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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尺度森林地覆分類系統之建立(2/3)
Developing the Multi-scale Forest Land Cover Classification System (2/3)
《摘要》
森林生態系經營的對象依層級(Hierarchy)和尺度(Scale)而不同，生態系可以應用地景生
態學(landscape ecology)與層級理論(hierarchy theory)來定義不同生態組織等級間的關係。而
生態系的描述如生態系的組成結構、功能與變化過程，則可以由經營者來定義。森林生態系
裏，林木組成林分，林分又為森林地景的組成分，這種組成在不同時間、空間尺度下，亦呈
層級分布。自然環境的限制與人類經營管理行為和干擾影響森林的組織、結構、格局與生長
變化。而此皆可用不同層級、時間尺度與空間尺度，來加以描述。而 GIS 正是整合資源與環
境資料庫以提供不同層級、時間尺度與空間尺度分析的很好工具。
本研究，(一)由森林生物因子與生育地因子說明，建立於 GIS 的台灣森林生態系多尺度
資料庫與資訊庫內容與來源；(二)4S 科技於多尺度資料收集、貯存上之應用；(三)利用 GIS
擷取地理資料建立多尺度空間推估模式與時間預測模式；(四)探討如何應用 GIS 在台灣全島
多尺度生態分區與行政分區的分類上；(五)全島生態分區及行政分區層級對生態系經營的生
物生態與社會經濟的準則與指標值所造成的影響。另外，(六)如何以 GIS 的分析技術探討應
用生物生態與社會經濟的假設情境來模擬評估各種策略與經營管理措施對森林生態系林木、
林分與森林地景等多層級影響變化；(七)資訊尺度擴大問題；(八)建立多尺度生態系長期監
測系統；(九)結合 GIS 與地景生態系，加速空間多尺度森林模擬於生態系經營規劃上之應
用；(十)完成生態系適應性經營計畫；以完成生態系經營的精髓。
一、前言
由過去的研裏發覺，地面調查、不同高度（尺度）遙航測資料收集、建檔、分析之地覆
分類系統，宜加以整理探討，以森林生態系這麼複雜、資料收集之載台、感映器亦是這麼多
樣性，在森林資料經營與土地利用規劃使用中，我們不能不使用分類，將相似的物體歸類到
某些階級內，使我們經營更方便、更易於瞭解、記憶以方便經營管理。由數位地形模型
（DTM）、地面調查已有圖籍資料、造林、伐木位置等經營管理圖籍，配合高、低空航空
照片與多光譜掃描、衛星遙測等不同高度載台所獲資料之判釋分析、影像分析、空間分析等
技巧與群叢、植生、林型、土地利用型經營規劃的觀念，建立多尺度森林地覆分類系統。詳
細分述如下：
(1)已有地面調查資料－整合資源調查與生長收穫研究調查、生態研究調查樣區資料等
過去設立之研究樣區的調查資料進行現場定位、對位，再配合過去利用航照判釋之
土地利用型圖、航測所建立之 DTM 資料等空間圖籍與屬性檔，彙整於地理資訊系
統。
(2)過去已記錄之經營管理資料─如造林台帳、伐木台帳、工程建造之設計竣工圖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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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將集、數化、建檔、分析，以建立資源經營管理、森林地覆、土地利用之分類
系統。
(3)由不同飛航高度之航空攝影及空載多光譜掃描資料，建立航空森林地覆分類系統。
(4)衛星遙測資料，建立衛星遙測森林地覆分類系統。
(5)整合(1)(2)(3)(4)利用整合性分類法（Integration of Classification Approach）檢討完成
不同尺度森林地覆分類系統。
二、前人研究
(一)層級理論與尺度考量
在生態系的研究裏，“尺度＂是一非常重要的因子，如森林組成、結構、生物歧異度、
森林動態、干擾過程等，都與尺度有關。在不同的時間、空間尺度下，其生態系的結構與功
能，也會產生不同的影響。單株或林分層級的推估、預測模式，應用於地景層級裏，則會因
為在地景層級的活動過程，而更顯得複雜。
Laurance (1991)、Chen et al. (1992)在森林地景邊緣研究發現，當前森林地景邊緣的現象
是由其附近地覆型所造成。所以，通常地景受單獨的鑲嵌體作用並不重要，而是由於鑲嵌體
間有互相作用，所以整個地景的性質與過程不是簡單地累積鑲嵌體的性質、過程即可。這些
鑲嵌體間的互動或逐漸變化所造成的影響，不能被忽略，而這種逐漸變化所造成的影響，應
由更大、更廣的地景來探討(Bedford, 1996)。
地景生態學尺度劃分的工作在於使觀察的現象，可以更簡化、更清楚說明。在不同空間
與時間尺度下決策，若資訊的尺度過於精細或過於粗放，都將模糊決策的焦點。因此，決策
時需要有明確、合理尺度的資料來源。所以，選擇適當的空間及時間尺度，對瞭解生態系是
很重要的工作。馮(1996)指出應用多尺度空間決策系統，需考慮不同空間尺度－全球、區
域、地區、林分、單株之性態值的現況、功能與變遷，才能掌握某時點、各空間層級的性態
值組成與結構。
(二)集水區為生態單元
森林生態系經營應以集水區為劃分，以集水區為經營管理、監測的基本單元較為適當。
集水區通常由分水嶺來定境界。Ruth (1997)在地景層級研究裏，將集水區視為基本土地經營
單元，探討集水區內生態系能流、物流的情形。林昭遠(1999)利用數值地形模型，建立集水
區動態查詢系統，以獲得集水區、地文與水文的資訊。鄭祈全等(2000)利用數值地形模型，
自動判釋可以河流級序及搜尋出水口，建立多尺度的生態單元以界定多尺度的集水區範圍。
(三)地景生態學
地景生態學是一種科技整合、跨領域的研究，但是存在一些問題，如各領域的引用與實
際各學科的發展，觀念上有大落差，如地理學家用老的生態觀念，而生態學家用老的地理觀
念。
-2-

<D:\馮豐隆 20121224\C-1 及 E.馮豐隆-研究計畫報告\1.研究計畫報告全文檔\0.壓縮檔\69649-1\多尺度 2000 報
告.doc>2012/12/28

尺度的層級(hierarchies of scale)亦即吾人稱的觀測尺度，其可表示不同事件，因為尺度
以連續行為表示改變區分不同層級的型態(Lousins, 1993)，使得層級的平均值易於判別，所
以選擇觀測尺度是探討地景生態學很重要的工作。尺度改變，其觀測的範圍改變，數量會改
變，亦影響到觀測現象的型態，亦即現象因觀測尺度不同而呈現不同的事件，所以生態系主
要由觀察者決定其聚集物體的邊界。
為了尋找基本的生態單元，導致許多生態學家去建立生態現象的層級系統，也造成了許
多不同種類的層級系統，如界、門、綱、目、科、屬、種的分類層級(taxonomic hierarchies)
係由有否演化歷史關連而來(Grene, 1987)；而群叢－族群－血源族群(dame)和生物圈－生態
系－有機體，則為不同形態(Cousins, 1988)，因為群叢層級是一種觀念的層級，而不是物理
的物件。
Cousins (1993)認為地景生態學係由生態、人類與生物界的過程(processess)，造就生態複
合體(ecological complex)、人為複合體(anthropo-complex)和生物複合體(ambio-complex)，然
而這些地景生態學的觀念複雜性，可以使用層級理論(hierachy theory)來簡化。
(四)層級理論
層級理論(hierachy theory)在生物生態層級中，當某一層次所含的組成分，彼此結合成更
高一層時，會產生新的功能特性，同時分解複合體(complexes)成為強作用或弱作用的組成
分。Simon (1973)認為在某層級的物件與其上層或下層內物件是獨立，具較弱的相關，為獨
立個體的聚集，而同層級的物件則有強的相關性。Rowe (1961)指出這些物件是由結構關連
的部分所組成的聚集體，但在組織結構上並不是整合一起的。其實，森林的組成就是這樣，
由許多植物個體聚集在一起，而不是整合成一個森林的物件。藉由具地理位置座標的生態資
料的貯存、分析，將可使這些空間資料，在建立多尺度的生態研究與生態系經營上，相當有
用。
(五)多尺度
Ruth (1997)利用地面調查資料、航空照片、衛星遙測影像等三個空間尺度的資料，探討
土地利用的變遷。楊曼蕾(1996)利用 Landsat TM 影像、空載影像及由航照判釋的第三次資源
調查隊判釋的惠蓀林場地覆資料，以建立分類系統。
其實，利用不同高度載台所獲得的不同尺度的地覆空間資料，可建立於相同地理資訊系
統中，提供不同空間層級的生態系研究及經營所需資訊。而多尺度生態空間資訊，可以提供
不同尺度下，生態系功能與結構的推算與評估。所以需要利用 GIS 建立多段取樣(Langley,
1969)。Childress et al. (1999)利用網格數值資料型態的空間分析方法，結合樣區、生物社會
及地景三個層級的資料，進行資料歸併(aggregation)及細分(subdivision)，以分析各尺度間的
特性。目前，網格數值型態的資料是最簡單、最原始的資料，可以利用其展示與分析。
Woodmanses (1970)描述在空間尺度下，生態單元的層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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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land, Avers et al. (1997)論及生態單元的國家層級架構，由全球、州、地區、次地區、
地景、土地單元來討論層級。生態系必須以層級分類(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Kimmins (1989)使用生態輪伐期(ecological rotation)表示生態系在經過干擾後，回復到其
未干擾前的狀況所耗費的時間。
Turner et al. (1993)質疑回到干擾前狀況或均衡(equilibrium or homeostatic stability)的觀
念，在一定的改變率和適應環境是否可以應用到族群。
(六)不同尺度資料來源
目前獲得森林生態系、經營管理資料，除了過去已有的資料外，更新及新增之資料更是
不可缺乏，而這些資料來源主要包括有(1)地面資料（ground work）(2)航空遙測（airborne
remote sensing）包括航空照片（aerial photos）、錄影影像（video）及多光譜掃描影像
（multispectral scanning imagery）(3)衛星遙測（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1.地面調查資料
設立具代表性、逢機性、科學性的森林永久樣區，進行調查規劃，配合經營決策者
的重視，執行調查人員的技術與敬業精神等，則可改進資料及資訊的品質，如果再配合
全面或更大範圍（即族群）的資訊與持續一致的調查與分類系統，則可建成較理想的資
料庫。台灣在 1989～1995 年內，花費約二億，動員數十人，進行全省資源調查。獲地
面樣區 4,002 個航空照片樣點，位於林區內有 1,996 個，航空照片判釋樣點有 3 萬多
點，土壤剖面調查資料。而當今樣區資料都已建檔，且各事業區又有土地利用型、郁閉
度及材積級圖等主題圖籍資料，如何整合這些空間，非空間資料為一易於查詢的資料庫
系統，使各及林分樹種組成、林分結構、林分蓄積，甚至樣區內之樣區之樣木位置圖與
樣木的樹種別、胸徑、樹高等調查資料，皆可容易查出，更而檢討各樹種、林分、林
型、景觀種類與地理位置、坡度、坡向、海拔高等環境因子，及其他生物間種類、數
量、大小的關連，以為建立全省永久樣區長期觀察之參考及生態系經營資訊之依據。另
外，經營測計與生態方面的研究、樣區的設立與調查資料、經營管理的造林台帳、伐木
台帳、工程建造之竣工圖，皆是很珍貴的地面資料。
2.航空遙測資料
航空遙測即利用高、低空飛機、氣艇、氣球等載台，進行地面航空照片（aerial
photos）、錄影影像（video）與光譜掃描影像的資料收集。
a.航空照片（aerial photos）─
全面或更大範圍的資料，則需由航空遙測或衛星遙測來掌握，否則"只緣身在
此山中，不知廬山真面目"。然過去在航空測計上，尚有許多缺失，如航空照片更
新速度跟不上地景的改變速度，且由航空照片，人為判釋技巧往往需具有許多經
驗，精度才能提高，且各專家間亦常常有許多出入，尤其在沒有涵蓋所有土地利用
型、林型之航空照片之分類對照圖，及更新完整的空中材積表，或各種樹冠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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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樹冠鬱閉情形、結構、組織、狀況等資料以利與地面量測變數建立相關函
數），地景等科學化指標，可以進行自動監視判釋，則數位化航空照片較能發揮其
精度效果。
由於過去台灣的航空照片大部分還是黑白且沒有較準確的定位座標之標示，以
致要利用光譜（spectral）或空間（spatial）因素來發展自動化判釋分析，更而自動
植入地理資訊系統中則有困難。若要利用過去航空照片，目前只能就人為針對形
狀、大小、色澤、色調、陰影、組織排列等加以判釋。有了該地地理資訊系統設立
配合永久樣區規劃統計，則可利用不同高度的航空遙測資料進行多尺度取樣之數位
相機調查資料組合，以方便未來有關森林生態系性態值的推估、預測與土地利用型
圖、林型圖、林木活力分布圖、空地分布圖等不同解析度、不同主題圖之製作。
b.錄影（Video）影像─
將具有 GPS 座標、時間，架設於輕航機或遙控飛機／直昇機／觀察家 EM 初
號機上的錄影機，可以很快速、很機動地獲得較大範圍的資料，且以幾乎及時且大
家熟悉的畫面展現，更可分析各種彩色畫面的光譜與空間，以及物理、生物因子間
關係，其結果可以(a)驗證由其他方法所獲得的資訊，如土地利用型、植生分布圖、
森林、河流間的關係變化。(b)動態影像資料易於引起大家的興趣，可提供公共參
與（public involvement）及經營管理決策，更實際的資訊。(c)可提供經營者所需資
訊，如倒木狀況、每公頃枯木數量、甚而森林健康狀況、生產活力、野生動物棲息
環境的掌握、地面調查設計、經營管理作業規劃上。(d)監測計劃擬定、執行以及
地面樣區的管理。(e)結合於地理資訊系統中，由疊圖、比對、瞭解、模擬、預測各
種變遷。(f)可以做目標計劃之結果推估，使用圖型表示，更而透過網路展示林分或
地景層次狀況。凡此種種皆可以說明錄影帶在未來森林生態系經營、適應經營管理
上，皆具有相當的潛能。
c.光譜掃描影像─
在航空遙測與衛星遙測上，常利用空中掃描儀（scanner）所產生之瞬析視野
（Instaneous Field of View, IFOV）以決定解析度，再依地面物體的反射能或輻射能
之特性，收集地面資料或影像照片，經數位化後儲存於高密度磁帶（HDDT）上，
再經轉換成為一般電腦用磁帶（CCT），目前在台灣飛機載設的光譜掃描儀其帶數
有 11 帶，未來也可與衛星同，可達 30 個光譜掃描帶。
3.衛星遙測
衛星軌道一定，掃描、照攝的角度、範圍固定，再加以 A.大氣條件（atmospheric
conditions ） 不 同 ； B. 儀 器 光 譜 調 度 （ instrument calibration ） 不 易 ； C. 波 度 選 擇
（waveband width selection）不一，且解析度與影像分析技巧上的種種限制，導致衛星
影像分析效果精確度的不足，而導致同樣時間、地點的衛星影像資料，其分析結果迥異
等缺點。但在"未來世紀的衛星資訊（Landsattelliet Information Next Decade）"報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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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陸地衛星解析度可達到 1 公尺，將可解決一些限制，但固定掃描、照攝的角度、軌
道一定，配合其它資源工具與分析，將可使衛星影像資料更據實用。目前大地衛星
（landsat 5）有 7 個光譜掃描帶，1998 年發射的 landsat 7 則內有 30 個光譜掃描帶，但
飛射失敗。
(七)分類系統
有了資料，要讓不同的來源資料能成為政策擬定，經營管理、科學進展的資訊依據，則
必須靠分類技術配合分類系統使資料成為資訊。
土地、地覆與資源分類有三個基本目的：(1)政策形成所需的資訊提供；(2)提供土地經
營 所 需 資 訊 ； (3) 土 地 經 營 者 之 內 及 之 間 的 定 位 （ coordination ） 。 前 (1)(2) 項 用 層 級 式
（hierarchical）分類系統即可，第(3)項則在標準分類上有強烈的爭議（Frayer, Daris and
Risser 1978）。
許多不同的分類方法被研發且應用於地方尺度（local scale）、區域尺度（regional
scale）與全球尺度（global scale）分類上。分類方法（taxonomic approach）一般皆將具類似
性質的區域歸類成相同群，在區劃方法（regionalization approach）下，將土地劃分成以空間
格局（spatial patterns）為基礎的自然單位，這些歸群影響資源使用與自然過程。所以適當的
系統即依此需要的資訊種類而定。
在最佳分類系統上做決策是土地經營者所要面對的最大挑戰。最明顯的困難是有那麼多
具不同尺度、不同解析度系統，每一種森林有關的領域皆有許多不同的分類方式，每一個土
地經營單位亦皆有許多分類系統。每一個地理區有不同的使用方式，也使用不同的分類方式
來區分，即使相同的圖徵，有時也由不同名詞來描述且有些名詞有許多不同的意義。一般分
類的用語必須包括專有名詞（terminology）和定義（definitions）。以述說土地與資源分類
的重要方法，且必須澄清專有名詞、觀念、方法、尺度和應用上的混淆。
1930 美國聯邦政府開始對某一資源做資源調查、瞭解其範圍和其發展的計畫。1950 年
代後期，則認為採用單一資源分類，應用太有限了！主要是因為缺乏一個一致和整合的分類
系統，同時，土地經營者也意識到生態系具有整合與多尺度的性質亦認為資料的品質、空間
格局和歸類在資源評估上非常重要。這種改變有許多理由，其中之一為對環境品質的重視，
其二認為各土地單元具多種資源的價值，其三為資源、物理徵象和整體環境是緊密相關連的
（Bailey, Pfister and Henderson 1978）。最近土地和資源分類的目標則擴展至提供物理徵
象、資源的分布和其間交互作用的性質的必要資訊。現在要問的問題是"那些方法可以應用
到複雜和具交互作用的地景上"？以下針對分類上有關問題，加以比較說明：
1.單一分類因子／多分類因子比較
若要更自然、更有用的話，分類系統一定要基於許多性態值，但當使用時，只有那
些知道有影響的因子才能選擇且加以權重，但是採取更多權重時，人工分級的影響就更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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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單一層分類與層級式分類（Single level vs.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土地規劃者，對層級式的分類有相當的關注。層級式分類對不同層級規劃上有很大
的使用價值。層級式形成物件順序的級等，所以其間的關係可以知道，每一個高階等是
由其下階等彙集而成，每一階等是與其他階等是互相排斥的（mutually excessive）。假
如知道某一階等是在某一層級系統的某一層級，那麼使用者，即知道位在其上的其他階
等。如系列（series）/棲息地型（habitat types）/類型（phases）。倘若可以確實地分類
辨別到層級的最低階，則該資料可以重新歸群到供不同目的的不同層級系統內。譬如：
棲息地型或類型。
Baileys(1976)繪製的 1：7,500,000 生態區圖（ecoregion map）即是以層級構造建立
而成，最小的地圖單元是由大範圍內分出的細分項（subdivision），所以在較大單元裏
不須以最小單元直接加以比較，而由更上層級比較即可。
3.彙集（Aggregation）與細分（Subdivision）
分類可由彙集或細分來建立。彙集：即將個體依相似性，將其歸類到某等級裏，相
反的細分是將全體（或陸域）分成許多小小單元及一般規劃。分類學（Taxonomies）是
基於彙集，而區劃（regionalization）是基於細分。
4.土地與資源分類方法（Approaches to Land and Resource Classification）
(1)立地分類（Classification of Sites）─分類（Taxonomic）
以相似的多種性態值將物件（立地）歸類至定好的級等內（如圖 1），新物件
則可由簡單等級的性態值來加以辨認。
高階型
低階型

I
A

II
B

C

D

………
物件(林分或立地)
1 2 1 2 3
6 7 8 9 10 11 12
圖 1：由相似物件歸類發展分類系統，二個型的分類系統由不同性態值歸群，
可得到不同的層級系統（Baileys, Pfister, Henderson 1978）
應用適當的等級名稱（如早期定義為分辨）予地上每一個立地。地圖可以顯
示分類級等的地理分布，地圖的形態與比例尺是依照經營者決定，而這些圖的尺
度一般是大於重新區劃者來得大（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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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使用圖 1 分類系統所建的分類主題圖
廣為使用於土地經營的三種方法：（Baileys, Pfister, Henderson, 1978）
a.土壤分類（Soil Taxonomy）：由一系列連續漸近步驟建造而成，其分類的單
位為製圖單位定義命名的依據，可以解釋土壤與發展有用因子間的自然關
係。這分類項是由觀念且以目前知識所允許的精確來決定。
b.生育地型（Habitat Types）：由 Daubenmires (1952；1968)所發展美西標準分
類方法，目前已應用於美西至少一半以上的林地劃分上。此法是基於個別立
地和取樣林分的性態值考量，用一"關鍵"提供形態判釋，此等級可以如土壤
圖製作一樣的步驟。
c.潛在自然植生（Potential Natural Vegetation）：廣用於土地與資源的應用
上，只是在尺度、面積、覆蓋和定義的程度不同。此系統以國家為基礎，但
缺乏分類系統的理想屬性。只是基於一些不是定義很精確的性態值，所以不
易應用於辨認過程，然而其是唯一應用於分層的地圖上以評估全國土地、植
生生產的潛能。
(2)資源的分類（Classification of Resources）－分類（Taxonomic）
幾乎所有的資源，都被分類過一次以上且被分類成許多方式，當然這種過程
和一般分類順序一樣，如 Gilmour(1951)所說：每種分類工作皆是以其目的、依等
價值，分別建造而成。
我們要強調這個觀念，認為資源與其他資源間的相互作用，都很複雜，以致
於不易組合於一相同分類系統上。每一個分類案，都以其內在性態值和社會價值
和社會使用的內容而定，各自獨立分類不同資源，然再客觀地比較以探討其交互
作用。
(3)地景分類（Classification of Landscape）－區劃（regionalization）
地區重劃是製圖過程的基礎，且一般是可細分（如圖 3），某地景區塊被認為
某種程度的內在均勻性，有別於其鄰近區域。這個方法包括：
a.定義使用的原則
b.應用此原則到地景上且將其邊界繪出
c.由現場檢視其原則與邊界線
d.準備各階等的描述(製圖單元或地區)包括綜論基本性態值的變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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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分類可以用來評估地景到達其他目標，雖然此特別方法可能不相似，但這方法
不能被認為有關土地的新方法，因為在很早以前人類即以均勻相單元來劃分地球表面。
以下圖 3，即以樹層層級區劃方法繪製過程。

圖 3：以樹層層級之區劃（細分）方法所繪製之地圖
Odum (1971)以巨觀（microscope）方式表示，使吾人可以看到詳細收集的一般性事
務。區劃（regionalization）提供考慮某一大範圍內，小地方經營問題的巨觀。在地理、
地區觀念下，全世界可以區分成基於氣象、地形、植物的自然區域，在其他科學領域的
工作者，更思考著世界可由簡單和更基本的單一圖徵區域（如植物、動物或象候）所組
成。
生態區的區劃，一般以氣象、植物區較動物族群區來得重要，目前生態區大都以植
物為地覆劃分之，其實配合環境因子如氣候、土壤、地形則更為理想。極盛相植物物型
如森林、草原、沙漠與其相關的植群則構成生物（biome or biome type）（Clements &
Shel ford, 1939）。
5.分類方法的整合（Integration of Classification approaches）
很 清 楚 地 ， 自 然 資 源 經 營 使 用 分 類 系 統 （ taxonomic classification ） 、 辨 認
（identification）、製圖（mapping）和區域劃分（regionalization）。每一項工作都很重
要，因為他們分別提供不同的方法和資訊。分類系統（Taxonomic classification）為依地
點，當辨認、製圖和區域劃分亦是依地點或依物件而定，但其分別提供不同的方案去處
理相同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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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的分類方法是整合系統，選擇符合特殊規劃，工作需求的各別分類系統。規劃
者選擇能提供問題最佳解答的層級階等，然後再整合資訊。
最近 30 年來電腦和分群排序的技術廣泛應用於分類中。這些技術改變了分類原則
也 改 變 了 分 類 的 實 務 ， 電 腦 有 用 ， 但 是 Williams(1967) 懷 疑 數 量 分 類 （ numerical
classification）的客觀性，他建議宜注意數量分類是假說產生系統（hypothesis-generating
systems）而非測驗假說（testing of hypothesis），在發展有用的分類過程做最後分析
時，"判斷"（judgment）是非常重要的！
在資源、立地和地景分類中，使用著數量分類，某些是單因子，有些是多因子，有
些是大尺度，有些是小尺度，舊系統被丟卻，新系統又產生。評估資源和土地經營問題
使得分類的資訊成為不可缺，這需要分類者與規劃者間不斷的相互討論。當規劃改變，
則需要有不同分類，我們希望已存在的知識不要被棄卻。分類提供精準的原則和修改的
機會，也將由時間來驗證。可是當原始的原則，沒有詳加記載說明時，要做修正是很困
難的，鬆散不嚴謹的分類將被取代。
自然世界是這麼樣的複雜而浩大，在經營土地和自然資源中，我們不可能不使用分
類，將相似的物體歸類到某些階級內，則我們可以使經營更一般化，又可以減少命名物
件的數量，使我們更易於瞭解與記憶，更方便處理。
目前已有很多土地使用與土地被覆分類體系被廣泛應用，有 USGS 分類系統、
SLUC 分類系統(楊曼蕾，1996)。
1.USGS 分類系統
為資源導向之分類系統。第一級十類中有八類關係到非都會或非建築類，此
系統主要依照不同尺度及解像度的遙測資料解釋能力而設計，而不易依據現場蒐
集資料（Anderson, 1976）。Anderson et al. (1976)所發展之系統，是建立分類系
統之依據，此一系統以通用的類別作為設計的準則。
2.SLUC 分類系統
SLUC（Standard Land Use Coding Manual）為土地被覆活動（即土地利用）
導向且依現場觀察獲得特定土地覆蓋的資訊，甚至詳細至建築的內容。使用遙測
判釋土地被覆再加上準確但非常昂貴之實地土地利用及森林被覆資訊調查的資料
而建立。
3.濕地分類系統
表 1 列出四級土地使用/土地被覆分類系統，其代表性影像判讀格式。第一級
係設計使用甚小比例尺的影像，例如大地衛星影像。第二級係設計使用小比例尺
的航空照片，最普遍使用的影像種類，是高空飛機的彩色紅外線像片。表 1 所示
之一般關係，並不限制使用一定之比例尺，不管原來的影像，本宜使用大地衛
星，以便有效和經濟的蒐集大地區的資訊，亦可由中等的比例尺像片判讀獲得，
或由編輯地面調查資料而得到。相反的，第二級的種類，也可由大地衛星資料的
準確判讀，獲得一些資訊。第三級的製圖，除了從中比例尺航空照片得到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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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並必須取得很豐富的地面補充資訊。同樣的，第四級的製圖，除了由大比
例尺航空像片得到資訊外，也必須取得大量的地面調查為補充資訊（Anderson et
al. 1976 及 Jensen, 1983）。
早期的遙測影像只能達到分類體系中第一級（Level I）的標準，粗略的看出
土地分類的情形；Kalenky et al. (1975)偵測針葉樹、闊葉樹及無林地分類之精確
度，若僅用單期影像，其精確度為 67%至 81%，若用多期影像精確度在 80%在
上；Dodge et al. (1980)在 New-Hemisphere 州以地面實際資料為依據，將針闊混淆
林作分類。Schreuder(1995)採用 1982-1986 年之 Landsat MSS 影像、大比例尺與小
比例尺彩色紅外光之航空照及地面調查四層資料進行取樣調查，其對林相單純之
造林地比對林相複雜地區有較佳的分類結果。在此研究中 Landsat TM 影像可達分
類體系中之第一、二級，小比例尺航照可達三級，大比例尺航照則可達第四級之
分類標準。
表 1：各級土地利用/土地被覆分類之代表性影像判讀格式(Anderson et al,. 1976 & Jensen, 1986)

土地使用/土地被覆分類層次

影像判讀代表格式

第一級

大地衛星

第二級

小比例尺航空照片

第三級

中比例尺航空照片

第四級

大比例尺航空照片

表 2：各級影像判讀中，土地利用/土地被覆單元的最小面積(Anderson et al,. 1976 & Jensen, 1986)
影像判讀層次

代表地圖編輯比例尺

概約最小製圖面積

第一級（大地衛星）

1：500,000

150 公頃

第二級（小比例尺航空照片）

1：062,500

2.50 公頃

第三級（中比例尺航空照片）

1：024,000

0.35 公頃

台灣目前有我們自己可由航空照判釋之分類系統：
一般資源調查、測計的地覆來源以航測像片，配合地面勘查而加以分類，且一般以
第三次資源調查利用者之土地利用型分類為主。第三次全省森林資源及土地利用調查
裏，將土地利用型分成以 0 為首代號的天然林 18 類，以 1 為首代號的人工林 25 類，以
6 為首的果園、草地等 18 類，以 7 為首代號的道路、建築 10 類，以 9 為首代號的裸露
地共 74 類。而一般生態調查以地面調查為主更將天然林、天闊純、天闊混、天葉闊混
等分成各種不同群叢、航照片、空載多光譜掃描、錄影帶或數化相機所獲得的資料，如
何製圖、分類？其間的關係？皆宜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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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吾人宜將現有經營記錄、測計、生態的調查研究有關的資料，予以整合建檔於
地理資訊系統中，再配合具高更新力、範圍寬廣資料來源的遙航測資料，使遙航測判釋
分析能力加強、精確度更提高、地覆分類工作更自動化更準確化。
三、材料與方法
(一)材料
以台灣地區及惠蓀林場森林生物生態及森林經營有關圖籍、屬性。
1.台灣地區
台灣森林之分佈，因台灣之山地海拔高度相差很大，從上到下，兼有熱、溫、寒三帶之
氣候，故森林之垂直分佈，可分成熱帶、副熱帶、溫帶與寒帶四種。林業試驗所(1947)曾依
據海拔高區分森林帶，並將其主要樹種列出，平均而言，台灣熱帶森林係分佈於 0-500 公尺
之間，年平均氣溫達 22℃，年雨量超過 2000 公釐。副熱帶森林分佈於 500-1800 公尺，年平
均氣溫 15.5-22℃，年雨量約 3000 公釐。溫帶森林分佈於 1800-3000 公尺之間，年平均氣溫
8.8-15.5℃，年雨量 3500 公釐左右。寒帶森林限於 3000 公尺以上高山，年平均氣溫 2.5-8.8
℃，雨量較溫帶林略少，每年 12 月初至 3 月中，常見降雪。但台灣南北差異頗大，各地森
林垂直分佈與上述平均數稍有出入(陳正祥，1961)。
台灣南北 78 條航線之 32730

航空照片判釋轉繪的土地利用型圖，每 3 km 一點系統取

樣，3996 個地面樣區與 4 個(0.1、0.05、0.02ha)不同大小面積的樣區
以林務局(1995)第三次全省森林資源調查之土地利用型 1791 個土壤樣點、40m*40m 數
值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以及經濟部水資源統一規畫委員會(1989)台灣地區
雨量記錄 818 雨量站等各圖層經高堅泰與馮豐隆等(1998)進行生育地群集研究，收集影響生
育地之因子資料，共引用海拔、坡度、坡向、年均溫、最高溫月份(七月)高均溫、最低溫月
份(一月)低均溫、年雨量、冬半年雨量(10-3 月)、夏半年雨量(4-9 月)、土壤有效深度、土壤
型、土壤級等共 12 因子，各因子資料經最適空間推估，完成台灣地區 1km*1km 之面資料共
35990 筆，再以群集分析將其分類成 948 生育地群集。結果可供後續生態系統：動植物棲息
地、生育地、動物生態遷徙、植物擴展生長、…等研究之台灣地區樣區設立參考，而生態系
統分類亦能利用既有群集，進行階層式群集分析，製作台灣地區生態系統分類。
影響植物生長之因子，有氣候、土壤、地形、生物，以及因子間交互作用，而氣候因子
總影響著所有環境因子。台灣位處熱帶與副熱帶之區域內，中央山脈縱貫南北，地形複雜，
氣候於是自熱帶至寒帶皆具，各個氣候帶各有其適應植物之分佈，各植物種亦依其最適分佈
有其生長曲面。
2.惠蓀林場
惠蓀林場位於台灣中部，北緯 24∘00＇至 24∘09＇，東經 120∘57＇至 121∘09＇之間，
行政區劃屬於南投縣仁愛鄉，面積 7,423 公頃，共有 19 林班，最高海拔為位於林場南方的守
城大山之 2,418 公尺，屬烏溪水系之北港溪流域。境內地形複雜、變化多端，森林之垂直分
-12-

<D:\馮豐隆 20121224\C-1 及 E.馮豐隆-研究計畫報告\1.研究計畫報告全文檔\0.壓縮檔\69649-1\多尺度 2000 報
告.doc>2012/12/28

