1) Mean±standard deviation

（二）樹冠參數

本研究為瞭解臺灣櫸及光臘樹之樹冠參數在不同齡
級之變化趨勢，分別進行不同樹冠參數之計算，由於研

究的重點在於建立樹冠參數之基礎資訊，並非比較其在

不同齡級間是否有所差異，因此將兩樹種之不同樹冠參
數在齡級之變化趨勢繪成圖形，所得之結果如圖 1 及2 

所示。 

由圖 1 可知，臺灣櫸之樹冠參數和齡級的關係基本

上可分為三種型態，包括：樹冠參數隨齡級增加先增加

而後再遞減（LH、CL 及 CR）；樹冠參數隨齡級增加先

遞減而後再遞增（HR 及 SR）；樹冠參數隨齡級增加先

遞減而後持平（S）。由圖 2 可知，光臘樹之樹冠參數和

齡級的關係也可分為三種型態，包括：樹冠參數隨齡級

增加而增加（LH 及 CL）；樹冠參數隨齡級增加先遞減而

後再遞增（CR）；樹冠參數隨齡級增加先增加而後再遞

減（HR、SR 及 S）。由以上所得之結果發現，兩樹種之
樹冠參數隨齡級變化趨勢有很大的差異。由於本研究之齡

級屬於幼齡期，且不同齡級之林分密度有所不同，加上闊
葉樹的樹冠一般較針葉樹形狀分歧性較高，所以目前所得

之結果仍較難以歸納出兩樹種在樹冠參數的變化有何共通
的特性。然而樹冠參數為量化樹冠的指標，在過去的研究

上可用以解釋生長、林分密度、疏伐作業所造成樹冠特性

的差異  [19,24,26] 。此外，Yen[26]指出，應用樹冠參數進行

樹冠特性的量化較樹冠剖面曲線式 （   crown     profile

 equation）容易操作，雖樹冠參數並無法像樹冠剖面

曲線式可提供樹冠隨不同林木高度變化的具體資訊，但

藉由瞭解不同樹冠參數的特性，可分析林木因生長、競

爭或環境特性差異所造成樹冠特性的改變。過去研究樹

冠特性隨林齡的變化，有些研究採用相同林分在不同時

期的調查資料進行分析，此方式可排除環境差異所造成

的影響，而本研究樹冠參數於不同齡級的變化是來自於

不同的林分，其環境差異可能對樹冠特性造成影響。另

外，由於本研究之齡級仍屬於幼齡期，且林齡相近所以

較難有系統歸納樹冠參數在齡級間變化的特性，未來應

持續調查樹冠特性，以瞭解其變化趨勢。 

（三）樹冠投影及樹冠競爭指數

茲於兩樹種各齡級中各選擇 1 個樣區進行樹冠幅量

測，採用 Brisson[20]提倡之八方位樹冠進行繪製，所得

之立木位置及樹冠投影圖如圖 3 及 4 所示。經由圖 3 及

4 計算所得之樹冠面積合計值除以株數可換算平均單株

樹冠所佔面積，臺灣櫸齡級 I-III 分別為：10.4、27.2、

21.2 m2 tree-1；光臘樹齡級 I-III 則分別為：7.0、

11.0、8.8 m2 tree-1。茲將林分內單株林木之樹冠投影

面積累加，除以林地面積所得之 CCF 值如圖 5 所示。由

圖 5 可知臺灣櫸各齡級具有較高的 CCF 值（皆超過

300%以上，齡級 I-III 分別為：300.6、337.4、

334.2%），相較於臺灣櫸，光臘樹的 CCF 值則較低（齡

級 I-III 分別為：81.0、204.4、151.6%），亦即表示臺

灣櫸的樹冠較為鬱閉，而此結果亦可由圖 3 及 4 兩樹種

之立木位置及樹冠投影圖得知此情形。 

CCF 值雖可做為林分鬱閉度的參考，但是仍須考慮

不同樹種樹冠的特性[11,17]。如有些樹種樹冠較為稀疏，

樹種 性狀值 
齡級 

I (1-3 年生) II (4-6 年生) III (7-9 年生) 

臺灣櫸 DBH (cm) 3.31±0.411) 7.20±0.55 6.50±0.28 

H (m) 3.30±0.22 5.82±0.46 5.09±0.16 

Stand density (trees ha-1) 3,133±620 1,287±136 1,500±92 

光臘樹 DBH (cm) 3.45±1.22 8.10±0.60 9.91±0.36 

H (m) 2.08±0.46 7.52±0.48 7.66±0.28 

Stand density (trees ha-1) 967±168 1,807±50 1,64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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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具較高的 CCF 值但可能對生長的影響並不明顯，所以

如要有效的解釋 CCF 對生長的影響，除須考慮樹種的特

性外，也要加入不同時期調查所得的生長資料進行分

析，而本次研究主要進行基礎資料之建立，初步的結果

可瞭解林分的鬱閉狀態。 

立木位置及樹冠投影圖除了可表示立木所在的位置

及樹冠量的多寡外，結合此二者可用於計算與林木間彼

此距離有關的競爭指數，如能配合林木生長資料，可進

而分析競爭對生長的影響，而立木位置及樹冠投影圖在

延伸應用上很廣泛，如孫正華等[11]
曾應用距離相依

（distance-dependent）的 Hegyi 競爭指數規劃惠蓀

林場針闊葉混淆林林相改良；李隆恩、顏添明[7]則採用

競爭指數預測紅檜人工林單木生長，所得之結果可提供

疏伐撫育作業時疏伐木選擇的參考。 

圖 1. 臺灣櫸不同齡級之樹冠參數（垂直線段的長度為平均值±1 個標準差） 

Fig. 1. The crown parameters for Zelkova serrata with different age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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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光臘樹不同齡級之樹冠參數（垂直線段的長度為平均值±1 個標準差） 

Fig. 2. The crown parameters for Fraxinus formosana with different age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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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灣櫸不同齡級之立木位置及樹冠投影圖 

Fig. 3. The tree location and crown projection area for Zelkova serrata with different age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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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光臘樹不同齡級之立木位置及樹冠投影圖 

Fig. 4. The tree location and crown projection area for Fraxinus formosana with different age classes. 



