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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9 年所提出的森林生態系關係管理(ecosystem stewardship)之概念，
強調複雜且快速變遷的社會-生態系統，整合過去歷史經驗，了解生態及社會福
祉間的共同作用和取代關係，試圖維繫生態系勞務的使用和人類福祉的永續性。
DPSIR(Driving forces, Pressure, State, Impact and Response)架構是利用驅動力、壓
力、現況、衝擊與回應等五個部分敘述環境社會事件的過程與因果關係，結合地
景建立歷史資料庫以及配合模式進行對未來發展之模擬，提供變遷探討與經營決
策之所需。八仙山林場建立於 1915 年經歷 30 年後伐木經營，並於 1963 年結束
伐木作業，擁有特殊且完整的森林文化過程；而本文透過 DPSIR 架構說明不同
時期社會經濟需求與自然生態關係對八仙山地區在日治時期(1895 年至 1945 年)
對森林的影響，提供未來永續經營之基礎。研究結果表示造成八仙山林場時期森
林改變的驅動因子有：原住民、隘勇線開發、經營者的財政狀況、營林機關改變、
交通運輸、林產技術、戰爭等，造成不同伐木強度與土地利用及土地覆蓋的改變，
引發水土保持與經濟發展等問題，面對社會需求與自然變所遷誘發出不同的經營
決策與其結果，透過此架構給予客觀的呈現，以提供未來永續經營之參考。

【關鍵詞】DPSIR 架構、森林變遷、社會生態系統、八仙山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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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 the DPSIR Framework to Study Change of Forest in
Basianshan Area in 1895-1949
Yu-Hsuan Lin, Jeng-I Tsai, Zong-Yi Li, Fong-long Feng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ecosystem stewardship was publishe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 the rapidly changing planet to maintain the
sustainability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We integrate the experience of history
and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and trade-off between ecology and social well-being
to try to keep the sustainability of ecosystem service and human well-being. DPSIR
framework (Drivers, Pressures, State, Impacts and Response) likes the landscape
database and modeling of future simulation to the cause of change and to the social
response in order to connect with management and support policy. This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Basianshan area which was set up in 1915
and closed in 1963 is in Taiwan under human interventions during 1895 to 1945 with
the framework of DPSIR. We try to recognize the driving forces and indicators, and
how the forest management influenced the state of forest. The driving forces in this
term are aboriginal, ownership of the land, economy, traffic, technology, World War II.
Those driving forces led to different level of ecological and economical problem. To
face those different problems, the response of management would have to adapt to the
new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PSIR could describe the history more
objectively. Under this framework, the causal relations explain the structure of forest
state with human interventions and help the future policy being utilized clearly.
【Keywords】 DPSIR framework, Forest changes, Basiansha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I、前言
Drivers-Pressures-State-Impacts-Re
sponse (DPSIR) 是 歐 洲 環 境 部 門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 EEA)
所發展(EEA, 1995)，此架構說明環境
和社會經濟間的互相作用，是由
Pressures-State-Response(PSR) 所 發 展
延伸而來(EEA, 2007)。DPSIR 架構是
描述“社會和環境間因果關係互相作
用的架構”(EEA, 2006)，分析社會和經
濟發展在環境上造成的壓力，因而導
致如人類健康、生態系和物質上的衝
擊，以及在不同階段上，透過適應或
整治等動作做為因此被誘發的社會反
應。此架構連接人與環境間互動的理
念，蒐集過去環境現況(States, S)並分
析其變遷，了解相對影響變遷之社會
與經濟發展的驅動因子(Driving forces,
D)，與其變遷所帶來在生態系、人類
健康與社會經濟的壓力(Pressure, P)與
衝擊(Impacts, I)，而因此可能引起的社
會或管理政策上的反應(Responses, R)
來反饋在驅動力上，來減緩、適應、
或 改 善 現 況 與 衝 擊 (Smeets and
Weterings, 1999; Gabrielsen and Bosch,
2003) (圖 1)。
此模式的主要目的並非侷限或規
範回應的部分，而是試圖以指標統計
結果呈現對當前環境現況問題有較客
觀的分析，包括當前被用來解決問題
的和今後所選擇的計畫。此架構將報
告內容分為人類行為、壓力和環境的
情況三個部分，有利於政策制定者透
過這樣的過程來針對不同的部分進行
行動計畫；回應可以針對循環中的不
同重點來制定，如探討壓力來源或是
直接探討環境現況。配合地景尺度進