布有亞熱、暖、溫帶森林，蘊育了高多樣性的生物資源，為台灣中部地區極具代表性之森
林。
該場位於台灣本島中部，北緯 24∘2＇至 24∘6＇，東經 120∘59＇至 121∘9＇之間，
行政區劃屬於南投縣仁愛鄉，林場之東西兩端僅有極少部份與山地保留地相接，餘皆與國有
林野相毗鄰。自迎翠橋起至東峰溪口止，以北港溪為界，北瀕國有林八仙山事業區，東峰溪
口起乃以北港溪為界，至東端以合水溪為界，與國有林大甲溪事業區接壤，南端與西端與國
有林埔里事業區相鄰。
地質為第三紀砂岩與頁岩交互而成，多為粘板岩所構成之岩盤，而壤土之面積最廣。靠
近溪邊之原始闊葉林內之土壤為頁岩與砂岩發育而成之弱育土，而人造杉木林區土壤則為板
岩為主發育而成之淋餘土(惠蓀實驗林場經營計劃, 1982；譚鎮中, 1996)。
1995-1997 年間之觀測之氣候資料為年平均溫度 16.2℃，平均年降雨量為 3,876 mm，平
均相對濕度為 92.6%。降雨集中在春夏季 4-8 月，枯水期約在冬季 10-12 月；氣溫以 11 月翌年 2 月較低，5 月-10 月較高(游繁結, 1996)。
(1)使用材料
A、惠蓀林場五千分之一地圖。
B、1964、1977、1987、1996、1998 年航空照片。
C、現有圖籍與屬性表(40m×40m 數值地形模型、高線地形圖，步道、林班等地理資料
圖，溫度、水分、全天光空域等資料)。
D、相關研究報告。
(2)整合分析用之基本圖
在空間尺度上以 40m*40m 為網格單元當作整合用之基本圖，分別將惠蓀林場與關刀溪
試驗地之坡度、坡向、海拔、年均溫、年雨量、全天光空域、水分梯度指數及溫度指數等生
育地因子資料，及不同時期土地利用型圖，製作成惠蓀林場 46,639 個網格單元，與關刀溪
試驗地 1,674 個網格單元之地景格局。
在時間尺度上，則以 1964 年、1977 年、1987 年、1996 年及 1998 年關刀溪試驗地之土
地利用型，以 40m*40m 為網格單元進行地景變遷分析及檢定。
3.關刀溪長期生態研究區
台灣長期生態研究通訊第四期(1996)述及 1994 年在關刀溪集水區選一處水源地作為長期
生態研究(Long Term Ecological Research, LTER)核心區做長期生態觀察區(如圖 2)。為配合模
式的建立與驗證，試驗區係以集水區(約 47 公頃)為單位，長期監測集水區的水文、養分收
支，而其他生態系研究則在水源地及相鄰地區以小試區的方式進行研究。相鄰地區包括了肖
楠保護區、木荷保護區、關刀溪水域等，面積共計 210 公頃。目前於該區之研究有土地利用
森林植群、依附植物、森林生長變遷、授粉生態學、哺乳動物、鳥類群聚、昆蟲相調查、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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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爬蟲動物、魚類群聚、大型真菌、集水區水文模式、溪岸濱水帶水質化學、土壤微生物生
態與養分循環、生物量生產力與養分循環等子題。
針對關刀溪森林生態系為核心研究區(如圖三)及相鄰地區包括有肖楠保護區、木荷保護
區、火燒跡地、關刀溪水流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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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惠蓀林場-關刀溪森林生態系空間多尺度一覽圖
(二)方法
1、森林生態系經營資訊系統(FEMIS)
森林生態系經營的財貨與労務的產量，主要由土地利用型（林型）和植生潛能分
布區來推估。至目前為止，森林功能的預測控制機制，如不同經營管理策略對環境的
影響的資訊尚缺乏，描述預測生態系過程的結果，在 FEMIS 有所描述。
FEMIS 主要分成二個層級：一為資料經營層級，即以地理資訊系統的圖籍及屬性
資料；二為模式層級，即以現況、功能與變遷的推估、預測與假設情境的模擬。此地
理資訊系統，以 ESRI 出品的 ArcView 及其相關產品，而分析模式，則以 SAS 配合
Fortrain、C++撰寫之程式。
過去模式的發展，皆以樣區（林分）或單株層級設計，往後擬由之與地景的地理
圖籍的圖徵及各圖徵的性態值結合，以為建立模式之用。這些地理圖籍與屬性的建
立，是很耗時、耗力。所以利用 AVENEU 程式撰寫及 SQL 資料庫程式撰寫。其中分
成：
(1)單株－依台灣各主要樹種的分布的生態幅度及其最大的生長潛能，如單株材
積式、樹高曲線式與單株生長模式等；
(2)林分－推算樹種組成、林分結構、林分生長、林分蓄積的模式，如直徑分布
模式、林分材積推估模式、林分生長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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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景－點推面的空間推估模式、緩衝區空間推估模式、路網模式、聚集歸類
模式、分類模式。
2、森林生態系經營實施方法步驟
(1)生態系經營理念宣導
(2)地景生態學觀念進行台灣森林生態系多尺度分類系統之建立，並針對全國與地區
性生態系經營目標的擬定
(3)研擬全國及地區性生態系經營的準則與指標訂定與資料收集系統
(4)生物生態、社會經濟資料的收集及整合
(5)建立永久樣區調查與長期監測系統
(6)建立生物生態、社會經濟現況、功能與變遷的分析模式系統
(7)空間、時間尺度度擴大、縮小問題，以解決小區域研究探討的生態原則能應用到
大範圍地景格局。
(8)假設情境／方案擬定、模擬、推動為確保資源之永續，確有必要規劃實施生態系
經營。
(9)草擬生態系經營計畫
(10)依序執行並監測經營計劃的內容，使森林生態系經營在知識、技術、生物生態的供
給面、社會經濟的需求面之增進改變下，更有效率地進行調適且永續經營。
(11)調應性經營
以上皆需靠著 4S 及電腦、網路技術與生態原則的獲得、應用。
(1)先收集惠蓀林場 7,600ha 範圍，生長收穫等經營研究及生態研究之地面調查資料，並
將樣區予定位以建入 GIS 圖籍及非空間屬性資料的建立，成為經營管理資訊系統
(MIS)的核心。
(2)收集、購置航測等遙測資料，並進行影像、空間處理分析。
(3)以 MIS 資料、DTM 配合航測、衛星遙測資料之地覆判釋、空間、光譜分析，以獲各
層級、尺度的森林地覆圖。
(4)將地面調查研究的資料予恢愎，並定位其樣區，以空間分析如空間推估、套疊等功
能及統計分析進行種類關係系統。
(5)結合由地面資料建立之土地及資源（地覆）分類系統，與由目前已有遙航測資料所
建立分類系統。
(6)設計、規劃、執行、配合低空載台（如低空固定翼飛機、直昇機、EM 初號機等）配
合感射器，以彌補高空航測與地面調查資訊結合的孔隙。
(7)整理土地及森林資源分類系統與準則，依目標擬定建立多尺度森林地覆分類層級系
統。
(8)森林地覆分類系統建立且驗證於惠蓀林場及其附近地區的八仙山事業區、埔里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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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四、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一)由森林生物因子與生育地因子說明，建立於 GIS 的台灣森林生態系多層級
資料庫與資訊庫內容與來源；(二)如何利用 GIS 擷取地理資料建立空間推估模式與時間預測
模式；(三)探討如何應用 GIS 在台灣全島生態分區與行政分區的分類上；(四)全島生態分區
及行政分區層級對生態系經營的生物生態與社會經濟的準則與指標值所造成的影響。另外，
(五)如何以 GIS 的分析技術探討應用生物生態與社會經濟的假設情境來模擬評估各種策略與
經營管理措施對森林生態系林木、林分與森林地景等多層級影響變化。以完成生態系經營的
精髓。
(一)森林多層級資料庫管理系統建立
依全島(台灣)／地區(惠蓀林場)／地方(關刀溪長期研究區)下的地景／單株(樣木)／林分
(樣區)／地景之方式建立。
生物生態、社會經濟資料的收集及整合，盡速完成森林地理資料庫，將分散於各經營、
研究單位之空間、時間的森林研究調查與經營資料、資訊彙集、整合、連結於基於 GIS 的多
層級生態資料庫管理系統中，使生物／生態／社會／經濟的空間圖層、屬性資料在相同座標
系統、尺度下，如馮豐隆(1993)提出森林資源經營保育決策支援系統圖。
有詳細的樣區、樣木或測站、測點的資料，即依測站、測點、樣區座標位置於 GIS 的基
本圖籍裏，可與有關層級的資料加疊合分析上層級的資料，則由下層級的資料處理成上層
級，如林分組成、林分結構、林分生長、林分蓄積的資料，可由樣木、單株的種類、性質、
性態值的大小分布，及在時間歷程裏的變化與單株材積累積或株數密度單株材積式*直徑分
布函數，推算林分蓄積成林分層級資料，而地景的性態值亦可由林分性態值整合累彙而成。
至於，地方的資料，則由為樣本的各地景的性態值，推估放群的地方資料，而各具代表性的
地方資料，則可推估為母族群的地區資料，更而各代表性地區資料分布推估為上一層全台灣
母族群的資料。建立具有代表性之樣本資料於具座標位置的地理資訊系統中，本研究以全島
(台灣)／地區(惠蓀林場)／地方(關刀溪長期研究區)／杉木鑲嵌體(地景)／及其樣區／樣木為
例。
●生態系經營資訊系統(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Forest Ecosystem Management,
IMSOFEMIS)
TFEM 為特殊主題有許多不同尺度層級(如表 1)。層級方面的研究，往往下層觀測資料
驗證上層推算資料或以上層觀測資料驗證下層推算資料，這種由上而下(top down)或由下而
上(bottom up)的尺度層級(scale hierarchy)處理方式，在本系統皆有。
本多尺度長期研究範圍係為研究預測某特殊經營策略下森林生態系結構、組成與功能的
變遷，且將其由林木、林分、層級轉換至地景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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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重點以在全島地景和惠蓀林場、長期生態研究區樣區、樣木為例，說明台灣生態
系經營全台灣島／各事業區／林班／造林台帳／樣區位置／樣木位置圖／土地利用型(林型
／地景)／取樣方法、代表性分析之地景。
表 1：台灣生態系經營資訊系統
檢視層級

主題內容

全台灣島

基於集水區、事業區或地景單

(森林地景)
惠蓀林場
（地景區）

元網格

樣區
樣木

36000 Km2

基於土地利用型單位、小集水
區或林班單位，藉以評估檢視

72000 Km2

生態流程

關刀溪長期生態區 以關刀溪小集水區為範圍
土地利用型(field)

尺度範圍

依土地利用型為單位檢視過程
(如生長)
檢視不同經營管理策略(如疏
伐、整地、施肥)
檢視林木單株反應與生態過程

40 ha～200 ha
0.1 ha～3 Km2
0.01 ha～0.4 ha
樹高 30 cm～70 m

研究地點位置
(二)4S 科技於資料收集、貯存上之應用
將 RS＋PSP＋GPS＋GIS 等 4S 科技應用於資料收集、建檔、貯存，以便完成多尺度資
料收集及多層級整合性資料庫，將資源調查資料已有的資料、更新調查的資料及監測資料彙
整是生態系經營不可或缺的工作。
以遙測技術（RS）收集生態系大範圍地理資料庫的資料。遙航測（RS）進行地覆、植
生與土地利用型的地景觀測分類及結構組成分析。整合雷射測量儀於地面永久樣區的調查
（PSP）及透過不同高度的載台、各種不同感應器等 RS，配合 GPS 等硬體為主的整合資料
收集系統，及以 GIS 軟體為主的多尺度資訊管理系統。
最後完成自動化野外調查資料收集系統，野外調查盡可能以感應器，配合信號傳輸系
統，以增加資料收集的時間、頻率及其精度。
陳晁峰、馮豐隆(1995)利用輕航機載台，配合感應器、GIS，完成空測資料收集與資訊
管理系統(Airborne Data Acquisi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ADAMS)。
馮豐隆、吳瑋軒(1999)利用遙控飛機與數位錄影機於森林資源調查與環境監測上之應
用。馮豐隆、蔡政弘(1998)利用 GIS 配合固定樣區取樣法及變動樣區取樣法，規劃、設計永
久樣區。馮豐隆、蔡政弘(2000)利用 GIS 路網空間分析及地理資料庫，結合比例、Neyman
和 Deming 等二種分層取樣之分區理論，完成在森林分層取樣設計。
(三)利用 GIS 擷取地理資料建立空間推估模式與時間預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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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立生物生態、社會經濟現況、功能與變遷的分析模式系統
依地文、水文、氣象、土壤等生育地因子及植生、動物永久調查區，進行不同網
格式資料的計算。以水文、氣象測站點的資料、空間分析補插方法，進行面的推估。
如高堅泰、馮豐隆(2000)以克利金法、趨勢面法、距離反比權重法、曲線尺規法等空
間推估方法，進行溫度、雨量及土壤等生育地因子點推面推估，；馮豐隆、高堅泰
(1999)以 GIS 資料進行水文推估；李宣德(2000)亦以此四法推估累積日照量、累積溫
度；馮豐隆、黃志成(1997)利用空間模式由樣區資料推估事業區的林分結構母數。
2、空間機制模式建立／實驗模式
收集、整合、貯存這些生態系的資料、資訊，則需要靠著現今工具配合過程(機
制)、統計建構生態模式，以進行生物生態資訊現況、功能、變遷的分析。如馮豐
隆、李宣德(2000)利用孔隙模式，結合基因與生育地因子，推估全台灣／各事業區杉
木在 1990-2000 的林木生長量；吳昶清(2000)則進行電腦自動化的孔隙模式建立。至
於分享生態資料、資訊，則必須透過網際網路（web internet）來達成。
(四)台灣全島生態分區與林地分類
依各層級生育地之生態特徵與森林功能－野生動物棲息地、基因、物種、地景歧異度、
戶外遊樂活動種類場所分布；保護區、保留區、保安林、經濟林區的分布；環境美質如 CO2
吸收、溫室氣體減量效善、水土保持、土砂捍止、水源涵養功能以及林木生產，而加以區劃
各地景主要經營目標及區劃。以多變值分析的方式，進行森林生態系層級式多尺度生育地分
類系統。目前已完成者，有鄭祈全－六龜地區集水區分類、馮豐隆、高堅泰(2000)－台灣氣
候區分類、馮豐隆、高堅泰(1999)－植生生態幅度分類圖、林務局(1998)－事業區分類、邱
祈榮(1997)－各事業區特性分類。
林業應以環境資源的經營管理為考量，先行進行林地分類及制定其適應性經營規則。鄭
祈全(1995)應用地理資訊系統與多變值統計分析在資料建立、分析上完成經濟林地、自然生
態保育區與自然生態教育區之林地分類分級工作，鄭祈全(2000)完成處理 DTM 之集水區劃
分步驟。馮豐隆、高堅泰(2000)以台灣 35990 個 1km*1km 網格的年平均溫度、七月最高溫、
一月最低溫及年雨量、夏季雨量、冬季雨量等 6 個氣象因素，依歐氏距離進行群集分類，可
得 3 類、4 類、6 類、8 類、12 類、16 類、28 類、48 類，可以與現有土地利用型，依自然
度、經營集約程度或經營單位、事業區進行區劃比對，當可解決台灣地區森林生態系分區，
及如何選區代表生態系的問題。再透過網路資料分享，提供生態經營實務與理論結合、應用
所需資訊。
另外，與林型／土地利用型的樹種組成、林分結構、生長變遷和其各分類下之準則指
標，配合每年檢討，舉辦研討會、講習會溝通、討論。
(五)全島生態分區及行政分區層級對生態系經營的生物生態與社會經濟的準則與指標值所造
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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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及地方之保續經營的準則與原則：成立森林生態系經營小組，包括中央、地方各層
級林業從人員及多學科專家學者人員，以世界目前已有的保續經營的準則與原則配合外，宜
再考慮各國社會、經濟狀況檢討設立國家及事業區等經營單位之保續經營的準則與原則(馮
豐隆、高義盛，2000)，並設立國家及地方的試驗性經營計劃。設立國家林業政策與各集水
區的經營管理措施。
生態系經營的內涵，雖仍以森林提供的財貨或勞務為範疇，以討論如何獲得且保持森林
蓄積在時間與空間的秩序化(Baskerville, 1986)為主軸，並再強調生態系的完整與生物倫理以
達永續經營。也就是生態系經營係以(一)生物倫理(Bio-ethicalness)；(二)生態系的完整
(Ecosystem integrity)；(三)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四)經濟效益(Economic efficiency)
等目標為考量(Leary，1986ab)。
有了目標後，如何有效的研擬方案、計畫，更而實施執行，則需有原則與指標來指引。
所以，以下即依生物、生態與社會、經濟等四個原則參考世界各國各地區組織，研擬“台灣
森林生態系經營的準則與指標＂(馮豐隆、高義盛，2000)如下：
生物準則

生物歧異度的保育

永續生態系經營準則架構

森林生態系生產力的維持
森林生態系健康及生命力的維持
生態準則

國土保安、水土保育
森林生態系對全球碳循環貢獻的維持

經濟準則

對經濟利益之維持與促進
對社會層面之維持與促進

社會準則

對行政方面之依存
對科技、技術、資訊管理之需求

圖 3：臺灣森林永續生態系經營準則與指標架構圖
然而，準則與指標訂定會依所應用的對象，如全國或地區性經營單位、事業區等不同空
間尺度而有所不同。所以，各個經營單元，如事業區、流域或集水區等地景或生態系的經營
目標、林地分類及指標應予訂出，未來亦應靠著 GIS 科技與地景資料、資訊與原理，才能有
效率且符合社會經濟、生物生態原則的規劃、經營與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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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如何以 GIS 的分析技術探討應用生物生態與社會經濟的假設情境來模擬評估各種策略與
經營管理措施對森林生態系林木、林分與森林地景等多層級影響變化，以完成生態系經
營的精髓。
●假設情境方案擬定、評估
利用置於 GIS 資料庫的地景結構、地景流、各種干擾資訊，事先設立理想的台灣
及各事業區層級森林生態系之未來的地景格局。即以各層級的假設情境，來幫忙經營
者發展可能適應的經營管理方案及策略，以便進行達到更好境界。如馮豐隆、高堅泰
(2000)利用 GIS 進行 CO2 濃度增加 1 倍時，對溫度、雨量、蒸發散量的影響，更而對
植生型產生變遷。
(七)資訊的尺度擴大問題(Scaling up)
許多大區域環境的現象、地景格局，皆由小範圍空間尺度及短暫時間的事件的詳細研究
資料，加以擴大範圍推估或現象增加而得，這種 Scale-up 的問題，需靠 GIS 配合空間統計處
理而來，也因為有 GIS 工具的配合，才能由樣區、林分、示範區、長期生態調查區(LTER)
的資料，進行機制模式的建立，更而透過空間因子，完成地景生態系的尺度擴大應用，如馮
豐隆、李宣德(2000)利用 gap 模式，進行杉木、柳杉林木生長推估。
(八)建立生態系長期監測系統
生態系經營目標的達成，有賴積極建立具代表性的生態監測網。以提供長期調查之基本
資料，俾利生態基本資料庫及模式庫之建立。配合世界局勢 2000 年完成國家森林電腦資料
庫，且上網供國際人士查詢、擷取，並預定於 2006 年建立符合國家及國際需求的森林監測
系統，以便與世界森林監測網搭上線（World Forest Monitoring Network）。
監測系統的建立主要工作重點在於永久樣區的設立(馮、黃，1993)及溪流生態監測站
(黃，1999)。永久樣區單元宜由林分、生態系即相同區集或地理/地景均勻相來進行分層取
樣。監測可分為進行檢核監測(Detection monitoring)、評估監測(Evaluation monitoring)和集約
的當地生態系監測(Intensive site ecosystem monitoring)。監測以掌握其相互影響及更佳的趨
勢，以預測其可能的變遷過程。監測系統之二大主要項目如次：
(1)設置永久樣區─依集水區、流域之地景單元劃分，擇定不同分類／種類地區，加以
分層，以取樣原則進行設置具代表性之固定調查樣區、基準值的保護區、保留區者
或代表區域比較，以供各項生態因子動態變化之監測。
針對森林生產力、生物歧異度（基因、物種及生態系格局等）、森林的健康。
探討、比較經營管理的地景單元與對照組地景單元的狀況、功能與變遷。
(2)設置溪流生態監測站－生態系經營之單元為集水區，故其內之溪流生態變化可以提
供極具關鍵性之資訊。濱岸地帶必須設置監測站，以便長期監測溪流水體的動植
物、養分、水質等。依裝設自動記錄自動傳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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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烱欣、馮豐隆(2000)以 8 項生育地因子及 GIS 空間分析能力，進行關刀溪
LTER 與惠蓀林場代表性分析，擬出取代地點及需補設區域。
另外，亦由 GIS 地理資料庫及空間分析方法，才可進行監測分析之用。
(九)結合 GIS 與地景生態學，加速空間森林模擬於生態經營規劃上的應用。
由於結合 GIS 與地景生態學（landscape ecology）加速了空間森林模擬於生態學經營規
劃上的應用。森林模式（Salwasser, 1990）亦為後來 Semour & Hunter (1992)所稱的試驗方法
（triad approach），依此法，森林經營有三種方法去設計、規劃地景經營，可以永久分派成
三個基本使用方式與模式：
(1)盡可能生產的森林：謂之樹作物森林（tree-crop forestry）或稱高收穫量森林，即經濟
林。
(2)多目標效益森林或稱新森林：尋找不同森林價值與效益永續生產的長期平衡，使用
較少的育林方法，大都順應生態系天然過程，如遊憩區、保安林區(水土保持、土砂
捍止)。
(3)保育與保護森林：強調人類對天然林的最少改變，在此保育、保護森林活動裏，沒
有收穫或資源利用的趨勢，如國家公園、保護區、保留地、野生動物棲息地等具有
基因池功能。
目前正以 GIS 配合地景格局、地景流及人為天然干擾等原理，進行惠蓀林場教學、研究
示範經營(FOREST, SE 多目標及生態系經營)之區域規劃、經營策略擬定。
(十)完成生態系適應性經營計劃
經過專家商議、民意及公眾認同之後，林業主管機關即應據以訂定生態系經營計畫，包
括經營目標、實施方法及程序、經費預算、任務公配及承辦單位等，均應明確敘明
（CAN/CSA，1996；Feng, 1997），以及生態系經營管理監測、適應性調整連成一系統，使
森林生態系得以永續保育與經營。而整個規劃方式，由監測、評估、決策與執行四個步驟，
然當有事件發生、社會價值改變、目標改變或新知識、技術產生後，皆會對以上四步驟內涵
加以修整、調適。其詳細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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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國有林生態系經營規劃模式
監測
·監測生物、生態環境的產出
·監測社會、經濟環境的產出
·監測社會價值與目標
·建議新的評估、新的決策
或新的執行方式
評估
監測結果

·回答所有權人的問題

萌出事件

顯示需要

·發展生物、生態環境、社會、經濟

社會價值與

新的評估

系統的狀況、功能、變遷分析法

或增加新

·辨別財貨、勞務間取代和限制

資訊

·發展假設情境，了解可能狀況

目標的改變
新知識、技術

·評估所關心事件的風險
決策
·選擇經營目標
監測結果顯

·發展經營方案

示需要新決

·預測各方案的衝擊

策

·建議最佳的方案
·選擇方案
執行

監測結果

·確實執行決策

顯示需要

·建立合作關係

改變執行

·公共參與決策

方式

·適應性經營

圖 4：生態系經營的適應性經營規劃模式各步驟彼此互相影響的迴圈(Haynes, Grahan and
Thomas, 1996)
台灣地區之森林生態系經營先驅計畫，係由國內各有關林業機構與學術、研究單
位共同執行，唯其選擇地點，宜檢討依多尺度潛能生態區系及目前土地利用型／地
覆，加以代表性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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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態系經營理念推廣
而生態系保續經營的作法，可由圖 2 保續森林經營組成來加以說明。首先是整合
公眾的參與、研究者與經營者集思廣義，綜合各種利益團體，對森林資源的所求與其
可能的衝突與限制，更構思未來理想的保續森林經營，建立保續森林經營的原則與指
標，再以目前的資訊、知識與技術、規劃“試驗經營＂，進行“假設情境模式劇本＂
並執行，量測與評估其監測的結果。由之結果的資訊檢討逐漸改進調整經營的目的、
知識與技能，以為進行自然資源適應性經營。而原則、指標等資訊皆由供給面的生
物、生態與需求面的社會、經濟來加以考量，以擬單株、林分、地景（生態系）等多
尺度層級為對象，由原則、指標、模式劇本、試驗經營到監測、適應性經營，來探討

經 營 理 念 與 作 法
公共參與/研究者/經營者
(資訊、諮詢、有興趣參與之團體)
資源調查*
資料(資訊)庫*

試驗經營
模式劇本*
規劃/執行

監測系統
原則與指標*檢討/改進*
量測/評估

適 應 性 經 營
繼

續

改

進

台灣森林生態系的實務作法。
圖 2 保續森林經營之適應經營過程(改自 CAN/CSA，1996)(Feng, 1997)
2、預期效益：
(1)造林位置圖、伐木地分布圖嵌入林班圖，過去研究區定位問題。
(2)利用衛星定位系統完成造林台帳圖、伐木台帳圖與過去生長收穫等經營及生態方面
樣區之定位工作，以利建檔入 GIS 中。
(3)利用數位模型資料完成坡度、坡向、海拔高、全天空光域、水分梯度、日輻射潛能
之推估。
(4)利用空間推估方法進行生育地因子現況與功能描述與推導。
(5)建立惠蓀林場經營資訊系統（MIS）。
(6)航測資料選購、收集以及設計、規劃、執行低空空中攝影。
(7)錄影、攝影資料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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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資料來源尺度、等級與層級分類系統間關係的研擬。
3、評估指標：
(1)惠蓀林場造林台帳檔筆數。
(2)惠蓀林場造林位置圖、伐木位置圖。
(3)惠蓀的由 DTM 分析之坡度、坡向、等高線圖。
(4)地面研究樣區定位及其分布與屬性之建檔。
(5)土地與森林資源分類系統與準則之整理與擬定。
(6)設計、規劃、執行低空飛航攝影與錄影之穩定畫面的影像資料。
(7)資料來源、尺度、等級與分類層級系統關係表。
五、結論
本研究由生物生態、社會經濟、技術知識，建立生態系永續經營的原則與指標，再依其
配合多尺度層級理論，建立森林生態系經營系統，同時建立以單株、林分、地景、生態系之
多尺度資料庫。利用 4S 科技整合多尺度空間、時間與光譜解析度的資料收集、貯存系統，
且於單株、林分、地景、生態系各層級，建立空間格局推估模式與時間變化之預測模式，尤
其以機制（過程）模式連結空間模式，達到全面多尺度的推估預測生態系因子，以完成尺度
擴大問題。將台灣 1km*1km 網格內進行氣候因子的點推面，並利用多變值分析群集方法，
進行多層級分區，可為最上層林地分類，在各氣候區下配合集水區分類，並再以土壤為主進
行之生產力評估分類，將可使台灣林地分類系統完備。研擬各分類分區的森林經營目標，更
依目標及生物生態、社會經濟因子，進行經營管堙計劃，最後結合多尺度生態系永久樣區系
統與監測技術辦法，以完成適應性經營。以上各部門皆已有雛型，往後可以先考慮以全台灣
及選擇一、二個事業區運作，更而補充、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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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以海報方式發表

遙控飛機與數位錄影機於森林資源調查與環境監測上之應用
馮豐隆 1

吳瑋軒 2

摘要
本研究係以具安全性、精密度高、機動性強的低空遙控飛機載台，配合可方
便提供製圖分析，且大家熟悉的彩色活動畫面的數位錄影機，以提供森林生態系
與土地資源調查、研究、經營與環境監測上所需要的資料，更而研擬未來整合性
空測資料收集與資訊管理系統的研發方向。
本系統具有自行研發的遙控載具及定位攝影裝置，透過自動遙控，將載台上
攝影機鏡頭所獲得的畫面直接傳送至地面，並自動標幟 GPS 標定的"景"中心座標、
飛航方向、速度、高度，以方便將收集的資料直接植入 GIS 中，以整合各尺度來
源資料並提供未來製圖、資料分析之用。而載具方面包括遙控旋翼直昇機及遙控
固定翼飛行器，其硬體包括結構模具、動力系統、致動系統、飛航控制系統、航
電系統、微波傳送系統、攝影雲台控制系統。旋翼機身長度有二種：為 1.4m 與 1.6m；
最大載重量分別為 2.5kg 與 4.5kg；最大續航時間 15 分鐘與 30 分鐘；操作半徑皆
800m；起降空間皆 2m2；固定翼機，翼長 3m；機身 2.5m 長；空機重 14.8kg；最
大酬載重量 18kg；最大飛行高度為 1,500m 以上。巡航速度 35K~145K；最大續航
時間 1 小時 30 分；操作半徑 6km 透過中繼站可達 10km；起飛跑道長度 40~50m；
彈射起飛則 9m 即可；降落跑道長度 50~85m；有攔截網則不需。攝影機則為 SONY
DCR-TRV7 數位化攝影機；35mm 鏡頭；焦距範圍 38-380mm。目前已整合 GPS、
高度、航向、速度、飛行姿態等資料。
本研究除對本系統依載台、控制系統、攝影系統分別說明外，並以惠蓀林場
第三林班舊實習館香杉採穗園與遊客中心範圍為實例進行調查，並將錄影帶置入
電腦中，抓取香杉採穗園與遊客中心範圍，嵌鑲調整並嵌入惠蓀林場地理資訊系
統中，進行屬性資料整合、圖籍疊合展示其位置並計算其面積，且以發生過土石
流的霍薩溪源頭、嘉義布袋地區淹水前後加以監測。

1
2

國立中興大學森林系教授 Tel：04-2854060 Fax：04-2873628 E-mail：flfeng@nchu.edu.tw
全通科技公司總工程師 Tel：04-3388077 Fax：04-3388076 E-mail：wuwsheng@ms1.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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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由於電腦科技、電子技術的發展，遙感探測（Remote Sensing, RS）
、衛星定位
系統（Global Position System, GPS），以及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已成為自然環境、自然資源資料收集與經營管理保育決策擬定、經
營規劃與計畫執行時，所需資料收集、貯存的主要工具。遙感探測與地理資訊系
統的資料常需要更新，且由地面調查資料來驗證。過去這種資料的更新與驗證工
作往往缺乏自動化，以致於資料的收集、資料整合管理，皆植入了許多人為因素
導致的誤差。為了改進這種人為可能的誤差、自動化整合資料之資料收集、資訊
管理變成必走的途徑。而在自動化資料的整合收集、資料管理系統設計時，最重
要的部分需(一)使所有資料皆具有時間與空間因素，以便整合；(二)可以在不同的
作業環境，透過網路進行資料經營管理。
建立多層次空測資料收集與資訊管理系統，使具有以上兩種最重要的部分的
自動化資料的整合收集、資料管理系統。其透過衛星定位系統所提供的座標空間
因子與電腦 CPU 所提供的時間因子，自動植入所收集的資料。這樣一來時間的碼
與空間位置座標的碼，就成為自然資源資料管理時，特有唯一的辨認碼。本系統
含有硬、軟體兩個次系統(一)以硬體為主的整合資料之收集系統（Integrated data
acquisition system）(二)以軟體為主的多尺度資訊管理系統（Multiscale information
system）。本研究即將此空測資料收集系統設計加以介紹，面對未來資訊管理系統
的研發目前進行狀況與展望加以說明，並將在中興大學惠蓀林場與台中縣大雅與
沙鹿間土地利用的應用加以說明其價值。
二、空測資料收集系統
(一)載具
而載具方面包括遙控旋翼直昇機及遙控固定翼機，其硬體包括結構模具、
動力系統、致動系統、飛航控制系統、航電系統、微波傳送系統、攝影電台控
制系統。
1.旋翼直昇機，其外觀如圖 1，該機種之機身分為 1.4m 與 1.6m；最大載重
量分別為 2.5kg 與 4.5kg；最大續航時間 15 分鐘與 30 分鐘；操作半徑皆 800m；
起降空間皆 2m2 即可。
2.固定翼機，其外觀如圖 2，翼長 3m；機身 2.5m 長；空機重 14.8kg；最大
酬載重量 8kg；最大飛行高度為 1,500m 以上。巡航速度 35K~145K；最大續航
時間 1 小時 30 分；操作半徑 6km 透過中繼站可達 10km；起飛跑道長度 40~50m；
彈射起飛則跑道 9m 即可；降落跑道長度 50~85m；有攔截網則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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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旋翼直昇機

圖1

(1)載荷攝影機及控制系統構成之球體

旋翼直昇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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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旋翼直昇機

圖2

(3)惠蓀之旅的見證

固定翼飛行器

(二)空中攝影工作雲台
1.本研究所研發出之攝影工作雲台，乃根據上述飛行載具之載重量與飛行夾
艙空間大小所設計（如圖 3），旋翼直昇機最大酬載量可達 4.5kg，而固定
翼機最大酬載量則可達 8kg，但目前載荷之感應器為 SONY DCR-TRV7 數
位攝影機，如圖 3。其主要功能有：飛行時攝影角度之變換、所拍攝物之
現場立即傳送、自動伺服穩定及事後畫面數位化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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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導攝影機夾艙
正射投影攝影雲台控制室夾艙
微波發射夾艙
本質功能空間
第一層飛行航電控制計算室夾艙
第二層酬載夾艙(8kg 內)
酬載空間，飛行控制系統
引擎室夾艙（22cm×17cm×25cm）
油箱、電子感應點火裝置
引擎功力空間
引擎
螺旋槳
圖3

固定翼機腹各部位

錄影機：利用鐘擺原理設置機械式反射器（日文稱

）使裝置於

飛行載具的錄影機─SONY DCR-PC7，可以永遠垂直攝影，且連續
拍攝 1 小時 40 分（5W），只因市面錄影帶目前有 60 分鐘（DV 帶
子只有 60 分鐘）；CDCR-PC10 可達 4 小時 10 分（4.5W），35mm
鏡頭的焦距為 38-380mm（PC-10 可達 42-504mm），變焦距倍率 10
倍（數位 20 倍）。以高畫質手振動補正，68 萬畫素（有效 38 萬畫
素）
：CCD 高畫質呈現，最大外形尺寸為 59×129×118mm，可以 DV
端子與 PC 連接，影片轉錄影像由多媒體影像卡擷取，以作事後資
料編輯與處理。
2.影像即時微波傳送頻率：1.15GHZ 距離（2 公里）
攝影機錄畫方式：數位錄畫
攝影角度控制器發射：PCM 載波
攝影角度致動量：上下 80°左右 120°
攝影機畫素：68 萬畫素（彩色）
(三)飛行資料航電傳輸系統
1.本研發之飛行器，內部均有一套獨特的航電裝備，其內部可將飛行器飛行
時之航行狀態立即影像傳回，提供作資料修正與飛行操控參考。
2.航電資料傳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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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全球衛星定位儀、8 個頻道）
ALT（飛行即時高度資料）
AIR SPEED（飛行即時空速資料）
APDC（Air Position Digital Control：飛行控制訊號傳送）：飛行控制訊號
傳由環架陀螺儀將大地信號 X、Y、Z（X 為 yaw；Y 為 pitch；Z 為 roll）。
(四)遙控系統
1.遙控飛機
(1)旋翼機控制飛機飛航的起飛、飛行、爬昇、下降穩定，皆需由致動器來
控制。
(2)目前遙控固定翼飛機的致動器有 9 個─控制飛行姿勢的機身仰角 1、左
右傾 2、尾翼 2、攝影雲台的關啟等，讓飛機能順利的起飛、飛行、攝影、
返航。
目前飛行需由人為控制，未來希望能透過飛航駕駛的知識庫
（Knowledge base）
，將飛行的經驗、知識由知識引擎在規劃航線上自己調
控與人工智慧、專家系統的結合是未來遙控飛機的走向。
致動器 A

致動器 B

A Driver

B Driver

致動器 C

C Driver

decode

Receiver
圖4

飛行控制、攝影控制系統

2.遙控感應器（掃描、攝影系統）
目前獲得森林生態系經營管理資料，除了過去留下已有資料外，更新及
新增之資料，其主要方法有：(1)地面調查（ground work）(2)航空遙測（airborne
remote sensing）包括航空照片（aerial photos）與錄影影像（video）(3)多光
譜掃描影像（multispectral scanning imagery）(4)衛星遙測（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然而各種資料獲得方法，所使用的技巧往往有缺失，如：
(1)地面調查資料（ground work）
許多地面調查的資料，皆來自踏勘或憑經驗，主觀地決定調查地點，主
觀地決定調查的項目，甚或由路旁看看估計或猜測，而沒有實際選擇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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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逢機性的樣本，進行科學化客觀的測量，以致由於經驗不足、精神上的
疏忽、經費的不足等而引入了許多人為的誤差。若能設立代表性、逢機性、
科學性的永久樣區調查規劃、配合經營決策者的重視，執行調查人員的技術
與敬業精神等，則可改進資料及資訊的品質，如果再配合全面或更大範圍（即
族群）的資訊與持續一致的調查，則可建成較理想的資料庫。臺灣在
1989-1993 年內，花費約二億元，動員數十人，進行全省資源調查、建檔，
獲地面樣區共 4,002 個航空照片樣點、位於國有林班地內有 1,996 個、航空
照片判釋樣點有 3 萬多點、土壤剖面調查等資料，而當今樣區資料都已建
檔，且各事業區又有許多主題圖籍資料，如何整合這些空間、非空間資料，
為一易於查詢的資料庫系統，使各樣區之樣木位置圖與樣木調查資料，皆可
容易查出，甚而檢討各樹種、林分、林型、景觀種類與環境因子、其他生物
間的關連，以為建立全省永久樣區之參考依據，是目前當急之務。
(2)航空遙測（airborne remote sensing）
航空遙測即利用高、低飛機、氣艇、氣球等載台，進行地面航空照片
（aerial photos）與錄影影像（video）的資料收集。
a.航空照片：全面或更大範圍的資料，則需由航空照片或衛星影像來掌
握，否則＂只緣身在此山中，不知廬山真面目＂。然過去在航空測計上，尚
有許多缺失，如航空照片更新速度跟不上地景的改變速度、機動性不高，且
由航空照片、人為判釋技巧，往往需具有許多經驗、精度才能提高，且各專
家間亦常常有許多出入，尤其在沒有涵蓋所有土地利用型、林型之航空照片
之對照圖，更沒有更新完整的空中材積表或各種樹冠屬性（即樹冠鬱閉情
形、結構組織狀況，需要與地面量測變數建立相關函數）
、地景等科學化指
標，可以進行自動監視判釋，則航空照片很難發揮其精度效果。
再者，由於台灣的航空照片大部分還是黑白，且沒有較準確的定位座標
之標示，以致要利用光譜（spectral）或空間（spatial）因素來發展自動化判
釋分析，進而自動植入地理資訊管理系統中，則仍有困難。目前只能就人為
經驗，針對形狀大小、色澤、色調、陰影、組織排列等加以判釋。有了永久
樣區規劃設計，可利用不同高度的航空遙測資料進行多尺度取樣之調查資料
組合，以便未來有關森林生態系性態值的推估、預測與土地利用型圖、林型
圖、林木活力分布圖、空地分布圖等主題圖之製作。
b.錄影（video）影像：將具有 GPS 座標、時間，架設於輕航機或無人
操控的飛機、氣艇、氣球等載台上的錄影機，可以很快速、很機動地獲得較
大比例尺的資料，且以幾乎及時且大家熟悉的畫面展現，更可分析各種彩色
畫面的光譜與空間物理，生物因子間關係，其結果可以(a)驗證由其他方法所
獲得的資訊，如土地利用型、植生分佈圖、森林、河流的關係變化。(b)動
態影像資料易於引起大家的興趣，可提供公共參與（public involvement）及
經營管理決策更實際的資訊。(c)可提供經營者所需資料，如倒木狀況、每公
頃枯木數量，甚而森林健康狀況、生產活力、野生動物棲息環境的掌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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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調查設計、經營管理作業規劃上。(d)監測計畫擬定執行以及地面樣區的
管理。(e)結合於地理資訊系統中，由疊圖、比對，瞭解各種變遷。(f)可以做
目標計劃之結果推估，使用圖型表示，展示林分或景觀層次狀況。凡此種種，
皆可以說明錄影帶在未來森林生態系經營，適應經營管理上，皆具有相當的
潛能。
(3)光譜掃描影像
在航空遙測與衛星遙測，常利用空中掃描儀（scanner）所產生之瞬析視
野（Instaneous field of view, IFOV）以決定解析度，再依地面物體的反射能
或輻射能之特性，收集地面資料或影像照片，經數位化後儲存於高密度磁帶
（HDDT）上，再經轉換成為一般電腦用磁帶（CCT）
，目前大地衛星（landsat
5）有 7 個光譜掃描帶，預計 198 年發射的 landsat 7 則將有 30 個光譜掃描帶，
飛機載設的光譜掃描儀，其帶數也可與衛星相同。
(4)衛星遙測
衛星限於軌道一定、掃描、照攝的角度、範圍固定，再加以(a)大氣條件
（atmospheric conditions）不同；(b)儀器光譜調度（instrument calibration）
不易；(c)頻寬選擇（waveband width selection）不一，且解析度與影像分析
技巧上的種種限制，導致衛星影像分析效果精確度的不足，而導致同樣時
間、地點的衛星影像資料，其分析結果迥異等缺點。但在＂未來世紀的衛星
資訊（Landsattellite Information Next Decade）＂報告指出，未來陸地衛星解
析度可達到 1 公尺，而 2001 年台灣要發射的中華二號衛星，係以低軌道小
型衛星搭載可見光(含近紅外光）遙測酬載對台灣陸地及附近海域與太陽同
步軌道高度 560-900km 適時之遙測，地面可見光矩離可達 3-5m，多光譜則
達 20-30m，將可解決一些限制，固定掃描、照攝的角度、軌道一定，配合
其它資源工具與分析，可使衛星影像資料更具實用。
(2)整合 GPS/Video/RS/GIS 之資訊管理系統
基於以上的缺點，如何結合各種不同尺度的調查資料，加以分析建立
其關係，以利資料之整合與應用各種檔所具有的座標系資與時間資料，將
過去已有資料、地面調查資料、航空照片、數化資料與衛星影像資料、錄
影機、高、低空攝影資料，予以整合為一具有時間、空間的地理資料庫，
再植入地理資訊系統與其他具有空間座標資料結合，以提供資料做全盤考
慮的分析。至於用何感應器？可依需要、對象、目的決定之，而關於儀器
光譜調度的問題，在無人遙控飛機與輕航機上架設 BaS04 白色光譜調度板
可解決。
2.遙控感應器
為了使攝影錄製的地面影像，能結合攝影時，載具的位置、高度、速度、
姿態（X：yaw；Y：pitch；Z：roll）等資料，以方便未來影像的校正處理分
析。另外，亦即時將由 NTSC X 軸 15750 Hz 水平同步信號計數結合攝影時，
載具的位置、高度、速度、姿態的疊合影像資料透過微波，直接將 6 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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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寬 NTSC 的信號轉送至地面接收站，整個資料收集器設計如圖 5 所示。
註：A/D：Analog to digital
X、Y、Z：yaw、pitch、roll
圖5

