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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永久樣區兩次重覆調查資料分析臺灣杉人工林林分及徑級生長
性狀值之變化
林政融 1) 王兆桓 2)
摘

要

顏添明 3) *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分析大尺度範圍之臺灣杉（Taiwania cryptomerioides）人工林的生長性狀值在林分及直

徑級之變化，本研究共計採用 32 個分布於全臺各地之臺灣杉人工林永久樣區做為研究資料來源，每個樣區均具有兩
次重覆調查資料，採用第一次各樣區調查的資料依樣木胸徑大小均分為四種徑級（胸徑級 I、II、III 和 IV）
，以變異數
分析及最小顯著差異法分析不同直徑級之胸徑生長、樹高生長、林分材積生長（及其生長率）及林分存活株數變化量
（及其變化率）
，所得之結果顯示胸徑生長、林分材積生長、林分存活株數變化量（及其變化率）在直徑級間具有顯著
性的差異，其中胸徑生長量及林分材積生長量隨著直徑級的增加而呈現遞增的趨勢，但林分存活株數變化量及其變化
率則隨著直徑級的增加而呈現遞減的趨勢，亦即在兩次調查期間大徑木有較高的胸徑生長量及林分材積生長量，但在
存活株數的變化量卻較少（即具較低的枯死量）。
關鍵字：生長性狀值、臺灣杉、人工林、永久樣區

Analysis of the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stands and diameter
classes for Taiwania (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plantations based
on two repeated survey data of permanent sample plots
Zheng-Rong Lin1)
Abstract

Chao-Huan Wang2)

Tian-Ming Yen3)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sis the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stands and diameter classes

for Taiwania (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plantations in a large-scale areas. A total of 32 permanent sample plots
of Taiwania plantations distributed around whole Taiwan with two repeated measurements were obtained.
According to the first survey data, the four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DBH) classes, namely DBH classes I, II, III
and IV, were equally classified based on tree sizes from small to large for each plot. The DBH growth, tree height
growth, stand volume growth (and its rate) and the change of number of survival trees (and its rate) were
compared among DBH classes using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method. The
results exhibited that the DBH growth, stand volume growth, the change of number of survival trees (and its
rat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DBH classes. The DBH growth and stand volume growth increased with
DBH class increasing; whereas, the change of number of survival trees and its rate decreased with DBH class
increasing. It implicated that larger trees had higher DBH growth and stand volume growth, while lesser change
of number of survival trees between the two survey periods.

Key words：growth characteristics, Taiwania (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plantation , permanent sample p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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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如能探討不同直徑級林木的生長性狀值變化

一、前言

和林分生長之關連性，將可進一步瞭解林分動態變化

臺 灣 杉 （ 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 為 杉 科
（Taxoidiaceae）臺灣杉屬（Taiwania）之臺灣原生珍
貴的針葉樹種，由於其木材品質優良，和臺灣肖楠
（Calocedrus formosana）、紅檜（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 ）、臺灣扁柏（ Chamaecyparis obtusa
var. formosana）、香杉（Cunninghamia lanceolata
var. konishii）並列為臺灣貴重的五種針葉樹，即俗稱
[8,13]

之「臺灣針五木」

。原生之臺灣杉較少以大面積純

林狀態出現，常與檜木或昆蘭樹（ Trochodendron

aralioides）等混生成林，臺灣杉主要分布海拔高度為
[13,17]

之相關特性。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尺度範圍臺灣杉人工
林之生長收穫，採用林務局所建立之永久樣區二次不
同期間之重覆調查資料，並將林分區分為不同直徑級，
主要研究目的包括：(1)瞭解林分生長性狀值於不同調
查期間之變化；及(2)分析及比較生長性狀值在不同直
徑級之差異性。

二、研究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材料
本研究之對象為臺灣地區之臺灣杉人工林，資料

，由於此樹種在生態上具有

來源為林務局於 1997 年開始所設置的森林永久樣區，

特殊的意義，並具有經濟價值，所以過去在臺灣也被廣

其規劃方式系參考林型與數值地形等資料，並以系統

泛栽植，迄今其人工造林面積已超過上萬公頃，也是政

取樣的概念進行規劃，開始設置之數目接近 3,000 個，

1,800 m 至 2,600 m

府推行造林的重要樹種之一

[4,6]