行計畫及指標的設計是此架構所強調
的重點之一，但應應用於適合的範疇
上，不可過分踰矩(EEA，2003)。
透過 2005 年千禧年生態評估的結果，
整合了生態-社會永續性方法，確認人
類及人類影響生態系反應為生態-社會
系統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MEA，2005；
Berkes et al.，2003；Chapin et al.，2009)。
有關生態系關係管理中所透露的訊息
可以發現，此管理系統需要更具體的
定義人類活動及生態勞務的生態-社會
互相依賴之行為；因此，本文說明如
何利用 DPSIR(Driving forces, Pressure,
State, Impact and Response)模式來描述
八仙山林場於日治時期(1895 年至
1945 年)間，森林文化格局與生態適應
的過程，了解森林消失與發展的因果
關係。

II、DPSIR 架構的發展歷史
對於環境問題的研究，常常依據
環境指標與其因果關係模式來描述；
而第一個指標架構為 Stress-Response
架構，此架構是由加拿大的統計學家
Anthony Friend 和 David Rapport 所提
出(Rapport and Friend, 1979)。其中基
於生態系的反應將環境壓力、生態系
現況及生態回應(如大量的營養鹽使得
藻類的大量繁殖)包括在 Stressru 架構
中。當 Stress-Response 架構被經濟合
作開發組織(OECD)做為評量架構時，
將回應(Response)定義為只有社會回
應的部分，且將生態現況與反應以現
況 (State) 的 部 分 表 現 ， 而 發 展 成
Pressure-State- Response (PSR) 模 式
(OECD, 1991)。到了 90 年代早期，環
境的統計不再只針對壓力、現況和回
應的數據統計來做描述，還加入了組

織的經濟活動，因此 DPSIR 漸漸的開
始被不同的統計單位做使用；此架構
以連結人類活動、壓力、環境現況、
生態系衝擊、人類健康與物質需求和
回應。透過大環境模式上的發展，
DPSIR 模式的各部份被更加清楚的定
義出來，成為：驅動力、壓力、系統
最後的現況、衝擊(包括經濟上)和政策
回應；最後在 1995 年由 EEA 的報告
中正式發表(EEA,1995)，而在這 20 年
間，此架構已被發展成一項工具，來
說明人類-環境相互關係影響與評估可
能的環境壓力，以及報告流程(EEA,
2003)。目前 DPSIR 模式仍在不斷的發
展中，如 driving force - state– exposure–
effect - action (DPSEEA) 是由 DPSIR
模式中增加步驟而成，配合醫生在環
境和健康指標間的應用(Bushra et al.,
2009)。

III、DPSIR 架構介紹
由 PSR 模式延伸而來的 DPSIR 模
式是為了改進在 PSR 模型中對於人類
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只能靠不同時期
環境狀態指標的變化過程間接的表現
出來(Zhang et al., 2006; Ren et al.,
2006)；而 DPSIR 的特點就在於利用驅
動力連結人類社會的回應與自然現況
的動態關係，並說明現況變遷所產生
的衝擊，利於決策擬定改善計畫。
DPSIR 架構已廣泛使用於歐洲的研究
報告裡，此架構是能提供政策制定者
有關環境本質指標和政策選擇上所產
生的衝擊的概念；聯結科學與社會經
濟及法律的改變與回應(Elliott, 2002)。
再者，此架構整理了為解決環境管理
問題與政策的相關指標並加以分類，