航電控制系統（資訊傳送系統）
Micro computer

攝影機
NTSC X 軸 15750 Hz
16km Y 軸 59.75 Hz
X 軸水平同步訊號計算器內
貯存類比影像信號

Video overlay

Microwave
：
TRNSMITER
微波發電器

GPS-receiver-ANT

GPS

Encode

A/D converter
Fule lever
sensor
3.EM 初號機

ALT
sensor

Air speed
sensor

Position
X, Y, Z
sensor

本記錄器乃針對遠距離、長時間環境監測而研發，其主要功能為使監測
人員於遠端控制監視自然環境之變化，進而記錄其過程，以供日後研究、採
證使用，如土石流、自然生態觀察及保護。本記錄器（外觀如圖 6）為一直
徑 35 公分之球型體，內部裝設有一數位影機、微波傳送器及攝影角度控制
器與太陽能電池。它可於半徑 1.5～2 公里範圍內架設觀測點與監測站，進
行為期 10 天之長時間觀測及記錄，並可外接感測器進行自動觸發啟動記錄
與傳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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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EM 初號機
利用每小時 600Amp 太陽能板提供能源補充，具 7000Amp 之主要源之
鋰電池，而具 4 組致控器─可遙控數位攝影機上下、左右與 360°旋轉及太
陽能板伸張、縮收，詳細功能與規格如下：
項目
規格
內容
1
尺寸
直徑 35 公分
2
重量
4.50 公斤
3
攝影角度控制器控制距離 1～2 公里
4
攝影角度控制範圍
上下 60 度；、左右 360 度
5
影像訊號傳輸距離
直線 2 公里(NTSC SYSTEM)
6
單次使用最長時間
240 小時
7
主機可接控制點數
最多 5 個控制點
8
外接感測器電壓位準
TTL 位準
9
攝影機記錄方式
數位攝影、畫素 68 萬
10
外接聲音記錄方式
STEREO、立體聲錄音及傳送
其構造如下：
微波接收
天
線

顯示器

控制指令
發射天線

微波系統
接收器

OBSERVER 控
制解碼發射器

影像處理暨
增強系統

OBSERVER
控制器

OBSERVER 觀察家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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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指令
發射天線

微波接收天線
微波系統
M/W System

攝影系統暨
角度控制系統

電源供應系統

各類感應
啟動系統

觀察家本體
2
3

5
6
14

1

8

7
4

10

11

9
12

1.LCD 液晶顯示器
8.工作電壓指示表
2.LCD 亮度調整旋鈕
9.工作電流指示表
3.影像增強度調整旋鈕
10.影像輸出插座 1
4.LCD 電源開關<含保護蓋> 11.影像輸出插座 2
5.總電源開關<含保護蓋>
12.音頻輸出插座
6.影像增強系統工作指示燈
13.感應器觸發警報器插座
7.內電源 UPS 充電開關
14.充電指示燈
OBSERVER 微波影像接收暨增強系統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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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2 3

4 5

9

6

10

7

16

12

13
14

15

1.總電源開關<含保護蓋>
9.工作電流指示表
2.太陽能轉換充電板 [開啟/收下]
10.工作電壓指示表
3.一號攝影機 [開啟/收下]
11.控制器連接線
4.二號攝影機 [開啟/收下]
12.工作指示燈
5.三號攝影機 [開啟/收下]
13.遠景/近景變化控制
6.四號攝影機 [開啟/收下]
14.上/下攝影角度微調撥盤
7.發私功率輸出指示表
15.左/右旋轉速率控制盤
8.發射天線
16.上/下/左/右角度控制撥捍
OBSERVER 控制解碼發射系統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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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轉換充電板<可上、下動作>
太陽能轉換充電板承載架<鋁合金材質>
絕緣保護蓋<複合材料製成>
數位高解析度廿倍攝影機<可上、下移動>
360 度旋轉底盤<PE 材質>
OBSERVER 承載架<<PE 材質>
鋁製裝置架
OBSERVER 本體組合件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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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管理系統
(一)自動傳輸系統
1.地面接收站
如圖 6，由地面監視器可以看到飛機所飛航拍攝地面的具訊號之錄影畫
面，但是飛機的實際位置目前由地面監視器無法知曉，透過 GPS 定位與 GIS
的底圖資料，可以考慮於另一監視器上顯示及時飛機飛航的位置，以解決＂
身入林中，不知身處何處＂之困擾，並為未來人工智慧自動導航立下踏腳石。
Video signal

Receiver-Antena

Receiver
Ground monitor
CPU
driver

圖6

地面接收站

(二)自動貯存系統
希望不管飛機飛航姿態如何，其空照錄影拍攝之畫面皆為垂直正射影
像，以方便未來數位圖籍之處理分析，因為植有 GPS 收集的座標位置資料，
可考慮將由載具傳回地面的錄影畫面直接載入調查範圍的 GIS 數化圖籍上顯
示，因為同時有時間訊息，可以考慮與電腦 CPU 的時間結合，則可貯存具
有時間的地理空間攝影資料。
(三)影像捕捉卡：
由數位化攝影機拍攝之錄影像每秒鐘有 60 景。人類對每秒鐘 22 個景的
畫面，人們視攝影資料為連續的畫面，但若要利用其＂景＂來做校正分析，
這些影像資料才可為學術研究之量化、屬性與圖層。
(四)自動幾何校正與植入 GIS（資料處理）
研發空照錄影帶自動化製圖（判釋影像處理、幾何校正、垂直投影自動
化處理）。
(五)屬性分析、圖層空間分析（資料分析）
於 GIS 之資料依不同尺度、相同座標等方式貯存、展現內容，大體可分
為具空間位置資料的圖層，以網格（raster）和向量（vector）方式表現，另
一則為網格資料內容各區塊單元（cell）或向量資料點、線、面單元相關連
的屬性資料存放，再以傳統統計與多變值來分析屬性資料，以為推估預測其
現況、探討其關係、功能、推測其變化。而空間圖層的資料，則可由點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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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間分析、路網分析、影響範圍分析、疊合分析。
(六)資料提供與應用
整合已有的圖層與屬性資料，將網格影像（raster image）如附檔名
為 .pcx 、 .tiff 、 .bmp 、 .rgb ； 向 量 影 像 （ vector image ） 如 .dxf 及 試 算 表
（spreadsheet）
、時間碼（time code）及空間碼（spatial code）
，錄影帶顯示於
電腦銀幕或表列，而應用於環境資源的調查與監測上。
四、森林資源調查案例
(一)以中興大學惠蓀實驗林場、土地利用最集約的第三林班約 300 公頃，地形南
北狹長、海拔高度 500m～1650m，由北至南逐漸升高，坡度 0～83°間，北
界北港溪、東界關刀溪，關刀溪長期生態研究區（即第三、四林班）中間部
分約 400ha 為範圍，進行以遙控直昇機與固定翼飛機為載具，錄影機數位影
像、高度計、衛星定位系統、座標、飛機航向等感測器資料整合、應用。
(二)架設 EMψ1 初號機於惠蓀林場活動中心屋頂、遙控器置於屋內進行 360°旋
轉拍攝，並針對特殊林型進行 Zoom in 放大攝影，且可設定旋轉固定時間。
(三)台中縣沙鹿與大雅間土地利用狀況：以固定翼飛機 1998 年 11 月飛航由東北
向西南飛，高度 100～120m；航寬 202m；長度 753m 範圍；比例尺為 1：1408
之範圍，影像並加以製圖如下圖：
五、環境監測案例
(一)1996 年 7 月 31 日至 8 月 1 日間賀伯颱風帶來狂風暴雨侵襲臺灣本島，為南
投縣新中橫公路沿線帶來空前的土砂災害，其中南平坑、郡坑口、郡坑橋、
信義活動中心、上豐丘、豐丘、同富社區、隆華國小（一號溪）及神木國小
（出水溪）等地區之土石流（debris flow）災害尤為嚴重，至少造成 27 條人
命損失和 14 人失蹤的慘劇，其災難之慘重，數十年僅見。有鑑於這次災害
發生規模之大，且山區之災害型態以土石流所造成之破壞最為特出，特將其
發生後之陳有蘭溪之霍薩溪支流沖蝕後情形抽出展示，並於電腦上展示。
(二)嘉義布袋海水倒灌，全村被水淹沒情形，若能事前有空中攝影資料，事件發
生時、發生後，亦前往拍攝則由水災、土石流發生前後影像展示、抓取影像，
且配合拍攝時飛機航高、飛機姿態、X、Y、Z 資料，則可以幾何校正製圖與
GIS 之圖籍結合比較其天然災害前後土地利用情形，藉以推估損害面積、探
究發生原因之依據。
六、討論與建議
(一)討論：
1.載台：載台目前有旋翼直昇機與固定翼機，旋翼直昇機無需很大的起降空
間，但能載荷的量有限、續行力較短、航高較低、可停留時間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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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螺旋槳會影響光譜感應、機動性大、姿態動線不規則、飛行
高度有限、不需仰角 90 度往下推、上升時垂直往下推 45°往後仰角
為下垂；固定翼飛機需要較長跑道起降、拋物線轉彎、直線性飛行
甚佳，所以各有千秋。一般長矩離、飛航高度高、穩定直線飛行、
載重大、載光譜之載台以固定翼機較佳；需機動力大、無需飛航跑
道、停留時間長，則可以螺旋直昇機為之。
2.感應器：航空攝影像片影像、空載多光譜掃描影像、錄影機雖同為遙感探
測領域，但其硬體研究設計則各異其趣，航空攝影可針對照相機
本身尋求更高之系統解析力，如具有數位的 HRBV 高解像力照相
系統，而空載多光譜掃描影像針對掃描偵測器（detector）研究發
展，使較低之地面解像力得以提高，配合即時 GPS 座標定位資料，
由不同感應器收集到的像片影像、光譜、掃描影像、錄影動態影
像等，則將使數字、圖形、影像、錄影動態影像資料整合於一考
慮時間、空間的資料庫管理系統。
3.資料應用：這些資料可以整合應用於調查中，如：資源調查、自然資源健
康調查、環境監測、濫墾、濫伐、濫葬、核能及火力發電廠排
水測定、海面溫度分怖與烏魚汎期關係研究、天然災害調查及
提供 GIS 更新圖層。
4.製圖方面：像片圖測製已引用最新之數化製圖儀，但在人為判釋上仍有待
以專家系統將航照判釋專家之經驗攫取成數個規則以供自動化
判釋、製圖。
當然另外以掃描影像之光譜、數字處理技術，配合不同衛星、飛機、高
塔不同高度的載臺，以收集不同尺度，相同時間空間的整合性資料。ADAMS
在這些整合性空測資料收集與資訊管理系統功能上頗值應用發展。往後可以
將 ADAMS 這種整合性空測資料收集與資訊管理系統，結合(1)整合資源調查
分析、監測系統，(2)永久樣區設立，(3)地理資訊系統與(4)空間模式系統等，
將可有效地應用於臺灣森林資源經營保育之支援決策上，以方便資料更新、
儲存、分析及資訊提供。
(二)空測資料收集與資訊管理系統之應用與未來發展：
以硬體為主的整合資料收集系統（Data Acquisition System）在飛行器（載
具）與攝影、掃描之感應器（sensor）自動化、安全、準確上，改進發展穩定畫
面，另以軟體為主的多尺度資訊管理系統（Multiscale Information System）上，
結合電腦、GIS、地面調查資料、高空飛航調查資料與衛星遙測資料，再透過
GPS 提供座標空間的因子與電腦 CPU 提供的時間因子結合成一整合資料收集與
多尺度資訊管理系統。現階段實際研發上分二部分加以討論。
1.整合資料收集系統（Integrated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1)空照時錄影掃描即時與地面的地理資訊系統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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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發系統能支援＂重寫消費者（Rewrite Consumer，RC）時間碼＂，提供可
再紀錄時間欄。
(3)用 VISCA 錄影帶控制語言，以做具有彈性且精確的編輯。
(4)整合即時差分衛星定位系統以獲高精度的空間資料
(5)研發架設於箱型車車頂的彈射架與攔截網，以免去固定翼飛機需要 40-50m
跑道的限制，則可更具彈性於崎山區地形、小面積平坦地上飛行。
2.多種尺度資料經營管理系統（Multiscale Data Management System）
(1)研發地面監視器與電腦之 GIS 結合，以方便掌握飛行拍攝位置。
(2)研發空照錄影帶自動化製圖（幾何校正，垂直投影自動化處理）。
(3)與資源調查與監測模式結合。
七、結論
1.同時獲得各種感應器所收集到同一地點之地面資料，並且皆自動整合於一資料
庫中，即可由不同儀器收集的資料獲得同一景觀現象。
2.在快速、機動性強、節省經費原則下，獲得不同高度的地面現況資料。
3.無法由地面調查、中、高空航測及衛星遙測取代，亦即可將中、高空飛機進行
之地面資料收集所缺乏之部分，予以補足。即可隨時支援地面調查工作，將各
種來源的資料整合於相同資料管理系統中，以方便應用。
4.整合電腦分析軟體，可做即時即地（on-site）資料處理分析。
5.機動性強，可以進行具有彈性的不同尺度之空間調查與時間序列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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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位置圖之製作與應用
馮豐隆 1、李宣德

2

【摘要】有鑑於過去林木位置圖製作既費時、又費工，效率低落，因此本研究旨在於
如何更有效率的繪製林木位置圖。對其製作過程有詳細的描述，並且配合地理資訊系
統建立永久樣區位置圖及樣區之林木位置圖。極力建議永久樣區之建立，應結合林木
位置圖與單株之林木屬性資料，以成單木地理資料庫；結合樣區位置圖與林分屬性資
料為林分地理資料庫。本研究以惠蓀實驗林第三林班五個 80m*50m 杉木試驗地及其
樹幹解析木為例，建立單木地理資料庫，藉由空間統計可以處理分析林木的空間格局，
導出樹冠投影圖與孔隙分佈圖，利用 Hegyi 競爭指數表林木間競爭的壓力、Schnute
生長模式描述解析林木生長，更藉由參數探討單株林木間的距離與競爭對林木生長的
影響，更而應用在疏伐決策上。結果顯示，林木的 Hegyi 競爭指數愈小時，其競爭壓
力愈小，則生長潛能愈大，壽命愈長，最多可達 400 年生，直徑約可達 65 cm。所以
進行疏伐，以減少各留存林木的競爭壓力，增加其生長潛能，有了林木地理資料庫，
可以容易地進行疏伐、情境模擬。本研究依斷面積 20%、40%、60%疏伐度的疏伐模
擬、設計、規劃與疏伐木選擇、試驗。
【關鍵字】樣區位置圖、林木位置、競爭指數、疏伐決策、地理資訊系統
Making and Application of Individual Tree Location Map
Fong-long Feng1、Hsuan-Te Lee2
【Abstract】The objectives of the paper are to make the individual tree location map
efficiently and the procedures of making individual tree location map of permanent
sampling plots（PSPs）with GIS are described. The attribute data of each tree were integrated
with individual tree location map for tree geo-referenced database. To integrate the
sampling plots location map with stand characteristics to be stand geo-referenced database.
Geo-statistical procedures were used to analyze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completely mapped
tree data. Analyse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istance and competition to tree
growth, too. The results of spatial analysis could be applied to do thinning design. In the
study, there are five 80m*50m sampling plots of Chain-fir in Hui-Sun Experimental Station
were developed to be tree and stand geo-referenced database. Hegyi competition index and
1

2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st, NCHU. Taichung, 402, Taiwan R.O.C.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研究所研究生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Forest, NCHU. Taichung, 402, 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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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nute growth model were used to describe the individual tree competition and potential
growth of tree. The smaller the Hegyi competition index, the less strees. The bigger the
growth potential of the tree, the longer life span will exist. The maximum of China-fir age
will be 400 years old, DBH be 65 cm. So, need to do thinning for decreasing the
competition strees and promoting the growth potential of the surveying tree. For there is
geo-referenced database, we could do thinning design early. The scenarios of thinning
design and selecting thinned tree will be easily to practice by the tree and stand
geo-referenced database.
【key words】Sampling plot distribution map, Individual tree location, competition index,
thinning,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一、前言
影響單株林木生長之環境因子甚多，森林學家常以調節林分密度及林分結構方法
來促進林木生長，而欲有效促進林木生長，則需先判定林木分布的空間格局，才能妥
當掌握其空間變化，因此描述與解析林分內單株林木的空間格局為森林研究一個很重
要的方向。
森林資源調查為獲取森林經營管理資訊之必要措施，鑑於林業集約經營之趨勢，
精確獲知林木生長空間位置以進行相關試驗研究，將日益重要，而林木地理資料庫（包
括林木位置圖及林木屬性資料）可提供立木空間分佈情形及掌握時間歷程中單木屬性
所發生之變化，為林木資源經營管理及物種保育上的重要資訊。林木位置圖係表示林
木在空間上的相對位置，有助於瞭解植物族群的散佈型態，以及植物在時間變化中的
擴展趨勢（陳朝圳，1993），而林分地理資料庫（包括樣區位置圖及林分屬性資料），
將有助於瞭解林分屬性在時間、空間上變化的情形，並有利於經營者對資源的掌握與
監測。然透過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的空間分析，更
可瞭解林木生育地環境（許榮章、馮豐隆，1994），可提供育林經營上的參考。
過去林木位置資料之取得，多用平版儀放射法，實測及計算、繪圖等步驟於外業，
一次繪製成圖，成圖未來再繪、出圖不易，修改更是困難，作業效率差，一張圖的完
成，往往要花費非常久的時間；將內、外業分開實施，雖可提高作業效率，但若遇到
大面積繪製，就感乏力；倘若利用羅盤儀前進法，設定導線以控制樣區面積之精確，
標定樣木位置以確定樣木測計之位置無誤，並採內外業分開之作業方式，但此方式效
率亦不顯著。而現今科學進步，調查儀器日益精進，可以運用衛星定位系統（馮豐隆、
黃志成，1994）和雷射林業座標測量儀，更能將所有野外調查收集的資料加以轉檔、
輸入、儲存於地理資訊系統中，經簡單處理，便可將其展示在具座標位置的電子地圖
上，既方便又省時。在地理資料庫之建立過程中，如何承先啟後，將過去的調查資料、
經營記錄等已有的資料彙整。而針對不足、隨時間變化的資料、尚欠缺的資料，則需
進行取樣調查，才可使地理資料庫（或稱空間資料庫），更完整、更充實。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說明如何繪製林木位置圖，且將野外林木調查的資料放至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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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座標系統的 GIS 中。將具空間位置之林木位置圖與時間歷程之林木屬性資料加以整
合，而林分屬性資料與樣區位置圖結合。利用空間分析探討距離，競爭時林木生長的
影響，並將其利用於疏伐、規劃、設計上。
二、研究材料
（一）材料地點
本研究之試驗地有二，皆位於本省中部，屬中興大學實驗林管理處之惠蓀林場第
三林班，東經 120°57 至 121°09，北緯 24°00 至 24°09 之間，分述如下：
A 為 1965 年栽植之杉木人工林。位於海拔 770～1000 公尺處。於 1997 年設立為
供生態系經營裏，不同疏伐作業試驗之樣區，共有五個試驗試區，分別為 E-01、E-02、
E-03、E-04、E-05，試區為 80m×50m 長方形，每區面積為 0.4ha，此五個樣區的地理
分布如圖 1，當時各試驗試區調查資料如表 1，並在各試區中挑選不同競爭指數等級的
林木 20 株，進行樹幹解析。

圖1
Fig.1

惠蓀林場第三林班生態系經營（EM）之樣區位置圖

Sampling plots location of ecosystem management in the third compartment of
Hui-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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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惠蓀林場生態系經營疏伐試驗 32 年生杉木試驗試區資料表

Table 1 The plot surveyed data of year_32 life of China fir stand in Hui-Sun
試驗試區 坡度
坡向
株數 株數/ha 平均胸徑(cm) 平均樹高(m)
R：33.5
E-01

E-02

E-03

E-04

E-05

R：N12W

M：33.5 M：N12W 445

1113

Min：5.8

Min：3.6

Mean：19.56

Mean：13.59

L：35.5

L：N12W

Max：38.7

Max：21.9

R：39

R：N

Min：4.3

Min：7.9

Mean：17.22

Mean：13.69

M：34.5 M：N

418

1045

L：36

L：N

Max：33.4

Max：20.9

R：15.5

R：N46.5E

Min：5.6

Min：4.04

Mean：25.82

Mean：14.39

M：21.5 M：N46.5E 269

673

L：24.5

L：N46.5E

Max：51

Max：25.8

R：24

R：N47.5E

Min：5.2

Min：8.25

Mean：19.66

Mean：14.9

M：28.5 M：N47.5E 386

965

L：25.5

L：N47.5E

Max：43.9

Max：24.9

R：25

R：N8E

Min：2

Min：4.1

Mean：12.49

Mean：13.2

Max：40

Max：21.5

M：27.5 M：N8E
L：29

1294

3235

L：N8E

註： 1. R、M、L 分別代表長方形樣區的右邊、中線、左邊。
2. E-05 的樹高資料僅有 52 筆，其他樣區之樣木則進行每木胸高直徑、
樹高之調查。
B 為惠蓀林場 1964 年 2 月造林之 201 號造林地（造林面積 60.47ha）為範圍之杉
木人工造林地，1977 年（即 13 年生）時設立為三種不同疏伐度、四次重複的試驗地
（1996 年面積 210ha 的關刀溪 LTER 試驗地成立後，即將該試驗地包括在內）
。其海
拔分佈在 1,080～1,500m，坡向有東、東北與東南向，坡度 5～35 度。試驗樣區分別
位於兩個不同立地條件的試區，一在海拔 1,200m 之山頂，一在海拔 1,000m 之山腰的
林地，山頂、山腰試區各 12 樣區為 0.1ha 之圓形樣區，其樣區位置分布圖如圖 2 所示。
至於詳細的林地描述，可以參考馮豐隆(1996)之全球變遷關刀溪森林生態系－地理資
料庫之建立與林分變遷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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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Fig.2

關刀溪 LTER 樣區位置圖

The sampling plots location of Guan-Dau-Shi LTER.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對林木位置之繪製，採用直角座標之方式來標定林木位置，且嘗試利用電
子測距儀、皮尺，甚或雷射林業座標測量儀來標定林木位置，利用 GIS 完成林木位置
圖，再將其所量測之林木屬性連接，並建立其林木資料庫，以利往後資料之更新及分
析，其分述如下：
Ａ、先將欲測樣區之界線確定，並設置界樁，樣區內之所有立木，不管生立木或枯立
木，皆予編號、標定位置，且繪製各標號林木位置於圓形或長方形的樣區內的圖
層。
a、利用直角座標法
林木位置標定方法，皆由直角座標（Xi,Yi）來標定，Y 為樣區線（即穿越樣
區中心線至坡下緣）的距離，X 為林木到樣區線的距離，如圖 3、圖 4 所示，一
般穿越樣區的中心線以測繩放置林中，刻度 0 端為穿越中心線與下坡樣區邊緣相
交處，X 軸部分則由電子測距儀或皮尺量測之，並記錄樣區之坡度、坡向。
b.利用雷射林業座標測量儀
外業步驟類似羅盤儀前進法，在一定點放射量測各林木之位置，以導線方式
至下一定點量測，直到樣區內所有林木皆測量完畢，其步驟簡單明確，以便利調
查工作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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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X,Y)
（X,Y）

Y

圖3

Y

圓形樣區林木位置標定

Fig.3 Marking tree location in
circular sampling plot

圖4

長方形樣區林木位置標定

Fig.4

Marking tree location in
rectangular sampling plot

Ｂ、利用 GIS 軟體 Arc╱View 及以試算表（如 Lotus、Excel 等軟體）建檔的屬性資料，
結合圖層（林木位置）與屬性（單株林木資料）之單株林木資料庫，以關連表記
錄各個林木測量資料的屬性表，並以林木樹號與林木位置圖之林木關連，也可將
每次調查的林木資料加以整合，記錄於單株屬性資料表中，更可以結合包括林分
圖層、樣區位置圖及林分屬性資料表的林分地理資料庫，以為雙層級－林木、林
分之森林地理（空間）資料庫。
三、結果與討論
（一）林木位置圖繪製
其林木位置圖繪製結果如圖 5，且建立單株林木屬性資料，需依照所調查之樣區
類型加以設計（如表 2），以便結合於林木、林分之地理資料庫中。
林木位置圖及林木屬性資料一但建入 GIS 資料庫，則可方便查詢相鄰林木間之相
對距離，透過林木間的距離便可瞭解林木競爭的程度，作為描述林分狀態之基本資料，
亦可作為推算林木競爭、樹木疏伐選木之依據；方便查詢單株林木之基本資料，不必
去翻閱繁多而厚重的原始調查資料，可節省相當之時間，提高效率，更可用此地理資
料庫，進行分析、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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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樣區
代號

樣木屬性表

Table 2 The attribute table of individual trees
樣木 樹種 樹種 樣木 樣線
DBH-94 H-94 DBH-98 H-98
號碼 中名 代號 距離 距離

A1

3

杉木

112

3.20

17.20

20.5

19.0

20.5

21.3

:
:

:
:

:
:

:
:

:
:

:
:

:
:

:
:

:
:

:
:

圖 5：林木位置圖（a）LTER 山腰 A1
Fig5.

Individual tree location map in circular plot and rectangular p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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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林木位置圖（b）惠蓀林場 E-01
Fig5.

Individual tree location map in circular plot and rectangular plot.

(二)林木位置圖之應用－競爭壓力對生長影響之探討
由於林分內之單株林木，每株的胸徑及兩兩的距離都不相同（如圖 6）
，所以每株
林木的競爭壓力必定會有所不同，從樣區各單株林木之樹冠投影圖（圖 7）
，更可以明
顯看出林木間的競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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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E-03 杉木樣區之 DBH 分布圖
●大小表 DBH 的大小

Fig.6

The individual trees map of E-03 plot in different DBH size
● Showed DBH size

圖7
Fig.7

杉木樣區(E-03)之樹冠投影圖

The tree crown-projection map of E-03 plot

所以運用林木位置資料，計算相鄰林木之間的距離，以推算各株競爭生長資源的
狀況。由於杜加維（1998）研究單株生長模式的競爭指標中發現 Hegyi 的競爭指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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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表現最良好，所以利用環形影響帶(circular zone of influence)的觀念，求算杉木之影
響圈範圍(吳中倫，1984；蔡信峰，1997)，套用 Hegyi 於 1973 所提出的競爭指數計算
式（如公式 1）。
n 
D
1
CI j    i   ……………（1）
i 1 
 D j Lij 

CIj：第 j 株林木的競爭指數
Lij：競爭林木 i 與所測林木 j 間的距離
Di ,Dj：競爭林木 i 與所測林木 j 的胸徑
n：環形影響帶內競爭木總數
推算各株林木之競爭指數，並建入單木地理資料庫中，再由資料庫中查詢林木之
競爭指數，以便進行事先分層取樣，在各級指數中選擇數棵林木，先將之繪圖標出林
木編號，以利現場作業，尋找解析木，再進行樹幹解析，以便瞭解各等級指數的林木
生長情形。
選取之樣木共 20 株，經樹幹解析所得各樣木年生長量資料及競爭指數顯示如表 3。
將各種不同競爭指數之樹幹解析木的DBH生長資料，透過Schnute生長模式來描
述。
Schunte (1981)利用加速生長(growth acceleration)的生物原則，導出生長模式，所

 1 dz 
謂加速生長(Z)即以相對生長率(relative growth rate, RGR)的相對生長率    成直
 z dt 
線的關係：
（1/z）（dz/dt）＝-（a+bz）
；配合兩個年齡（T1，T2）和其大小（W1，W2），
而導出此式稱做 Schunte 一般化模式，其公式如下：
1

 s
1  e  r ( T  T1 )  s
s
s
W  W 1  (W 2  W 1 ) 

1  e  r ( T 2  T1 ) 


這 個 模 式 代 表 著 八 種 可 能 的 特 徵 形 狀 ， 主 要 決 定 於 四 條 線 (1)r 軸 (2)s 軸

(3)s=1(4) s  {(T2  T1 ) /[log(W2 / W1 )]}r ；其範為圍區分如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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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競爭指數階之杉木樣木的樹幹解析資料

Table 3 The attribute data of China fir of stem analysis in different classes of competition
index
No

CI Age

1-007
1-703
1-778
2-012
2-042
2-174
2-786
3-143
3-267
4-356

3.857
8.319
7.969
6.729
7.208
7.643
6.100
9.132
0.689
4.978

27
24
32
35
34
35
35
48
57
55

DBH
(cm)
16.00
14.60
13.89
17.95
15.17
14.67
15.87
12.67
36.70
22.27

H
(m)
12.70
11.10
17.10
15.20
15.20
15.00
14.80
15.20
23.60
15.50

BA
(m2)
0.020106
0.016742
0.015153
0.025306
0.018074
0.016895
0.019772
0.012615
0.105784
0.038940

V
(m3)
0.155033
0.104879
0.141831
0.222630
0.155537
0.144408
0.171265
0.101892
1.375378
0.308525

No

CI

Age

4-521
5-126
5-1304
5-173
5-184
5-246
5-426
5-543
5-793
5-939

14.370
3.206
4.120
14.860
46.510
8.558
8.881
2.163
24.510
20.550

34
33
32
28
29
34
33
36
12
12

3

2

4

1

5
8
6

DBH
(cm)
11.42
24.94
20.28
8.93
7.00
14.77
14.60
31.53
5.95
4.53

H
(m)
12.70
15.20
14.80
8.50
9.70
13.20
12.50
18.60
7.60
7.80

BA
(m2)
0.010249
0.048865
0.032312
0.006268
0.003848
0.014777
0.016742
0.078096
0.002781
0.001614

V
(m3)
0.066419
0.423119
0.268197
0.031299
0.027650
0.127469
0.128307
0.714304
0.013374
0.007525

s=1

r

7

s  [(T2  T1 ) / ln(W2 / W1 )]  r

圖 8 在 r、s 座標上由 4 條線區分成 8 區，實線為 r 軸、s 軸，平行 r 軸的虛線為 s=1，
斜率為負的對角線為 s  

T2  T1
r
ln(W2 / W1 )

Fig.8 Set of 8 regions in the r, s-plane defined by 4 lines (Schnute, 1981；Feng,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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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8 種特徵生長曲線，縱座標為大小，橫座標為"年齡"。(馮豐隆，1990；Schnute,

1981；Feng, 1997)
Fig.9 Three are 8 shapes of growth curves by Schnute model (馮豐隆，1990；Schnute,
1981；Feng, 1997)
若把這 8 種生長曲線，和其 r、s 範圍分別予列出如圖 9。
此模式的形狀受制於r、s值，若在T2>T1，W2>W1>0的設定下，則此生長模式包括
了具有漸近、反曲的S型曲線，也包括了二次生長式(quadratic growth equation)、冪次
生長式 (power growth equation) 、指數生長 (exponential growth equation) 和直線生長

(linear growth)。另外Schunte模式的母數如W1，W2可直接由觀察資料得到，母數相當
穩定皆是其優點，在生長模式應用上，甚值推薦（馮豐隆、楊榮啟

1990、1989）。

就胸高直徑而言，繪製各樣木之 Schunte 生長曲線（如圖 10）
，並計算該生長曲線
的反曲點發生時間（Ts）及其發生時的 DBH 大小（Ws），最大 DBH（W∞）與發生的
時間（T∞）等導出值（表 4）
，由表 4 可知生態系經營試驗區之杉木，以過去至今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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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趨勢分析，大約可活到 200 年且達到 40cm 的直徑，而最長壽命可達 400 年生，DBH

65cm。將各樣木之 Schunte 生長曲線加以歸納，則可發現競爭指數與林木生長具有密
切的相關性，隨著競爭指數的減小，其總生長量有增加的趨勢，也就是說競爭指數愈
大，則競爭壓力愈大，而該林木的生長亦受競爭影響，而導致生長遲慢且壽命也減短。
但是當競爭指數達到一定低點時，並無上述之關係，往後可更加深入去作探討。

圖 10 不同競爭指數之 Schnute 生長曲線[()內之數字為競爭指數]

Fig.10 The Schnute growth curve of trees with different competit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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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2 年生杉木在不同競爭指數之解析木的 Schnute 胸高直徑生長函數導出值

Table 4 The tree growth characteristics derived from Schnute growth model of 32 aged
China-fir with different competition index
NO

CI

Ts

Ws

T∞

W∞

Case

NO

CI

Ts

Ws

T∞

W∞

3-267 0.689 18 15.529 233 41.338

1-778 7.969

3

3.378 124 15.632

5-543 2.163 15 16.342 200 42.466

1-703 8.319

4

5.421 107 15.698

5-126 3.206 10

9.795 208 35.439

5-246 8.558

8

5.607 115 16.279

1-007 3.857 14

9.532 192 24.462

5-426 8.881

4

3.386 110 15.793

5-1304 4.120 9

6.362 436 63.429

3-143 9.132

11 5.264 105 14.685

4-356 4.978 16

9.711 194 25.256

4-521 14.370

1

0.000 100 14.036

2-786 6.100 14

7.769 177 21.096

5-173 14.860

2

2.181 80

2-012 6.729 6

6.067 173 19.166

5-939 20.550 13 5.073 103 12.681

2-042 7.208 4

4.187 158 16.850

5-793 24.510 10 5.178 109 12.995

2-174 7.643 14

6.877 181 20.49

5-184 46.510

註：No：樹號

7

2.411 98

Case

9.316

8.112

CI：競爭指數 Ts：反曲點時間(year) Ws：反曲點生長量(cm)

