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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永久樣區監測方式與功能之分析 

謝長富 

國立台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一、前言 

（一）緣起 

    人類是自然界的一份子，須依賴健全的環境及資源才能永續地生存。因此，吾人必

須瞭解自然界的本質，尤其是生態系的結構及功能，甚至必須了解自然受到人為或自然

干擾時所產生的影響乃至恢復的過程與結果。然而，自然生態體系本身十分複雜，且變

遷常是漸進或緩慢的，故必須進行長期性的監測與研究，以建立基本資料，並適時分析

各項生態資料及其相關性，才能了解環境變遷的幅度與因果關係，以做為將來經營環境

及制定環境政策的依據。 

森林動態（dynamics）的研究，主要是藉由觀察森林隨著時間所產生的變化，包括

森林的組成（composition）、新增（recruitment）、生長（growth）與死亡（mortality）等，

進而推知森林未來的動向或是造成現今狀況的原因。 

近年來，愈來愈多的生態學家開始意識到，族群是會隨著時間而有所變動的，這

些改變可能是由於外在環境的壓力（stress）或是內在的競爭（competition）所造成。但

森林之植物族群，特別是生命週期很長的木本植物，其組成變化、資源（resource）利

用、競爭與生長等現象及調控這些現象的機制則鮮為人知（Hubbell et al., 1990）。其動

態的變化、演替（succession）與更新（regeneration）等機制，往往無法藉由單一次的調

查而得到答案。 

森林生態系隨時間所產生的改變，尤其是在受到干擾（disturbance）之後的回復，

為森林生態研究之重要課題（Connell & Slatyer, 1977），過去學者也對此提出許多不同的

假說。有學者認為森林生態系經由長時間的演替之後，其森林結構與組成會達一穩定平

衡（equilibrium）的狀態，不會有太大的變動，但受到劇烈的干擾，如颱風、火災、皆

伐（clear cut）等，森林生態系會回到森林建立之初的狀態，重新經歷演替之過程（Connell, 

1978； Huston, 1979）。而另一派學者則認為森林生態系是處於一個不平衡的狀態，機會

因子隨時隨地的在決定森林生態系內樹種組成的豐富度（abundance）與優勢狀態；這

些機會因子小則為一倒樹所造成的孔隙（gap），大則為大規模的破壞（disconstruction），

都將改變森林物種組成之歧異度、也會導致森林局部地區微環境之改變（Hubbell, 1979； 

Hubbell & Forster, 1983,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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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久樣區設立的原因 