並規劃每 5 年進行複查

。
[15]

臺灣杉造林主要區域在臺灣中部及南部地區

[5,20]

。本研究從林務局所設置

，

的永久樣區中萃取出 92 個土地利用型記錄為臺灣杉

由於此樹種具高經濟價值，過去已有許多研究探討臺

的永久樣區，其中有 60 個臺灣杉造林地樣區具有兩

灣杉人工林生長收穫及碳貯存量之相關文獻，包括：競

次重覆調查資料，再將其中有記錄不完整、兩次調查樣

爭對單木生長之影響

[23]

林分生長收穫之探討

[1,2,9,12,14,16]

[18]

、

木編號無法對應或胸徑生長不合理、以及樣區內臺灣

、生物量及碳貯存量之

杉之總蓄積量或株數未達 75％者予以剔除，共篩選出

，上列的研究範圍大多屬區域性，所探討

32 個永久樣區資料進行分析，所選擇之 32 個永久樣

內容大多以林分為單元進行評估，近年來在林務局永

區遍布八個林區管理處所轄的 13 個事業區，樣區大小

久樣區建立後，才有較大尺度範圍之臺灣杉人工林生

主要有 0.02 ha（25 個）及 0.05 ha（7 個）兩種類型，

研究

、疏伐對林分生長之影響

[7,15,21,22]

長收穫的探討，如臺灣杉人工林地位指數之建立
其林分直徑分布特性之探討

[10]

及

[20]

。

雖然臺灣杉人工林大範圍生長收穫的相關研究已
逐步展開，但較少探討不同直徑級林木之生長性狀值

詳列如表 1。主要採用分析之內容包括：林分造林年度
之記錄、樣區內每木調查資料（樣木號碼及其所對應之
樣木狀態、樹種名稱、胸高直徑及樹高等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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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灣杉人工林永久樣區基本資料
Table 1. The foundational information of permanent sample plots for Taiwania plantations
林區管理處

事業區

新竹

烏來

羅東

樣區數

所在林班位置

備註

3

第 14 林班

樣區面積皆為 0.05 ha

和平

2

第 13 林班

樣區面積皆為 0.02 ha

東勢

八仙山

2

第 49 及 154 林班

樣區面積皆為 0.02 ha

花蓮

林田山

4

第 43、44、45 及 47 林班

樣區面積 0.02 ha 及 0.05 ha
各有 2 個

南投

嘉義

濁水溪

3

第 10 林班

樣區面積皆為 0.02 ha

丹大

2

第 35 林班

樣區面積皆為 0.02 ha

巒大

2

第 58 林班

樣區面積皆為 0.02 ha

阿里山

6

第 12、141、147 及 185 林班

樣區面積 0.05 ha 有 1 個；
0.02 ha 有 5 個

屏東

臺東

玉山

1

第 38 林班

樣區面積為 0.02 ha

旗山

1

第 80 林班

樣區面積為 0.02 ha

荖濃溪

2

第 53 林班

樣區面積皆為 0.02 ha

延平

3

第 19、21 及 26 林班

樣區面積 0.05 ha 有 1 個；
0.02 ha 有 2 個

關山

1

第 5 林班

樣區面積為 0.02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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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有關本研究之流程，如圖 1 所示。

圖 1. 本研究之流程圖
Fig. 1. The flow chart of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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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二次森林永久樣區調查資料探討臺灣
杉人工林在大區域範圍的生長性狀值的變化，其詳細
之方法分述如下。
1.林分生長性狀值調查
本研究根據所萃取出之 32 個臺灣杉人工林兩次
調查資料進行單木生長性狀值計算，所採用之樣木性
狀值包括胸高直徑（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DBH）
及樹高資料，將相關性狀值加以平均或合計。主要項目
包括：平均胸徑、平均樹高、優勢木樹高、林齡、林分
蓄積量及存活株數等項目。其中平均胸徑及平均樹高
係將樣區每株立木之胸徑、樹高值合計後，再除以樣區
株數；優勢木樹高採用樣區內樣木樹高前 10 %計算其
平均值；林齡以調查當年的年度減開始造林年度所得
之年數；林分密度以樣區內林木之胸高斷面積合計值，
2