T∞：達漸近線時間(year) W∞：漸近線生長量(cm) Case：生長曲線類型
(三)林木位置圖之應用－疏伐模擬試驗
以 DBH 大小及 Hegyi 競爭指數大小為依據，以杉木不同疏伐密度之林分的林木
位置圖，進行樹木的空間型態分析。由林木空間型態分析結果可提供解析過去發展過
程和競爭交互作用。決定疏伐之準則，加以模擬設計、規劃之疏伐試驗，其方法分述
如下：
本試驗設計係以材料 A 在 1997 年設立之杉木人工林，在 5 個 80m*50m 區內進行
規劃，以不同斷面積（BA）疏伐度為處理依據，計有三種處理，即（Ⅰ）弱度疏伐，
即林分疏伐 20%斷面積（Ⅱ）中度疏伐，即林分疏伐 40%斷面積及（Ⅲ）強度疏伐，
林分疏伐 60%斷面積的林木等，另設置一對照組。即各試驗林分係有四種處理（三個
不同疏伐度及一個對照組）
，採逢機方式，五個試驗林分共有二十個試區，各試區之相
關位置如圖 11，試區呈長方形，每區面積為 25m*20m＝500 ㎡，即 0.05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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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b

d

b

c

c

b

c

a

a

d

E-01

E-02

E-03

c

b

b

a

d

a

d

c

E-04
E-05
圖 11 森林生態系經營疏伐試驗樣區之配置圖
(a 20%疏伐處理設計、b 40%疏伐處理設計、c 60%疏伐處理設計、d 對照組)
Fig.11 The 3 different thinning treatment subplots and control subplot in 5 sample plots
of Ecosystem Management Thinning Design
將林分、林木屬性資料整合數化樣區位置圖與林木位置圖於地理資料庫中，可方
便吾人事先在室內以各種假設情境（Scenario）做模擬、分析。因此，先決定疏伐準則，
再加以模擬、評估、設計與規劃疏伐試驗，可將欲疏伐木選出，利用林木位置圖標出
樹號，以方便疏伐作業之進行。本次研究之疏伐木的選擇，乃以競爭指數為準則，從
競爭壓力較大的林木開始進行選木，即競爭指數越大，則其被疏伐的序號也越前面，
若競爭指數相同，則以胸高直徑為依據，徑級較小的林木較優先被選取。其樣區胸高
斷面積變化情形，如表 5 所示，而其疏伐前後的情形，可由數化林木位置圖一覽無遺，
如圖 12 所示（以 E-01-a(弱度疏伐)為例）
，其疏伐前後之情形可事先掌握而加以調整，
以達理想之狀態。往後可以林木位置圖配合丁寶永等(1986)所提出疏伐原理之方法，
建立簡易可行的疏伐準則與模式，以方便全面疏伐撫育作業。實際進行疏伐作業後，
再繼續對該林分樣區作長時間的追蹤調查，比較分析其林木生育狀況，將可對本研究
作驗證，此頗值得未來繼續研究。
有關結合林木屬性資料及林木位置圖之單木地理資料庫，應用範圍十分廣泛，舉
凡取樣、林分結構變遷、林分密度管理、根系競爭、樹冠競爭、疏伐決策等等，均能
視需要而適當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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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疏伐前後之情形－E-01 樣區狀況

Table 5 The status of plot E-01 before and after thinning
樣區代 胸高斷 疏伐斷 保留斷 疏伐
號

面積

面積

E01-a
E01-b
E01-c

1.8592
1.8037
2.1298

E01-d

1.4065

0.3568
0.6982
1.3147
－

疏伐前

面積

率

1.5024 19.19
1.1055 38.71
0.8151 61.73
1.4065

0

疏伐後

圖 12 E-01 弱度疏伐處理之疏伐林木圖（ 表疏伐之林木）

Fig.12 Individual tree location map of before and after for thinning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永久樣區之林木位置資料取得所採行之方法，衛星定位系統（GPS）配合
雷射林業座標測量儀（Laser Surveyor），將大量外業調查資料記錄在測量儀的記錄器
中，調查人員只需簡單草繪其導線路線即可。將 GPS 及 Laser Surveyor 量測資料輸入
電腦，便可記錄樣區位置及林木位置的絕對座標，再將位置測量資料與樣區內不同時
間的林木屬性調查資料，及樣區分析資料（如林分結構、樹種組成、地位指數、林分
生長等）
，整合成單株林分地理資料庫，將可方便永久樣區資料的單株與林分層級資料
的管理與應用分析。利用地理資訊系統來標示樣區位置圖及製作林木位置圖，對於資
料的更新、修改與應用將更加便利，空間分析也才成為可能，在取樣選擇疏伐作業研
擬及其他各種假設情境或方案實施上，亦將節省相當之時間。未來依序將過去研究調
查計劃與經營調查計劃，所設樣區、樣線、樣點（或樣株）的位置予以定位，結合於
地理資訊系統的圖籍中。並將樣區、樣線、樣點之位置圖籍與調查屬性資料、水文與
氣象觀測站的資料及遙航測的資料，在相同的時間、空間尺度下予以關連整合，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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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研究與自然資源經營管理與保育更充分有用的資訊。更可透過網路配合集中式資料
庫或分散式資料庫管理系統，以使用權限分等的方式來分享資料。
標定林木位置圖、地面樣區位置圖與土地利用型、林型、群叢等地景分布圖於地
理資訊系統中，則可以方便整合林木、林分、生態系、地景等不同尺度層級的空間資
料成多層級地理資料庫。有了此地理資料庫，則可方便擷取資料，進行森林各層級的
現況、功能與變遷推估與分析。在空間資訊易於獲得下，更可分析探討影響尺度擴大
（Scale-up）或尺度縮小（Scale-down）精確度的原因，促進各縱向高低層級間不同尺
度資訊、模式的關連與相容模式系統的建立。
過去由於單株生長模式，一般需繪製林木位置且量測其間距離、影響範圍，所以
少有人研究，目前由於全球衛星定位、雷射林業座標儀等電子測量儀器與地理資訊系
統空間資料貯存、分析、展示方便，所以林木位置圖與距離的量測就相形容易多了，
與距離有關的單株林木生長模式的研究，更為可行。
由林木位置圖空間資料庫發現競爭指數與林木生長具有相關性，隨著競爭指數的
減少，其總生長量有增加的趨勢，亦即競爭壓力愈大則競爭指數愈大，而該林木的生
長所受競爭越大時，林木的成長也越緩慢，壽命也越短。
吾人利用在地理資料庫的林木位置圖，進行，事先假設情境的分析模擬，作各種
疏伐方案的評估。因此決定疏伐準則，模擬設計各種疏伐試驗，選擇欲疏伐之林木，
利用林木位置圖將其標示出，方便疏伐作業之進行，其疏伐前後的情形，可由數位化
的林木位置圖中一覽無遺，因此可事先掌握而加以調整，達到最理想之狀態，此可方
便數量化決策系統建立。
因此利用林木位置圖之空間分析，應用於疏伐決策，將更加迅速。未來更期待結
合邊緣效應、調適、競爭的空間資訊來改進單株林木的生長發育的預測，並整合其他
處理系統，來做更有效率之疏伐試驗與決策。未來尚可結合林木位置圖與樹形、樹冠
投影圖、土地利用圖、地景分布圖、碎型（fractal）技巧及 GIS 的 3D 模組，將可更真
實地描述探討生物、生態經營狀況及監測結果展示、評估，以利自然資源適應性調整
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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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層級下生態單元的分類架構
為執行生態系經營，我們須有關於生態系組成、結構與變遷的基本資訊。為獲得這
些資訊，我們必須針對生態系來加以定義，並對生態系的組成加以瞭解。同時也必須進
行生態類型分類及過程的掌握，以及社會經濟及物理、生物系統間的關連。為達成這些
需求，我們必須獲取更多有關生物的分佈及其交互作用，及生物所在的生育地、環境的
資訊，包括物種統計數量、族群的發展及人類活動及土地利用對於於物種及生態系的影
響(Urban et al., 1987)。其實，研究在獲取這些資訊上，是扮演不可或缺的角色。
本研究的內容為針對地區土地分類的背景加以簡單說明，描述生態系的階層架構，
檢驗生態系經營實行的原則，並顯示架構在資源計畫及經營上如何使用。層級架構的基
本目標在於提供一個系統化的方法，於不同地理空間尺度中的生態因素，做整合性考
量，以實施地區分類、製圖及分區經營管理。在增進我們對於國家、地區及森林層級計
畫的認識，以完成在國家、地區及森林層級的生態系經營，並增加對於生態系組成及結
構、分佈的瞭解，以方便提供各組織機構經營計畫所需之資訊，凡此都需要有這個體系
架構。另外，此架構也能幫助我們推估計算土地及水資源的容納量，以及其在經營上的
成效。
以生態單元為基礎，界定出具有不同生物、物理潛能的地區。各種不同生態單元的
地圖可應用於現存植物、空氣品質、水生系統、野生動物，以及對生命、環境或生態系
複合因子的特性描述。這些生態系的資訊可與我們對不同生態過程的知識相結合，在配
合經營及研究上的生態方法，以便利資源經營計畫。
需注意的是，生態系分類及製圖系統，往往因人類的需求及其對分類製圖的價值，
而有所不同。生態系與其多樣的組成，常常是緩慢地改變，並在地表上以跨越行政、政
治疆域的方式來形成。根據其對於生態系統的瞭解，人類決定各生態系界線係藉由物
理、生物及社會經濟的考量。
吾人發現到，各階層尺度下的生態經營，其假設過程及地圖形成製作考慮中，往往
不相同，常無法以同一分類界線，符合每種分析與不同經營的需要。然而，由人為分類
分析所發展出來的地區邊界，也無法改變原來生態單元的邊界。在某些情況下，由生態
單元所區劃的區域與人為分析區域相同，而在其他情況下，如集水區、現存條件、經營
重點、特殊目的(例如原始、天然、人工粗放經營區或城市地區)接近時，透過其他條件
都可定義出不同分析區域。其實，生態單元區劃可因所著重的議題及考量的需要，而加
以聚集或分割。
背景：地區土地分類
不同階層的土地分類其所使用的生態原則也不同，其得由全球到地方性等不同的地
理尺度所發展。現在已有數個研究者，利用全球尺度的生物氣候方法，發展出生態系的
土地分類法，如 Holdridge (1967)、Walter and Box (1976)、Udvardy (1975)和 Bailey (19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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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而 Wertz 和 Arnold (1972)則發展出地區性及土地單元尺度的土地分級概念。其他以
生態為基礎所提出的地區尺度分類，包括美國的 Driscoll et al. (1984)、Gallant et al. (1989)
和 Omernik (1987)，以及加拿大的 Wiken (1986)及生態地區工作小組(Ecoregions Working
Group, 1989)。至於以次區域到地區尺度進行生態分類的概念，有對美國 Barnes et al.
(1982)、加拿大 Jones et al. (1983)、Hils (1952)及德國 Barnes (1984)。
但沒有任何一個單獨的生態區分類系統具有可應用於所有陸域地區尺度層級上，以
及發展生態單元所需要的結構與適合度。每個系統對國家階層有所貢獻的部分。在此項
工作中所使用的國家系統的概念及用語，對全美國的適用上創造出一個一致架構。
許多不同的分類方法被研發且應用於地方尺度（local scale）、區域尺度（regional
scale）與全球尺度（global scale）分類上。分類方法（taxonomic approach）一般皆將具
類似性質的區域歸類成相同群，在區劃方法（regionalization approach）下，將土地劃分
成以空間格局（spatial patterns）為基礎的自然單位，這些歸群影響土地資源使用與自然
過程。所以適當的系統即依此需要的資訊種類而定。
在最佳分類系統上做決策是土地經營者所要面對的最大挑戰。最大的困難是有那麼
多具不同尺度、不同解析度的分類系統，每一種森林有關的領域皆有許多不同的分類方
式，每一個土地經營單位亦皆有許多分類系統。每一個地理區有不同的使用方式，也使
用不同的分類方式來區分，即使相同的圖徵，有時也由不同名詞來描述且有些名詞有許
多不同的意義。一般分類的用語必須包括專有名詞（terminology）和定義（definitions）。
以述說土地與資源分類的重要方法，且必須澄清專有名詞、觀念、方法、尺度和應用上
的混淆。
1、生態單元設計
以生態單元來分類區劃境界的目的是：在不同階層的分析上，辨識出具有類似經營
潛能的土地及集水區。生態單元係設計來限制相似型態於：1)潛在天然族群、2)土壤、
3)水文功能、4)地景和地形、5)岩石學、6)氣候、7)空氣品質、8)植物生物量循環與營養
物的天然過程(例如演替、生產力及火災)。
值得注意的是“氣候體系＂對生態單元而言，是一個重要的境界分類的指標。尤其
是在大尺度上，氣候更是重要指標。事實上，氣候受到地形箝制，仍為上層的關鍵指標。
其他因素，例如地表形成過程、土壤和潛在天然族群，在較低層級上的重要性與氣候相
當，或勝於氣候。其間的關係可由圖 1 顯示。
因此，生態區單元地圖乃由數種指標決定，並具指標有變化性，這些指標包括氣候、
地形、地質、土壤、水及潛在天然族群。這些可以先個別分析後，再整合，或者以多種
指標，則需持續地評量以區劃生態區類型，再與生態單元的設計之中。若要達成第一個
目標，則需使用地理資訊系統(GIS)會變得更有益處。然而，在單獨定義各指標間時，則
必須仔細地加以評量，而以地表指標製定主題時，則可能須加以調整，以辨識當初使用
之生態指標的重要性及在經營上有意義的單元。當不同的準則、指標併合使用於整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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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單元時，由資料所繪製的地圖產出的產物可以加以修正，也可發展整合的解釋說明
(Aveers and Schlatterer, 1997)。
生 態 單 元 資 源 通 常 是 由 以 下 機 構 加 以 設 計 及 合 作 執 行 ： 土 壤 保 育 部 門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Land Grant 大學的農業實驗站、土地管理局(BLM)及其他適當的
州及聯邦部門。製圖習慣與土壤分類也符合國家合作土壤測量(National Cooperative Soil
Survey)的標準。
2、分類架構
國家生態單元階層列於表 9.1、9.2 和 9.3 之中。此階層體系係以無數的科學家及資
源經營者發展出的概念和用語為基礎(Hills, 1952；Crowley, 1967；Wertz and Arnold,
1972；Rowe, 1980；Allen and Starr, 1982；Barnes et al., 1982；Forman and Godron, 1986；
Bailey, 1987；Meentemeyer and Box, 1987；Gallant et al., 1989；Cleland et al., 1992)。下
為生態單元發展中使用的不同準則的審視。表 9.2 中為階層體系中各階層使用的原則準
則的概述。
1930 美國聯邦政府開始對某一資源做資源調查、瞭解其範圍和其發展的計畫。1950
年代後期，則認為採用單一資源分類，應用太有限了！主要是因為缺乏一個具有一致性
和整合性的分類系統，同時，土地經營者也意識到生態系具有整合與多尺度的性質亦認
為資料的品質、空間格局和歸類在資源評估上非常重要。這種改變有許多理由，其中之
一為對環境品質的重視，其二認為各土地單元具多項資源的價值，其三為資源、物理徵
象和整體環境是緊密相關連的（Bailey, Pfister and Henderson

1978）。最近土地和資源

分類的目標則擴展至提供物理徵象、資源的分布和其間交互作用的性質的必要資訊。現
在要問的問題是"那些方法可以應用到複雜和具交互作用的地景上"？以下針對分類上
有關問題，加以比較說明：
1.單一分類因子／多分類因子比較
若要更自然、更有用的話，分類系統一定要基於許多性態值，但當使用時，
只有那些知道有影響的因子才能選擇且加以權重，但是採取更多權重時，人工分
級的影響就更大。
2.單一層分類與層級式分類（Single level vs.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土地規劃者，對層級式的分類有相當的關注。層級式分類對不同層級規劃上
有很大的使用價值。層級式形成物件順序的級等，所以其間的關係可以知道，每
一個高階等是由其下階等彙集而成，每一階等是與其他階等是互相排斥的
（mutually excessive）
。假如知道某一階等是在某一層級系統的某一層級，那麼使
用者，即知道位在其上的其他階等。如系列（series）/棲息地型（habitat types）/
類型（phases）
。倘若可以確實地分類辨別到層級的最低階，則該資料可以重新歸
群到供不同目的的不同層級系統內。譬如：棲息地型或類型。
Baileys(1976)繪製的 1：7,500,000 生態區圖（ecoregion map）即是以層級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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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建立而成，最小的地圖單元是由大範圍內分出的細分項（subdivision）
，所以在
較大單元裏不須以最小單元直接加以比較，而由更上層級比較即可。
3、生態區尺度
在生態區尺度中，生態單元係因全球、大陸、地區氣候及大地形的不同而不同。基
本假設是氣候變化導致能量及濕度的升降，在地區性的生態系中氣候為主要的控制者。
Bailey (1980)採用三個生態區層級，且在階層體系中釋出：
(1)範籌(Domain)：大氣候類型的次大陸分區，例如由 Koppen (1931)定義的乾燥氣
候，乃由緯度及全球大氣狀況所影響。例如，北極 Domain 的氣候是由北極大氣
團所控制，該區特點為冷、乾的環境，且夏天很短。相對的，潮濕熱帶 Domain
是由赤道大氣團所影響，當地沒有冬季。各個 Domain 也因為年降水量、蒸發量、
潛在天然族群及生物排水系統的不同而不同。此四個 Domain 反根據氣候特性的
原則而命名：北極、乾燥、潮濕溫帶及潮濕熱帶。
(2)Division：為 Domain 的次級區。係在相同的氣候區中，由個別的植物類型，如
牧地或森林決定，通常是根據 Koppen (1931)分類型及 Trewartha (1968)所修正的
基本類型。Division 的分界是根據：a)降水量多寡，會使乾燥 Domain 變成半乾燥、
草原或乾燥沙漠 Division。b)冬季溫度高低，對生物物理過程及地面覆蓋雪持續
的時間長短，有很大的影響。冬季溫度是溫帶及熱帶／亞熱帶乾燥區中區分的決
定因子。Division 的命名是根據主要氣候區，例如草原、亞熱帶草原(Savannah)、
沙漠、地中海、海洋及凍原(tundra)。
(3)Province：為氣候的次級區，主要由陸地氣候型態，如乾燥季節長短及低溫持續
的長短所控制。Province 同時也受類似土壤排序影響。這個氣候次級區與由
Kuchler (1964)所繪製的潛在天然植生分布類似。Province 的命名乃使用雙名法－
為地理位置加上植物型態：如 Bering 凍原、加州乾草原及東部闊葉林。
由以上顯示高地植物帶狀分佈地區，當季節性能量及濕度相同於鄰近低地氣候類型
時，應分在同一 Province (Bailey et al., 1985)。鄰近低地的氣候類型可以推論高地的氣
候。例如，在太平洋岸的地中海氣候區，其高地和低地降雨的季節都相同，不同之處在
於山降水量為平地的兩倍。Province 的命名乃根據低海拔及高海拔下的帶狀分佈，例如
落磯山森林－高山牧地。
4、次區域尺度
以次區域的特色結合氣候、地形形成過程、地形、地層以及相對控制的水文功能、
土壤形成過程及潛在植物族群的分佈。在此尺度上畫出的生態單元為 section 和
subsection。
(1)Section：為有著相似地形過程、地層、地質來源、排水網路、地形及地區氣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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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大地區。這些地區可藉由潛在天然植物「系列」群落相關
(2)Subsection：section 的小區（以類似的表面地質學、岩石地形形成過程、土壤群、
次區氣候和潛在植物族群；Subsection 一般由地質圖徵命名，如平原沙丘：Tipton
till plain。
5、地景尺度
在地景尺度裏，生態單元由地勢、地形形成過程、地方氣候、地表面地質、土壤和
潛在天然植物族群格局(Forman & Godron, 1986)，這些因子影響生物分布、水文功能、
天然干擾區域分布和土地利用。地方的地形格局在此層級很明顯，可觀測出其地表的不
同。在此層級，陸域圖徵和過程強烈地影響水域生育地的生態性態值(plats, 1979; Ebert et
al., 1991)。
土地型群(land type association)生態單元代表此層級的尺度、土地型、地形形成過
程、地質岩層、土壤組成、溪流型態、湖泊、濕地或植物族群，在繪邊界、地圖是很有
用，一般以地形形成歷史和植物族群命名之。
6、土地單元尺度(land unit scales)
基本土地單元尺度，生態單元是基於地勢、岩石型態、土壤和植物的性質型圖，這
些因子影響植群的結構與組成、水文功能、基本土地承載量、土型(land type)、土型相(land
type phase)、山地谷地性態值，用來建立濱河土地型圖單元，土地型命名以生物／無生
物組成為主。坡度、傾斜度、陡峭度、坡向、位置、水文性態值、土系、植群因素會影
響局部氣候與生產力。
7、樣區資料(plot data)
樣點或樣區單元，用來獲得生態資料、資源調查、監測和品質控制，以便發展植群
分類、土壤分類或生態型分類、推估與規劃。樣區資料置入資料庫，以便做生態單元的
分析、描述和解釋(Keane et al., 1990)，可依 Data & Data Structure Handbook 與 Permanent
Plot Handbook 樣區可供生態型的參考區，樣區可標示於地圖上。
總而言之，國家架構有一廣泛的科學依據和提供由全球至地方的製圖生態單元層級
系統(hierarchical system for mapping ecological units)，在每一個層級裏，生物與無生物單
元是整合一起來分類，以較小的生態潛能來區劃地理區。這些生態單元，結合目前狀況
與生態過程的資訊，以提供經營生態系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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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生態單元的國家層級
規劃分析尺度
生態區
全球
州
地區

生態單元

目的／目標／使用範圍

domain
division
province

廣泛應用於模式建立與取樣／策略規劃與評估、國際
規劃

section
策略、多目標森林、州際與多單位／分析、評估
subsection
land type
地景
森林或地區規劃／集水區分析
association
land type
土地單元
計畫和經營區規劃和分析
land type phase
可以依需要將層級劃分為更小
詳細的計畫規劃
的地理區和更詳細的生態單元
次生態區

表 2：生態單元的主要圖籍單元的設計原則
生態單元
domain
division
province

section

subsection

land type association

主要圖籍單元的設計原則
大範圍的氣候區或群團(如乾、濕、熱帶)
地區氣候型(如 Koppen, 1931; Tranartha, 1968)
植群(如草原、森林)
土壤級
主要潛在自然植群(Kuchler, 1964)
區劃複雜、垂直氣候－植群－土壤區的高地或山嶽
地形、地質年齡、岩石
地區氣候資料／土壤級／次級或
土壤級
潛在自然植群
潛布自然群叢(PNC)
地形形成過程、表面地質、岩石
土壤等級、次等
次地區氣候資料
潛在自然群叢－群系
地形形成過程、地質組織、表面地質和海拔
土壤群系……

8、生態系概念
生態系是生命形成及環境互動的處所；為地球上的三度空間(three-dimensional
segments)(Rowe, 1980)。Transley 於 1935 年首次使用『生態系(ecosystem)』一詞，第一
次明白說明了包含多種生物及非生物因子的生態學上的系統的概念(Major, 1969)。此生
態系將生物及物理兩個領域合併為一個整體(holistic)，此生態系可被描述、衡量與經營
(Rowe, 1992)。生態系的結構與功能，可以廣泛地被能源、濕度、營養及干擾的梯度所
調節。這些梯度是由氣候、地形、土壤、水文、植物所影響(Barnes et al., 1982；Jor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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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Spies and Barnes, 1985)，而且這些因子會隨時間、空間尺度不同而變化。生態系
因而存在於許多空間尺度上，大至全球性的，小到微生物活動的區域。
在全球性、大陸性及區域性尺度上，生態系格局與氣候是相符合的，而氣候主要受
緯度、海拔高及海洋的影響(Bailey, 1987；Denton and Barnes, 1988)。在氣候區中，地形
會修正大氣候區(macroclimate)(Rose, 1984；Smalley, 1986；Bailey, 1987)，並影響有機體
的移動、集水區源頭的物質流動、水災、風災等干擾的頻率與空間格局(Swanson et al.,
1988)。在氣候地形區中，水、植物、動物、土壤及地形交互作用，而成為生態系尺度
的土地單位(Pregitzer and Barnes, 1984)。生態系分類及繪圖的挑戰，乃在於不同空間尺
度上，如何區劃出由生態因子的天然組合體，以及對不同組織層級的生態單位，如何加
以定義及繪圖。
多種生物及無生物因子組合，在定義生態系都很重要，但並非所有空間尺度上，每
個因子都同等重要。在較大、較粗糙尺度上，非生物性的因子會較重要，而在較小、較
精細的尺度上，生物與非生物因子會同等重要。此外，可辨識到細節的程度。在小尺度
中，形成生態系因子數目及描述因子性態值的變異性，都會有所增加。因此，資料和分
析的要求，和生態系分類及繪圖投資一樣，在較精細尺度裏都會增加。
發生於較大生態系中的狀況與過程會影響，並引導著較小型的生態系的狀況與過
程。而且，小型生態系的特性也會顯露於大型生態系的內容之中(Rowe, 1984)。此外，
導因於氣候、地形和土壤變化的環境變化，也會影響不同空間尺度的生態格局與過程。
然而，想像生態系是發生於地理安排，且是鑲嵌於大型生態系上，是很有用的(Allen and
Starr, 1982；O’Neill et al., 1986；Albert et al., 1986)。此空間層級乃由次一層級尺度的主
要因子所組成。當非鄰近系統裏，存在某特定生物相的結構與功能時，生態系即變成網
路(如植物即為大範圍野生動物活動)和不同過程，所以說生態系網路是依尺度大小而定
(Allen and Hoekstha, 1992)。例如不遷徒的植物係對照於分佈大範圍的動物。生態系網路
運作，通常發生於較低的層級內，且會隨需求、環境耐性、生物的散佈機制不同而不同，
就如同其他發生在地方、地景及區域生態系中，所發生影響生物與非生物交互作用的其
他因子一樣。
9、生命和環境交互作用
10、時空變化性
11、生態單位的使用
生態單位提供自然資源規劃與經營基本資訊。生態單位圖籍也可用於生態系劃界、
資源評估、執行環境分析、建立理想的未來遠景，並經營和監測自然資源。
12、生態系繪圖(Ecosystem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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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繪製生態系（或稱生命與環境交互作用的處所）的地圖，我們必須結合兩種地
圖：歷時改變的現存(existing)條件圖以及相對穩定的潛在(potential)條件圖。由於特殊過
程造成現存條件的改變，但都仍發生於生物、環境、生態或潛在的範圍內。現存條件包
括現今的植物、動物、水質等等。潛在條件則以生態單位表示。當疊合這些地圖後，即
可評估生物分佈及生態過程，且其結果也可以外推應用於相似生態系。多種生物及非生
物因子的整合，提供生態系定義及繪圖的基礎。
基本圖為生態系繪圖與資源整合的重要關鍵。這些地圖包括原始基本地圖系列，可
顯示出地形、河流、湖泊、所有權、政治邊界、文化特性及其他地圖特性檔案中的圖層。
在這基礎上，下一組圖層可包括適當空間尺度上的生態單位、集水區及水生系統資源調
查，再下一階層則為有關現存植物、野生動物數量、魚類分佈、人口統計、文化資源、
經濟資料等資訊，及其他為符合計畫、分析需求時劃界資訊。
GIS 可提供連結這些不同主題資訊的工具，並可以定義、繪製表示生態系的物理、
生物及社會維度。但是使用這科技的科學家與經營者，必須確確實實地合資訊主題、瞭
解過程以及經營策略。這些課題無法由機械來完成，仍需靠人。
13、資源評估
生態單位的層級架構可提供給多尺度資源評估的基礎。廣泛定義的生態單位（例如
生態區）
，可用在資源容量的一般規劃評估中使用。中間規模單位（例如土地類型組合）
可使用於類似的自然干擾（例如廢棄物(mass wasting)、洪水及火災可能性）區域的便是。
狹隘定義土地單位可用來評估某特別地點(site-specific)條件，包括水生、陸生物的分佈；
森林成長、演替及健康；不同物理條件（例如土壤壓實及沖蝕的可能性、水質）。
由精細尺度的生態單位所得的高解析度資訊，可以合併提供較大尺度資源評估，基
於各土型潛能量測來進行資源生產力評估，並可聚集估計結果來推算守林人(ranger)區
域、國有林、地區性及國家容量。
14、環境分析
生態單位可提供分析可能性的方法，及經營方案成效。為辨別生態系經營的效果，
我們必須檢查發生於考量的目標層級的上或下層級的條件與過程(Rowe, 1980)。例如，
伐木效果不只是在土地單位規模上會顯現出來，在徵棲地及地景尺度上也會顯現。雖然
經營的直接效果是在土地單位尺度上評估，但在較高層級空間尺度上，間接及累積的效
果會在不同時間、時間中發生。以不同層級定義的生態單位，在執行經營生態系的多尺
度分析及環境效果文件上，都會很有用處。
15、集水區分析
國家層級可提供評價水域生態系與陸域生態系間的關連時的基礎。由於地理成分之
間的相互依賴，水域生態系會藉由逕流、沈積及生物化學成分的遷移過程，相關或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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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附近的陸域生態系中。此外，水體會影響其生態的重要性。例如，一個湖泊位於一個
只含少數湖泊的地景中，其野生動物、遊憩及其他價值的功能會與位於有許多湖泊的地
景中的湖泊大不相同。以這個間接方式劃界的水域生態系有許共通的特色，包括水文的
及生物性的特性(Frissell et al., 1986)。生態繪圖單元邊界疊合於生態繪圖單元上層級集
水區的邊界，是集水區分析相當有用的方法。在此情況下，集水區會變成分析區域，這
此區域乃由許多生態單元重疊或組成這些生態單位會影響某些水文過程，例如水流動及
過濾(percolation)、水中化學物質及生態功能所構成的。
16、理想的未來狀況
理想的未來狀況(desired future conditions, DFCs)描繪出當目標達成時，所期待的土
地或資源狀況。生態單位在建立達成 DFCs 目標及方法上會很有用。當與現存條件的資
訊相配合時，生態單位可幫助我們設計對不同措施的回應。
生態單位乃與過去、現在及未來都有相關。過去的狀況可當作一重要生態系的模
式，並提供內視自然過程。例如，嘗試對橡木荒漠(oak savannas)或老林在非其原生地復
育是不合理的。此外，如干擾或水文歷線等自然過程，通常是超出人類所控制的。在瞭
解這些過程，及規劃設計維持 DFCs 上，生態單位是非常有用。
DFC 可以用數個空間尺度來描述。我們可使資源使用的衝突達最小（例如荒野的遊
憩體驗 vs 完全人工化的遊憩體驗，針對地區敏感物種 vs 邊緣物種的生育地經營）
，如果
我們考量數個分析尺度的計畫效果。在計畫 DFCs 中相關分析尺度上的土地單位劃界
中，生態單位將會是非常有用。
17、資源經營
18、監測
19、同時浮現的議題
生態單位的國家統治階層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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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35,990 grids of 1km*1km cells are used as the Taiwan raster-base map i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database. There are 4,002 ground plots data set of the 3rd
Taiwan Forest Inventory are systemic distributed by 3km*3km as a map point. Taiwan raster-base
map in GIS is used to extract 12 habitat factors of each plot. The coordinated sampling plots are
used as the geographic locations which integrated the data of habitat factors, stand structure and
growing stock. The 12 habitat factors are: elevation, slope, aspect, mean temperature per year, mean
high temperature of July, mean low temperature of January, total rainfall per year and season, soil
class, soil texture, soil effective depth. Which derived from point theme to surface themes with
interpolation methods. These interpolation methods are included Thinness polygon, inverse-distance
weighting, spline, Kriging, and mono-multinomial trend. Cluster analysis was used to classify
distinct groups and to solve problem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variabl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are 948 habitat clusters in Taiwan (R-square=0.95) with these 12 habitat factors. Weibull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pdf)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diameter of breast height (dbh) distribution.
The parameters of Weibull pdf are used to explain the location, scale and shape of dbh distribution.
Two methods are used to obtain the growing stock per hectare. The first one is to sum all the
individual volume in the plot (SUV), the second one is the diameter distribution method (DDM).
The Weibull parameter, bio-diversity index, growing stock per hectare are then integrated with the
habitat factors to develop spatial stand structure models and growing stock estimating models. The
ecological range and habitat of main forest types are concluded. The spatial stand structure models
and growing stock estimating models are developed to get the whole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
forest. The GIS are used to store, overlay, interpolate, analyze and display the bio-diversity, stand
structure and growing stock of any forest types in the area of interes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orest types, diversity, growing stock and stand distribution could be showed in GIS clearly. The
interactions of stand structures and habitat clusters were showed in mathematical model, graph and
spatial map.
Keyword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interpolation, spatial models, DTM, forest inventory,
Weibull pdf, clusters analysis.
*

This paper will be presented in “ International Workshop Structure of Mountain Forests” Davos, Switzerland,
September 6-10, 1999.
-72-

<D:\馮豐隆 20121224\C-1 及 E.馮豐隆-研究計畫報告\1.研究計畫報告全文檔\0.壓縮檔\69649-1\Stand Structure(瑞士).doc
>2012/12/28

臺灣林分構造與森林生育地之關係
馮豐隆、高堅泰
《摘要》
本研究以數位地形模型（DTM）切割成 1km×1km 的地理單元，將臺灣第三次資源調查
完成的土地利用型圖與每 3km×3km 取一個，共 4,002 個的地面樣區調查資料，進行臺灣各主
要林型、群叢的林分構造的分析。林分構造包括樹種組成、林分結構（大小分佈）與蓄積量，
以主要樹種的百分比、樹種的重要值來表示樹種組成；以韋伯機率密度函數來描述直徑分布，
表示其林分結構、性態值分布狀況。韋伯機率密度函數的位置、尺度和形狀母數，可用來說
明其林分結構。由直徑分布法推估單位面積之蓄積用 DDM 表示；由單位面積內單株林木蓄
積量之累積以求單位面積之蓄積量的方法謂之 SUV。考慮影響氣候、微氣候地型之海拔、坡
度、坡向；生物分佈界限主因—溫度之年均溫、最高溫月份（七月）高均溫、最低溫月份（一
月）低均溫；生物生命泉源—水源之年雨量、冬半年雨量、夏半年雨量；萬物生長之母—土
地之土壤有效深度、土壤型、土壤級等森林生育地因子：為林分結構與蓄積推估模式的獨立
變數。由樹種組成、林分結構、單位面積之蓄積量與森林生育地因子結合發展出主要林型之
樹種組成、空間林分結構模式與空間林分蓄積量的推估模式。由地理資訊系統展現出各林型
多邊形及可查詢出其面積，由比例推估法與迴歸推估法可將樣區的資料推估整個族群。
本研究利用地理資訊系統，由點資料推估面資料的功能，推估森林生育地因子：影響氣
候、微氣候地型之海拔、坡度、坡向；生物分佈界限主因—溫度之年均溫、最高溫月份（七
月）高均溫、最低溫月份（一月）低均溫；生物生命泉源—水源之年雨量、冬半年雨量、夏
半年雨量；萬物生長之母—土地之土壤有效深度、土壤型、土壤級等。這些方法包括：徐昇
多邊形法、距離反比權重法、曲線尺規法、克立金法、趨勢面法。並依資料種類對這些方法
進行評估。結果溫度採趨勢面法一次多項式推估之；雨量及土壤有效深度可採用克立金法推
估。以群集分析方法為之。台灣地區生育地分類結果得 948 個生育地群集，R2 值 0.95，可提
供生態系理論研究之所須。
關鍵字：空間模式、數位地形模型、森林資源調查、韋伯機率密度函數、地理資訊系統、生
育地因子、群集分析、生育地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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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Data and Materials:
1. In this study, 35,990 grids of 1km*1km cells are used as the Taiwan raster-base map i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database.

Fig 1. The 35,990 grids of 1km×1km cells with 40m×40m DEM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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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There are 4,002 Ground survey plots in the 3rd forest inventory of Taiwan.
2. There are 4,002 ground plots data set of the 3rd Taiwan Forest Inventory are systemic
distributed by 3km*3km as a map point.
3. Taiwan raster-base map in GIS is used to extract 12 habitat factors of each plot. The
coordinated sampling plots are used as the geographic locations which integrated the data of habitat
factors, stand structure and growing stock. The 12 habitat factors are: elevation, slope, aspect, mean
temperature per year, mean high temperature of July, mean low temperature of January, total rainfall
per year and season, soil class, soil texture, soil effective depth. Which derived from point theme to
surface themes with interpol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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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The 26 meterological stations and 818 rain stations distributed in Taiwan.

Fig.4. The forest types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forests in Taiwan.
METHODS:
1. Attribute Data Analysis –Statistical Method
(1) Stand Structure: For good de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parameters, Weibull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pdf) were used to describe the DBH distribution of trees in
each p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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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bull pdf: f(x,θ)
f(x, )=(c/b)[(x-a)/b]exp{[-(x-a)/b]}........(1)
Weibull function f(x,)
where a>=0, b>0, c>0
x : dbh
exp : exponential
(2) Diameter distribution Method
Two methods are used to obtain the growing stock per hectare. The first one is to sum
all the individual volume in the plot (SUV), the second one is the diameter distribution
method (DDM).
DDM:
DDM/ha = Nt∫g(x)f(x, )......................(2)
where Nt : stocking per unit area
g(x): volume equation Vi= f(Di,Hi) and height curve Hi=f(Di)
f(x, ): Weibull function
SUV :
SUV/ha=Vi / ha, Vi= f(Di,Hi)...............(3)
2. Map layers Analysis –Spatial Analysis
These interpolation methods are included thiessen polygons, inverse-distance weighting,
spline, Kriging, and mono-multinomial trend.
Thiessen polygons,
inverse-distance weighting
spline, Kriging
mono-multinomial trend.

Cluster analysis was used to classify distinct groups and to solve problem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variables.
RESULTS and DISCUSSION
1. The habitat factor maps
(1)The elevation, slope, and aspect derived from 40m×40m digital terrai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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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The elevation distribution in Taiwan which derived from 40m×40m grids.