有 助 於 因 果 關 係 之 建 立 (Smeets and
Weterings,，1999；Giupponi，2007)。
DPSIR 指 標 是 屬 於 敘 述 性 指 標
(descriptive indicators)，說明什麼正發
生在人類及環境上，這些指標組合是
組 織 在 討 論 問 題 的 行 政 層 級
(geographical levels)上，區分為以下五
類(EEA, 1999)：
(I) 驅 動 力 指 標 (driving forces
indicators)：此指標是描述社會、人
口統計和社會經濟發展及相對應
的生活型態的改變、消耗和整體水
準所產生的格局。初始的驅動力指
標可能是人口的成長和需求的發
展及個人的活動等；這些最初的驅
動力會引起次級驅動力如消耗量
成長等而產生環境壓力。
(II) 壓力指標(pressure indicators)：指物
質的發散、資源的使用和土地利用
等，來表示由社會所產生的壓力，
造成自然過程的多樣性的改變並
呈現在自然環境的組成上。壓力指
標如：單位面積上 CO2 的釋放量、
使用在建設上的沙、石塊與碎石的
量和道路的土地利用面積等。
(III) 現況指標(state indicators)：是對單
位面積的物質現象(如溫度)、生物
現象(如植群的量)和化學現象(如
大氣中 CO2 的量)的質與量的描述。
如森林和野生動物資源的現況或
飛機場附近噪音情況。
(IV) 衝擊指標(impact indicator)：描述
由於壓力造成現況改變而影響環
境的社會經濟功能；衝擊的發生是
有一定的次第，如空氣汙染(壓力)
造成全球暖化(初次衝擊)，可能轉
而造成溫度上升(第二次衝擊)，因
而增加海平面的上升的風險(第三

次衝擊)，造成生物多樣性的損失。
(V) 回應指標(response indicator)：是指
由社會團體(或個人)，如政府試圖
預防、補償、改善或適應環境現況
改變的成果。有些回應會著重於預
防負面的驅動力上，有些則以提高
效率、刺激發展及技術等方式；如
針對車子中觸媒轉化器的量和家
庭廢棄物的回收。因此，常常回應
指標就是描寫環境支出情況的指
標；如 CO2 的人均排放量與暫定可
接受的 CO2 排放水準的量。
而今DPSIR架構越來越被廣泛的
使用在有關人類干擾問題與地景與海
洋景觀上的管理問題等永續發展議題
上(Odermatt, 2004; Holman et al.,2005)。
應用此因果關係的循環架構，提供環
境訊息和建立模式，配合空間與時間
的問題，指出可能的干擾和社會團體
的關係，協助研究者找出替代方案與
其假設情境;往後針對假設情境進行如
有效性、益本比分析、風險-效益分析
和多準則分析等決策分析，幫助實質
政策制定上的協助與支持。

IV、生態系經營理念之連結
近年來隨著對環境的快速變遷的
認識、人與生態關係的觀念與價值觀
的改變、適應性與生物多樣性被視為
永續經營的手段，因此在 2009 年所提
出 的 生 態 系 關 係 管 理 (ecosystem
stewardship) 透過社會-生態系統的反
應和修正，給與機會維繫生態系勞務
的使用和維持人類福祉，試圖給予生
態系管理架構一個更完整的定義。此
理念架構中強調關心人類與環境、地
球系統(life-support systems)的調適能

力、生態系勞務的關係，以及人類福
祉的戲劇性改變，而進強調復原力、
永續性的有關的問題，思考生態系關
係管理對生態系經營的必要性；由於
社會資源的使用方式、強度，在高效
率與快速的變遷下，穩定狀況的生態
系經營已無法應付，所以需要考慮適
應性高的生態系關係管理。此經營觀
念認為社會生態、生物和機構多樣性
可在未來不定的格局中提供適應快速
改變，將生態視為一整體性，雖意識
到自然環境變遷的快速，但使生態系
能永續利用仍是探討的問題；社會-生
態學系統的不確定性是其特徵，因此
不是改變其不穩定至穩定狀態。
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自然生態系
統，當外部力量與生態系交互作用後，
會產生較脆弱的敏感處進而產生衝擊，
觀察過去系統變動歷史的經驗(學習、
應對、改革及調適)，並了解過去經驗
與動態的自然和人類行為(交易)的互
相影響，以及自然及人類行為兩者間
的因果關係，做出因應的決策並期許
可達到期望目標，若沒有便再重新調
查資源情況並重新評估，整個系統會
一直呼應著社會-生態的變動而改變。
相對的若沒有做任何決策來應對變遷，
則會一直在歷史的災難循環中。
透過對生態系關係管理理念的了
解，對於近年來環境生態的發展與挑
戰有了初步的認知，為了瞭解社會-生
態系統的變化，有必要重新檢視過去
經營決策的前因後果，以及了解其中
利害關係人之關係，使用 DPSIR 架構
進而整理出系統歷史序列與其地景關
係。為了避免脆弱性使得社會-生態系
統的適應能力下降，成功的操作變革
引導歷史軌跡朝向令人滿意的結果，