-1

換算為每公頃之胸高斷面積（m ha ）
；林分蓄積量以
樣區每木調查的 DBH 及樹高為基礎，採用林務局

[3]

葉

楷 勳 所 編 製 之 臺 灣 杉 材 積 式 V=0.0000944 ×
DBH1.9947405×H0.659691（式中 V：材積；DBH：
胸高直徑；H：樹高），計算樣區內各林木之材積，再
將其換算為每公頃之材積量；存活株數以樣區內當時
存活樣木株數，再換算為單位公頃之株數量。
2.胸高直徑分級
為深入探討不同直徑級林木之生長對整體林分的
影響，本研究以第一次調查資料為基礎，將林木依據胸
高直徑由小而大進行排序，採用株數之百分比進行分
級，將其平均區分為四個直徑級，如圖 2 所示。徑級
I：0% < DBH ≦25%；徑級 II：25% < DBH≦50%；
徑級 III：50% < DBH ≦75%；徑級 IV：75% < DBH
≦100%。各直徑級區分後之樣木，由於係採強制區分
為四等分，所以在不同等分之直徑級間已非呈常態分
布，因此採用該直徑級的「中位數」表示該直徑級 DBH
及樹高的平均狀態，但若為總量的合計值，則以該直徑
級全部數量合計表示，如胸高斷面積及材積及存活株
數。
由於永久樣區之樣木每株皆具有對應的編號，在
不同直徑級樣木生長的分析上，係以第一次調查樣木
之分類進行分析，非依據第二次調查所得之資料再重
新區分直徑級，因此如再重新區分直徑級，則樣木所對
應關係可能產生混淆，但第二次調查時樣區也可能有
新增加樣木產生（可能來自於補植或第一次調查時所
遺漏的樣木）
，此時在進行直徑級生長的分析時，先暫
未將這些新增樣木列入計算。
3.各性狀值在不同徑級之比較

圖 2. 本研究所採用區分直徑級之百分位數
Fig. 2. The percentages of diameter distributions
using in this study.
本研究探討兩次調查期間胸徑、樹高、材積、存
活株數等性狀值之變化量在直徑級之差異性，並將材
積及存活株數等兩介量換算成材積生長率及存活株數
變化率，上列性狀值中，胸徑及樹高採用各直徑級之中
位數表示，其餘性狀值則以各直徑級的合計值再換算
為每公頃的數量。此外，本研究將以上計算所得之數值
採用每年平均值表示，即各直徑級採用第二次調查的
數值減去第一次調查的數值，再除以調查之間隔年數。
分析的方法採用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比較上列性狀值在不同徑級間是否具差異性
（α=0.05 顯著水準）
，如性狀值在不同徑級間達顯著
性 差 異 ， 再 以 最 小 顯 著 差 異 （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法比較各直徑級彼此間的差異性。

三、結果與討論
（一）林分性狀值分布
本研究所採用 32 個臺灣杉人工林永久樣區兩次
調查進行分析，所得之林分性狀值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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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臺灣杉人工林兩次調查之林分性狀值分布
Table 2 The stand characteristic distributions of two repeated survey data for Taiwania plantations.
第二次調查
林分性狀值

樣區數目

第一次調查
2)

不含新增樣木

差異量(%)

22.0±4.7

22.2±4.8

-0.91

平均胸徑(cm)

32

平均樹高(m)

32

10.8±3.7

11.9±3.2

12.0±3.2

-0.84

優勢木樹高(m)

32

13.8±3.9

15.2±3.3

15.3±3.3

-0.66

林齡(year)

32

21.3±8.4

26.5±8.4

26.5±8.4

0.00

32

52.1±31.5

67.3±34.8

66.5±34.5

1.19

蓄積量(m ha )

32

334.0±249.7

450.4±279.2

445.7±277.8

1.04

-1

32

1,516±640.0

138±612

1,351±610

2.67

2

-1

林分密度(m ha )
3

-1

存活株數(株 ha )
1)
2)

19.3±4.9

含新增樣木

1)

第二次調查含新增樣木之數值減去不含新增樣木之數值後，除以不含新增樣木之數值，再以百分比表示
Mean±standard deviation.
由表 2 可知，林分在二次調查期間除了存活株數

並根據第一次所劃分等級之樣木，分析其在兩次調查

減少外，其餘各種性狀值皆有所增加，此結果與陳麗琴
[9]

[15]

的研究相符，其中林分密度、蓄積

表 3 臺灣杉人工林兩次調查之不同直徑級性狀值分布

量及存活株數具有較大的標準差，主要原因為本研究

Table 3 The characteristic distributions within each

所採用的調查資料來自於全臺各地，其林分屬性和環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class of two repeated

境特性有著較大的差異性，所以上列項目會有較大的

surveys for Taiwania plantations.