Fig.6. The slope distribution in Taiwan which derived from 40m×40m grids.

Fig.7. The aspect distribution in Taiwan which derived from 40m×40m gr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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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8. The distribution of forest soil types in Taiwan.

Fig.9. The soil productivity classes in Taiwan.
(2) The characteristic distribution of habitat factors interpolated from points to polyg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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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0.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by trend method regulated by elevation.

Fig.11 Annual Precipitation distribution in Taiwan by Kriging spherical interpolation method.

Fig.12. The Distribution of Precipitation of winter season (10-3) in Taiwan by Kriging sphe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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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olation method.

Fig.13. The Distribution of Precipitation of summer season (4-9) in Taiwan by Kriging spherical
interpolation method.

Fig.14.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of July Distribution in Taiwan by IDW interpol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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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5. The Distribution of minimum temperature of January in Taiwan by IDW interpolation
method.
(2) Stand structure
Weibull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pdf)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diameter of breast height
(dbh) distribution. The parameters of Weibull pdf are used to explain the location, scale and
shape of dbh distribution.
(3) Growing stock
Two methods are used to obtain the growing stock per hectare. The first one is to sum all
the individual volume in the plot (SUV), the second one is the diameter distribution method
(DDM). The Weibull parameter, bio-diversity index, growing stock per hectare are then
integrated with the habitat factors to develop spatial stand structure models and growing stock
estimating models. The ecological range and habitat of main forest types are concluded. The
spatial stand structure models and growing stock estimating models are developed to get the
whole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 forest. The GIS are used to store, overlay, interpolate, analyze
and display the bio-diversity, stand structure and growing stock of any forest types in the area
of interes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forest types, diversity, growing stock and stand
distribution are showed in GIS clearly. The interaction of stand structure and habitat clusters is
showed in mathematical model, graph and spatial map.
The habitat factor maps are used to overlay with the ground sampling plots location maps
to get the combination data of stand characteristics with habitat factors for analysis.
(1)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orest types with habitat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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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are 948 habitat clusters in Taiwan (R-square=0.95) with these
12 habitat factors. From the Euclidean distance of average chain method, we could divide
into several groups. The results are showed as following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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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6. The relationship of classified groups numbers with Euclidean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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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of stand characteristics with habitat trend
Tab 1. The Distribution of Forest Types and Tree by Elevation
森林帶
(forest
types)

海拔高
(elevation)
4.000M

特 徵 樹 種
(key species)

各林木之分佈限界
(main species in each forest type)

玉山(新高山)3,950M

(Abies)

(Alpine orest)

臺灣冷杉

寒帶林

針葉樹林帶

3.500

鐵杉

(Piece)

臺灣雲杉

2,000

Taiwania &Cypress

(temperate forest)

2,500

楠櫟櫧
(Quercus spp)

樟

Ketelccria Davidiana Beissen.油杉
Libocedrus formosana Florin 臺灣肖楠
Quercus variabilis Bl.栓皮櫟
Castanopsis spp.櫧類
Juglans formosanna Hay.臺灣胡桃
Celtis formosana Hay.臺灣沙朴
Fraxinus Griffithii C.B Clarke 光臘樹
Machilus spp.楠類
Cinnamomum spp.樟類
Ficus spp.榕類
Podocarpus spp.羅漢松類
Zelkova formosana Hay.臺灣櫸
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 楓香
Melia Azedarach Linn.棟樹
Elaeocarpus spp.膽八樹類
Daemonorops Margeritae(Hance)Becc.黃籐
Phyllostachys Makinoi Hay.桂竹
Phyllostachys edilis Riviere 孟宗竹

(camphor)

500

(Fig)

(tropical forest)

榕樹

熱帶林

(broadleaf forest type)

(warm temperate forest)

臺灣杉
臺灣扁柏
紅檜

暖帶林

闊葉樹林帶

1,500

1,000

Juniperus formosana Hay.剌柏樹
Sorbus spp.花楸類
Rhododendron spp.社鵑花類
Rubus calycinoides Hay.懸鉤子
Ribes forinosanum Hay.臺灣茶*
Viccinium Merrillianum Hay.蔓莖越橘
Pseudotsuga Wilsoniana Hay.威氏帝杉
Eurya spp. 類
Illicium leucanthum Hay.高山八角

Tsuga chinensis pritz.鐵杉
Pinus Armandi Franch.華山松
Pinus taiwanensis Hay.臺灣二葉松
Taxus chinensis Rehd.紅豆杉
Osmanthus lanceolatus Hay.山桂花
Stranvaesia Davidiana Decne var.salicifolia Rchd.假沙梨
Trochodendron aralioides S.et Z.臺灣雲葉
Elaeagnus spp.胡頹子類
Salix spp.柳類
Pinus formosana Hay.臺灣五葉松
Cunninghamia Konishii Hay.臺灣五葉松
Cunninghamia Konishii Hay.巒大杉
Alnus formosnna Makino 臺灣赤楊
Ulmus Uyematsui Hay.阿里山榆
Acer spp.域類
Fatsia polycarpa Hay.臺灣八掌
Daphiphyllum spp.虎皮楠類

(Tsuga)

溫帶林

(Conifer forest type)

3,000

Juniperus squamata Lamb.山柏
Rhododendron pseudo-chrysanthum Hay.高山村鵑
Spiraea morrisonicola Hay.玉山繡珠菊
Rosa morrisonensis Hay.玉山薔薇
Dammacanthus angustifolius Hay.狹葉鹿剌
Berberis morrisonensis Hay.玉山麋木

臺灣省林業試驗所森林生物科編印
(Taiwan Forest Research Institute)
民國三十六年六月(1947,6)

Leleba Oldhami Nakai 綠竹
Bambusa stenostachya Hackel 荊竹
Pandanus odoratissimus var.sinensis Kaneh.華露兜樹
Cocos Nucifera Linn.可可椰子
Areca Catechu Linn.檳榔樹
Mangifera indica Linn.檬果
Euphoria Longan Lam.龍眼
Paulownia Fortunei Hemsl.泡桐
Paulownia Kawakamii Ito.白桐
Palaquium formosanum Hay.大葉山欖
Diospyros utilis Hemsl.毛柿
Annona spp.番荔枝類
Erythrina variegata Linn.剌桐
Acacia Richii A. Gary 相思樹
Bischofia javanica Bl.茄苳
Garcinia spicata Hook.f 福木
Rhizophora mucronata Lam. 紅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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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7. The climate region maps of Taiwan by the criteria of Classification of Chen Zen Chian
(1957).

Fig.18. The climate ecoregion map by Holdridge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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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9. The comparison of ecoregion devised by the criteria of Holdridge and Chen.

CONCLUSION
(1) From the methodology
The plot data with systematical sampling and the landscape data from arial-photos
interpretation and DEM are used in the research based on raster grid..
GIS is a very useful method in spatial interpolation from point to surface. Different spatial
interpolation method has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to fit geo-referenced data. Kriging is suitable to
interpolate the data of precipitation, trend method to temperature, Thiessen method to quality data.
It’s easy to integrate the data of different geo-referenced map layers with raster-based data.
Then the stand structure and habitat factors of each landscape in different scale could be integrated
for analysis.
The vector-base data unit (such as watershed, forest type, land-use etc.) will be more
reasonable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ecosystem management.
(2)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The forest distribution could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different hierarchical types in Taiwan by
climate and elevation.
There are tropical region, subtropical forest region, temperate forest region and alpine forest
region divided by location, climate and elevation of the island in Taiwan.
The main indexed species of each region are distributed in their own ecological scope in
normal distribution shape.
The stand structure of each species is different by their succession stag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orest types, diversity, growing stock and stand distribution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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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d in GIS clearly.
The interaction of stand structure and habitat clusters is showed in mathematical model, graph
and spatial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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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IC REGIONS of TAIWAN
Fong-Long Feng* Jian-Tai Kao**

《Abstract》
The ecosystem should be based on multiple factors. Ecosystems are defined by multiple
factors. As Sokal (1974) points out, "Classifications based on many properties will be general: they
are unlikely to be optimal for any single purpose, but might be useful for a great variety of
purposes." This what we called "natural classification". And some savants use land-use, landscape,
vegetation pattern, ... et al. But most persons use climatic likely methods, because climate is the
factor of distribution limit for biocenosis. The study introduces some reclassifications of climatic
regions in Taiwan, which used regionization, map-overlay, and multivariate clustering method. The
climatic regions of regionalized climatic regions method were 8 regions, which abbreviate from 20
climatic sub-regions that used 100 climate stations according to Thornthwaite System by ZhengXiang Chen. The map-overlay climatic regions method was used Holdridge life zone classification
model, which produces 11 climate regions in Taiwan. The multivariate clustering climatic regions
method was the 948 habitat clusters in database of Taiwan environment factors that include
elevation, slope, aspect those for climate and microclimate, mean temperature per year, mean high
temperature of July, mean low temperature of January those for the limit of organisms distribution,
total rainfall per year, winter semester, summer semester those for life source, soil class, soil texture,
soil effective depth, those for tree growth, reclassified into the dendrogram of climatic regions by
average linkage method. The correlations among the regions of each classification system were
discussed in the paper.
The study displays the climatic regions map and the intercross table that show what difference
between with the Chen's climatic regions, Holdridge life zone classification model in Taiwan and
climatic cluster regions which progressively each level. The Chen's climatic regions in Taiwan were
1. North-East (NE) 2. North (N) 3. South-West (SW) 4. South (S) 5. East Coast (E) 6. Central
Mountain (CM) 7. West Coast (W) 8. Peng-Hu (PENG) according to factors: 1. monsoon 2.
precipitation 3.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and moisture balance 4. annual thermal and the zone.
The Holdridge life zone classification model was used the factors: 1. mean annual bio-temperature
2. average total annual precipitation 3.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ratio to map-overlay and
produces life zones: 1. subalpine rain forest 2. mountain rain forest 3. mountain wet forest 4. lower
mountain rain forest 5. lower mountain wet forest 6. lower mountain moist forest 7. subtropical
moist forest 8. subtropical dry forest 9. tropical wet forest 10. tropical moist forest 11. tropical dry
forest. The climatic regions dendrogram shows there are equable climatic clusters where Euclidean
distance between 1.4 ~ 0.8. There are CL3: plain and lower mountain, CL4: mountain, CL8: NorthEastward wet forest, CL9: mountain, CL15: South-Westward wet forest, CL16: lower mountain
where summer monsoon and winter dry, like Tai-Wu, Ma-Jia region, CL17: plain, CL19: southern
wet forest, 934: Da-Wu-Mountain region as equable climatic clusters. The differences of the results
*
**

Professor, Dept. of Forestry, NCHU. Tel: 886-4-2854060 E-mail: flfeng@nchu.edu.tw
Graduate Student, Dept. of Forestry, NCHU. Tel: 886-4-2854060 E-mail: kaojt@kimo.com
-94-

<D:\馮豐隆20121224\C-1及E.馮豐隆-研究計畫報告\1.研究計畫報告全文檔\0.壓縮檔\69649-1\馬來西亞2000.doc>2012/12/28

were due to the diverse in interest-classified factors in the paper.
《Keywords》Regionization, Map-overlay, Multivariate clustering.

1. Introduction
There are many methods to reclassify ecosystem boundary. Two fundamental questions
facing all ecosystem mapping are the following: (1) what factors are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in the recognition of ecosystems? And (2) how are the boundaries of the different size of
systems to be determined? (Bailey, 1995)
Objective
1. To develop the multi-scale DBMS of forest habitats by multivariate clustering method.
2. DBMS could be used in research sampling or efficient management operations.
3. To compare the famous eco-region classification in Taiwan- Zheng-Xing Chen System and
Holdridge life zone- and declare.

Materials and Methods
1. 12 habitat factors in each 1km*1km grid (35997) in Taiwan- mean temp /yr, July temp, Jan temp,
slope, aspect, elevation, summer season precipitation, winter season rain fall, total rain fall/yr,
soil class, soil texture, soil depth.
2. IDW, Spline, Kriging, trend, Thiessen method were used to interpolate from the point data of 26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and rain fall stations to area information.
3. K-mean were used to group 35997 grids to 948 habitat clusters.
4. Average linkage cluster methods ere used to reclassify the climate factors to be a dendrogram of
climate regions system.
5. To digitize the Zheng-Xiang Chen climate regions of Taiwan which developed by Thornthwaite
System and experience.
6. Holdridge life zone were classified by criteria of total precipitation/yr, biotemperature and the
ratio of evaportranspiration (PET) to precipitation (PET ratio).
7. To compare the ecoregions of the three systems with overlay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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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Forest Ecosystem DBMS in Taiwan.
Forest ecosystem: f(location, precipitation, temperature, soil biology)
rd
3 FIA aerial
Location
3rd FIA soil
Precipitation 818
Temperature26
photos 32730
40m*40m DEM
profile/3km
station
station
IDW
Interoperate
Calculate
Thiessen
Spline
IDW
Kriging
Kriging
Trend
trend
Mean temp/yr
Summer season
Soil class, texture,
Slope & aspect
5000 land use map
July temperature
Winter season
efficient depth
elevation
Jan temperature Total precipitation/yr.

2. Zheng-Xiang Chen's climatic regions
The Zheng-Xiang Chen climatic regions were 8 regions (Figure 1) which abbreviate from 20
climatic sub-regions that used 100 climate stations according to Thornthwaite System. The
Thornthwaite system emphasizes climatic efficiency. Thornthwaite used precipitation efficiency (PE), thermal effciency (T-E), and season transformation to classify climatic regions. There are
B4A'ra' (Mega-thermal, humid Im(moisture index): 80-100, no water deficiency whole year), B3A'ra'
(Megathermal, humid Im: 60-80, no or few water deficiency whole year), B3A'wa' (Megathermal,
humid Im: 60-80, often water deficiency on winter season), B2A'ra' (Megathermal, humid Im: 40-60,
few water deficiency whole year), B2A'wa' (Megathermal, humid Im: 40-60, often water deficiency
on winter season), B1A'ra' (Megathermal, humid Im: 20-40, few water deficiency whole year),
AB'4ra' (Mesothermal Itethermal effciency index: 99.7-114.0cm, perhumid, no water deficiency whole year),
AB'3ra' (Mesothermal Ite: 85.5-99.7cm, perhumid, no water deficiency whole year), AB'2ra'
(Mesothermal Ite: 71.2-85.5cm, perhumid, no water deficiency whole year), AB'1ra' (Mesothermal
Ite: 57.0-71.2cm, perhumid, no water deficiency whole year), B4B'4ra' (Mesothermal Ite: 99.7114.0cm, humid Im: 80-100, no or few water deficiency whole year), B4B'3ra' (Mesothermal Ite:
85.5-99.7cm, humid Im: 80-100, no or few water deficiency whole year), B3B'4ra' (Mesothermal Ite:
99.7-114.0cm, humid Im: 60-80, no or few water deficiency whole year), B4B'2ra' (Mesothermal Ite:
71.2-85.5cm, humid Im: 80-100, no or few water deficiency whole year), B2B'4ra' (Mesothermal Ite:
99.7-114.0cm, humid Im: 40-60, no or few water deficiency whole year), AA'ra' (Megathermal,
perhumid), C2A'ra' (Megathermal, moist subhumid), C1A'da' (Megathermal, dry subhumid), AC'2ra'
(Microthermal, perhumid, elevation over 2000m), AC'1ra' (Microthermal, perhumid, elevation over
3000m, snow in winter), 20 climatic sub-regions in Taiwan that according to Thornthwaite System.
The 20 climatic sub-regions merge to 8 regions by Zheng-Xiang Chen. The Chen's climatic regions
in Taiwan were 1. North-East (NE) 2. North (N) 3. South-West (SW) 4. South (S) 5. East Coast (E)
6. Central Mountain (CM) 7. West Coast (W) 8. Peng-Hu (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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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Zheng-Xiang Chen's climatic regions in Taiwan.
i. North-East (NE)
This region includes a part of Taipei Country and ILan Country on the north-eastern that
confront sea and the mountain behind the region's back in Taiwan. Including mounds and plains,
north-easterly wind in winter season, raininess whole year is the region's characteristics. Moisture
index over 1000, same as Central Mountain, is perhumid. Precipitation 2000-3000 mm per-year,
over 4000-5000 mm per-year in mound area. Non-drought season, precipitation in winter more than
in summer, wetter, cloud thick, sun-shine less, evaporation less, thermal efficiency is subtropical.
Average temperature of coolest mouth is over 15 ℃, average temperature mouth of hottest mouth is
about 28 ℃. KiLong and ILan are the region's proxy.
ii. North (N)
There is north climatic regions in the north of Taiwan, include the north-west of Taipei
country, the greater part of TaoYuan, HsinChu, and MiaoLi country, and the minority of TaiChung
Country. It includes most mounds but plains smaller. Moisture index is between 80-100. Thermal
efficiency is subtropical. Precipitation average 1500-2500 mm per year. Precipitation in summer
more than in winter, but not dry in winter. Taipei and HsinChu are the region's proxy.
iii. South-West (SW)
There is south-west of Taiwan, include plains of south-west of Taiwan and mounds
adjacented this plains. The climatic characteristics: 1. rainless, about 1500 mm per year, it decreases
from the mountants to the sea. 2. Precipitation canvass in summer. 3. Dry in winter. Thermal
efficiency is tropical. Average temperature of coolest mouth in south west region higher than in
north region is about 16-20℃. TaiNan is the region's proxy.
iv. South (S)
There is south climatic region in the south of Taiwan dividing up according to the
isotemperature on 20℃of average temperature of coolest mouth, include HengChun peninsula,
LanYu, and LuDao. Precipitation average 1,500-2,500 mm per year, precipitation canvass in
summer in the region greater than in the south west region. Dry, windy, prolificof
evapotranspiration in winter. HengChun is the region's proxy.
v. East Coas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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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east coast cimatic region to the east of ZhungYang Mountain Chain, include
TaiDung Valley and HaiAn Mountain Chain. Precipitation average 1,500-2,000mm per year.
Average temperature of coolest mouth is about 17-20℃. The north part of the region's climatic
characteristics are like the north east climatic region.
vi. Central Mountain (CM)
The region includes all central mountain. Elevation is above 1000 mater. The climatic
characteristics are: 1. Precipitation more than plain round of it. Precipitation average is above
3,000mm per year. 2. Average temperature is cooler than plain round of it. The temperature is
decreasing 0.45~0.500C according to increasing elevation 100m.
vii. West Coast (W)
The region includes the middle of west sea coast in Taiwan between DaAn Stream and
BeGang Stream 溪 口 . It‘s a plain rainless in Taiwan island. Precipitation average is about
1,250mm per year. Wind blowing and vary dry in winter. EarLin is the region's proxy.
viii. Peng-Hu (PENG)
The region includes the PengHu archipelago. The climatic is like plain in west coast in
Taiwan 本島, but rain less, about 1,000mm per year.

3. Holdridge life zone classification model in Taiwan
{抄的. Holdridge (1947) has developed a system of vegetation-climate classification. This
system relates vegetation to present climate patterns at a regional-to-global scale. The Holdridge
model (Figure 2) is a climate classification scheme that relates the distribution of major ecosystem
complexes to the climatic variables of bio-temperature, mean annual precipitation, and the ratio of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PET) to precipitation (Holdridge 1967). The study used to reclassify
the grid cells 1 × 1 km in Taiwan. Then the three maps overlap by Holdridge model. Reclassify the
grid cells and rename the regions (Figu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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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1: Holdridge life zone classification model (Holdridge, 1967)

Figure 2-2: Holdridge life zone classification model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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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Holdridge life zone classification model in Taiwan.
The study produces life zones: 1.sub-alpine rain forest. 2.mountain rain forest 3. mountain
wet forest 4.lower mountain rain forest 5.lower mountain wet forest 6.lower mountain moist forest
7.sub-tropical moist forest 8.sub-tropical dry forest 9.tropical wet forest 10.tropical moist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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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tropical dry forest in Taiwan (Figure 3). Holdridge life zone classification model isolates
detailed in mountain in Taiwan. But it doesn’t have monsoon effectual regions.

4. The multivariate clustering climatic regions method in Taiwan
There are 948 habitat clusters those are clustered from 35990 1 × 1 km grid cells in Taiwan
for the study. The study used 6 climatic factors to make multivariate clustering climatic regions
dendrogram by average linkage. The process showed in Figure 4.
35990 habitat units: 1 × 1km
↓
12 habitat factors, K-means
↓
948 habitat clusters
↓
6 climatic factors, Average linkage
↓
dendrogram
Figure 4: Methods used to analyze multivariate clustering climatic regions.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1. To develop, the climate regions dendrogram by average linkage cluster method with Euclidean
distance of 6 climate factors, what we called “Clustered Climate Regions”.
2. To develop climate regions of Taiwan by Thornthwaite system with (1) monsoon (2)
precipitation (3) potential evapor-transpiration and moisture balance (4) annual thermal and
experience for Zheng-Xing Chen system.
3. To develop Holdridge life zone of Taiwan with (1) mean annual bio-temperature (2) average total
precipitation (3) potential evapor-transpiration ratio (PET ratio).
4. To compare and discuss the clustered climate regions with Zheng-Xing Chen system.
5. To compare and discuss the clustered climate region map with Holdridge life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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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1.5
1.4
1.3
1.2
1.1
1.0
0.9
0.8
0.7
0.6
0.5

Table1 : Dendrogram and area of climatic regions in habitat clusters.
Climatic cluster / Area(km2)
CL1/35990
CL3/28047
CL4/7922
CL5/23318
CL8/4729

CL6/16654

CL7/6664

CL16/21

CL9/7918

CL13/3925

934/4

CL14/2760

CL12/3794
CL17/
CL19/ CL15/
CL26/
CL30/ 12729
CL31/
CL23/2
3892 2772
CL51/ CL35/17
89
1086 CL24/ CL25/ 883
3835 CL18/3 CL63/2
2087
673
2217
08
561
33

D*：Euclidean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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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Fig.5: Climatic cluster regions which progressively each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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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Reclassification counts.

5.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en's climatic regions, Holdridge life zone
classification model in Taiwan and climatic cluster regions which
progressively each level
Table : Intercross table of climate regions in habitat cluster and Chen’s.
km
climate regions in habitat cluster
2730***
2711***
19
2521**
E
190
2486**
35
19
387
0
**
30 5
136
0
42
12 2099
19
0
44 92
310 77
0
0
16386***
8484*
7884
6256
CM
2228
2947
3309
7880
2749
4
2005
198
1033 2276
3775
87
136
3816
289
1641 364
1177 1572
3542 233
2

0

18

*50% in the cluster
**75% in the cluster
***95% in the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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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 Intercross table of climate regions in habitat cluster and Chen’s (continue).
km2
climate regions in habitat cluster
1734***
1725***
9
31
NE
1694***
31
0
0
9
7
0
406
24
0
0
9
670
618
0
0
337 69
0
7
9
0
3770***
3768***
2
3161**
N
609
3091**
70
2
0
465
0
*
212
2
14 56
278
117 2626
0
0
64 148
422 43
2
0
10106***
10095***
8
10095***
SW
0
7241*
2854
8
3
316
0
*
0
8
2423 431
0
0 6925
0
0
0
0
307 9
8
0
542***
542***
0
542***
S
0
154
388*
0
0
0
1
*
0
153
4
0
384
0
0
0
0
0
0
1
0
0
0
580***
580***
0
580***
W
0
58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580
0
0
0
0
0
0
0
0
*,**,*** same as previous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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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ison between multivariate Clustering Climate Regions and the regions dericeed by
Holdridge Life Zone Classification Model(1/2)
sub-alpine rain forest
55***
0
55***
0
0
0
0
0
55***
0
0
0
0
0
0

0
0

0

37*

0

0

0
mountain rain forest
2183***

19

0
2

0
0

0
0
0
0

0
0

391

8

227
225 2

156

4055

892

0

10
7

0

2164***

0

10

796 1151* 217
7
996 155
mountain wet forest
828***
791***
37
37
0
791***
37
0
0
0

37

0

1

17
7

2

7

10

2164***

2

0

8

2447
716
1851 596

**
33
24
734 32 1
0 37
lower mountain rain forest
1746***
553
1188*
162
1
161
1184*
0
1
1 160
56
1127*
1
0
1
1061* 66
lower mountain wet forest
14627***
10932*
3679
6877
2271
4606
3679
161
2110 2033 2573
2167
726 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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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ison between multivariate Clustering Climate Regions and the regions dericeed by
Holdridge Life Zone Classification Model(2/2)
lower mountain moist forest
5831***
5828***
5561***
4076*
1485
2790
1286
1456 29

267

177

79
8

4

0

4
0

4

0

0

0
0

0
0 0
tropical wet forest
42***

42
4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tropical moist forest
1198***

0
0

0

0
0

0

0
0

0

1198***
877*
321
877*
0
321 0

0

0

0
0

1198***

0
tropical dry forest
3***

0

0
0

0
0

3***

0

0

0

3***
3***
3***

0

0

0

0
0

0

0

0

0

42***
42*** 0

0

0

0

0

0

0

0

0

42***
0

0

0
0

42***
0

0

0

0
0

0

0

0

3

11
71

3
1153 133
sub-tropical moist forest
7774***
7732***
7728***
7697***
31
**
484
31
0
7213
0
42
338 146
sub-tropical dry forest
1561***
1561***
1561***
1561***
0
1561***
0
0
0

3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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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iscussion
The ecosystem should be based on multiple factors. Ecosystems are defined by multiple
factors. As Sokal (1974) points out, "Classifications based on many properties will be general: they
are unlikely to be optimal for any single purpose, but might be useful for a great variety of
purposes." This is termed a "natural classification" (Bailey, 1995).
The ecosystem should be based on cause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scientific classification is
that establishing classes of things is better done according to the "causes" of the class differences
than according to the "effects" that such differences produce (Strahler 1965) The units derived from
such a classification are termed "genetic". We can only comprehend a landscape ecosystem if we
know how it originated (Bailey, 1995).

Conclusion
1. Developing multi-scale stratified DBMS of forest habitat showed in climatic regions
dendrogram is very useful for research sampling and management operation
efficiently.
2. There is a climatic regions dendrogram derived equable climatic clusters with
Euclidean distance (of 6 climate factors) between 1.4 ~ 0.8.
3. The meaning of the classes in the climatic regions dendrogram would be, the CL3:
plain and lower mountain, CL4: mountain, CL8: North-Eastward wet forest, CL9:
mountain, CL15: South-Westward wet forest, CL16: lower mountain where summer
monsoon and winter dry, like Tai-Wu, Ma-Jia region, CL17: plain, CL19: southern
wet forest, 934: Da-Wu-Mountain region as equable climatic clusters.
4. There are 10 life zones in Taiwan’s Holdridge model. There are Lower mountain wet
forest (41%), sub-tropical moist forest (22%), lower mountain moist forest mountain
rain forest (16%), lower mountain rain forest (6%), subtropical dry forest, tropical
moist forest (5%), mountain wet forest (2.3%), sub-alpine rain forest (0.15%),
tropical wet forest (0.13%) and tropical dry forest (0.01%).
5. The 8 climatic regions dendrogram type is similar to the land-use map and
Holdridge life zones of forest area.
6. There is dried plain in the west coast of Taiwan, which could not classify by climatic
regions dendrogram. We need to put another derived variables
such as
evapotranspiration ratio which considered by Holdridge and Chen’s.
7.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s of the climate regions of the 3 systems need to do
analysis and compare in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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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氣候區分類
The Classification of Climate Region in Taiwan
馮豐隆1、高堅泰2
Fong-Long Feng 1、Jian-Tai Kao 2
《摘要》
本研究利用既有生育地群集資料庫進行氣候區分類，採用均鏈法，結果並與陳正祥
氣候區及 Holdridge 生態區分類模式比較，結果因地域主張及生育地因子不同而有差異。
《關鍵字》氣候區分類、均鏈法、Holdridge 生態區分類模式。
《Abstract》
The habitat clusters in Database of Taiwan Environments Factors were reclassified into
climatic regions by average linkage method. The results of the reclassification were used to
compare with the climatic regions of Chen, Zheng-Xiang and Holdridge life zone
classification model. The discrepancies of the climatic regions are due to zoning by
regionalist and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method. The difference of the studied eco-region
and Holdridge are due to diverse in classified factors.
《Keywords》To reclassify climatic region, Average linkage method, Holdridge life zone
classification model.
一、前言
對生育地之分類總有許多方法，而生態系分類研究都有 2 個重要問題：1.生態系的
重要因子為何？2.如何界定不同大小的分類系統？（Bailey 1995）分類對象的問題，
也就是說有尺度的問題，而從前人之研究發現，分析單元為 1.針對研究目的對象之特定
尺度，如林班、集水區；2.針對研究資料型態之分析單位（cell）
，如像元（pixel）
、網格
（grid）。而林班、集水區多為中層影響尺度（依 Kellman 1980）之研究，採中層因子
如地形等，對於大範圍高層次之因子則缺乏；像元最好以原始型態分析，而不要重取樣，
使資料產生變動，而應於分析後，再加以置入正確位置；而網格則須注意其尺度，而加
以分析該尺度之因子。而本資料庫採用網格（grid）為單元，在應用上，解決尺度上、
因子個數、環境交感之設計問題，地域性精密資料，則以小區域收集、儲存為主。本研
究提高因子層次，探討台灣之氣候區劃分，由本資料庫利用多樣化因子所得生育地群集
加以集合及特別對氣候加以研究分析所劃分，探討生育地群集再集合之可行性。
二、前人研究
生育地之分類，依經營尺度，可以是世界性的氣候分區，台灣地區性的氣候、地形
分區，事業區之地形、林型分區…等。在世界的尺度上，有 Herbertson (1905)、Holdridge
(1967)、Trewartha (1968)等加以製圖表示，在台灣的尺度上，有陳正祥（1957）
、薛繼熏
（1982）等地理學者，以季風、雨量、溫度等氣象因子為全省劃分氣候區、雨區，劉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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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1959）
、郭寶章（1979）
、蘇鴻傑（1992）等植物學者，以氣候分區對植群加以敘述、
研究區分原則，以下擇要敘述。
(一)世界尺度
就世界的尺度上，台灣有被劃分於暖溫帶東區夏雨型季風區(圖 9-1，Herbertson,
1905)，副熱帶濕潤森林(Holdridge, 1967)，熱帶季風區(圖 9-2，Trewartha, 1968)，郭
寶章（1998）依 Whittaker(1975)陸生生物群落分類將台灣細分為凍原、太平洋針葉樹
林、亞洲常綠闊葉樹林帶三區（圖 9-3）。
(二)台灣尺度
就台灣的尺度上，陳正祥（1957）依季風與雨期、雨量、可能蒸散量與水分平衡、
氣溫與溫度帶等氣象因子，將台灣地區區分東北區、北部區、西南區、南部區、東岸
區、中部山區、西岸區、澎湖區等八個氣候區（圖 9-4）
。劉棠瑞（1959）依台灣氣候
分佈之情形，分為東北區、北部區、西南區、南部區、東部區、中央山區等六區，加
以敘述植物之分佈。郭寶章（1979）為提供育林參考，依氣象因子，區分全省林地氣
象生育地分區為基宜區、北新區、花東區、苗雲區、中央山區、嘉屏區等六區。薛繼
熏（1982）用十年氣象局雨量資料，採用雨量相對係數作指標，研判全省雨季雨區，
平地、離島及山地共分 11 雨區，山地雨區細分 8 區，然僅有敘述，而無實際邊界分
區圖。蘇鴻傑（1992）配合近年來之植群與氣候相關研究，以溫度梯度為基礎，提出
山地植群帶之區分原則，令以雨量及其地區性與季節性變異，作地理氣候區之分類，
共計分出東北、蘭嶼（恆濕）、東部、西北、中西、西南、東南（夏雨）等 7 個地理
氣候區（圖 9-5），細分 11 個地區分區，分屬恆濕型、夏雨型兩種主要氣候型。
三、材料與方法
以林務局（1995）第三次全省森林資源調查之 1791 個土壤樣點、40m×40m 數值高
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以及經濟部水資源統一規畫委員會（1989）台
灣地區雨量記錄 818 雨量站等各圖層經高堅泰等（1998）進行生育地群集研究，收集影
響生育地之因子資料，共引用海拔、坡度、坡向、年均溫、最高溫月份（七月）高均溫、
最低溫月份（一月）低均溫、年雨量、冬半年雨量（10-3 月）、夏半年雨量（4-9 月）、
土壤有效深度、土壤型、土壤級等共 12 因子，各因子資料經最適空間推估，完成全省
1km*1km 之面資料共 35990 筆，再以群集分析將其分類成 948 生育地群集。
以前述 948 生育地群集為單元，採取氣溫、雨量 6 變項，利用群集分析均鏈法i，產
生樹狀圖，並逐步橫切，尋求較適之氣候區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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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

世界氣候區（Herbertson，1905）

圖 9-2

世界氣候區（Trewartha，1968）

分析假設為生育地群集內部均質，且為避免結果受小群集影響而偏差，故雖以生育
地群集為分析單元，仍加入群集面積為其頻率，使其實際計算仍為 35,990km2 之全省面
積。如圖 9-7，其中 948 生育地群集利用種子（seed）檔，取得年均溫、最高溫月份高
均溫、最低溫月份低均溫、年雨量、冬半年雨量、夏半年雨量等 6 因子，並加以規整化，
以防止結果受變域大小影響，而發生權重不一之情況，在研究中，採取各因子相同權重，
所有數值型因子皆以 1 為全域。由前人研究得知，台灣多劃分為 8 個氣候區左右，本研
究為尋求較可行之氣候區個數，以歐氏距離ii0.1 為單位（約單一因子 1/10 全距）
，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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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切，尋穩定之氣候區分類。最終，並與前人研究之分類模式比較。

圖 9-3 陸生生物群落 圖 9-4 氣候區（陳正祥，1957） 圖 9-5 氣候區（蘇鴻傑，1992）

單元

因子

35990km2
↓
948 生育地群集
↓
樹狀圖
↓
多種氣候區分類
vs
前人研究

生育地之因子共 12 因子
← ─ ┘↓
氣候因子共 6 因子
← ─ ┘
歐氏距離
← ─ ┘

圖 9-6

方法

K-means
↓
均鏈法
↓
逐步橫切
↓
比較、評估

材料與方法流程圖

四、結果與討論
(一)生育地群集氣候區分類
利用均鏈法所得樹狀圖依歐氏距離 0.1 為單元橫切，得下表之面積與分類個數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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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生育地群集氣候區分類樹狀圖與面積表
氣候群集/面積(km2)
CL1/35990
CL3/28047
CL4/7922

D*
1.5
1.4
CL16/
21
1.3
1.2
1.1
CL8/4729
CL5/23318
1.0
0.9
CL6/16654 CL7/6664
CL9/7918
934
/4
0.8
0.7
CL17 CL13/3925 CL19 CL15
/3892 /2772 CL31 CL12/3794 CL23
0.6 CL26 CL14/2760 CL30 /12729
/3835 CL18 CL63 /289
0.5 /1086 CL24 CL25 /883
CL51 CL35
/2087 /673
/2217 /1708
/3561 /233
D*：歐氏距離

由圖 9-7 可知，利用群集分類於距離 1.4~0.8 有較安定之群集集合，分別可分
為 3、4、6 類，就群集穩定可找出 CL3(平地、坡地區)、CL4(山地區)、CL8(東北向
潮濕森林區)、CL9(山地區)、CL15(西南向潮濕森林區)、CL16(坡地夏雨冬旱區、
泰武、瑪家一帶)、CL17(平地區)、CL19(南部濕森林區)、934(大武山區)等。
(二)生育地群集氣候區分類與陳正祥氣候區比較
利用生育地群集氣候區分類與陳正祥（1957）氣候區比較，藉以評估生育地群
集氣候區分類之可行性、正確性，並瞭解相當之分區依據。
如圖 9-5 所示，陳正祥（1957）氣候區為地域劃分，且當時山區資料不足，於
粗略分類即可分出東北區及中央山區，而其他 5 區亦過半面積位於一區內，顯示本
生育地群集氣候區分類於歐氏距離 0.9 處即較陳之氣候區細緻，唯平地區(CL17)未
如陳正祥之地域劃分。
1000
分 100
區
948
個
406
128
數 10
48

28

15

12

8

6

6

4

1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歐氏距離

圖 9-7

分類個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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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生育地群集氣候區分類與陳正祥（1957）氣候區比較交叉分析表
km
生育地群集氣候區
1734***
1725***
9
0
東
1694***
31
北
31
0
9
0
24
7
0
0
區
670
406
618
0
9
0
337 69
0
7
9
0
3770***
3768***
2
0
北
609
3161**
部
3091**
70
2
0
*
465
14
56
區
278
212
117 2626
0
2
0
64 148
422 43
2
0
10106***
10095***
8
3
西
0
10095***
南
7241*
2854
8
0
*
316
2423
431
區
0
0
0 6925
0
8
0
0
0
307 9
8
0
542***
542***
0
0
南
0
542***
部
154
388*
0
0
153
1
*
4
區
384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2