我們必須研究這快速變遷的地球。而
永續生態系勞務與福祉，將重新透過
積極生態系管理，連結人類觀念、價
值、機關、行動以及生物圈管理。因
此，發展 DPRIS 架構來描述森林文化
格局與生態過程的適應性，並試圖說
明森林之現況、功能、變遷的歷史過
程，以配合未來建立生態系關係管理
理念之資料庫與模式建立，是值得未
來加以研究發展的方向。

V、材料與方法
(I) 分析地點與時間
八仙山地區位於台灣台中市和
平鄉及南投縣仁愛鄉，東經 120o43’45”
至 120o12’15 ， 北 緯 24o03’55” 至
24o23’53”之間(如圖八)；從日治時期開
始發展成台灣三大林場之一，歷史悠
久且資料豐富；1978 年配合多目標經
營，著手規劃「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
區」，1986 年正式提供遊憩使用，發
揮森林環境教育功能。因此本文以八
仙山遊樂區(日治時期為佳保台)為基
礎，包含 99-102 林班與 107-111 林班，
共 3129.22 公頃，並結合附近八仙山事
業區內過去受日人影響之地區，範圍
隨著不同時期而改變(如表一)。利用
DPSIR 模式說明日治時期(1895-1945)
森林經營的人為干擾過程。
(II)材料
蒐集記載過去營林資料，如營林
局事業一斑(營林局，1916)、台灣總督
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要覽(營林局，
1934)、台中山林管理所工作報告(林務
局，1946)、台灣之林業及其研究(林渭
訪，1948)、台灣森林(林產管理局，1949)
及八仙山林場業務概況(鐘毓，1953)
等；林業統計資料，如台灣經濟年鑑(實

業之台灣社， 1925)、台灣之伐木事業
(周楨，1958)及重修專省通治(姚鶴年，
1992)等。
(III)研究方法
利用 DPSIR 架構對生態環境不同
時期的現況進行敘述系統分析，並藉
此探究造成此現況的驅動因子與壓力，
透過不同現況的改變所造成的衝擊，
以及誘發的社會經濟與自然環境的永
續經營政策。而本研究以過去歷史書
籍所記載之統計資料及史料記載為分
析對象，利用比較法及歸納法，找出
各時期影響森林改變的重要指標，並
以 DPSIR 架構進行整合，以了解其因
果關係。

VI、結果與討論
(I) 驅動力
驅動力為人類的活動及社會經濟
影響森林之指標，早在日治時代以前
(1895 年前)，八仙山等深山地區較少被
漢人開發，除了地形高陡不易發展農
業外，此地區為原住民泰雅族生活的
根據地，使漢人不易進入進行開發，
因此在日人進入開發以前，林分蓄積
量主要受原住民的燒墾與狩獵影響。
日人來台後積極進行各地方統治行動，
經營森林的行動目的主要有三者：(1)
理蕃(原住民)以維持治安；(2) 木材需
求之利益；(3) 國土保安(陳伯炎，2000)。
因此以法律規範，在 1903 年時取得八
仙山土地所有權，並利用清代就發展
的隘勇線之修建，慢慢進入八仙山地
區，將服從劃為線內並將游耕火墾的
農業方式改為水田的方式，改變了低
海拔地區的土地利用方式。1911 年台
中廳長枝德二領導 912 人前進隘勇線
過程發現廣大的八仙山針葉樹林；直