等

、劉興旺等

標準差。另外，在第二次調查中，本研究將其區分為包

性狀值

含新增樣木及不含新增樣木兩大類，前者為除了第一
次調查具編號的樣木在第二次調查持續加以記錄外，
也將第一次調查未記錄但第二次調查所新增者納入，
由於在調查資料中未詳細說明其原因，所以無法得知

直徑級

第一次調查
1)

第二次調查

Ⅰ

12.2±3.7

13.7±4.1

胸徑

Ⅱ

17.0±4.4

19.5±4.8

(cm)

Ⅲ

21.5±6.0

24.4±6.3

Ⅳ

27.1±7.7

31.2±7.8

是來自於新植或第一次調查時所遺漏的樣木，但由表 2

Ⅰ

8.6±3.4

9.6±3.2

可知將這些樣木納入計算後，平均胸徑、平均樹高及優

樹高

Ⅱ

10.5±4.2

11.7±3.7

勢木樹高均有微幅減小（差異量小於 1%）
，但林分密

(m)

Ⅲ

11.7±4.1

13.2±3.5

Ⅳ

13.1±4.1

14.4±3.5

度、蓄積量及存活株數則呈現微幅增加，但就整體而
言，第二次調查包含新增樣木及不含新增樣木在林分

Ⅰ

26.8±22.9

36.5±27.0

各性狀值之差異不大，因後續的分析主要是區分不同

蓄積量

Ⅱ

53.8±42.4

73.0±46.2

的直徑級進行其性狀值的比較，所以兩次不同調查期

(m3 ha-1)

Ⅲ

92.4±73.8

123.6±84.1

間的樣木須有對應的關係，即採用不含新增樣木之性

Ⅳ

160.9±125.9

212.4±145.0

狀值進行分析。

Ⅰ

396. 6±164.1

325.6±167.3

存活株數

Ⅱ

379.7±161.4

338.4±163.9

(株 ha-1)

Ⅲ

374.4±158.9

337.8±144.0

Ⅳ

364.4±158.1

348.1±156.9

（二）不同直徑級性狀值於兩次調查期間之變化
為能進一步瞭解不同直徑級性狀值在二次調查期
間之變化，本研究以第一次調查之胸徑資料作為標準，
依據樣木胸徑由小而大排序，將樣木均分為四個等級，
期間的變化。所採用之性狀值主要包括：胸徑、樹高、

1)

Mean±standard deviation.

蓄積量及存活株數，有關這些性狀值在不同直徑級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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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性狀值，所得之結果如表 4 所示。

次調查之結果如表 3 所示。
由表 3 可知，胸徑、樹高、蓄積量等性狀值不論

由表 4 可知，胸徑生長量之平均值與標準差皆隨

在各直徑級皆隨時間的增加而遞增，而存活株數則不

著直徑級的增加而遞增；樹高生長量之平均值與標準

論在各直徑級皆隨時間的增加而遞減。有關各性狀值

差在各直徑級變化的趨勢則較不明顯；材積生長量的

標準差在不同直徑級的差異，在相同性狀值各直徑級

趨勢和胸徑生長量的趨勢相同，但材積生長率的趨勢

兩次調查所得之標準差變異不大，其中胸徑和蓄積量

則和材積生長量的趨勢相反，即平均值與標準差皆隨

的標準差隨直徑級的增加而遞增；樹高的標準差除了

著直徑級的增加而遞減；存活株數變化量及變化率皆

直徑級 I 較小外，其餘 3 個直徑級差異不大；存活株

隨著直徑級增加其平均值及標準差呈遞減的趨勢。此

數的標準差則在 4 個直徑級差異不大。

現象和黃菊美等

[11]