*50%於該氣候群集
**75%於該氣候群集
***95%於該氣候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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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生育地群集氣候區分類與陳正祥（1957）氣候區比較交叉分析表（續）
km
生育地群集氣候區
580***
580***
0
0
西
0
580***
岸
580***
0
0
0
***
0
0
0
區
0
0
0 580
0
0
0
0
0
0
0
0
0
16386***
8484*
7884
18
中
2228
6256
央
2947
3309
7880
4
山
198
2749 1033 2276
區 87
2005
136
3816 3775
289
1641 364
1177 1572
3542 233
2730***
2711***
19
0
東
190
2521**
岸
2486**
35
19
0
**
387
30
5
區
42
136
12 2099
19
0
0
44 92
310 77
0
0
2

*,**,***同上

圖 9-8

Holdridge（1967）生態區分類

圖 9-9

Holdridge 套疊陳正祥氣候區

(三)生育地群集氣候區分類與 Holdridge 生態區分類模式比較
為此，利用相同資料，採 Holdridge（1967）生態區分類模式，因該分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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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為網格計算加以判別分類，無尺度應用之問題，加以進行台灣之生態區劃分（如
圖 9-8），藉以評估生育地群集氣候區精密分類之正確性。因 Holdridge（1967）生
態區分類模式討論環境狀況對植生型態之影響，以溫度及降水量為基礎，對氣候狀
況分類，較採用多因子之生育地群集再集合為精確。
由表 9-3 可知，由於所專注之權重不同，季節性雨量之差異，Holdridge（1967）
生態區未加以區分，而生育地群集氣候區於溫度之權重未如 Holdridge（1967）生
態區顯著，而致亞高山、山區、淺山、副熱帶、熱帶相近處未如 Holdridge（1967）
生態區顯著，由此可見，在研究所需之權重下，生育地群集氣候區分類仍為可行。
表 9-3
km2
亞
高
山
雨
林

0

山
區
雨
林

0

山
區
潮
濕
森
林
淺
山
雨
林

0

8

淺
山
潮
濕
森 892
林

生育地群集氣候區分類與 Holdridge（1967）生態區比較交叉分析表
生育地群集氣候區
55***
0
55***
0
0
0
0
0
55***
0
0
0
0
0
0
0
37*
8
10
0
0
0
0
7
1
2183***
19
2164***
0
2
17
7
10
2164***
0
0
7
0 10
2
0
796 1151* 217
2
0
0
7
996 155
828***
37
791***
0
0
37
37
0
791***
0
0
37
0
0
0
0
**
33
24
734 32 1
0
0
0 37
1746***
553
1188*
5
391
162
1
161
1184*
4
0
1
1 160
227
156
56
1127*
1
225 2
0
1
1061* 66
14627***
10932*
3679
16
4055
6877
2271
4606
3679
0
161
2110 2033 2573
2447
716
2167 1475
37
1851 596
726 1384
1465 10
*,**,***同表 9-2

表 9-3

生育地群集氣候區分類與 Holdridge（1967）生態區比較交叉分析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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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2
淺
山
濕
潤
森 177
林
副
熱
帶
濕
潤
森
林
副
熱
帶
乾
燥
森
林
熱
帶
潮
濕
森
林
熱
帶
濕
潤
森
林
熱
帶
乾
燥
森
林

生育地群集氣候區
5831***
5828***
267

79
8

11
71

4

0

4
0

3

5561***
4076*
1485
2790
1286 1456 29

4

3
3

1153 133
7774***
7732***
7728***
7697***
31
** 484
31 0
0 7213
338 146

0
0

0
0

0
0
42

0

42
42

0

0
0

0
0

1561***
1561***
0

0

1561***
1561***
0
156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2***
42***

0

0
0
0
0

0
0

0

42***
42***
4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198***
1198***
0

0

0
0

0

1198***
877*
321
877*
0
32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3***

0

0
3***
0

0
0

0

3***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同上

試比較陳正祥（1957）氣候區、Holdridge（1967）生態區（圖 9-9）與生育地
群集氣候區，發現兩者均劃出西岸乾燥區，而生育地群集氣候區僅劃入平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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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17)，此因兩者均有考慮蒸發而本資料庫並沒有，另外，本資料庫群集分析之初，
即將分類重點置於山區（坡地），平地和高山較粗獷，尤以平地為甚。
本資料庫在生態系內不針對特定對象，所以因子難以選擇，而以多樣化且不設
限層次處理。因子多樣化而含蓋各種層次，因此，對於不同尺度之研究對象，慎選
其相關因子，而本資料庫目的為整合生態系理論之研究，選擇因子含蓋各種層次，
各特定對象研究必有認為無需之因子，但是在其他研究尺度上，可能需要這些因
子，而為了整合生態系理論之研究，增加因子之調查所產生之不便應為必須，使能
整合在同樣尺度、資料型態之下。而本資料庫另建查詢系統網頁，減輕增加因子之
調查所產生之不便。
五、結論
由眾多例子來看，本資料庫方法之應用、結果之推展均有多種選擇，又解決 1.
環境因子間之交感作用難以分離出來，2.試驗過於龐大，3.難以顧及眾多因子之問
題，往後將探討尺度應用，以期查詢、輸出、應用更為方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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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ata aa ;
infile 'reclu.prn';
input seed f rain rainwin rainsumm tmean tmax tmin ;
proc cluster data= aa outtree = tree method =ave
nosquare noprint noeigen ;
var rain rainwin rainsumm tmean tmax tmin ;
id seed ;
freq f ;
proc tree horizontal sort pos=150 ;
proc tree data=tree out=cc height=h level=1.5 noprint;
data cc; set cc ; file c15 noprint; put _NAME_ CLUSTER;
proc tree data=tree out=cc height=h level=1.4 noprint;
data cc; set cc ; file c14 noprint; put _NAME_ CLUSTER;
proc tree data=tree out=cc height=h level=1.3 noprint;
data cc; set cc ; file c13 noprint; put _NAME_ CLUSTER;
proc tree data=tree out=cc height=h level=1.2 noprint;
data cc; set cc ; file c12 noprint; put _NAME_ CLUSTER;
proc tree data=tree out=cc height=h level=1.1 noprint;
data cc; set cc ; file c11 noprint; put _NAME_ CLUSTER;
proc tree data=tree out=cc height=h level=1.0 noprint;
data cc; set cc ; file c10 noprint; put _NAME_ CLUSTER;
proc tree data=tree out=cc height=h level=0.9 noprint;
data cc; set cc ; file c9 noprint; put _NAME_ CLUSTER;
proc tree data=tree out=cc height=h level=0.8 noprint;
data cc; set cc ; file c8 noprint; put _NAME_ CLUSTER;
proc tree data=tree out=cc height=h level=0.7 noprint;
data cc; set cc ; file c7 noprint; put _NAME_ CLUSTER;
proc tree data=tree out=cc height=h level=0.6 noprint;
data cc; set cc ; file c6 noprint; put _NAME_ CLUSTER;
proc tree data=tree out=cc height=h level=0.5 noprint;
data cc; set cc ; file c5 noprint; put _NAME_ CLUSTER;
proc tree data=tree out=cc height=h level=0.4 noprint;
data cc; set cc ; file c4 noprint; put _NAME_ CLUSTER;
proc tree data=tree out=cc height=h level=0.3 noprint;
data cc; set cc ; file c3 noprint; put _NAME_ CLUSTER;
proc tree data=tree out=cc height=h level=0.2 noprint;
data cc; set cc ; file c2 noprint; put _NAME_ CLUSTER;
proc tree data=tree out=cc height=h level=0.1 noprint;
data cc; set cc ; file c1 noprint; put _NAME_ CLUSTER;
option ps =240;
run ;
ii

歐氏距離 

n

 ( f ( Xi)  f ( Xj ))

2

X 1

X: 因子

n: 因子總個數

i,j: 資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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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2

35990 habitat units: 1 × 1km

The habitat clusters in the Environments Database of Taiwan
were reclassified into climatic regions by average linkage
method. The results of the reclassification were used to
compare with the climatic regions of Chen, Zheng-Xiang and
Holdridge life zone classification model. The discrepancies of
the climatic regions are due to zoning by regionalist and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method. The difference of the
studied eco-region and Holdridge are due to diverse in
classified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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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Reclassification counts.

Figure 4: Clustering methods used to analyze multivariate
clustering climatic regions.

Objectives
1. To develop the multi-scale DBMS of forest habitats by
multivarte clustering method.
2. DBMS could be used in research sampling or efficient
management operations.
3. To compare the famous ecoregion classification in TaiwanChen Zheng-Xing System and Holdridge life zone- and
declaration.
Fig.5: Climatic cluster regions which progressively each level.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2 habitate factors in each 1km*1km grid (35997) in Taiwanmean temperature/yr, July temperature, Jan temperature,
slope, aspect, elevation, summer season precipitation,
winter season precipitation, total precipitation/yr, soil class,
soil texture, soil depth.
2.IDW, Spline, Kriging trend, Thiessen method were used to
interpolate from the point data of 26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and 818 rain fall stations to area information.
3.K-mean were used to group 35997 grids to 948 habitat
clusters.
4.Average linkage cluster methods were used to reclassify the
climate factors to be a dendrogram of climate regions
system.
5.To digitize the Chen Zheng-Xiang climate regions of Taiwan
which developed by Thornthwaite System and experience.
6.Holdridge life zone were classified by criteria of total
precipitation/yr, biotemperature and the ratio of
evaportranspiration (PET) to precipitation (PET ratio).
7.To compare the ecoregions of the three systems with overlay
method.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able 1: Dendrogram and area of climatic regions in habitat clusters.
Fig 2-1
Fig 2-2
Figure 2: Holdridge life zone classification model (Holdridge, 1967)

Climatic cluster / Area(km2)

D*
1.5

CL1/35990

1.4

CL3/28047

CL4/7922

CL16/
21

1.3
1.2
1.1

CL8/4729

CL5/23318

1.0
0.9

CL6/16654

CL7/6664

CL9/7918

0.8

934/
4

0.7

CL1 CL13/392 CL1 CL1
5
9/38 5/27 CL3 CL12/379 CL2
0.6 CL2 CL14/276 CL3 7/12
92 72 1/38
6/10
0
0/88 729
4
3/28
CL51 CL35
35 CL18 CL63 9
0.5 86 CL24 CL25 3
/2087 /673

/2217 /1708

1. Developing multi-scale stratified DBMS of forest habitat
showed in climatic regions dendrogram is very useful for
research sampling and management operation efficiently.
2. There is a climatic regions dendrogram derived equable
climatic clusters with Euclidean distance (of 6 climate factors)
between 1.4 ~ 0.8.
3. The meaning of the classes in the climatic regions dendrogram
would be, the CL3: plain and lower mountain, CL4: mountain,
CL8: North-Eastward wet forest, CL9: mountain, CL15: SouthWestward wet forest, CL16: lower mountain where summer
monsoon and winter dry, like Tai-Wu, Ma-Jia region, CL17:
plain, CL19: southern wet forest, 934: Da-Wu-Mountain region
as equable climatic clusters.
4. There are 10 life zones in Taiwan’s Holdridge model. There are
Lower mountain wet forest (41%), sub-tropical moist forest
(22%), lower mountain moist forest mountain rain forest (16%),
lower mountain rain forest (6%), subtropical dry forest, tropical
moist forest (5%), mountain wet forest (2.3%), sub-alpine rain
forest (0.15%), tropical wet forest (0.13%) and tropical dry
forest (0.01%).
5. The 8 climatic regions dendrogram type is similar to the landuse map and Holdridge life zones of forest area.
6. There is dried plain in the west coast of Taiwan, which could
not classify by climatic regions dendrogram. We need to put
another derived variables such as evapotranspiration ratio
which considered by Holdridge and Chen’s.
7.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s of the climate regions of the 3
systems need to do analysis and compare in details.

Figure 1: The Zheng-Xiang
Chen's climatic region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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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Holdridge life zone
classification model in Taiwan.

1. To develop the climate regions dendrogram by average linkage
cluster method with Euclidean distance of 6 climate factors,
what we called “Clustered Climate Regions”.
2. To develop climate regions of Taiwan by Thornthwaite system
with (1) monsoon (2) precipitation (3) potential evapor
transpiration and moisture balance (4) annual thermal and
experience for Chen Zheng-Xing system.
3. To develop Holdridge life zone of Taiwan with (1) mean annual
biotemperature (2) average total precipitation (3) potential
evaportranspiration ratio (PET ratio).
4. To compare and discuss the clustered climate regions with Chen
Zheng-Xing system.
5. To compare and discuss the clustered climate region map with
Holdridge life zone.

Figure 5: Clustered
climate region.

D*：Euclidean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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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土地區分、林地分類、分級探討
一、前言
為執行生態系經營，我們須擁有關於生態系組成、結構與變遷的基本資訊。為獲得這些
資訊，我們必須針對生態系來加以定義，並對生態系的組成加以瞭解。同時也必須進行生態
類型分類及過程的掌握，以及社會經濟及物理、生物系統間的關連。為達成這些需求，我們
必須獲取更多有關生物的分佈，與生物所在的生育地、環境及其交互作用的資訊，包括物種
統計數量、族群的發展、人類活動及土地利用，對於物種及生態系的影響(Urban et al.,
1987)。其實，研究在獲取這些資訊上，是扮演不可或缺的角色。
本研究為針對地區土地分類的背景加以說明，並描述生態系的層級架構，檢驗實行生態
系經營的原則，及其在資源計畫及經營上如何使用。層級架構的基本目標在於提供一個系統
化的方法，針對不同地理空間尺度下的生態因素，做整合性的考量，以實施地區分類、製圖
及分區經營管理。建立這個體系架構在增進我們對於國家、地區及森林等層級計畫的認識，
以完成在國家、地區及森林層級的生態系經營，並增加對於生態系組成及結構、分佈的瞭
解，以方便提供各組織機構經營計畫所需之資訊。另外，此架構也能幫助我們推估計算土地
及水資源的容納量，以及其在經營上的成效。
以生態單元為基礎，界定出具有不同生物、物理潛能的地區。各種不同生態單元的地圖
可應用於現存植物、空氣品質、水生系統、野生動物，以及對生命、環境或生態系複合因子
的特性描述。這些生態系的資訊可與不同生態過程的知識相結合，再配合經營及研究上的生
態方法，以便利於資源經營計畫。
需要注意的是，生態系分類及製圖系統，往往因人類的需求及其對分類製圖的價值，而
有所不同。生態系與其多樣的組成，常常緩慢地改變，並在地表上以跨越行政、政治疆域的
方式來形成。根據人類對於生態系的瞭解，人類藉由物理、生物及社會經濟的考量，來決定
各生態系的界線。
吾人發現，各層級尺度下的生態系經營，其假設過程及地圖製作，往往不相同，分類的
界線常無法落在同一條線上，符合每種分析與不同經營的需要。然而，由人為分類所發展出
來的地區邊界，也無法改變原來生態單元的邊界。在某些情況下，由生態單元所區劃的區域
與人為分析區域相同，而在其他情況下，如集水區、現存條件、經營重點、特殊目的(例如
原始、天然、人工粗放經營區或城市地區)等，透過其他條件都可定義出不同分類的區域。
其實，生態單元區劃可因所著重的議題及考量的需要，而加以聚集或分割。
二、前人研究
(一)土地區分使用
土地為孕育大地生物之母，為了對土地多加瞭解，首先我們必需對林地加以分類，以便
有系統地提供林地的資訊，以作為土地經營者在決策時之依據，同時也可藉由土地分類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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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地的潛在資源，以便在經營土地時能夠在土地保續利用下滿足人類最大需求。
有了資料，要讓這些不同來源的資料能成為政策擬定，經營管理、科學進展的資訊依
據，則必須靠分類技術配合分類系統使資料成為資訊。
土地、地覆與資源分類有三個基本目的：(1)政策形成所需的資訊提供；(2)提供土地經
營 所 需 資 訊 ； (3) 土 地 經 營 者 之 內 及 之 間 的 定 位 （ coordination ） 。 前 (1)(2) 項 用 層 級 式
（hierarchical）分類系統即可，第(3)項則在標準分類上有強烈的爭議（Frayer, Daris and
Risser,

1978）。

(二)林地分類
所謂林地分類即是將從林地蒐集到的一些資料和資訊加以系統化分類，來表示各分類級
間的相關性和歧異性，依照林地特徵加以歸納。
分類之前必需對林地作調查，收集有關林地之各項資料，無論是自然、地理、物理、社
會的、經濟的、法律的或是人文上之一些問題均需注意，由於不同場合時間、空間之土地使
用方式亦有所不同，故對林地進行調查時必須加以注意。
(三)地區土地分類
不同層級的土地分類其所使用的生態原則也一樣，可由全球到地方等不同的地理尺度來
發展。現在已有許多研究者，利用全球尺度的生物氣候方法，發展出生態系的土地分類法，
如 Holdridge (1967)、Walter and Box (1976)、Udvardy (1975)和 Bailey (1989a, b )。而 Wertz
和 Arnold (1972)則發展出地區性及土地單元尺度的土地分級概念。其他以生態為基礎所提出
的地區尺度分類，包括美國的 Driscoll et al. (1984)、Gallant et al. (1989)和 Omernik (1987)，
以及加拿大的 Wiken (1986)及生態地區工作小組(Ecoregions Working Group, 1989)。至於以次
區域到地區尺度進行生態分類的概念，有對美國 Barnes et al. (1982)、加拿大 Jones et al.
(1983)、Hils (1952)及德國 Barnes (1984)。
但沒有任何一個生態區分類系統，具有可單獨地應用於所有陸域尺度層級上，以及發展
生態單元所需要的結構與適合度，每個系統對國家階層皆有所貢獻。
許多不同的分類方法被研發且應用於地方尺度（local scale）、區域尺度（regional
scale）與全球尺度（global scale）分類上。分類方法（taxonomic approach）一般皆將具類似
性質的區域歸類成相同群，在區劃方法（regionalization approach）下，將土地劃分成以空間
格局（spatial patterns）為基礎的自然單位，這些歸群影響土地資源使用與自然過程。所以適
當的系統即依需要的資訊種類而定。
在最佳分類系統上做決策是土地經營者所要面對的最大挑戰。最大的困難是有那麼多具
不同尺度、不同解析度的分類系統，每一種森林領域皆有許多不同的分類方式，每一個土地
經營單位亦皆有許多種分類系統。每一個地理區有不同的使用方式，也使用不同的分類方式
來區分，即使相同的圖徵，有時也會由不同名詞來描述且有些名詞有許多不同的意義。一般
分類的用語必須包括專有名詞（terminology）和定義（definitions）。以述說土地與資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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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的重要方法，且必須澄清專有名詞、觀念、方法、尺度和應用上的混淆。
(四)林地分類方法所依據有五：
(1)依物理特徵來分(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其屬性及利用上之特徵是永久不變的。依林地之天然物理性質而分。包括地形、土
壤、母岩、氣候、水文、生育地型等。
(2)以植生特徵來分(Vegetation characteristics)：
以林地目前所生長之林木或植被的性態值來分。包括樹高、年齡、胸高斷面積、材
積、平均直徑、直徑分佈、鬱閉度、樹種等。
(3)以人文特徵來分(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考慮到林地現有的狀況，或為特殊用途而分。包括林地所有權、道路、建築物、行
政區界、政治區界等。
(4)以立地因子而分(Site characteristics)：
有鑑於各林地有其不同的立地而分之。包括林地座標、經緯度、坡度、坡向、方
位、海拔高、氣候等。
(5)以林地潛在資源而分(Potential capability classification)：
其中包括木材生產、水資源、遊樂功能等。
(五)生態系單元設計
以生態單元來分類區劃境界的目的是：在不同階層的分析上，辨識出具有類似經營潛能
的土地及集水區。生態單元係設計來限制相似型態於：1)潛在天然族群、2)土壤、3)水文功
能、4)地景和地形、5)岩石學、6)氣候、7)空氣品質、8)植物生物量循環與營養物的天然過
程(例如演替、生產力及火災)。
值得注意的是“氣候體系＂對生態單元而言，是一個重要的境界分類的指標。尤其是在
大尺度上，氣候更是重要指標。事實上，氣候受到地形箝制，仍為上層的關鍵指標。其他因
素，例如地表形成過程、土壤和潛在天然族群，在較低層級上的重要性與氣候相當，或勝於
氣候。其間的關係可由圖 1 顯示。
因此，生態區單元地圖乃由數種指標決定，並具指標有變化性，這些指標包括氣候、地
形、地質、土壤、水及潛在天然族群。這些可以先個別分析後，再整合，或者以多種指標，
則需持續地評量以區劃生態區類型，再與生態單元的設計之中。若要達成第一個目標，則需
使用地理資訊系統(GIS)會變得更有益處。然而，在單獨定義各指標間時，則必須仔細地加
以評量，而以地表指標製定主題時，則可能須加以調整，以辨識當初使用之生態指標的重要
性及在經營上有意義的單元。當不同的準則、指標併合使用於整合生態單元時，由資料所繪
製 的 地 圖 產 出 的 產 物 可 以加以修正，也可發展整合的解釋說明 (Aveers and Schlatterer,
1997)。
生態單元資源通常是由以下機構加以設計及合作執行：土壤保育部門(Soil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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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Land Grant 大學的農業實驗站、土地管理局(BLM)及其他適當的州及聯邦部門。製
圖習慣與土壤分類也符合國家合作土壤測量(National Cooperative Soil Survey)的標準。
(六)分類架構
國家生態單元階層列於表 9.1、9.2 和 9.3 之中。此階層體系係以無數的科學家及資源經
營者發展出的概念和用語為基礎(Hills, 1952；Crowley, 1967；Wertz and Arnold, 1972；Rowe,
1980；Allen and Starr, 1982；Barnes et al., 1982；Forman and Godron, 1986；Bailey, 1987；
Meentemeyer and Box, 1987；Gallant et al., 1989；Cleland et al., 1992)。下為生態單元發展中
使用的不同準則的審視。表 9.2 中為階層體系中各階層使用的原則準則的概述。
1930美國聯邦政府開始對某一資源做資源調查、瞭解其範圍和其發展的計畫。1950年代
後期，則認為採用單一資源分類，應用太有限了！主要是因為缺乏一個具有一致性和整合性
的分類系統，同時，土地經營者也意識到生態系具有整合與多尺度的性質亦認為資料的品
質、空間格局和歸類在資源評估上非常重要。這種改變有許多理由，其中之一為對環境品質
的重視，其二認為各土地單元具多項資源的價值，其三為資源、物理徵象和整體環境是緊密
相關連的（Bailey, Pfister and Henderson, 1978）。最近土地和資源分類的目標則擴展至提供
物理徵象、資源的分布和其間交互作用的性質的必要資訊。現在要問的問題是"那些方法可
以應用到複雜和具交互作用的地景上"？以下針對分類上有關問題，加以比較說明：
1.單一分類因子／多分類因子比較
若要更自然、更有用的話，分類系統一定要基於許多性態值，但當使用時，只有
那些知道有影響的因子才能選擇且加以權重，但是採取更多權重時，人工分級的影響
就更大。
2.單一層分類與層級式分類（Single level vs.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土地規劃者，對層級式的分類有相當的關注。層級式分類對不同層級規劃上有很
大的使用價值。層級式形成物件順序的級等，所以其間的關係可以知道，每一個高階
等 是 由 其 下 階 等 彙 集 而 成 ， 每 一 階 等 是 與 其 他 階 等 是 互 相 排 斥 的 （ mutually
excessive）。假如知道某一階等是在某一層級系統的某一層級，那麼使用者，即知道
位在其上的其他階等。如系列（series）/棲息地型（habitat types）/類型（phases）。
倘若可以確實地分類辨別到層級的最低階，則該資料可以重新歸群到供不同目的的不
同層級系統內。譬如：棲息地型或類型。
Baileys(1976)繪製的1：7,500,000生態區圖（ecoregion map）即是以層級構造建立
而成，最小的地圖單元是由大範圍內分出的細分項（subdivision），所以在較大單元
裏不須以最小單元直接加以比較，而由更上層級比較即可。
(七)生態區尺度
在生態區尺度中，生態單元係因全球、大陸、地區氣候及大地形的不同而不同。基本假
設是氣候變化導致能量及濕度的升降，在地區性的生態系中氣候為主要的控制者。Bai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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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採用三個生態區層級，且在階層體系中釋出：
(1)範籌(Domain)：大氣候類型的次大陸分區，例如由 Koppen (1931)定義的乾燥氣候，
乃由緯度及全球大氣狀況所影響。例如，北極 Domain 的氣候是由北極大氣團所控
制，該區特點為冷、乾的環境，且夏天很短。相對的，潮濕熱帶 Domain 是由赤道大
氣團所影響，當地沒有冬季。各個 Domain 也因為年降水量、蒸發量、潛在天然族群
及生物排水系統的不同而不同。此四個 Domain 反根據氣候特性的原則而命名：北
極、乾燥、潮濕溫帶及潮濕熱帶。
(2)Division：為 Domain 的次級區。係在相同的氣候區中，由個別的植物類型，如牧地
或森林決定，通常是根據 Koppen (1931)分類型及 Trewartha (1968)所修正的基本類
型。Division 的分界是根據：a)降水量多寡，會使乾燥 Domain 變成半乾燥、草原或
乾燥沙漠 Division。b)冬季溫度高低，對生物物理過程及地面覆蓋雪持續的時間長
短，有很大的影響。冬季溫度是溫帶及熱帶／亞熱帶乾燥區中區分的決定因子。
Division 的命名是根據主要氣候區，例如草原、亞熱帶草原(Savannah)、沙漠、地中
海、海洋及凍原(tundra)。
(3)Province：為氣候的次級區，主要由陸地氣候型態，如乾燥季節長短及低溫持續的長
短所控制。Province 同時也受類似土壤排序影響。這個氣候次級區與由 Kuchler (1964)
所繪製的潛在天然植生分布類似。Province 的命名乃使用雙名法－為地理位置加上植
物型態：如 Bering 凍原、加州乾草原及東部闊葉林。
由以上顯示高地植物帶狀分佈地區，當季節性能量及濕度相同於鄰近低地氣候類型時，
應分在同一 Province (Bailey et al., 1985)。鄰近低地的氣候類型可以推論高地的氣候。例如，
在太平洋岸的地中海氣候區，其高地和低地降雨的季節都相同，不同之處在於山降水量為平
地的兩倍。Province 的命名乃根據低海拔及高海拔下的帶狀分佈，例如落磯山森林－高山牧
地。
(八)次區域尺度
以次區域的特色結合氣候、地形形成過程、地形、地層以及相對控制的水文功能、土壤
形成過程及潛在植物族群的分佈。在此尺度上畫出的生態單元為 section 和 subsection。
(1)Section：為有著相似地形過程、地層、地質來源、排水網路、地形及地區氣候的廣
大地區。這些地區可藉由潛在天然植物「系列」群落相關
(2)Subsection：section 的小區（以類似的表面地質學、岩石地形形成過程、土壤群、次
區氣候和潛在植物族群；Subsection 一般由地質圖徵命名，如平原沙丘：Tipton till
plain。
(九)地景尺度
在地景尺度裏，生態單元由地勢、地形形成過程、地方氣候、地表面地質、土壤和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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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植物族群格局(Forman & Godron, 1986)，這些因子影響生物分布、水文功能、天然干擾
區域分布和土地利用。地方的地形格局在此層級很明顯，可觀測出其地表的不同。在此層
級，陸域圖徵和過程強烈地影響水域生育地的生態性態值(plats, 1979; Ebert et al., 1991)。
土地型群(land type association)生態單元代表此層級的尺度、土地型、地形形成過程、地
質岩層、土壤組成、溪流型態、湖泊、濕地或植物族群，在繪邊界、地圖是很有用，一般以
地形形成歷史和植物族群命名之。
(十)土地單元尺度(land unit scales)
基本土地單元尺度，生態單元是基於地勢、岩石型態、土壤和植物的性質型圖，這些因
子影響植群的結構與組成、水文功能、基本土地承載量、土型(land type)、土型相(land type
phase)、山地谷地性態值，用來建立濱河土地型圖單元，土地型命名以生物／無生物組成為
主。坡度、傾斜度、陡峭度、坡向、位置、水文性態值、土系、植群因素會影響局部氣候與
生產力。
(十一)樣區資料(plot data)
樣點或樣區單元，用來獲得生態資料、資源調查、監測和品質控制，以便發展植群分
類、土壤分類或生態型分類、推估與規劃。樣區資料置入資料庫，以便做生態單元的分析、
描述和解釋(Keane et al., 1990)，可依 Data & Data Structure Handbook 與 Permanent Plot
Handbook 樣區可供生態型的參考區，樣區可標示於地圖上。
總而言之，國家架構有一廣泛的科學依據和提供由全球至地方的製圖生態單元層級系統
(hierarchical system for mapping ecological units)，在每一個層級裏，生物與無生物單元是整合
一起來分類，以較小的生態潛能來區劃地理區。這些生態單元，結合目前狀況與生態過程的
資訊，以提供經營生態系的基礎。
表 1：生態單元的國家層級
規劃分析尺度
生態區
全球
州
地區

生態單元

目的／目標／使用範圍

domain
division
province

廣泛應用於模式建立與取樣／策略規劃與評估、國際
規劃

section
策略、多目標森林、州際與多單位／分析、評估
subsection
land type
地景
森林或地區規劃／集水區分析
association
land type
土地單元
計畫和經營區規劃和分析
land type phase
可以依需要將層級劃分為更小
詳細的計畫規劃
的地理區和更詳細的生態單元
次生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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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生態單元的主要圖籍單元的設計原則
生態單元
domain
division
province

section

subsection

land type association

主要圖籍單元的設計原則
大範圍的氣候區或群團(如乾、濕、熱帶)
地區氣候型(如 Koppen, 1931; Tranartha, 1968)
植群(如草原、森林)
土壤級
主要潛在自然植群(Kuchler, 1964)
區劃複雜、垂直氣候－植群－土壤區的高地或山嶽
地形、地質年齡、岩石
地區氣候資料／土壤級／次級或
土壤級
潛在自然植群
潛布自然群叢(PNC)
地形形成過程、表面地質、岩石
土壤等級、次等
次地區氣候資料
潛在自然群叢－群系
地形形成過程、地質組織、表面地質和海拔
土壤群系……

(十二)森林的土地評價（Land evaluation for forestry）
由於人類不當土地使用，導致了土地退化、水土沖蝕、水災問題發生，燃料、木材、紙
漿材和其他森林資源與產物，隨之減少，形成世界性問題，這種土地的利用，不再為社會所
需允許。為了更合理、更符合生態原理的經營管理林地，所以對生育地與土形（site and
terrain）的分類和森林經營計劃整合研究的需求漸漸增加。希望林業能與最近發展出來的土
地評價研究契合（尤其農業方面的）。
且在 1980 年 11 月 10-14 日，Netherland 國際農業中心舉辦“森林的土地評價（Land
evaluation for forestry ） ＂ ， 下 了 三 項 重 要 結 論 與 建 議 （ Main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如下：
A.土地評價方法可用於農業和林業
B.土地評價研究為整合性解決森林問題的一重要工作
C.土地評價過程與土地利用計畫過程需要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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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土地使用分類過程
目前真實狀況
(present situation)

未來真實情況
(future real situation)

使用 土地

土地使用型和土地
狀況之描述模式
(descriptive model of
land utiliztype of conding)

土地使用型態
utiliztype
土地使用現況

土地利用分類
Current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最佳土地利用模式
(Model of optimal land
utized allocation)
潛能(capability)
.生態性功能
.生物性功能

推論
DEDUCTION

土地單元特性
unit
土地潛能適性

土地潛能分類
potential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可能方案擬訂
setting
可行性(feasibility)
.經濟效率
.經濟福利或經濟財
.社會及文化接受性

合理性
REALIZATION
適合性(suitability)
.作業或行政實際性
.法令、政策

土地使用建議
use recommandation
其他推論與政策決定
Deductions of policy decision
土地利用規劃與執行
Use planning
土地分類系統流程

(十四)分類系統
目前已有很多土地使用與土地被覆分類體系被廣泛應用，有USGS分類系統、SLUC分類
系統(楊曼蕾，1996)。
1.USGS 分類系統
為資源導向之分類系統。第一級十類中有八類關係到非都會或非建築類，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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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照不同尺度及解像度的遙測資料解釋能力而設計，而不易依據現場蒐集資料
（Anderson, 1976）。Anderson et al. (1976)所發展之系統，是建立分類系統之依據，此
一系統以通用的類別作為設計的準則。
2.SLUC 分類系統
SLUC（Standard Land Use Coding Manual）為土地被覆活動（即土地利用）導向
且依現場觀察獲得特定土地覆蓋的資訊，甚至詳細至建築的內容。使用遙測判釋土地
被覆再加上準確但非常昂貴之實地土地利用及森林被覆資訊調查的資料而建立。
3.濕地分類系統
表 1 列出四級土地使用/土地被覆分類系統，其代表性影像判讀格式。第一級係設
計使用甚小比例尺的影像，例如大地衛星影像。第二級係設計使用小比例尺的航空照
片，最普遍使用的影像種類，是高空飛機的彩色紅外線像片。表 1 所示之一般關係，
並不限制使用一定之比例尺，不管原來的影像，本宜使用大地衛星，以便有效和經濟
的蒐集大地區的資訊，亦可由中等的比例尺像片判讀獲得，或由編輯地面調查資料而
得到。相反的，第二級的種類，也可由大地衛星資料的準確判讀，獲得一些資訊。第
三級的製圖，除了從中比例尺航空照片得到的資料以外，並必須取得很豐富的地面補
充資訊。同樣的，第四級的製圖，除了由大比例尺航空像片得到資訊外，也必須取得
大量的地面調查為補充資訊（Anderson et al. 1976 及 Jensen, 1983）。
早期的遙測影像只能達到分類體系中第一級（Level I）的標準，粗略的看出土地
分類的情形；Kalenky et al. (1975)監測針葉樹、闊葉樹及無林地分類之精確度，若僅
用單期影像，其精確度為 67%至 81%，若用多期影像精確度在 80%在上；Dodge et al.
(1980) 在 New-Hemisphere 州 以 地 面 實 際 資 料 為 依 據 ， 將 針 闊 混 淆 林 作 分 類 。
Schreuder(1995)採用 1982-1986 年之 Landsat MSS 影像、大比例尺與小比例尺彩色紅外
光之航空照及地面調查四層資料進行取樣調查，其對林相單純之造林地比對林相複雜
地區有較佳的分類結果。在此研究中 Landsat TM 影像可達分類體系中之第一、二級，
小比例尺航照可達三級，大比例尺航照則可達第四級之分類標準。
表1

表2

各級土地利用/土地被覆分類之代表性影像判讀格式（Anderson et al. 1976 及 Jensen, 1986）

土地使用/土地被覆分類層次

影像判讀代表格式

第一級

大地衛星

第二級

小比例尺航空照片

第三級

中比例尺航空照片

第四級

大比例尺航空照片

各級影像判讀中，土地利用/土地被覆單元的最小面積（Anderson et al. 1976 及 Jensen, 1986）

影像判讀層次

代表地圖編輯比例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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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大地衛星）

1：500,000

150 公頃

第二級（小比例尺航空照片）

1：62,500

2.50 公頃

第三級（中比例尺航空照片）

1：24,000

0.35 公頃

台灣目前有我們自己可由航空照判釋之分類系統：
一般資源調查、測計的地覆來源以航測像片，配合地面勘查而加以分類，且一般以第三
次資源調查利用者之土地利用型分類為主。第三次全省森林資源及土地利用調查裏，將土地
利用型分成以0為首代號的天然林18類，以1為首代號的人工林25類，以6為首的果園、草地
等18類，以7為首代號的道路、建築10類，以9為首代號的裸露地共74類。而一般生態調查以
地面調查為主更將天然林、天闊純、天闊混、天葉闊混等分成各種不同群叢、航照片、空載
多光譜掃描、錄影帶或數化相機所獲得的資料，如何製圖、分類？其間的關係？皆宜深入探
討。
目前吾人宜將現有經營記錄、測計、生態的調查研究有關的資料，予以整合建檔於地理
資訊系統中，再配合具高更新力、範圍寬廣資料來源的遙航測資料，使遙航測判釋分析能力
加強、精確度更提高、地覆分類工作更自動化更準確化。
以上所述皆參考國外報告所得，因目前臺灣尚無明確公認之分類法。現例舉出國外林地
分類實例：
(1)台灣森林地則可依序為：
1.造林中心區
2.森林遊樂區
3.森林遊樂區沿道路兩旁15∘範圍
4.保護區、保留區／國家公園／中央野生動物廊道
5.水庫、集水區
6.天然林、針闊林區
7.保安林地
(2)澳大利亞提供開發中國家之土地分類：
1.一般區(General)。
2.遊樂區(Special emphasis-recreation)。
3.景觀區(Special emphasis-visal resource protection)。
4.保育區(Special emphasis-flora and fauna protection)。
5.集水保育區(Special emphasis-catchment protection)。
6.未開發天然林(Undevelop natural forest)。
7.保留地(Preserved natural forest)。
8.限制地(Not available for land use zoning)。
(3)南非林地分類實例：
此以木材生產利用型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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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針葉製材木生產區。
2.合板(針葉樹或闊葉樹)。
3.闊葉製材木生產區。
4.圓柱木生產區。
5.製桿材。
6.枕木及造船用木。
7.學術研究區。
8.保育區。
9.家俱用材生產區。
綜合所觀，我們發現林地分類多配合森林經理計劃來進行，故林地分類為森林經營之首
要步驟。
三、材料與方法
(一)材料
1.由目標做林地分類之土地資源類型別：
(1)漁類與野生動物經營管理(Fish & Wildlife)
(2)戶外遊憩區經營管理(Outdoor Recreation)
(3)自然資源保育(Resource preservation & Ethic of Land)
(4)環境美質經營管理(Environmental Amenity & Esthetic)
(5)水土資源保育(Soil & Water Conservation)
(6)林木資源經營管理(Timber)
2.理想狀況-資源環境條件
F：各種目標動物之生育地
O：適合各種遊憩活動的環境
R：具代表之生態環境林相
E：綠化、四季景觀變化、防污染森林景觀配置理想的森林
S：複層林、鬱閉林
T：蓄積量大、生長量大、木材好之林木且能保續生產適合、大小、質地之木材
3.FOREST各林地資源類型現況
組織、人事－組織分類、相同性質及有關的單位
地理、物理(土地)－分布位置、面積、經緯度、海拔、坡度、坡向、地質、土壤
生物、生態－林地、林木、地被、動物、氣象、組織分類性質
社會公共意見－需求、習慣、意見
法令、政策－法令、政策、行政命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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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財務－經濟、財務
上層計劃
計劃