到 1914 年日本受一次世界大戰影響，
財政復甦，並將阿里山作業所改為營
林局，開始伐木作業。一開始限於河
運的運輸方式限制，伐木量並沒有達
50 年經營計畫中所規劃的蓄積量，加
上原住民抗爭事件不斷，直到 1925 年
後平地與山地鐵路陸續完工，才解決
了原住民問題並開始大量的伐木(圖
三)，結束了因為交通運輸因子為左右
開發的時期，緊接來的是真正森林經
營計畫所產生對森林的影響。過去台
灣高級之針葉樹(如檜木與扁柏)多外
銷日本，國內用材多來自進口，隨著
人口增加(圖七)，加上 1939 年第二次
世界大戰爆發，造成木材需求上升，
木材輸入量卻下降的問題(圖六)，迫使
台灣地區伐木量需達自給自足程度，
加上木材加工技術提升與戰爭物資的
需求，不只伐取針葉樹用材，部分闊
葉樹也被開發，影響的範圍擴大了(陳
伯炎，2000)。
(II) 壓力
壓力是由人類系統在自然環境中
造成森林改變的直接指標。早期由火
墾與狩獵帶來人為的森林火災，周而
復始的影響八仙山地區的地景組成，
直到 1903 年，土地所有權被日人納為
所有，較低海拔地區土地利用便從火
墾及狩獵轉為水耕形式；雖然地景與
土地利用改變，直到 1925 年後才真正
有較大量的伐木行為與觀光旅遊的遊
憩壓力。1927 年後反省過去的伐木行
為，認為八仙山地區對下游的水源涵
養及國土保安上的重要性，在森林計
畫事業中重新規劃土地利用方式，並
為了達永續經營而增加了八仙山地區
的範圍，使得此地區伐木造成的壓力
趨於平緩(圖二)。後由於二戰爆發，加

上 1942 年政權由營林所轉至台灣拓殖
株式會社，開發山林的資金因此倍增，
過於集中的伐木造成森林地景大幅度
的改變(圖三)，造林率嚴重不足(圖五)，
造成森林快速的改變。
(III) 現況
經過 50 年不同強度的人為經營與
干擾，八仙山地區的森林地景與森林
組成已有了極大的轉變。真正透過森
林經營而開發的 30 年內，日人總共搬
出材積 527,779m2。日治時期人類對八
仙山地區的應用大致可分成 4 個階段
及 5 個時期(表 1)(陳伯炎，2000)；首
先為第一階段：準備調查時期
(1895-1914)，此時日人對台灣進行許
多調查，如土地調查(1898-1904)、林
野調查(1910-1914)，並針對以解決土
地利用問題來解決原住民問題，開設
隘勇線、改變原住民生活型態等；1911
才正式發現八仙山地區，因此在此階
段，森林經營行為還未開始，人為干
擾局限於原住民的使用。第二個階段：
基礎時代(1915-1924)，此時開始發生
伐木行為，但礙於交通運輸之不便，
利用河運的方式運材限制了伐木量，
加上原住民問題未完全解決，伐木量
時常未達計畫標準，此時期僅運出材
積 37,815 m2。第三階段：林業發展時
期(1925-1936)，為了解決治水(國土保
安)、防止原住民破壞及經濟上的永續
供給問題(指提供定量之木材生產的永
續性)，進行的森林計畫事業使得此時
的伐木密度呈現穩定的狀態，但在造
林部分卻無法達到伐植平衡；此外將
林區分化，其中各種功能的保安林就
佔全部施業案編成地域內施業限制地
約 41%(陳伯炎，2000)，且原本想更進
一步的成立國家公園，卻因二戰而失