七零年代中期起，族群生態學的重心由森林所處的狀態平衡與否，逐漸轉移到探

討植物族群在時間軸上的變化（Connell & Sousa, 1983），生態學者們發現，探討森林所

處狀態與動態變化方向的重要基礎，需要透過長時間的觀察取得更多資訊後，才能進一

步探討（Davis, 1986； Pimm, 1991）。此外，對於任一森林而言，對其動態瞭解愈多，

對其之經營、管理與保育之助益就愈大（Kirby et al., 1996）。 

儘管已有諸多學者提出許多關於森林動態的理論、觀點與假說，亦對其長時間的

動態變化做了不同的預測，但缺乏長時間研究所得之資料而無法印證，雖然森林生態的

研究已有相當長的歷史，但大部分的的研究僅持續數年，對於一棵樹的生活史而言，根

本微不足道（Primack & Hall, 1992）；而想要藉由時間縱軸中，抽取短暫的時間區隔進行

研究所得的資料，去推估或解釋森林長時間的動態變化，似乎不太可能。因此永久樣區

的設立，不失為一長期研究森林生態系之變化的好方法（劉及蘇，1983），Connel & Sousa

（1983）也認為唯有透過長時間的監測與觀察，才能對族群或社會的動態、穩定度及對

於干擾因子所產生的反應得到較通盤的瞭解。 

（三）永久樣區調查的目的 

永久樣區（長期動態樣區）調查的目的是藉由大型長期動態樣區之設置及週期性

的重複調查，以了解某地區代表性森林內共同生存在一起的大量物種及植株的動態變化

過程。大型樣區是一種全面性及精確性取樣的途徑，調查時涵蓋成樹及小至一公分的幼

樹。隨著長時間資料的累積，以及大量物種及植株的密度及空間變化的追蹤，使我們能

發展出該森林的動態模式。 

永久樣區設立後，能成為許多相關研究的核心地點，這些研究包括植種數量組成、

種歧異度、族群結構、植種分佈類型、生長的環境需求、苗木更新狀態、生長及花果週

期、凋落物及分解速率、營養鹽循環、林隙性質與森林更新之相關性、地被植物之組成

與其在森林中之角色等。 

永久樣區調查所獲得的精確生長量資料，不論該樹種具經濟效益與否，均可用於森

林資源的永續經營，該資料亦可應用於估計碳的儲存量以及物種保育。因氣候變遷及人

為干擾所導致的森林變動狀況，也可藉由永久樣區的調查來加以監測。此外對各物種及

其族群的了解，也有助於森林資源之經營。 

二、永久樣區的設置 

永久樣區的設置可區分為三階段，即樣區選擇、樣區測量及植物調查（Condit, 

1998），此處以福山樣區為例，敘述其設置過程（蘇等，2004）。 

（一）樣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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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置及地貌 

永久樣區能涵蓋主要之森林帶，在一大植物地理區內具有代表性，同時未曾調查

過。 

2. 所在地之環境狀況 

包括氣象、土壤、干擾等之特性，樣區儘量能涵蓋其變異性。 

3. 參與機構及人員 

永久樣區雖有國際機構之全力推動，但地區性研究及經營機構之參與是樣區成功

設置及經營的關鍵條件。無論行政支援、物種辨識、人力物力、支援均須各機構

參與及提供。 

4. 科學及經營之目的 

雖然永久樣區設立所獲得的資料能提供多方面運用，但整個計劃須有設定一研究

主軸以作為長遠之目標。過去之研究狀況 

5. 可及性及相關支援設施 

永久樣區的設置耗費極大，同時設立後須長期監測，因此樣地能否充分保護，為

樣區設置之一先決條件。另外可及性、食宿條件、研究及工作環境、相關設施等

項目均須一一考量。 

（二）樣區測量 

1. 樣區界定 

福山樣區面積為25公頃，呈正方形，東西長500公尺，南北寬500公尺。共分為

625個20 × 20 m2樣方(quadrats)。 

首先將經緯儀（TOPCON GTS-313、ZEISS ELTA-R45）以南北向為基準線，每隔

20公尺處標定一個基點，插上長100 cm、內徑1.5 cm之細鋁桿作標記，並於中間10公

尺處做測量且插上長同樣之細鋁桿，全長500公尺。再以各個基點向東或西標定，同樣

每隔10 m、20 m作上標記。如此即可將25公頃之樣區切分為625個20 × 20 m2之樣方。

每一基點在設定後，再於細鋁桿外套上長100 cm、內徑4 cm之粗鋁桿以穩固之。此外，

不論粗細之鋁桿均在其上漆上紅漆使之明顯易見。樣區標定至可以確定樣區邊界後，配

合XY座標軸系統將每個基點加以命名，而每一樣方以其西南端基點命名之。 

2. 地形圖繪製 

在在標定過程中同時紀錄兩相鄰 20公尺基點、10公尺樣點的傾斜角度及相對高

差，該資料以套裝軟體 MicrosoftR Excel 2002輸入電腦，之後在樣區標定之起始點以

TRIMBLE GPS測量其經緯度及海拔高度，配合高程計算程式，可得到樣區內之所有基

點之相對及實際海拔高度。再以SUFER（Version 6.02，Golden Software Inc.)或ArcMap

軟體繪製等高線地形圖（圖一）。此外，配合GPS所測得之資料，可在航空正射圖上標

示出樣區的絕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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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樣區植物調查 

1. 人員配置 

植物調查工作，採有經驗之人員帶領新進人員進行，以每組4人為準。首先由4

人合作共同圍出樣方，之後的調查工作可區分如下：(1) 鑑定樹種、記錄測量資料；(2) 