以往計劃
平行相同計劃

4.經營、管理森林生態系的原則與方法
(1)原則
經濟效益(Economic efficiency)
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
生態系完整(Ecological integrality)
生物倫理(Bioethicalness)
保續經營(Sustain yield & protection)
(2)方法
林地分類
(a)土地

經營活動設施建設
林道等交通建設
森林保育保護─人、火、蟲病
森林變更伐木─間、主伐
森林利用造林─樹種、密度

(b)生物

族群經營
棲息地經營
5.分類考慮因子：
依“林務局森林經營計劃檢討工作綱要＂，將地種、傾斜、方位、土性、土壤深度、結
合度、林相，加以區分如下：
(1)地種區分：
A.林地：
a.普通施業地。
b.施業限制地。
c.保安林。
B.除地。
(2)傾斜：
A.未滿5度。
B.5度以上,未滿15度。
C.15度以上,未滿30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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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0度以上,未滿45度。
E.45度以上。
(3)方位：
A.北。
B.東北。
C.東。
D.東南。
E.南。
F.西南。
G.西。
H.西北。
(4)土性：
A.砂土。
B.砂壤土。
C.壤土。
D.粘壤土。
E.粘土。
F.石礫土。
G.腐質質土。
(5)土壤深度：
A.甚淺：土層在以下者。
B.淺：土層在未滿50cm。
C.尚深：土層在50cm-90cm。
D.深：土層在90cm以上者。
(6)結合度：
A.堅。
B.軟。
C.鬆。
(7)林相區分：
A.針葉樹林。
B.針闊混交林。
C.闊葉樹林。
D.竹林。
6.台灣之森林資源及土地利用航測調查計劃
(1)土地利用級(Land use classes)
-134-

<D:\馮豐隆 20121224\C-1 及 E.馮豐隆-研究計畫報告\1.研究計畫報告全文檔\0.壓縮檔\69649-1\LANDCLAS.doc>2012/12/28

A.林地。
B.非林地。
(2)林地種類(Forest land classes)
A.生產林地。
B.非生產林地。
C.可改變之非生產林地。
D.不可改變之非生產林地。
E.可生產而保留之林地。
F.可生產之施業限制地。
(3)坡度級(Slope class)
A.平：坡度小於10%。
B.中：坡度為10-40%。
C.緩：坡度為40-70%。
D.急：坡度為70-100%。
E.甚急：坡度為100-140%。
F.險：坡度大於%以上。
(4)土壤性質(Soil character)
A.砂土。
B.砂質壤土。
C.壤土。
D.粘質壤土。
E.粘土。
F.腐質土。
G.砂礫土及石礫土。
(5)土壤深度(Soil depth)
A.土壤深度以下。
B.土壤深度30cm-60cm。
C.土壤深度60cm以上。
(6)林地坡向(Aspect)
A.平坦地。
B.北。
C.東北。
D.東。
E.東南。
F.南。
G.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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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西。
I.西北。
(7)可到達程度級(Accessibility class of forest land)
A.可到達地區。
B.將來可到達地區。
C.不能到達地區。
(8)林型(Forest type)
A.針葉樹林型。
B.針闊葉樹混淆林型。
C.闊葉樹林型。
D.竹林。
(9)林種別(Stand origin)
A.天然林。
B.人工林。
C.可種植無蓄積林地。
D.不可種植無蓄積林地。
7.第三次全省森林資源及土地利用調查工作手冊
將林地區分以下三類：
A.經濟林地。
B.保育林地。
C.其他林地。
(二)方法
1、彙集（Aggregation）與細分（Subdivision）
分類可由彙集或細分來建立。彙集即將個體依相似性，歸類到某等級裏，相反
的細分是將全體分成許多小單元及一般規劃區域。分類學（Taxonomies）是基於彙
集，而區劃（regionalization）是基於細分。
2、土地與資源分類方法（Approaches to Land and Resource Classification）
分類方法有二：
(1)區域化法(Regionalizations)
視林地為一完整個體，而加以細分為許多小單位。見圖2。
(2)層級分類法(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此種分類方法為一般分類學上常採用之方法，其分類結果亦可用地圖表示，
如圖1、圖3。
(1)立地分類（Classification of Sites）─分類（Tax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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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似的多種性態值將物件（立地）歸類至定好的級等內，同時給每一個立
地適當的等級名稱。地圖可以顯示分類級等的地理分布，地圖的形態與比例尺是
依照經營者決定，而這些圖的尺度一般是比重新區劃者來得大。新物件則可由簡
單等級的性態值來加以辨認，如高階型(地方、地區地覆)、低階型(地景)、物件
(林分或立地)，亦即由相似物件歸類發展分類系統，二個型的分類系統由不同性
態值歸群，可得到不同的層級系統（Baileys, Pfister, Henderson 1978）。
廣為使用於土地經營的三種方法：（Baileys, Pfister, Henderson 1978）
a.土壤分類（Soil Taxonomy）：由一系列連續漸近步驟建造而成，其分類的單
位為製圖單位定義命名的依據，可以解釋土壤與發展有用因子間的自然關
係。這分類項是由觀念且以目前知識所允許的精確來決定。
b.生育地型（Habitat Types）：由 Daubenmires(1952；1968)所發展美西標準分
類方法，目前已應用於美西至少一半以上的林地劃分上。此法是基於個別立
地和取樣林分的性態值為考量，用一"關鍵"提供形態判釋，此等級可以如土
壤圖製作一樣的步驟。
c.潛在自然植生（Potential Natural Vegetation）：廣用於土地與資源的應用上，
只是在尺度、面積、覆蓋和定義的程度不同。此系統以國家為基礎，但缺乏
分類系統的理想屬性。只是基於一些不是定義很精確的性態值，所以不易應
用於辨認過程，然而其是唯一應用於分層的地圖上以評估全國土地、植生生
產的潛能。
(2)資源的分類（Classification of Resources）－分類（Taxonomic）
幾乎所有的資源，都被分類過一次以上且被分類成許多方式，當然這種過程
和一般分類順序一樣，如Gilmour(1951)所說：每種分類工作皆是以其目的、依等
價值，分別建造而成。
我們要強調這個觀念，認為資源與其他資源間的相互作用，都很複雜，以致
於不易組合於一相同分類系統上。每一個分類案，都以其內在性態值和社會價值
和社會使用的內容而定，各自獨立分類不同資源，然再客觀地比較以探討其交互
作用。
(3)地景分類（Classification of Landscape）－區劃（regionalization）
地區重劃是製圖過程的基礎，且一般是可細分（如圖3），某地景區塊被認
為具有某種程度的內在均勻性，有別於其鄰近區域。這個方法包括：
a.定義使用的原則
b.應用此原則到地景上且將其邊界繪出
c.由現場檢視其原則與邊界線
d.準備各階等的描述(製圖單元或地區)包括綜論基本性態值的變異
這個分類可以用來評估地景到達其他目標，雖然此特別方法可能不相似，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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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方法不能被認為有關土地的新方法，因為在很早以前人類即以均勻相單元來劃
分地球表面。而以樹層層級區劃方法繪製過程。
Odum(1971)以巨觀（microscope）方式表示，使吾人可以看到詳細收集的一
般性事務。區劃（regionalization）提供考慮某一大範圍內，小地方經營問題的巨
觀。在地理、地區觀念下，全世界可以區分成基於氣象、地形、植物的自然區
域，在其他科學領域的工作者，更思考著世界可由簡單和更基本的單一圖徵區域
（如植物、動物或象候）所組成。
生態區的區劃，一般以氣象、植物區較動物族群區來得重要，目前生態區大
都以植物為地覆劃分之，其實配合環境因子如氣候、土壤、地形則更為理想。極
盛相植物物型如森林、草原、沙漠與其相關的植群則構成生物型（biome or biome
type）（Clements & Shel ford

1939）。

3、分類方法的整合（Integration of Classification approaches）
很 清 楚 地 ， 自 然 資 源 經 營 使 用 分 類 系 統 （ taxonomic classification ） 、 辨 認
（identification）、製圖（mapping）和區域劃分（regionalization）。每一項工作都
很 重 要 ， 因 為 他 們 分 別 提 供 不 同 的 方 法 和 資 訊 。 分 類 系 統 （ Taxonomic
classification）為依地點，當辨認、製圖和區域劃分亦是依地點或依物件而定，但其
分別提供不同的方案去處理相同的資源。
最佳的分類方法是整合系統，選擇符合特殊規劃，工作需求的各別分類系統。
規劃者選擇能提供問題最佳解答的層級等，然後再整合資訊。
最近30年來電腦和分群排序的技術廣泛應用於分類中。這些技術改變了分類原
則也改變了分類的實務，電腦有用，但是Williams(1967)懷疑數量分類（numerical
classification ） 的 客 觀 性 ， 他 建 議 宜 注 意 數 量 分 類 是 假 說 產 生 系 統 （ hypothesisgenerating systems）而非測驗假說（testing of hypothesis），在發展有用的分類過程
做最後分析時，人為"判斷"（judgment）是非常重要的！
在資源、立地和地景分類中，使用數量分類，有時是單因子，有時是多因子；
有些是大尺度，有些是小尺度，舊系統被丟卻，新系統又產生。評估資源和土地經
營問題使得分類的資訊成為不可缺，但這需要分類者與規劃者間不斷的相互討論。
當規劃改變，則需要不同分類，我們希望已存在的知識不要被棄卻。分類提供精準
的原則和修改的機會，也將由時間來驗證。可是當原始的原則，沒有詳加記載說明
時，要做修正是很困難的，鬆散不嚴謹的分類將被取代。
自然世界是這麼樣的複雜而浩大，在經營土地和自然資源中，我們不可能不使
用分類，將相似的物體歸類到某些階級內，使經營更一般化，又可以減少命名物件
的數量，使我們更易於瞭解與記憶，更方便處理。
四、結果與討論
●臺灣林地於多目標經營前提下應如何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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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理環境特殊，森林面積約佔全省面積的58%，共約202餘萬公頃，除利用森林生
產木材、保護水土資源外，由於森林裡蘊藏了種類繁多的林木，林內棲息許多野生動物，構
成一個複雜的生物社會，所謂多目標經營乃是基於森林之複合功能及再生能力，使森林資源
在合理的、綜合性的經營下，作明智、合理、協調的利用，以其能持續提供多種『效用』，
來滿足國人的需求。
今後臺灣林地之經營應採多目標利用，以保續作業為原則，保育森林資源，注重國土保
安，增加森林生產力，發揮森林公益及經濟效益，推行合理經營方式，謀求全民福祉為目
的。
(一)目前臺灣林地實際分為：
保安林

國家公園

林 364,435.36

150,486.03

10,415.17

17,024.87

18,922.98

54,856.35

水 庫 集 水 區 150,486.03

198,795.48

12,086.00

451.00

907.00

33,540.98

保

安

自然保護區 森林遊樂區

海拔高

水庫集水區

3000m以上

國 家 公 園

10,415.17

12,086.00

175,925.01

248.00

6,637.00

65,143.66

自然保護區

17,024.87

451.00

248.00

64,794.05

2,320.80

7,587.42

森林遊樂區

18,922.98

907.00

6,637.08

2,320.80

33,383.63

4,321.37

海拔高以上

54,856.35

33,540.98

65,143.66

7,587.42

4,321.37

173,761.51

(二)目前臺灣林地多目標經營可分為：野生動植物保護區、保留區、中央廊道、國家公園。
(1)漁類與野生動物經營管理(Fish & Wildlife)。
(2)戶外遊憩區經營管理(Outdoor Recreation)。
(3)自然資源保育(Resource preservation & Ethic of Land)。
(4)環境美質經營管理(Environmental Amenity & Esthetic)。
(5)水土資源保育(Soil & Water Conservation)。
(6)林木資源經營管理(Timber)。
(三)基於上述六個多目標利用之經營方式，以事業區、林班、小班分布圖核心，茲將林地區
分為下：
1、普通施業地
不受森林法第十、十一、二十二、二十四條規定限制之地區。
2、施業限制地
依森林法第十、十一條規定限制之地區。
3、保安林地
依森林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地區。
4、特定用途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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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國家公園、自然生態保護區、風景特定區、森林遊樂區、鳥獸保護區、水庫保
護區等。
5、其他
暫不供為施業之土地、包括附帶用地等，如森林遊樂的設施用地或伐木運材林道、
山地保留區等。
以往臺灣林業經營以木材生產為主體，但林木資源有限，目前臺灣每公頃平均蓄積
量不到二佰平方公尺，而每年總生產量為840萬立方公尺，其中能夠伐採利用者約萬立方
公尺，而每年僅能砍伐萬立方公尺為國內每年木材需要量的/10，因而當我們進行森林多
目標經營時，尤應注意厚植森林資源，注重發展森林遊樂事業，使其森林經營事業達最
完善境界。
(四)林地分級
林地分級工作乃是一項歸納性的工作，除了具創造性、建設性外，同時也是建立完整森
林經營體系的重要工作。林木生長的環境受到各種外在因子的影響，如氣候、土壤、位置、
生物等因子之交互作用，故對於掌握這些限制林木生長的資料是必要的。林地分級制度乃是
針對林木生長的土壤、位置因子及林型、土地利用等級方式，加以評估，予以適切分級，以
做為森林經營之指標。
林地分級是評估林地施業適用性的基準（沈昆禧等，1995）。有關林地分級的研究，就
文獻所列的分級方法而言，傳統方法有地位指數、土壤分類及生育區類型等，但傳統方法採
用單一因子，無法真正反映出生態系的結構關係，因此，近來所提之分級方法是指應用多重
生態因子（如地形、土壤、植群等）作為分級標準之生態林地分級（Pregitzer et al., 1988；
鄭祈全，1995）。這些研究文獻可供台灣地區進行林地分級之參考，進而發展出一套本土的
林地分級作業體系，也是近年來國內林業經營所期盼的（謝漢欽等，1997）。行政院農委會
在其頒定的「國有林事業區經營計畫綱要」中增訂「建立地理資訊系統」和「林地分級」兩
項，並在第三次全省森林調查計畫中，要求積極籌畫地理資訊系統之建立與林地分級工作。
並於1994年六月召開之第三次全國農業會議林業組有關「加強森林資源規畫，建立永續發展
之經濟體系」所作的結論，即為建立林地分級作業體系。
(五)目前台灣使用的林地分級作業體系大致上有三個：
1、水土保持局山坡地土地分類標準
這套分類標準係依據民國 65 年公佈的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之「山坡地土地可利用限度
分類標準」及 66 年行政院核定之「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施行細則」之規定（謝漢欽，
1997）。
2、林務局林地地位分級體系
這套分級體系是配合第三次全省森林資源調查所建立資料庫之林地資料，利用
ARC/INFO 電腦的作業能力，建立一基礎林地分級制度（沈昆禧等，1995）。林務局林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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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標準分述如下：
(1)土壤分級：是由第三次臺灣森林資源調查所得之土壤型歸納而得，而土壤型是對土
壤生成有關之環境因子（氣候、母岩、地形、生物）綜合判斷所得，可提供土壤水
分狀態及肥沃度之準則。因土壤型種類達六十餘種，乃依據土壤潛力予以歸納為五
級。
(2)坡度分級：坡度是由 DTM 資料轉換至地理資料庫，運用 GIS 軟體加以處理製作成
坡度級圖。坡度級之區分標準，隨著林業、農業及畜牧業等土地利用方式之不同，
其區分標準各有不同，在此以林業使用目的之分級標準，分成六級。
(3)林地分級：目前採用土壤級與坡度級做為綜合判斷，其中土壤級給予 1 到 5 之點
數，坡度級給予 1 到 6 之點數，再以數學相乘運算之結果，以判斷其林地分級。
3、林地分類體系
林業試驗所林地分類體系是應用地理資訊系統疊圖分析及圖層展示的技術，以林驗所
六龜試驗林為例，進行林地分級之研究（鄭祈全，1995）。
以下是這三種林地分級作業體系的簡單比較：
表 1：三種林地分級作業體系的比較
分級體系 山坡地土地分類標準
林地地位分級體系
林地分類體系
採用單位 水土保持局
林務局
林業試驗所
目
的 區分海拔 1000 公尺以 評估國有林事業區林地之林 多目標的生態土地利用
下之山坡地土地
木生長潛能
分級對象 全省海拔 1000 公尺以 國有林事業區林地
六龜試驗林林地
下之山坡地土地
分級依據 ●土壤因子
●土壤因子（潛力）
●自然教育區
評估因子
土壤有效深度
性質
聯外道路可及性
土壤沖蝕程度
深淺
發展可行性
母岩性質
結合度
自然環境特質
●位置因子
(土壤級 1~5 及修正因子) ●自然生態保育區
坡度
●位置因子
林道不可及
坡度（坡度級 1~5）
具多樣化的棲地
具特殊、稀有屬性
●經濟林地
材積
坡向
坡度
海拔高
土系
土壤有效深度
方法
●多變值統計分析
因素分析
群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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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別分析
綜合分析
●地理資訊系統
自然教育區
自然生態保育區
經濟林地

分級結果 加強保育地
宜林地
宜農地
宜牧地
分級用途
供作造林施業時之參考
資料來源：整理自沈昆禧等，1995；鄭祈全，1995；謝漢欽，1997。
(六)氣候分區

環境因子（environmental factors）構成森林分佈與生育上之物理條件，因此有棲息地
（或環境區；habitat）與植物區系（flora）之分類。在棲息地內有各樹種適生之條件，育林
上乃將各種條件之林地，區分為生育地（site），其中包括物理的環境條件與生物的因子。
在「臺灣造林之氣象生育地分區之研究」中，以氣象因子為主，以地形土壤諸因子為輔，對
於本省之林木生育地域，作一基本的分類，以供育林樹種選擇上之參考（郭寶章，1979）。
從臺灣氣候之分類中，可見其氣候頗為複雜；南北既多懸殊，東西又復不同；山區與
平原迥異，澎湖群島更自成一格。引用桑士偉氏分類法的四重符號，臺灣地區可得 20 類氣
候，這就臺灣的面積而言顯然太多，並且在應用上亦不方便，如經加以必要的調整，則可得
八大類氣候之地理分佈（陳正祥，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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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氣候分區的比較
分級體系
臺灣之氣候區域
採用單位
目的 區分全省氣候區域

氣象生育地分區
區分全省林地氣象生育地
分區
全省林地
●氣象因子
溫度
降雨量

分級對象 臺灣地區
分級依據 ●氣象因子
評估因子 溫度
降雨量
方法
分級結果 東北區
基宜區
北部區
北新區
西南區
花東區
南部區
苗雲區
東岸區
中央山區
中部山區
嘉屏區
西岸區
澎湖區
分級用途
提供育林上之參考
資料來源：整理自陳正祥，1957；郭寶章，1979。

(七)依集水區、大集水區22條大河流與事業區之關係；251、281個集水區。
(八)依事業區／林班／小班
(九)植群／植生分區
Krajina 生物地理氣候分類(加 colubia)←生態系統類型～生物地理群落類型
依氣候─植被
氣候群系(Koppen─氣候分類)
↓
生物地理氣候區(氣候特徵、氣候→土壤&植被特徵)
↓
生物地理氣候帶
(地理區域)

(反應氣候的土壤&植被類型的鑲嵌體生態系統鑲嵌體)
邊界由優勢氣候 climax 植被來確定，且以該植被來定名←可反應氣候變
化的上下層植被&土壤差別)

↓
亞帶─不同地形部位→不同水分地境
地形序列→水分+肥力的變化→植被變化
不同植物群落或生物地理群落
1.生物地理氣候層次─群系/區/地帶/亞帶(植被─氣候和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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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物地理群落層次─地方性綜合分類(植被─土壤&地形)
3.植物群落層次─各等級按植被參數(法瑞學派─Braun-Blanguest)
4.功能性層次─依生物量、生產力、能量轉化、營養含量&營養循環分、生產力與植物
群落沿水分&營養梯度變化(地體圖)(生產力─水分、營養)
5.闡述性層次─營林、樹種選擇、更新措施、採伐跡地清理
(十)適宜性分析：同時考慮了發展潛能與發展限制
發展潛力：即遊樂區土地提供遊憩使用或開發行為之潛能，亦可謂基本自然環境因子所
呈現之空間分佈。
(十一)多尺度的分類
1、資料來源多尺度：地面樣區／低空／高空航測／衛星
2、資料貯存範圍多尺度
(1)全球／地區／地域／地方
(2)大集水區／中集水區／小集水區（1級河／2級河／3級河）
3、資料對象（生物生態系）多尺度：生態系／地景／林分／單株／系統／器官／界／
門／綱／目／科／屬／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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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之目標

設施使用現況

土地使用分區現況
設 施 現 況 示 意 圖

土地使用分區現況圖

1

200m

山丘

二級

2

200-400

谷地

三級

3

400-600

：

四級

4

>600m

：

遊
生
景
營
一級

土地使用分區圖

設施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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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圖
高度圖
水系圖
林型圖
交通系統圖
水系圖

性資料

圖
圖
圖
圖
圖

土壤圖
高度圖
水系圖

表非空間屬

地
貌
水 景 視 域
植被 林
( 型 分
) 佈
可 及 性 分 佈
水 系 分 佈

潛在土壤流失量分佈圖

坡地穩定度分布圖

料圖與屬性

視野寬廣度
水景資源
植物景觀
道路可及性
水資源之可利用性

土壤沖蝕防治

遊樂設施構造物
地表舖面

高度圖
土壤圖
地質圖

D.所需基本資

促進土地使用之相容性

A.土地使用需

1
2
3
4
5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促進區位之使用價值

節省基地之維護費用

節省基地之開發費用

C.潛能／等級

填、挖方︵整地︶

B.準則

A4

A3

A2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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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論：
(一)森林乃一龐雜之有機體，在這有機體中整理出一個有秩序的森林，乃是當今森經營的要
務。
1、林地分級的主要目的，乃是經由系統化將森林分類，以達到最佳的狀態。
2、不完善的分級系統，將妨礙森林多目標功能的發揮。
3、如表所示：
森林
分級制度
有系統的分類

多目標功能的發揮
(二)林地分類是一項歸納性的工作，唯當前所採用的分類系統缺乏連貫且過於繁雜。
1、目前分級系統大多延用以往的觀念
2、缺少創新
(三)目前本省完整的分類制度及統一標準尚未建立，有待有關單位努力。
1、農委會應和林務局協調
2、並綜合全國專家、學者的意見，集思廣益
3、以考慮台灣特殊地型為前題
4、配合將來森林經營体系為目標
(四)如何建立一套有組織、有系統，且適合台灣目前森林現狀的林地分級系統，並結合現代
資訊科技(如地理資訊系統－GIS)，乃目前台灣林地分級的重要課題。
六、引用文獻
Steven M. Jones, and F. Tbomas Lloyd.
. Landscape Ecosystem Classification: The First
Step toward Ecosystem Management in the Southeastern United States. Designing
Sustainable Ecological Systems: A Regional Approach. p181-201.
Robert G. Bailey. 1989. Explanatory Supplement to Ecoregions Map of the Continents.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Vol. 16, No. 4, p307-309.
Robert G. Bailey. 1995. Description of the Ecoreg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Robert G. Bailey. 1986. A World Ecoregions Map for Resource Reporting.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Vol. 13, No. 3, p19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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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ce P. Hayden, G. Carleton Ray, and Rober Dolan. 1984. Classification of Coastal and
Marine Environments.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Vol. 11, No. 3, p199.
Crowley J. M. 1967. Biogeography. Canadian Geographer, XI, 4, p312-326.
沈昆禧、管立豪，1995，林地分級及其應用，臺灣林業，21(1)：23-27 頁。
陳正祥，1957，氣候之分類與分區，臺灣大學實驗林林業叢刊，7：91-95 頁。
郭寶章，1979，臺灣造林之氣象生育地分區之研究，國立臺灣大學與行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
合作試驗報告，26：1-58 頁。
許秀英，1995，應用群落分析法於林地分類之研究－以八仙山事業區為例，宜蘭農工學報，
10：19-28 頁。
鄭祈全，1995，地理資訊系統在林地分級上之應用，林業試驗所研究報告季刊，10(2)：241254 頁。
鄭祈全、謝漢欽、詹進發，1997，森林生態系經營理念下的生態系分類，125-138 頁。
謝漢欽，1997，探討本土的三個林地分級體系，臺灣省林業試驗所專訊，4(4)=19：1-3 頁。
謝漢欽、鄭祈全、陳燕章，1997，林地分類專家系統之建立，臺灣林業科學，12(3)：255268 頁。
七、參考文獻
一、林務局森林經營計劃撿討工作綱要。
二、台灣之森林資源及土地利用航測調查計劃。
三、第三次全省森林資源及土地利用調查工作手冊。
四、江濤，1988，林地分級基礎之研究。
五、林慶同、陳登聖，1988，台灣森林用地分級實況。
六、金恆鑣，1988，林地分類中應考慮之土壤因子。
1.Davis and Johnson 1987 Forest Management 3ed
2.1978 Journal of Forest 76(10)
3.1982 Journal of Forest 80(2)
4.1983 Journal of Forest 81(5)
5.劉慎孝，1976，森林經理學
6.周禎，1967，森林經理學
7.林子玉，中興大學森林系森林經理學授課講義
8.國有林各事業區經營計劃綱要草案
9.臺灣林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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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ridge 生態區分類方法在台灣的應用與模擬
馮豐隆 1、高堅泰 2
《摘要》
Holdridge生態區分類係依溫度、降雨量與蒸發散量等氣候因子加以分類，再綜合成
植群潛在分類系統，此法過去大都應用於全球尺度。本研究將其利用於台灣地區尺度
上，以台灣現有的26個氣象站觀察資料推估年均溫度分布的面圖徵，以818個雨量站觀
察資料進行推估年均雨量的面圖徵及以數位地形模型推導等高線，以獲海拔高，再依
Holdridge生態區分類法的分級準則，將臺灣地區分成北方地帶、冷溫帶、副熱帶與熱帶
三大生態區和十個次級生態區，以探討該模式應用於臺灣地區的情形，配合林務局1995
年製作的臺灣土地利用型圖（林型圖）及第三次森林及土地資源調查2002個地面樣區資
料，以瞭解Holdridge各個生態區內林型、樹種的組成，以為基準面資料。再由溫室氣體
量影響溫度、雨量、潛在濕度，更而推估植生、林型的面積範圍及其可能變化趨勢。另
外進行當CO2濃度增加1倍時，溫度增加1.5℃~4.5℃的假設情境，以溫度增加1℃、2℃、
4℃時，溫度分布及潛在濕度變動之情形，更而模擬推估Holdridge生態區種類、面積與
分布，再以基準面的Holdridge生態區之土地利用型、樹種別比例為依據，進行各模擬情
況之種類、面積分布比較。最後提出森林對CO2吸存、釋出，所扮演的角色及森林、林
業活動對生態功能的影響，以及在減緩全球氣候變遷的考量下，生態系經營的林業經營
策略。
《關鍵詞》資源調查、生育地因子、Holdridge模式、假設情境。

1
2

國立中興大學森林系教授 Tel：+886-4-2854060 E-mail：flfeng@nchu.edu.tw
國立中興大學森林系森林調查測計研究室助理 Tel：+886-4-2854060 E-mail：kaojt@kim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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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Simulation in Eco-region of Taiwan by
Holdridge Method
Feng, Fong-Long 1、Kao, Jian-Tai2
《Abstract》
The Holdridge Life Zone Classification Model is used to approach the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forest vegetation. To adapt the model
we gathered meteorological data from 26 Climate observation stations and 818 precipitation
stations; in addition, land-use maps made from interpolating 32,720 aerial photos and 4,002 plots
ground surveys 40m×40m DEM are also used in our spatial analysis. Trend and Kringing spatial
analysis modules of GIS are used to interpolate the grid-surface information from point data of
precipitation and average temperature. The two primary parameters of Holdridge life zone
classification model are bio-temperature and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Using this model, we
then classify Taiwan Zone into rain forest, moist forest and wet forest ecoregions and 10
sub-ecoregions. The forest types, species compositions of the 10 sub-ecoregions are got from
overlapping the ecoregion map and land-use map by using Arcview GIS.
In this report, we also simulate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s using Holdridge life zone
classification model of Taiwan as doubly increasing CO2 density and incrementing from 1.5ºC to
4.5ºC. We try to integrate and analyze the data of climate, forest growth and land use for
developing the diminish strategy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nd increasing sink carrying capacity
in forest and land-use sector in the future.
《Keyword》inventory, habitat, Holdridge model, Scenario

1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Forestr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el: +886-4-2854060 E-mail: flfeng@nchu.edu.tw

2

Assistant of Department of Forestr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el: +886-4-2854060 E-mail: kaojt@kim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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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潛在生態區分類模式的原理、準則與應用潛能
「氣候—植群分類法」（Climate-vegetation Classification），是討論植群類型
（Vegetation pattern）對氣候變遷兩者之相關性的最簡單方法。前提假設為：大範圍
的植群類型（如生物量）與目前的氣候條件是處於均衡狀態的。主要的植群／植物
形態分布與氣候的重要徵象有相關連。Holdridge 於 1947 年發展出一套〝植群／氣
候〞分類系統（system of vegetation-climate classification）
，可應用於區域至全球等不
同空間尺度上，討論有關植群生態與現在氣候形態的關係。Holdridge 生態區分類模
式討論環境狀況對植生型態的影響。而環境狀況則以溫度和降水量的氣候因子為基
礎，先對氣候狀況進行分類，再藉以區劃出植群型態特徵與組成(Holdridge, 1967)。
(二)Holdridge 生態區分類介紹與應用、限制（過去研究）演進
Holdridge 在 1967 年 時 將 生 物 溫 度 （ Biotemperature ）、 年 降 水 量 （ Annual
Precipitation）和降水的潛在蒸發散比例（Potential Evaportranspiration Ratio, PET
Ratio）等氣候變數與全球主要生態系的分佈結合，研究其關係，並發展成 Holdridge
的“生態區分類圖＂。該生態區分類圖係由一系列的六邊形在一個三角形座標系統
上，由兩個氣候變數：生物溫度、年平均降水量及蒸發散比率，來決定其生態區的
分類。其中的生物溫度是由單位溫度值，如平均日溫、週溫或月平均溫，加總成一
年的溫度總和（通常若溫度總和值小於或等於 0℃，則設為 0℃）。由年平均降水量
與蒸發散比例（PET Ratio）構成等邊三角形的兩邊，再配合年平均生物溫度構成第
三個區分線，經由這三個變數均等劃分，將整個三角形座標系統區分成各個生態區。
蒸發散比例（PET Ratio）等於蒸發散量（PET）除以年平均降水量，Holdridge
（1959）在處理數個生態類型的基本資料之後，假定蒸發散量與生物溫度成比例關
係（比例常數約為 58.93）
。所以蒸發散比例在 Holdridge 分類圖中，受年降水量及生
物溫度這兩個主要變數的影響，所以實際僅以年降水量與生物溫度原則考慮，製作
生態分類圖。
另一方面，Holdridge 模式也考慮到極端氣候狀況的影響，例如〝致命的酷寒
（killing frost）〞
，它沿著暖溫帶及副熱帶（年平均生物溫約 12 到 24℃之間）的臨界
溫度線，將六角形的分類區劃開。在這樣的考量下，完整的 Holdridge 生態區分類圖，
共分成 37 個生態區，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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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Holdridge生態區分類模式（Holdridge, 1967）
若要做為區域性的分析，就要將 Holdridge 生態區分類圖做更細的區分，圖 1 只
是大範圍的 Holdridge 分類圖，若能對植群做更進一步的分類，以便瞭解各生態區之
樹種組成、林分結構其空間分佈，更而與各樹種、林型之及生長模式相關連，就可
使 Holdridge 模式應用到區域性的尺度上。
將 Holdridge 生態區分類模式應用於某一地區，所需的資料為：(1)年降水量。(2)
一個以經度、緯度為基礎的生物溫度網格。生物溫度可由日均溫、週均溫或月均溫
求得，此分類可以應用於任何空間尺度。Holdridge 模式利用年平均降水量和生物溫
度來分類每一個網格，更進一步決定受氣候條件影響的土地，其可能的潛在被覆，
並將這樣的土地覆蓋情形加以製圖。此分類圖可以與目前的植生分布圖來作比較，
以結合其他的環境特徵，例如利用坡度、坡向（方位）等地形因子，可以修正以生
物溫度與年平均降水量兩個主要氣候變數所繪製成的模式圖。
Holdridge 模式在與假設的氣候情境（scenario）*結合方面，由“全球大氣環流
模式＂（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 GCM）模擬預測的氣候形態改變，很容易與
Holdridge 模式相結合，每月的溫度與降水量可由 GCM 加以預測，參考目前年降水
量和生物溫度的資料，再以實際的狀況加以比較修正。在每個網格使用新的生物溫
度與年降水量值，Holdridge 模式即可基於氣候變遷的形態，預測產生一新的植群被
覆圖，這幅新的推測圖和現今之生態區分類圖相比較，將可檢視出，在氣候變遷時，
植群分布所潛在的可能改變。
*

假設情境：未來世界可能狀況的合理一致的描述謂之。Webster 所稱的“未來
發展的藍圖＂。森林生物／生態會隨時間而有所變化，這些變化
來自自然氣候、社會經濟、人為干擾者，然一般較能掌握其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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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者，大體是以(1)氣象基線；(2)社會－經濟基線的預測。
(三)過去的研究狀況
將 Holdridge 生態區分類模式應用於全球尺度，繪出圖 2 的分類圖，因為是以全
球的大尺度來分類，我們只能約略的判斷出台灣地區是屬於副熱帶濕潤森林或副熱
帶潮濕森林／雨林。

熱帶╱副熱帶乾燥森林

溫帶沙漠灌木叢

乾草原

副熱帶濕潤森林

熱帶╱副熱帶沙漠灌木叢

北方沙漠╱乾燥灌木叢

北方濕潤森林

副熱帶潮濕╱雨林

熱帶╱副熱帶疏林

極地沙漠╱冰原

北方潮濕╱雨林

熱帶濕潤森林

資料來源：U.S. Country Studies Program，1994（本圖由 GSAP 製作：Dept. Env. Sci.,
University of Virginia，1993）。
圖2

在目前氣候狀況下的全球 Holdridge 生態區分類圖

如果在另外一個氣候變遷的假設情況下，配合 Holdridge 生態區分類模式來分
類，就可以探討在不同氣候變遷條件下，生態區變化的情形，例如在 GISS 全球大氣
環流模式（GISS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所模擬的氣候條件下，繪出圖 3 的分類
圖，由於仍是以全球的大尺度來分類，可以看出台灣地區是屬於副熱帶濕潤森林或
副熱帶潮濕森林／雨林，其植群生態並未有太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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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副熱帶乾燥森林
熱帶╱副熱帶沙漠灌木叢
熱帶╱副熱帶疏林
暖溫帶乾燥森林
暖溫帶荊棘乾草原

溫帶沙漠灌木叢
北方沙漠╱乾燥灌木叢
極地沙漠╱冰原
沙漠
寒原

乾草原
北方濕潤森林
北方潮濕╱雨林
冷溫帶森林
暖溫帶森林

副熱帶濕潤森林
副熱帶潮濕╱雨林
熱帶濕潤森林
熱帶潮濕╱雨林

資料來源：U.S. Country Studies Program，1994（本圖由 GSAP 製作：Dept. Env. Sci.,
University of Virginia，1994）。
圖3