敗。第四階段：戰期濫伐時期，由於
中間經營所有權的轉移，又分為前期
(1937-1942)和後期(1942-1945)。1937
年日本開始在中國引起戰爭，並在
1939 年二戰爆發，導致進口木材大量
減少，加上戰爭需求，以往半數的木
材依賴進口的台灣此時突然必須達到
自給自足外，還需供應戰爭需要，因
此無法依照森林計畫事業進行，造成
大量蓄積量的損失，尤其在後期，由
於轉為台拓經營，不受國家的牽制與
大量開發資金投入，平均伐木量達過
往的三倍。
(IV) 衝擊
森林現況的改變在環境與環境所
提供的勞務上產生了衝擊。由第一階
段 1911 年開始生產木材，但由於生產
費過高與原住民問題(社會經濟衝擊)
而誘發了交通的建設的發展。由圖四
可發現 1925 年前後隨著交通建設的完
成，生產費用下降，此結果也造成了
大量伐木後水土保持與水資源的涵養
的問題(自然環境衝擊)，引起日人對永
續計畫的重視而嚴格控制造林率與區
劃，希望達到適地適用的目標；另一
方面，也為了達到一定的伐木量而擴
大了林場的範圍(表一)。到了第四階段，
大量的伐木以及最後高密度皆伐的發
生，造成蓄積量的損失與地覆嚴重改
變的衝擊。
(V) 回應
為了解決各期間的所發生的問題，
無論在驅動力因子、壓力因子、現況
因子或衝擊因子，社會會產生相對的
行動來解決或改善。如一開始的交通
建設，就是為了改善經濟上伐木費用
過高的問題以及治安上的原住民問題，
而此交通運輸的發展也成為之後的驅

動因子來影響森林的發展。於 1911 年
計劃卻在 1919 年才開始施行的“伐採
跡地造林”，其目的是為了解決國土保
安及經濟需求的問題，而在三大林場
實施的伐採跡地造林進一步希望達到
伐植平衡，但在八仙山地區，伐木數
量卻超過了斫伐計畫，而營林所的回
應則以增加作業區的面積來達計劃中
的標準。自交通發展後，1923 年施行
森林計畫事業更詳細的規劃營林項目
與土地利用分區，其目的主要為國土
保安、減少人為破壞(主要指原住民的
火墾行為)及解決經濟需求至永續提供
森林資源。計畫主要分為三個部分，
首先為了解決水資源涵養與土石流問
題，於 1927 年進行“治水調查”(殖產局，
1937)，針對崩塌地、以開墾地與草生
地進行統計，並編列 792ha 的保安林
與 2,030ha 的施業限制地；又在 1934
年增加調查面積，將保安林增加為
14,343ha，限制施業地為 2,652ha。在
1927 年同時施行“區分調查”，加強土
地管理以避免人為破壞，希望達到適
地適用的目的；主要區分為存置林野
(保安林、公益上限制開墾地與造林復
舊地、營林用地、林道、蓄木場、苗
圃及官舍等林業附帶地。)、準要存置
林野(當地產業及將來企業計畫區、如：
農耕適地、燃料採取第、牧野等。)及
不要存置林野(軍事與公安必要、保護
原住民生活保留地、獎勵原住民移住
保留地)。最後是在 1936 年執行的“施
業案之編成”，其目的在於將國有林野
達到伐植平衡的狀態，使之為永續利
用與保持國土保安及其他公益性功能。
施業項目主要分為兩個部分：其一為
設施業限制地，確保國土安全與其他
公益性；其二為規劃伐木造林計畫，

為達自給自足所執行的合理施業目標。
但施業案之編成由於二戰的爆發而未
能完成。到了第四階段，戰爭導致木
材輸入不足，迫使日本在台政府破壞
計畫，增加木材生產來解決供需問題，
此時環境衝擊便無法被視為待解決問
題的第一順位；到了後期，為了解決
營林局法制上的障礙與林木生產的資
金問題，將林權轉為私人企業(台灣拓
殖株式會社)，使得生產能快速符合供
需且支援戰爭需求。