圖 5. 臺灣櫸及光臘樹不同齡級之樹冠競爭指數 

Fig. 5. The values of crown competition factor (CCF) for Zelkova serrata and Fraxinus formosana 

plantations with different age classes. 

（四）林分材積、地上部生物量及碳貯存量

根據（1）、（2）式推估兩樹種之林分材積，再以絕乾

比重值（3）式進行生物量之推估，之後以（4）、（5）式

將生物量根據不同樹種之 PCC 轉換為碳貯存量，所得之

結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臺灣櫸及光臘樹之林分材積、地上部生物量及碳貯存量 

Table 2. The stand volume, biomass and carbon storage for Zelkova serrata and Fraxinus formosana plantations 

with different age classes. 

1)
Mean±standard deviation

由表 2 可知，除了光臘樹在齡級 I 其林分材積、地上

部生物量及碳貯存量較臺灣櫸低外，其餘各齡級皆以光

臘樹較高且高出很多，以齡級 III 為例，該樹種均為 2003

年造林，至 2010 年生時為 7 年生，如將其換算為每年平

均之地上部碳貯存量可高達 3.26 Mg ha
-1

 yr
-1

。由本研究

的結果也可發現，由於受到林分密度的影響，不同齡級林

分在材積上有較大的差異，因而影響碳貯存量，由於本研

究的林分仍屬幼齡期，其碳貯存量有待後續調查分析。有

關闊葉樹人工林的碳吸存能力評估，洪千祐、顏添明
[10]

曾

分析臺灣過去所發表有關闊葉樹碳吸存的文獻，其平均

值為 2.20±1.07 Mg
 

yr
-1

 ha
-1

，以本研究光臘樹齡級 III

林分之地上部碳貯存量 3.26 Mg
 

yr
-1

 ha
-1

，和此值進行

比較，可發現其雖介於平均值±標準差的範圍內，但接近

於範圍內的上限。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臺灣中部地區臺糖公司雲林區處所管轄的

造林地之兩種主要造林樹種臺灣櫸及光臘樹為研究對象，

樹種 性狀值 
齡級 

I (1-3 年生) II (4-6 年生) III (7-9 年生) 

臺灣櫸 Volume (m
3
 ha

-1
) 11.30±2.45

1)
 25.29±3.83 22.66±1.12 

Biomass (Mg ha
-1

) 8.23±1.79 18.46±2.79 16.54±0.82 

Carbon storage (Mg ha
-1

) 3.92±0.86 8.80±1.33 7.88±0.39 

光臘樹 Volume (m
3
 ha

-1
) 4.05±3.39 54.80±7.99 66.85±0.46 

Biomass (Mg ha
-1

) 3.01±2.42 40.01±5.83 48.80±5.84 

Carbon storage (Mg ha
-1

) 1.41±1.13 18.74±2.73 22.85±0.16 

0

100

200

300

400

齡級I 齡級II 齡級III

C
C

F
 (

%
)

臺灣櫸

光臘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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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不同齡級探討樹冠特性及林分材積、地上部生物量

及碳貯存量，所得之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由基本資料的分析得知，兩樹種之林分密度在不

同齡級有頗大的差異，如臺灣櫸之林分密度在齡級 I 高達

3,133 trees ha
-1
，而光臘樹在齡級 I 為最低，僅 967 trees 

ha
-1

，而胸高直徑和樹高一般應隨齡級的增加而增加，臺

灣櫸之胸高直徑和樹高在齡級 III 反較齡級 II 為低，此可

能和林分密度或地位有關，有待後續調查這些林分的發

展，以瞭解其原因。 

二、樹冠參數在不同齡級的變化趨勢於兩樹種間有

很大的差異性，即相同樹冠參數會因樹種差異而有所差

別。 

三、立木位置及樹冠投影圖除可表示立木的位置及

樹冠面積外，也可用於瞭解林木是否生長過密，及提供疏

伐撫育作業時疏伐木選擇的參考，在相同齡級中臺灣櫸

的 CCF 值較高，即臺灣櫸的樹冠較為鬱閉，而此結果亦

可由立木位置及樹冠投影圖反映出此情形。 

四、本研究以林分材積推估地上部生物量，再行推估

地上部碳貯存量，因此這三個介量在兩樹種不同齡級間

的變化趨勢呈現一致性，其中光臘樹具較高的地上部碳

貯量，其齡級 III 之年平均值為 3.26 Mg ha
-1

 yr
-1

。 

五、本研究所得之結果可瞭解平地造林兩種主要樹

種臺灣櫸及光臘樹之幼齡期的樹冠特性及碳貯存能力，

由於不同齡級間林分特性有所差異，因此僅能就林分現

況進行分析，未來如要呈現林分生長或樹冠特性隨時間

之變化，應進行後續調查，以瞭解其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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