測量dbh、掛上或釘上鋁牌；(3) 寫分枝編號；(4) 記錄樹木位置。 

2. 器材配置及用途 

(1) 調查記錄表：包含調查者、記錄者、日期、調查樣方西南角座標，每株植物的

編號、種類、樹高，以及每一分枝的胸周等項目。 

(2) 方格紙：用以將10 × 10 m2樣方上每株植物的位置標於圖上，記錄其編號。 

(3) 記錄板：放置調查記錄表和方格紙，以作記錄。 

(4) dbh尺作為測量樹木胸周。 

(5) 紅色油漆及小刷子，用以標定量測樹胸周的高度位置。 

(6) 鋁牌與鉤環。鋁牌上有打印之編號，為每株樹木的主幹編號；白鐵鉤環為調查

操作時懸掛固定鋁牌順序用。 

(7) 蘭花牌：用以綁於樹木的分枝，並標示分支編號。 

(8) 耐蝕塑膠帶或尼龍水線（小樹用）：將鋁牌與蘭花牌綁於樹幹上之用。 

(9) 不鏽鋼釘（大樹用）：將鋁牌釘於樹幹上。 

(10) 望遠鏡：觀察樹木鑑定名稱。 

(11) 大捲尺及尼龍繩：圈圍10 × 10 m2的樣方，並分隔成4個5 × 5 m2的調查小樣

方。 

(12) 枝剪及高枝剪：用以採集未知之植物。 

(13) 採集袋、封口袋及標籤紙：存放需鑑定之植物標本，用標籤紙標記編號及樣

區號碼。 

3. 調查步驟 

進行植物調查時，將每個20 × 20 m2樣方再區分成十六個5 × 5 m2小樣方，分別以

座標系統命名為(1.1)、(1.2)、(1.3)、(1.4)、(2.1)、(2.2)、(2.3)、(2.4)、(3.1)、(3.2)、(3.3)、

(3.4)、(4.1)、(4.2)、(4.3)、(4.4)，其配置如圖二。調查時對於每一小樣方內每一株木本

植物（包括喬木、灌木、樹蕨）胸高直徑（dbh，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 1 cm者，
於高度1.3 m處漆上一條紅漆，以標有直徑刻度之捲尺於漆上紅漆處量測植株直徑，並

釘上鋁製號碼牌，同時紀錄其編號、樹種名稱、胸高直徑、樣區位置、生長狀況(是否

傾倒或折斷、或有無蟲蛀食)。若在高度1.3 m處遇有附生植物附生或藤本纏繞之，則將

予以其清除；若是遇到樹木異常生長(如瘤狀突起、板根或膨大的分支分節點)，則稍往

上或往下避開。 

遇植株1.3 m以下有分岔之樹時，同樣於各分枝1.3 m處漆上油漆，量測其胸高直

徑，每一分支皆給予一個蘭花牌，其上以油漆筆及鉛筆寫上主幹編號及分枝編號，並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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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其為地上分枝或地下分枝。 

除此之外，每一小樣方之調查均自小樣方西南角開始，依順時針方向逐步調查，

待小樣方內所有dbh ≥ 1 cm的植物均調查完成後，在進入下一小樣方調查。而在每一個
20 × 20 m2樣方內小樣方的調查，則依照(1,1)、(1,2)、(2,2)、(2,1)；(1,3)、(1,4)、(2,4)、(2,3)；