VII、結論與未來展望
綜合以上對日治時期森林與影響
森林之 DPSIR 因子間的互相作用，五
個因子間的關係以圖九描繪出來，箭
頭初端為影響指標，箭頭末端為影響
對象。此圖可解釋因子間的互相關係，
但驅動力之間的影響關係並無描繪；
比如交通運材與林業生產的關係等。
過去日人在發展林業之計畫書中常提
到原住民傳統火墾與狩獵對國土保安
的影響，但透過本此分析，認為原住
民的傳統耕種方式對森林環境的影響
並不大於林業發展後對環境影響還來
得嚴重，因此進行森林經營管理時，
對於原住民與自然共存之關係必需進
一步了解，並視為森林文化價值之一
部分。
透過 DPSIR 架構可以解決過去歷
史敘述可能產生的個人觀點，以較客
觀的方式呈現歷史因果關係，並清楚
了解各個因子在不同時期對探討的議
題的影響程度，提供未來進行森林土
地利用變遷與經營管理應用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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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動力

壓力

人類的活動和造成壓力的過
程：生產(農業、工業、交通
部分…)，消費，戶外遊憩…

引起

在自然環境中，由人類系統造成的直接
壓力：汙染物質的釋放(對水、空氣等
排放廢物)，輻射釋放，自然資源的吸
收，土壤的使用，其他自然環境的改變

排除，
減少，
防止

修改，
替代，
移除

影響，
修改

回應
人類系統產生行動來解決環境
問題：汙染防治和減少行動，經
濟上＂環境損失＂的減少和防
治，資源永續使用…

現況

影響

自然環境的狀況和趨勢：空氣、水
和土壤品質，全球氣溫發展格局…
補償，
償，減
輕

激起，
要求

衝擊

導致，
造成

人類系統的影響造成自然環境現
況的改變：人類健康的負面影響，
生產活動的經濟損失，洪水…

圖一 DPSIR 架構內各指標因子間的意義與互相關係循環圖(改自 Costantino,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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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1915-1945 年八仙山林場伐木面積與造林面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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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1918 年-1942 年 台灣木材進出口入超材積(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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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1912 年-1945 年人口成長趨勢

1944

1942

1940

1938

1936

1934

1932

1930

1928

1926

1924

1922

1920

1918

1916

1914

0
1912

人數

5000000

圖八 研究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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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地理位
位置圖
表 1 八仙山地區四
八
四個階段伐
伐木與造林情
情況分析(參
參考陳伯炎
炎，2000)
階段

一

二

三

名稱

準備調查
準

基礎時代
代

林業發
發展

戰
戰期濫伐
((前期)

戰期濫伐
(後期)

時期

1895-1914

1915-192
24

1925-1936

19337-1942

1942-19455

14000
甚低

14601
低

16057
中

449927
高

甚高

-

14.58
8.13
56
3,781.5

105.89
43.18
41
1
18,469.17

2268.49
47.94
18
277,803.5

168.77
16.86
1
73,310.67

八仙山林場
八
場面積(ha)
人為干擾(伐
人
伐木行為)
每年平均伐
每
伐木面積(haa yr-1)
每年平均造
每
造林面積(haa yr-1)
平均造林率
平
率(%)
每年平均伐
每
伐木材積(m
m3 yr-1)

四

現況的改變

壓力

驅動力
1895 年 原住民

火墾與狩獵

1903 年 隘勇線開發

土地利用改變(低海拔)

1914 年經營者的財政狀況

伐木行為

1914 年 營林機關改變

衝擊

甚低

生產費過高

低

水源涵養問題
水土保持問題

1915 年 交通運輸不佳

永續經營問題
伐木行為

1925 年 林業生產

中

地利用改變(高海拔)
觀光旅遊
1937 年 戰爭發生

濫伐行為

高

濫伐行為

甚高

木材蓄積量問題

1939 年 木材輸入問題
1939 年 造材技術
1942 年 營林機關改變
1942 年 經營者的財政狀況

回應
交通建設(1915‐1924)
伐採跡地造林(1919 開始)
森林計畫事業(1927‐1936)

圖九

綜合日治時期森林蓄積與影響森林蓄積之 DPSIR 因子間的互相關係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