在 GISS 全球大氣環流模式模擬氣候狀況下的全球 Holdridge 生態區分類圖
本研究即以 Holdridge 模式的分類原則進行分析，以便瞭解台灣生態區劃分情

形。另外以 CO2 濃度增加 1 倍時，溫度會增加 1℃～4.5℃的假設情境為例，進行溫
度增加 1℃、2℃、4℃模擬，會對台灣生態區劃造成的面積變化影響。
二、方法材料
材料以(一)位置因子網格資料；(二)觀測站位置資料；(三)台灣1995年之土地利用型
圖。
(一)位置網格資料
位置資料取自台灣省林務局農林航空測量所利用以往製作五千分之一基本圖測製
之控制點及立體像對模型，以方格定點錄存方式，記錄 40m 40m 間隔之 XYZ 資料。
由於 Holdridge 模式以全球的尺度探討生態區的分類，通常都應用於 0.5 經度 0.5
緯度空間解析度下，若將台灣地區依 0.5 經度 0.5 緯度分區，可繪成圖 4 所示；然由過
去研究觀察，若以 0.5 經度 0.5 緯度的解析度，則每格內的氣象、土壤、地形變化太大，
無法表達其各地氣象狀況，所以取 1km 1km，如圖 5，來進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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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台灣地區1km 1km網格分佈圖
(二)觀測站位置資料
由於在 Holdridge 分類圖中，年降水量及生物溫度為兩個主要的分類變數，因此本
研究收集年平均降水量與年平均溫度（視為生物溫度）資料，氣溫資料取自氣象局 26
測站（如圖 6）
，長期觀測資料之平均值。雨量資料取自經濟部水資會整理台灣地區雨量
站長期雨量記錄，共引用 818 站（水資會，1989）
。測站之位置分佈圖（如圖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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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台灣地區氣象局 26 測站分布圖

圖7

台灣 818 雨量站位置分佈圖

(三)台灣 1995 年土地利用型圖
第三次資源調查，林務局企劃組同仁花了 3 年工夫，利用航空照片，完成全省土地
利用型判釋圖，並經數化建檔於 ARC╱INFO GIS 系統上（林務局，1995）
，其各林型分
佈（圖 8）如下：

圖8 第三次資源調查土地利用型圖（林務局，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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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法步驟
由氣候站或／與雨量站之觀察資料，利用Trend一次多項式，由點推估溫度、面資
料、Kriging球面式法推估雨量的面資料（馮、高，1999）。
(1)收集近30年來台灣氣象與雨量站資料（屬性資料），並建立各站在台灣空間分布
（圖層資料）。
(2)結合屬性資料與圖層空間資料於地理資訊系統中。
(3)利用40m*40m DEM資料，為方便電腦操作，採取1km*1km網格予分類區格。
(4)評估趨勢面、克立金等空間推估的方法。溫度、雨量、濕度的點推面上的最適應
用，以便由測站點位置的歷年資料，推估成為全省分布的面資料。
(5)利用Holdridge生態區分類模式，進行分類。
(6)將目前Holdridge生物區分類圖與當今土地利用型圖疊合分析。
(7)建立每生物區分類之林型分布與面積及其比例為基準值。
(8)由氣象研究溫室效應將影響每年溫度增加1～4℃，所以擬以溫度增加1℃、2℃、
4℃為假設情境進行模擬推估。
(9)再經(4)～(7)步驟以獲得在不同模擬情境下，其生態區分類面積分布的變化。
(10)由其算出之生態區分類面積，依(7)算出之樹種組成比率為模擬值。
(11)將生態區分類面積基準法與各種情境模擬值做比較，可知其面積變化。
(12)分別將基準值與模擬值放入IPCC表，可算出CO2吸收與釋放量。
四、結果
(一)Holdridge 模式應用於台灣的生態區分類
溫度採用Trend一次多項式推估、雨量採用Kriging法（球面式）推估、位置因子採
平均法推估，其初步結果得知：台灣地區年平均降水量約為1000～7100mm之間，年平
均溫度約為3-25℃之間。圖9為台灣地區年平均降水量圖與年平均溫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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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台灣地區年平均降水量圖與年平均溫度圖

配合 Holdridge 模式的降水量級距（0-125；125-250；250-500；500-1000；1000-2000；
2000-4000；4000-8000；8000 以上等，單位為 mm）與溫度級距（0-1.5；1.5-3.0；3.0-6.0；
6.0-12.0；12.0-18.0；18.0-24.0；24.0 以上等，單位為℃），若以降水量級距與溫度級距
作為區分，台灣地區的生態區分類約略屬於 Holdridge 模式圖的右下部份，如圖 10 中粗
虛線所框起來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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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Holdridge 模式圖中台灣地區的生態區分類圖

將目前的年平均降水量圖與年平均溫度圖（圖 9），利用地理資訊系統之空間分析
功能，配合 Holdridge 分類原則進行套疊，即可得到圖 11 台灣地區之理論的 Holdridge
生態區分類圖，若完全依照 Holdridge 模式之分類命名方式，共可分 10 個區域，分別是：
北方地帶(亞高山區)雨林、冷溫帶(山區)雨林、冷溫帶(山區)潮濕森林、副熱帶雨林、副
熱帶乾燥森林、副熱帶潮濕雨林、副熱帶濕潤森林、熱帶乾燥森林、熱帶潮濕森林、熱
帶濕潤森林，其面積分別如表 1。
表1

以台灣溫度、雨量為基準 Holdridge 生態區面積比例表

Holdridge 生態區

基準面積

北方地帶(亞高山)雨林

比例

5,500

0.1528%

218,300

6.0656%

82,800

2.3006%

副熱帶雨林

174,600

4.8514%

副熱帶乾燥森林

160,000

4.4457%

副熱帶潮濕森林

1,463,488

40.6639%

副熱帶濕潤森林

1,367,600

37.9996%

熱帶乾燥森林

300

0.0083%

熱帶潮濕森林

4,800

0.1334%

熱帶濕潤森林

121,600

3.3787%

3,598,988

100.000%

冷溫帶(山區)雨林
冷溫帶(山區)潮濕森林

合

計

-165-

<Holdridge-TWA>2012/12/28

圖 11 台灣地區之理論 Holdridge 生態區分類圖（包含所有類型）
(二)生態區之土地利用現況
為瞭解台灣地區理論 Holdridge 生態區分類項下，各種樹種組成與林型所佔比例，
特將 Holdridge 生態區分類圖、第三次資源調查土地利用型圖及地面樣區分析資料(圖)
疊合。
利用其整合屬性資料分析得到 Holdridge 分類各生態區之林型比例與樹種組成比例
表，表 2 為部份之數據，因其資料量龐大，另列於附錄中。
表2

Holdridge 分類各生態區之土地利用型比例與樹種組成比例 a

Holdridge 生態型

土地利用型 b
天 針 闊 混

北方地帶潮濕森林 天
箭

闊
竹

面積（%）
40.00

混
地

20.00
40.00

其 他 天 針
暖溫帶濕潤森林 天 針 闊 混
天 闊 純
說明：其餘資料減列。

3.57
3.57
3.57

樹種
樹種組成（%）
二 葉 松
50.00
其 他 闊
50.00
赤
楊
100.00
二 葉 松
50.00
其 他 闊
50.00
二 葉 松
100.00
其 他 闊
100.00
赤
楊
100.00

(三)溫度增加1℃、2℃、4℃模擬
假設情境評估 CO2 模式濃度增加、溫度亦隨之增加，而由張隆男(1998)所提出我國
長期氣候分析與氣候變遷模擬中，台灣地區溫度上升趨勢為 1.19℃/100Yr.，所以我們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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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當溫度增加 1℃時，台灣林型、生態區變化情形，而在氣候變遷對水資源影響評估
與適應策略研擬(1998 童慶斌)，提到目前一般的預測大氣 CO2 濃度增加為兩倍時，全
球溫度約將上升 1.5 至 4.5℃，而我們便假設 CO2 濃度增加 1 倍時，溫度亦隨之增加 1
℃、2℃或 4℃時，以 Holdridge 原則為林型、生態區劃分之區域、種類、位置與面積會
如何變化？而在降雨量方面，因自然變化週期振幅較大，較難斷定台灣各區之變化趨
勢，但就整體而言，無明顯之變化。所以不加以預測，僅以溫度增加 1℃、2℃、4℃時，
植群變化的影響加以模擬。
若利用 Holdridge 生態區分類模式，而在各種假設情境下，台灣生態區分布變化的
情形，可由圖 12、13 看出其生態區分類變化的情形。當溫度增加 4℃時，副熱帶乾燥森
林與北方地帶（亞高山）雨林，則完全消失。與 3 種假設情境的溫度增加 1℃、2℃、4
℃下，其生態區網格數與面積分布情形如表 3。
而溫度增加 4℃假設情境後，Holdridge 生態區的種類、面積及各生態區內之土地利
用型面積，如附錄 1、附錄 2 所示。由表 3 吾人可知以過去台灣 30-40 年來的平均溫度、
雨量與濕度來推算之生育地因子分佈，配合 Holdridge 原則區劃，則其生態區有 10 類，
而熱帶濕潤森林區、熱帶潮濕森林與熱帶乾燥森林區所佔比例較少，但當溫度增加後，
這三區所佔的比例則逐漸增加，而北方地帶(亞高山)雨林、冷溫帶(山區)雨林、冷溫帶(山
區)潮濕森林、副熱帶雨林、副熱帶乾燥森林，這五區所佔的比例則逐漸減少，當溫度
增加至 4℃時，北方地帶(亞高山)雨林與副熱帶乾燥森林，則相形消失！
表3

當溫度增加 1℃、2℃、4℃時，Holdridge 之生態區類別網格數、面積分布表

Holdridge生態區 基準面積
北方地帶(亞高山)
雨林

比例

溫度升高
1℃面積

比例

溫度升高
2℃面積

比例

溫度升高
4℃面積

比例

5,500

0.1528%

3,000

0.0834%

500

0.0139%

0

0.0000%

冷溫帶(山區)雨林

218,300

6.0656%

152,500

4.2373%

96,900

2.6924%

26,300

0.7308%

冷溫帶(山區)潮濕
森林

82,800

2.3006%

102,500

2.8480%

82,800

2.3006%

32,500

0.9030%

副熱帶雨林

174,600

4.8514%

109,300

3.0370%

85,300

2.3701%

49,300

1.3698%

副熱帶乾燥森林

160,000

4.4457%

206,900

5.7488%

22,900

0.6363%

0

0.0000%

副熱帶潮濕森林

1,463,488

40.6639% 1,440,188

40.0165% 1,395,388

38.7717% 1,166,000

32.3980%

副熱帶濕潤森林

1,367,600
300

37.9996% 1,216,400
0.0083%
10,200

33.7984%
0.2834%

927,500
252,000

25.7711%
7.0020%

420,000
403,000

11.6699%
11.1976%

0.9669%

170,700

4.7430%

19.4749% 1,331,188

36.9878%

熱帶乾燥森林
熱帶潮濕森林
熱帶濕潤森林
合

4,800

0.1334%

9,900

0.2751%

34,800

121,600

3.3787%

348,100

9.6722%

700,900

計 3,598,988 100.0000% 3,598,988 100.0000% 3,598,988 100.0000% 3,598,988 100.0000%

若以台灣地圖來表示，以 Holdridge 生態區分類原則在經過假設情境，溫度增加 1
℃、2℃、4℃後，其各生態區分布情形由圖 14、15、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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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度區帶

年
平
均
生
物
溫
度
℃

高度區帶

兩極地

冰雪

近極地

高山

北方地

亞高山

冷溫

山地

暖溫

淺山地

副熱

山坡地

熱帶
臨界溫度線

圖 12

假設當 CO2 濃度增加 1 倍時，年均溫度增加 2℃時，台灣生態區於 Holdridge 生
態區分類模式分布情形

年平均生物溫度℃

緯度區帶

高度區帶

兩極地

冰雪

近極地

高山

北方地

亞高山

冷溫

山地

暖溫

淺山地

副熱

山坡地

熱帶
臨界溫度線

圖 13

假設當 CO2 濃度增加 2 倍時，年均溫度增加 4℃時，台灣生態區於 Holdridge 生
態區分類模式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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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圖 15

增加 1℃時，台灣生態區分布情形

假設當 CO2 濃度增加 1 倍時，年均溫度增加 2℃時，台灣生態區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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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假設當 CO2 濃度增加 2 倍時，年均溫度增加 4℃時，台灣生態區分布情形

五、結論
利用理想的空間推估方法，由觀測站的點資料推估面資料，以獲溫度、雨量資料，
更而導出台灣年平均生物溫度分布圖、台灣年平均降雨量分布圖及台灣蒸發散比率分布
圖，再利用 Holdridge 對此三因子之分類原則，加以疊合區分，則台灣可分為北方地帶(亞
高山)雨林、冷溫帶(山區)雨林、冷溫帶(山區)潮濕森林、副熱帶乾燥森林、副熱帶潮濕
森林、副熱帶濕潤森林、熱帶乾燥森林、熱帶潮濕森林、熱帶濕潤森林等 10 種，其中
以副熱帶潮濕森林 40.66%及副熱帶濕潤森林 38.0%所佔比例最多。
利用溫度增加 1℃、2℃、4℃模擬，則假設植群能適應情形下，則植群分布會產生
變化，尤其北方地帶(亞高山)雨林及副熱帶乾燥森林會消失。而熱帶潮濕雨林仍佔大部
份(32.3980%)，而熱帶濕潤森林則增加為 36.99%。
地理資訊系統在空間推估、疊合與假設情境模擬推估上，相當有潛能，甚值推廣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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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生態學理論與應用之探討－以惠蓀林場為例
林鴻鵬
《摘要》
地景生態學強調尺度的區分，各尺度間的資料應能夠合併或分離，以供分析及整合使
用。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尺度間資料的結構，藉由地理資訊系統的輔助，以提供各資料間的
連結。並利用數值地形模型，針對惠蓀林場進行集水區的劃分，以界定多尺度的生態單元。
另外藉由遙感探測影像所得崩塌地資訊，進行分析，探討崩塌地格局及過程間的關係。
《關鍵詞》地景生態學、數值地形模型、生態單元。
《abstract》
Landscape ecological emphasize on the discriminate of scale. The data must be able to
aggregate and disaggregate in all scales for analysis and integration. The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data structure of different scales, and by using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to link
the data in different scale. And using the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to divide the watershed in
Huisun Experimental Forest Station, and to define the ecological units of multi-scale. Besides by
using the remote sensing digital image to get the information of collapsed land, and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attern and process.
《Keywords》Landscape ecological, Digital Elevation Models(DEM), ecological units.

一、前言
森林經營的趨勢以永續性的自然生態系的整體性經營為原則，對於生態系的探討，除本
身功能上的描述外，應再加入含有地理學理論的地景生態學，由地景單元於空間的異質性、
交互作用及生態系間各物種與環境間的機制作用的表現，探討地景結構現象及變化。
地景生態學結構與功能受空間分布的生態資料所影響，如地理因子或氣候因子等，這些
資料的特性均包含空間及時間上尺度的變化，生態上的時間及空間異質性會受到不同格局及
過程而影響結果。時間及空間尺度的變化使資料的分析產生不同結果而影響經營者的決策，
因此尺度的掌握對於森林經營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地景生態學領域的成長，受到地理資訊系統的快速發展，空間資料的獲取更為便捷，同
時藉由資料的數位化，各種資料來源格式轉換的相互支援下，整合各種來源的資料將更為容
易，同時藉由電腦進行空間資料的展示、分析，對於大面積範圍的空間資料的呈現及運算也
都更為快速，因此使地景生態學更容易融入強調生態經營的森林經營計劃。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地景生態學於森林經營計劃所扮演的角色，以惠蓀林場為例，針
對集集大地震後所造成崩塌地進行分析與探討，以探討不同空間尺度下，崩塌地干擾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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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潛在因素分析，並且探討惠蓀林場的地景格局與功能的關係。

二、前人研究
(一) 地景空間結構
依據 Forman and Godran (1986)對地景的定義，地景係營一群彼此間發生交互作用之生態
系所組成之異質區域，其組合方式在該地區種以同樣形式重複出現。以太平洋西北地區的森
林而言，地景可以被解讀為”一重要河川之水系流經之區域，其間具有相當一致的氣候因子、
地質條件乃至自然植群”(引自 Nancy,1999)。
地景的基本要素為鑲嵌體(Patches)、廊道(Corridors)及基質(Matrix)；鑲嵌體在外觀上是明
顯不同於周圍環境的非線性地表區域，地景結構藉由各種不同的類型的鑲嵌體構成，地景生
態學常藉由對鑲嵌體的形狀、周長及結構的描述，可表現生態系中的物種多樣性或能量流動
潛能等。廊道在地景中的基本特徵則是不同於兩側基質的狹長區域，如河流、道路、管線、
步道、行道樹等，廊道主要用途為運輸、保護及提供資源，廊道結構對於生態影響可由廊道
彎曲度、寬度等因子探討，不同彎曲度可以造成不同的邊緣效應，增加能量的流動性，而寬
度則影響物種的移動性。基質則為地景中佔最大面積的鑲嵌體，蘊含著最大的能流、物流及
物質循環；三種要素的排列及分布造成不同地景結構的差異(黃，1997)。地景生態學的目的
即藉由地理因子及空間格局的概念，以明確量化地景單元間關係。
(二)地景生態學尺度的概念
在許多生態研究上尺度的概念重要但複雜，尺度的概念在干擾過程、森林動態、生態心
理學、生物歧異度及全球變遷中被認為是一個重要的因子，改變時間、空間尺度對生態系結
構及功能的概念會產生不同的衝擊。尺度結合模式(Scale Up Model)於單株或是林分水準反應
預測地景水準的反應，可能會因過程是在較高水準的活動的存在或是沒有由單株或是林分模
式擷取的組織而更為複雜。
在森林地景邊緣影響的研究發現，目前在森林地景邊緣所造成的影響是由附近的覆蓋型
所造成(引自 Tang and Eric,1997)。因此單獨鑲嵌體作用的結果通常是不重要，鑲嵌體間的互
相作用並非是簡單累積地景的性質或是過程。鑲嵌體間的互動及漸增的影響不能被忽略，在
各個鑲嵌體漸增的影響需要由鑲嵌體所在的更廣的地景背景獲得(引自 Tang and Eric,1997)。
地景生態學對於任何尺度的劃分工作目的都是要使現實觀察現象能夠簡化並清楚的說
明，因此適當的選擇空間及時間的尺度對於進一步瞭解生態系是很重要的，馮(1996)指出應
用多尺度空間決策系統需考慮不同的空間尺度-由考量全球、區域、地區、林分、單株之量化
性態值的現況、功能結構與變遷，藉以掌握某時點各尺度層級的性態值組成結構。
在不同大小的空間及時間的尺度上，資訊過於精細或過於粗放都將模糊決策焦點，因此
決策分析需使用明確、合理的資訊來源。地景生態學的發展首先需確定各個尺度的基本單元，
森林生態系的經營以集水區的劃分較為適當，集水區周圍通常以分水嶺作為境界，在地形上
容易辨別定界(劉、蘇，1983)。Ruth (1997)於地景層級觀念，將集水區視為基本的土地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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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集水區內生態系能量及物質流動的情形。鄭等(2000)利用數值地形模型，自動判釋河川
級序及搜尋出水口，定義集水區，以界定集水區多尺度的萃取方法，建立多元的生態單元。
林(1999)使用數值地形模型，建立集水區動態查詢系統，以獲取集水區地文及水文資訊。藉
由地理資訊系統的應用，對於數值地形的資訊擷取，將可以區分適當的集水區流域範圍，以
作為地景生態學研究的基礎。
(三)地理資訊系統與層級分類系統
生物組織層譜中，當某一層次或單位所含之組成分子，彼此結合而成更高一層之功能整
體時，則有新的特性產生，此稱為層級控制原理(劉、蘇，1983)。藉由地理位置儲存、恢復
及分析生態資料及使用空間資料結構，以建立不同尺度的生態研究上是很有用的。Ruth(1997)
使用航空照片、遙測資料及地面調查等三個空間尺度的資料，探討；楊(1996)利用 Landsat TM
影像和空載影像及第三次森林資源調查之土地被覆型資料建構惠蓀林場之分類體系，利用不
同的載具獲取不同尺度的空間資料，可利用地理資訊系統為基礎，建立地理空間資訊。
多尺度的 GIS 可以提供生態系功能及結構於不同尺度下執行評估的辦法，因此 GIS 需要
建立多段取樣的原理(引自 Stow 1993)。Childress et.al.(1999)使用網格資料型態的空間分析方
法，結合樣區、生物社會及地景三個層級資料進行資料歸併及分離，以分析各尺度間的特性。
藉由網格的數值資料型態，將最簡單的原始資料製成表格，以供其他分析使用。Bailey(1995)
針對生態系的空間層級理論訂定尺度標準值，將尺度明確以數值形式表現，如表一。
表一：地景單元空間尺度單元的區劃
比例尺

名稱

資料

大尺度 105(km2)

區域單元

氣候

中尺度 103(km2)

地景單元

地形

小尺度 101(km2)

生育地

土壤、植生
(引自 Bailey1995)

地理資訊系統於地景生態學經營理念下所提供的基礎包含下列幾項功能(Stow，1993)：
1、 提供有效資料儲存的結構及大區域生態系經營的資料
2、 使區域、地景及樣區尺度的資料彼此能歸併或是分離
3、 提供研究樣區位置及求出生態敏感區域
4、 支持生態分布的空間統計分析
5、 發展遙測資訊萃取的功能
6、 發展生態系模式的輸入資料/參數。
以地理資訊系統為基礎的地理資料的建立，可以藉由各種尺度來源資料間的位相關係，
提供多尺度生態系經營的基本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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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景干擾
干擾可以定義為在任一種在時間上不連續的事件，干擾緣於地景的異質性，其頻率和嚴
重性由物理環境及植生情形所控制，尤其以位置和坡向的影響為鉅(引自 黃,1997)。黃(1997)
描述不同鑲嵌體與干擾的成因機制、物種動態和周轉過程，並將干擾分為自然(土石流、颱風、
暴雨、洪水、火災、野生動物、踐踏等自然變化)及人為(林木伐採、礦業開採、大面積造林、
建築)等人類活動、甚至是活動頻繁的實驗地)兩種來源。
集集大地震在地景所產生的干擾的表現主要為崩塌地的形成，崩塌地的形成常是由許多
因子構成，這些因子可分為潛在(內在的、靜態的)：地質、地形及誘因(外在的、動態的)：降
水、地下水、地震、人為因素等(劉等，1982；李，1986)。蔡等(1998)利用集水區為分析重點
區域，利用各子集水區之崩塌面積、坡度、坡向、海拔高及地質等因素建構各子集水區之崩
塌地資料庫。藉由地理資資訊系統結合航遙測資料及數值地形模型，將可以進一步崩塌地對
於地景結構及功能所產生的影響。

三、研究地區及方法
(一)研究地區概況
本研究地區惠蓀林場位於南投縣仁愛鄉(圖一)，面積約 7400 餘公頃，共有 19 林班。境
內地形複雜，變化多端，海拔高在 450 公尺至 2100 公尺間，森林垂直分布有亞熱帶、暖帶、
溫帶，具多種林型，區內水系主流為北港溪，並分支有關刀溪、東峰溪及合水溪，孕育的動、
植物物種極為豐富。

圖一、惠蓀林場位置圖(引自中興大學森林資源調查測計研究室)
(二)研究材料
(1) 集集大地震後所形成的崩塌地的衛星影像圖檔(水保局，1999)
(2) 惠蓀林場土地利用型圖(1987，1/5000)
(3) 數值高程模型圖檔(40M*40M)
(4) 惠蓀林場 2000 年樣區調查資料(25M*40M)
(三)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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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資訊系統提供集水區單元之劃分，藉由地理資訊系統對於集水區單元的劃分，探討
對於生態系基本單元的功能。
地理資訊系統對於資料儲存的格式可以藉由資料的位相關聯，將資料予以合併或是分
離，本研究利用地理資訊系統的功能，將惠蓀林場的單株、林分及地景資料分別結合，以為
多尺度研究基礎。
本研究利用集集大地震後的崩塌地分布圖，利用地理資訊系統的空間分析功能，針對數
值地形因子，分析崩塌地對於地景格局及功能所造成的影響。

四、結果與討論
(一) 惠蓀林場地景結構狀況
藉由航空照片的判釋及數化，以確定惠蓀林場的地景結構與分布狀況。本研究因 1997 年
地景單元尚在處理，因此採用 1987 年惠蓀林場土地利用型(如圖二)探討林場地景的結構組成
與現況。

圖二、惠蓀林場地景結構分布圖
惠蓀林場的地景基質為闊葉林，其間散佈有各種林型及土地利用型(鑲嵌體)，在第一、
二、三、四、五林班的地景結構最為破碎。第三林班為遊樂區經營主要範圍，主要的人為干
擾在此處發生。惠蓀林場的廊道結構分布如圖三。林道的位置分布於第一至第五林班，北港
溪、關刀溪、東峰溪及合水溪散佈林場內部與邊緣，同為林場內物質與能量流動的主要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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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惠蓀林場廊道分布圖
(二) 惠蓀林場地景生態尺度劃分
地景生態學強調尺度的重要性，許多學者接針對各種尺度單元進行描述、劃分(肖，1997；
Bissonette，1997；Nancy，1999)。研究地景生態學主要是針對地景格局及功能的關聯；對於
地景格局及功能之間的作用，可以分為四種狀況來探討(Boyce,1997)。
本研究針對各學者對於不同的空間水準單元的定義，將各尺度單元予以區分並藉由資料
來源及各尺度單元具有的功能進行探討，如表三：
表三、森林多尺度單元區分
地景單元
單株(tree)
林分(stand)

資料來源
單株林木生長測定

功能
林木生長反應能量的流動及物質循環

樣區調查林木組成及結構 林木組成、結構反應林分演替方向，顯示物
特性

種間競爭及消長。

地景(landscape) 遙測、航測、地面調查及 地景單元性態值量測(面積、周長、組成及
文獻資料

結構)，結合地理空間分布特性，反應生物
間的關聯性

區域(region)

氣候機制推估、物種分化 氣候變遷及物種消長反應生態系變遷及物
種分化

地理資訊系統結合各單元的位向關係，於地理空間上連結各尺度資料，藉由單株林木屬
性與樣區連結。透過地理資訊的連結功能可將林木位置圖及樣區位置圖相連結；透過此功能，
將單株林木的結合，形成林分的屬性，並可加入地景及氣候等較大尺度的資料，以整合各尺
度空間的資料，提供不同尺度的森林經營目標。
不同尺度的資料可藉由地理資訊系統可加以整合於圖籍資料外，以符合地景生態學對於
大範圍地區的地景的結構探討，但對於各尺度間作用的功能，則需藉由空間模式的推估評估，
李(2000)針對全省杉木造林地樣區資料，透過孔隙模式進行全省杉木蓄積量的推估，使林分
的功能進一步延伸於地景中，並且藉由全省氣象觀測站資料，以推估全省氣候的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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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對於惠蓀林場的研究限於資料的來源不足，尚無法有效利用空間模式的推估結合各
尺度間的結構與功能，因此對於尚需加強資料的收集及更新，以完整的展現惠蓀林場的現況。
(三)地景生態尺度單元擷取
地景生態學中，河流為廊道之一，對於物質及能量流動及轉換具重要的功能。本研究利
用惠蓀林場 40m*40m 的數值地形模型，利用地理資訊系統分析惠蓀林場的坡度、坡向及海拔
高等資訊，提供河川網路的萃取 (如圖四)。

圖四、惠蓀林場集水區河流萃取網路圖

(四)空間資料分析
本研究採用集集大地震後所取得之衛星影像圖籍，對崩塌地的數量、面積及位置與植生
狀況進行分析，以探討不同尺度的空間資料，崩塌地分布情形如圖五。

圖五、惠蓀林場崩塌地分布圖
崩塌地與地景種類間的轉移情形(如表四)具有明顯的現象，整體而言崩塌地發生的面積
及頻度以闊葉林、針闊混淆林及裸露地等具較大面積的地景單元為主；但就個別地景種類間
的轉移比率，發現地景單元內的轉移率是以松樹造林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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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地形成的潛在因子可分為地質及地形因子，本研究主要針對地形因子進行分析，藉
由崩塌地與坡度、坡向、海拔高等數值地形圖籍分析，產生的結果如表五，結果顯示整個惠
蓀林場的崩塌地發生的區域，在海拔高的分布上，主要發生於 664-1319 公尺的分級間，其面
積佔總面積的 74.8%。而在坡度的分度上則主要集中在 31.337-54.65 度的坡度分級，佔總面
積 85.8%。在坡向的分布上則呈現均勻的分布狀況。而藉由分析崩塌地在坡度、海拔高兩因
子間的分布狀況，則可以進一步發現崩塌面積集中在 664-1319 公尺分級，坡度為 39.1-46.6
度的區域中，其共佔總崩塌面積的 36.08%，崩塌的頻度則佔 27.16%，，顯示崩塌地多發生
於中海拔地區的較陡坡面。
崩塌地對地景干擾的意義是急劇變化的，在崩塌地的分布上，明顯集中在關刀溪流域及
道路周圍，於林場分布主要在第三、四、五三個林班地。顯示廊道(道路、河流)與崩塌地之
間具有明顯相關性。
崩塌地集中發生於林道周圍，林道的位置於森林中多位於較陡的坡度上，因此使崩塌地
的產生更為嚴重，因此在規劃林道的設計上，需考量當地的地景，以搭配較穩定的地景單元，
以減少崩塌地產生。
崩塌地集中於河流周圍，所造成的土石滑落、泥沙流失及河道淤積，都將影響整個生態
系。藉由集水區單元的劃定，針對河流上游的崩塌區域所造成的影響進行調查與監測，將可
以對於生踏系間能量及物質間的轉換具更清楚的了解。

五、結論
地景生態學對於地景結構與功能性，透過地理資訊系統，以層級的組織結構，建立各尺
度單元的位向關係，並且藉由空間模式的應用獎可以連結不同尺度的資料，進行分析，提供
不同經營決策者多尺度的空間資訊，作為決策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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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植生轉移崩塌地

竹類

保留面積
(m^2)
449080.74

崩塌地面積
(m^2)
449.28

崩塌地轉移
比率(%)
0.0999

檜木類

1945423.27

5080.65

0.2605

14

1950503.92

杉木造林

5134742.06

58677.36

1.1298

113

5193419.42

快木造林

222850.66

624.01

0.2792

2

223474.66

草生地

717933.32

4765.69

0.6594

14

722699.00

闊葉林

54573568.69

908561.79

1.6376

1169

55482130.48

相思造林

141016.88

173.37

0.1228

3

141190.25

柳杉造林

620555.08

2584.83

0.4148

8

623139.90

不可植裸

968267.04

87128.71

8.2555

95

1055395.75

可植裸

646104.21

206495.59

24.2195

156

852599.80

針闊混淆林

6090894.93

187125.55

2.9806

305

6278020.48

針闊混造林

902663.13

3462.28

0.3821

12

906125.41

苗圃

8851.15

481.70

5.1613

1

9332.85

果園

16192.72

0.00

0.0000

0

16192.72

其它針造林

647423.86

3781.68

0.5807

13

651205.54

其它闊造林

539579.09

8032.84

1.4669

14

547611.93

松樹

3742477.31

92476.13

2.4114

166

3834953.44

松樹造林

21972.28

28638.46

56.5857

13

50610.74

道路

101962.32

5.05

0.0050

1

101967.37

台灣杉造林

924815.86

21205.22

2.2415

29

946021.09

建地

68614.62

1009.70

1.4502

9

69624.33

農地

34675.63

28.01

0.0807

1

34703.64

水體

6303.30

0.00

0.0000

0

6303.30

總計

78525968.14

1620787.88

2142

80146756.02

土地利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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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崩塌地於數值地形面積級頻度統計表
海拔高

頻度

面積(ha)

坡度

頻度

面積(ha)

445-663

20

4.64

0.253-8.024

3

0.96

北

50

15.52

664-882

86

42.56

8.024-15.795

7

1.44

東北

64

22.72

883-1100

87

25.92

15.795-23.566

11

2.24

東

96

35.36

1101-1319

94

42.24

23.566-31.337

31

9.28

東南

47

22.08

1320-1537

49

17.28

31.337-39.108

107

30.4

南

26

6.88

1538-1756

39

8.32

39.108-46.879

171

69.6

西南

40

17.92

1757-1974

27

6.08

46.879-54.65

62

26.72

西

46

16.96

1975-2193

3

0.64

54.25-62.421

11

3.04

西北

36

10.24

62.421-70.19

2

4
405

147.68

總

計 405

147.68

405

坡向 頻度

147.68

面積(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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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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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owth model is very important to offer the reasonable projection and
prediction of growing stock in the decision making of forest management.
Individual growth model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tree crown, diameter of breast
height and tree height of interested tree. The competition indicator (CI) of each
individual tree were estimated under the concept of circular zone of influence
with the size and distance of adjacent trees. The CI is used to judge the
surviving growth and mortality risk of each individual tree.
The growth pattern of individual trees in the stand reacted the complex
growing history and the pattern of beginning stand. To study the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spatial relationship are the most important direction in forest
research.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is used to integrate tree
location map and the attribute data of individual tree; the plot position map and
stand attribute data; the landscape map and mosaic attribute data. The
information of the status and change of spatial pattern in tree, stand and
community, ecosystem and landscape levels could be analyzed and displayed in
multi-scale 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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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e location map + tree attribute
Plot distribution map + stand attribute
Land-use map + landscape attribute
Spatial factors

Conclusion
Multi-scale forest GIS were developed in the DBMS for Forest Ecosystem
Management. There are tree location map, sample plot distribution map, and
land use map in the map layers, each are companied with the attributes of tree,
stand and landscape. The multi-scale geo-referenced DBMS makes spatial
analysis of status, function and change of tree, stand and landscape, easily.

Temporal factors

Growth model with spatial
consideration

Attributes and map layers of crown distribution and gap distribution could be
derived from individual tree location map easily. Then the crown area and gap
area could be obtained for growth modeling and volume estimation.

Growth estimation
Scenario simulation

Figure 1. The flow-chart of the study.

Tree location map
crown distribution map
gap distribution map
Figure 3. The distribution of crowns and gap in China-fir permanent sampling plot.

From the growth records of trees in permanent sampling plots, we could
identify when the tree die and gap happened. The mortality reason, growth
tendenc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growth curve could be got by individual tree
growth model (such Richards model or/and Schnute model).

The spatial individual tree growth model and GIS database could be used to
simulate the growing stock and stumpage price under different thinning criteria.
The data of five different density plots of Cryptomeria japonica and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were used to develop and simulate in different
scenarios in the paper.

Gap model is a good method to combine the habitat factors with diversity of
species and tree growth? We could develop landscape-based models to
estimate and simulate the forest change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Figure 4. Individual tree location map with CI of before thinning and after thinning

Objectives
GIS－multi-scale (map+attribute)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ree location map

1.Developing multi-scale geo-referenced DBMS with GIS is very useful to do
research and operational design.

Plot distribution map
Land-use map
 Individual Tree Growth Model

2.Multi-scale forest is individual tree, stand and landscape, displayed by the
individual tree location map, sampling plot distribution map and land
cover/land-use maps.

Schnute, Richards, Von Bertalanffy
θ =ｆ(CI )

GIS+GM

Competition index (CI) of each individual tree could be calculated in the
attribute tables of spreadsheet package, then to integrate the tree number make
it easy to do thinning designed.

3.Crown distribution map and gap distribution map could be derived easily
from individual tree location map for spatial analysis in growth and yield.

Growth, Gap, Selecting tree
Operation design ( thinning design)

Figure 5. The change of gap in different age of age 15, 26, 32, 58 of
density-1000 sampling of Cryptomeria japonica.

Research design (sampling design)

4.Competition Index (CI) of each tree could show the competition stress,
which make the potential growth different.

Figure 2. The location map of sampling plots.

5.The growth of Individual tree and stand could be described by
VonBertallanffy growth model, Richards models and Schnute models. The
models are compatible and the parameters of each model could derived each
other.
6.Gap model is a landscape-base model, which combined the habitat factors
with growth rate and mortality rate. Gap model could estimate and simulate
the growth with different climate change and social-economic scenarios.

Approach
Cryptomeria japonica (cj) in 5 different density.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cl) in NCHU Hui-Sun.
Distribution of Cryptomeria japonica in Taiwan
Distribution of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in Taiwan

distribution map
Map of spatial interpolation
Map of spatial interpolation
of Degree-days
for PHI
for growing stock of China Fir
Figure 7. Estimating the growth of China-fir with gap model.

Figure 6. The growth curves of interested
individual trees and gap change in different ages.

Method
★ＧＩＳ

★ＣＩ

★Growth Model
Von Bertalanffy

★Gap model

dW/dt=ηWm-kWn

Richands

W=A{1-Bexp[-k(t-t0)]}(1/1-m)

Schn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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