(3,3)、(3,4)、(4,4)、(4,3)；(3,1)、(3,2)、(4,2)、(4,1)之順序調查之(如圖二)。 

調查時除樣方內之小樣方調查按照一定順序外，樣區內樹牌之編號亦依照一特定

編號系統。樣區進行調查時，由東到西共可分為25條長方形一公頃之樣區，每個樣區

以其最西南角基點之X座標命名之，而每個一公頃之樣區又可進一步分為25個20 × 20 

m2樣方。在一公頃樣區內之樹牌編號共有六碼，頭兩碼為該樣區名稱(00 ~ 24)，而後四

碼則為樣區內樹木之編號(0001 ~ 9999)。每個一公頃樣區中之樣方由南往北依序調查，

樹牌標號則是由該樣區之第一號開始依序使用，並不得任意跳號，如遇掉牌則紀錄掉牌

號碼，而完成一公頃樣區調查後所剩餘的號碼則留至下次複查使用，並不得至其他樣區

使用之。 

（四）資料分析 

1. 資料輸入 

將野外工作所得之原始資料帶回研究室後，以MicrosoftR Excel 2002加以建檔。資料

之輸入由兩組人分別進行，最後完成之資料檔再逐筆加以比較，以減少輸入之誤差。

調查資料最後以Access存檔，欄位包括調查日期、牌號、物種名、樣區編號、座標、

胸高直徑（dbh）等（圖三）。 

2. 森林結構及組成分析 

以Microsoft Excel軟體整理調查資料，計算各樹種的胸高斷面積（basal area）、密度

（density）及重要值（IV，(相對密度＋相對胸高斷面積) ⁄ 2）；以各樹種之胸徑分級
後，繪製成族群結構圖。 

3. 植物社會或生育地類型分類 

將625個20 × 20 m2樣方，依據其物種之相對量，經由雙向指標種分析法（TWINSPAN, 

Hill，1979）加以分類，可切分出生育地或是植物社會類型（圖四）。 

4. 每木分佈圖 

（1）將現地繪製的20 × 20 m2樣方之每木分佈圖掃描成電腦檔，並以定位程式擷取各

植株之座標，再轉換成25公頃樣區之座標值（圖五）。 

（2）以25公頃範圍之（X,Y）地形圖製作成一圖層。 

（3） 結合625個20 × 20 m2每木分佈圖層形成25公頃內之各樹種樣木分佈圖（圖六、



26 

七、八）。 

5. 歧異度分析 

計算各樣方歧異度，比較各樣方歧異度的變化，並比較不同植物社會的歧異

度。歧異度指數是以生物社會的豐富度(species richness)及均勻程度的組合所

表示。此處以 S、Simpson、Shannon、N1、N2 及 E5 六種指數表示之(Hill, 1973)。

木本植物以株數計算，草本植物則以覆蓋度計算。另有估計出現頻度，即某植

物出現之樣區數除以總樣區數。 

（1）S 代表研究區域內的所有種數。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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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為Shannon指數，此指數受種數及個體數影響，種數愈多，種間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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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為Simpson指數，ni/N為機率，表示在一樣區內同時選出兩棵，其屬於

同一種的機率是多少。其最大值是1，表示此樣區內只有一種。如果優

勢度集中於少數種時，λ值愈高。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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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指數指示植物社會中具優勢的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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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指數可以明顯的指示出植物社會組成的均勻程度。指數愈高，則組

成愈均勻。 

三、永久樣區的複查 

永久樣區複查的目的是再次查核第一次或上次調查到的所有植株，記錄其現況，標

記新增植株（生長超過1 cm dbh）及繪製其分布圖。因此調查的方法與初次調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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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同，但須注意的是死亡植株之確認及原有植株之定位。 

（一）複查間隔 

通常熱帶之永久樣區每五年複查一次，雖然此期間對樹木之年齡而言相當短暫，

但延長複查之期間可能無法觀測到短期之變化（如小樹之生長），同時號碼牌易遺失。 

（二）複查前之預備工作 

1. 界樁檢查 

在複查前一、二年開始檢查樣區內20 m樣方及10 m 樣方各角落之界樁，遭受

損壞或歪斜的須加以替換或調整。 

2. 人員配置 

儘量召集參與前次調查而有經驗之人員。複查時固定鋁牌之工作量大減，調查

人員以量取原植株之大小及記錄工作為主，新增植株之鋁牌懸掛及分布圖之繪

製為多加之工作。 

3. 資料表格 

使用之記錄表格如首次調查者：（1）空白表格記錄新增之植株；（2）記錄舊植

株之表格內容須包括原先各植株之號碼、物種代碼及 dbh，另外附上空白欄位

以記錄新的dbh、分枝等複查資料 

4. 分布圖繪製 

須先將每一張 20 m樣方之植株分布圖列印出來，做為複查時之底圖，複查時

新增之植株才須在圖上以特定顏色標示出其位置，原先之植株僅做為定位之

用。 

（三）植物調查 

除新增植株須懸掛鋁牌及繪製分布圖外，原有植株及其分枝須重新量取dbh，量取

之位置如同首次之調查。樹木是否死亡在現場須仔細找尋核對，新的萌蘗須重新記錄。 

（四）資料輸入及整理 

資料輸入之步驟大致如初次之調查，資料整理完成後共產生三種資料庫：（1）初

次調查資料庫；（2）複查資料庫；及（3）最後之永久樣區資料庫，其內容合併前兩種

資料庫，包含新增之植株、萌蘗及更新過之dbh等資料。其欄位包括各植株之編碼、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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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樣方編碼、xy座標及dbh等。 