在棲蘭山地區對檜木林的研究有

為分析不同直徑級性狀值之變化量，本研究採用

相同的結果，可看出大徑木之生長較於小徑木優良。而

第二次分析所得之數值減去第一次所得之數值，再除

在樹高上的生長出現徑級 IV 反較徑級 III 低的現象，

以兩次調查之間隔年數，即以每年平均之變化量表示

推測是受到風災影響導致。

表 4 臺灣杉人工林兩次調查之不同直徑級性狀值之變化
Table 4 The change of characteristics within each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class of two repeated surveys
for Taiwania plantations.
性狀值

直徑級
Ⅰ
-1

-1

樹高生長量(m yr )
-1

-1

材積生長量(m ha yr )
-1

材積生長率(% yr )
-1

-1

存活株數變化量(株 ha yr )
-1

存活株數變化率(% yr )
1)

III

IV

0.28±0.37

0.50±0.48

0.57±0.52

0.79±0.55

0.19±0.24

0.24±0.26

0.29±0.33

0.26±0.25

1.90±1.85

3.76±3.04

6.11±4.41

10.03±5.49

13.54±23.33

13.24±19.41

11.95±16.71

10.78±13.93

-13.93±18.96

-7.87±14.21

-7.13±10.61

-3.04±5.85

-3.58±4.14

-2.03±3.31

-1.70±2.25

-1.02±1.97

1)

胸徑生長量(cm yr )

3

II

Mean±standard deviation.

（三）不同直徑級性狀值變化量之差異分析

明顯的差異。

由 ANOVA 進行檢測胸徑生長量、樹高生長量、

由圖 4 可知，材積生長量在直徑級Ⅳ明顯大於直

材積生長量、材積生長率、存活株數變化量及存活株數

徑級Ⅲ、Ⅱ、Ⅰ；而直徑級Ⅲ明顯大於直徑級Ⅱ、Ⅰ；

變化率，所得之結果如表 5 所示。由表 5 可知除了樹

但直徑級Ⅱ、Ⅰ彼此間並無明顯差異。

高生長量及材積生長率在不同直徑級間未達顯著性差

由圖 5 可知，存活株數變化量及變化率的呈現相

異外（p>0.05）
，其餘 4 個性狀值在不同直徑級間皆

同的趨勢，唯此二者在直徑級間略有不同，如在存活株

具顯著性差異（p<0.05）。就上述 ANOVA 呈現顯著

數變化量之直徑級Ⅰ的株數減少量明顯多於直徑級

之 4 個性狀值，以 LSD 法進行分析，所得之結果以圖

Ⅲ、Ⅳ，但和直徑級Ⅱ無明顯差異；直徑級Ⅱ則與徑級

3 至 5 表示。

Ⅲ、Ⅳ 沒有明顯差異（圖 5a）
；而在存活株數變化率

由圖 3 可知，胸徑生長量在直徑級Ⅳ明顯大於直

上，直徑級Ⅰ的株數減少率明顯高於直徑級Ⅱ、Ⅲ、Ⅳ，

徑級Ⅱ、Ⅰ，但和直徑級Ⅲ無明顯差異；直徑級Ⅲ明顯

但在直徑級Ⅱ、Ⅲ、Ⅳ 之間並無明顯差別（圖 5b）
。

大於直徑級Ⅰ，但和直徑級Ⅱ沒有明顯差異；而直徑級
Ⅱ與直徑級Ⅰ之間無明顯差異，亦即胸徑生長隨直徑
級的增加而遞增，但部分相鄰直徑級間在統計上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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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直徑級生長性狀值之變異數分析
Table 5 Summary of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 for the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classes.
性態值

平方和

胸徑生長量
（cm）
樹高生長量
（m）
材積生長量
3

-1

（m ha ）
材積生長率
（％）
存活株數變化量
-1

（株 ha ）
存活株數變化率

胸徑生長量 (cm yr-1)

（％）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組間

4.261

3

1.420

組內

29.429

124

0.237

總和

33.691

127

組間

0.149

3

0.050

組內

9.094

124

0.073

總和

9.243

127

組間

1,163.428

3

387.809

組內

1,928.738

124

15.681

總和

3,092.167

127

組間

0.015

3

0.005

組內

4.323

124

0.35

總和

4.339

127

組間

1,937.119

3

645.706

組內

21,947.842

124

176.999

總和

23,884.961

127

組間

0.011

3

0.004

組內

0.116

124

0.001

總和

0.127

127

1
0.8

0.50 ± 0.48
ab

0.6
0.4

0.57 ± 0.52

F - value

p - value

5.985

0.001

0.675

0.569

24.731

0.000

0.148

0.931

3.648

0.015

3.959

0.010

0.79 ± 0.55 c

bc

0.28 ± 0.37 a

0.2
0

徑級 Ⅰ

徑級 Ⅱ

徑級 Ⅲ

徑級 Ⅳ

圖 3 以最小顯著差異法比較不同直徑級之胸徑生長量（上標之英文字母相同，表示在α= 0.05 的顯著水準下差
異不顯著）
Fig 3 Comparisons of the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DBH) growth among different DBH classes using the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method (the same superscript letter indicat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α=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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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積生長量 (m3 ha-1 yr-1)

12
10.03 ± 5.49 c

10
8

6.11 ± 4.41 b

6
3.76 ± 3.04 a

4
1.90 ± 1.85 a

2
0

徑級 Ⅰ

徑級 Ⅱ

徑級 Ⅲ

徑級 Ⅳ

圖 4 以最小顯著差異法比較不同直徑級之材積生長量（上標之英文字母相同，表示在α = 0.05 的顯著水準下差
異不顯著）
Fig 4 Comparisons of the volume growth among different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classes using the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method (the same superscript letter indicat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α= 0.05).
（a）存活株數變化量

(株 ha-1 yr-1)

存活株數變化量

徑級 Ⅰ
0
-4
-8
-12
-16

徑級 Ⅱ

徑級 Ⅲ

徑級 Ⅳ

-3.04 ± 5.85 b
-7.87 ± 14.21 ab

-7.13 ± 10.61 b

-13.93 ± 18.96 a

（b）存活株數變化率

徑級 Ⅱ

徑級 Ⅲ

徑級 Ⅳ

0
(% yr-1)

存活株數變化率

徑級 Ⅰ
-1
-2

-2.03 ± 3.31 b

-3
-4

-1.70 ± 2.25 b

-1.02 ± 1.97 b

-3.58 ± 4.14 a

圖 5 以最小顯著差異法比較不同直徑級之存活株數變化量及存活株數變化率（上標之英文字母相同，表示在α
= 0.05 的顯著水準下差異不顯著）
Fig 5 Comparisons of the number and rate of the survival trees among different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classes using the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method (the same superscript letter indicat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α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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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大區域範圍之臺灣杉人工林之生長，
以林務局所設置的森林永久樣區調查資料，萃取 32
個不同地區之臺灣杉人工林樣區，採用兩次複查的資
料進行分析，並將林分區分為四種徑級進行，所得之結

清查結果報告。臺北市。林務局。共 114 頁。
[5]

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森林企劃組。共 27 頁。
[6]

各種性狀值皆有所增加，在第二次調查中，本研究將其
區分為包含新增樣木及不含新增樣木兩大類，經比較
發現林分各性狀值在此兩大類中差異不大。
（二）由 ANOVA 進行檢測胸徑生長量、樹高生長量、
材積生長量、材積生長率、存活株數變化量及存活株數
變化率在各直徑級的差異性，所得之結果胸徑生長量、
材積生長量、存活株數變化量及存活株數變化率 4 個
性狀值在直徑級呈現顯著之差異性。
（三）經 LSD 法分析，胸徑生長量及材積生長量隨直
徑級的增加而遞增，但部分相鄰直徑級間在統計上並
無明顯的差異；存活株數變化量及變化率呈現相同的
趨勢，即隨直徑級的增加而遞減，唯此二者在直徑級的
差異間略有不同。顯示大徑木有著較高的胸徑生長量
及材積生長量，並具有較小的枯死量（率）
。
（四）本研究僅分析林分定期之生長特性，並區分直徑
級探討，並未將影響林分生長收穫之變因納入分析，如
林分密度及地位等，未來可考慮將這些因子加入分析，
以獲得較為完整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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