四、福山永久樣區之相關調查 

大型永久樣區之調查能提供dbh ≥ 1 cm木本植物之動態變化，但對於各植株及物
種之生活史（發新葉、落葉、開花、結果、種苗生長及存活）卻未能涵蓋，因此像巴拿

馬之BCI及馬來西亞之Pasoh等樣區亦通同時進行有關果實、種子及種苗之調查及監測。 

（一）目的 

為了解福山亞熱帶雨林樹種之物候現象，並探討林下幼苗之更新狀態，於樣區內

架設凋落物收集網及小苗樣區，其目的為： 

1. 藉由每週定期收集掉落於凋落物收集網內之花、果實及種子，以了解森林植種的物

候、種子產量及種子的傳播能力。 

2. 於每季調查小苗樣區內胸高直徑(dbh)小於1 cm的喬木小苗之生長與存活，藉以了解

小苗族群之動態變化及生長量。 

（二）調查及監測方法 

1. 收集網及監測樣區設置 

依據巴拿馬 Barro Colorado Island (BCI) 50公頃樣區種子網之設置方法(Wright and 

Calderon,1995)，沿樣區的三條小徑設置由PVC管組合，面積為0.5 m2、高度80 cm、

網目l mm之收集網共87座（圖九）。 

再以種子網之三個方向，距離網2 m的地方設置三個面積為1 m2 的小苗樣區(圖

十)。樣區之四個角落各插入 PVC管以標示出樣區的位置，如此一共架設了 260個

小苗樣區。 

2. 凋落物收集 

每週收集掉落於凋落物收集網中之花、果實、種子等部位，將所有收集到之樣本

分別鑑定其種類，並區分為成熟果實、成熟種子、未成熟果實、果實附屬物、果實

碎片、花等六類，計算各類別之數量，同時將所有收集到的成熟種子以切下胚法檢

視其種子活性。 

3. 喬木小苗調查 

每一季針對胸高直徑(dbh)小於l cm的所有喬木小苗進行複查，每一植株分別給

予編號，並鑑定其種類。主要量測項目包括：（1）最大生長長度；（2）葉片數；及

（3）標定新增之喬木小苗及對其做基本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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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錄 

 

圖一、福山25公頃永久樣區地形圖。 

 

 

 

 

 

 

 

 

 

圖二、福山樣區共切分為25個長條形500 m × 20 m樣區（左圖），每個長條形

樣區又可分為25個20 × 20 m2樣方，植物調查時由南至北依序調查。每一20 × 

20 m2樣方再切分為16個5 m × 5 m的小樣方，小樣方為調查之最小單位，植物

調查依順時針之方向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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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0001 ~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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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3)；(3,1)、(3,2)、(4,2)、
(4,1) 之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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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福山樣區調查資料以Access存檔，欄位包括調查日期、牌號、物種名、樣區編

號、座標、胸高直徑（d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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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福山25公頃樣區之生育地類型，由（625樣方 × 110樹種重要值）原始資料經

雙向指標種分析法（TWINSPAN）分類後，再套疊地形圖所得。每一生育地類型有其特

殊之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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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每一20 × 20 m2 樣方之植株分布位置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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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福山25公頃樣區之物種分布圖－山脊分佈型（大明橘，n=2735）。 

 

圖七、福山25公頃樣區之物種分布圖－谷地分佈型（山龍眼，n=1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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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福山25公頃樣區之物種分布圖－溪溝分佈型（水冬瓜，n=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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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福山25公頃樣區87座凋落物收集網配置圖。 

 

 

 

 

 

 

 

 

圖十、福山25公頃樣區種子收集網與小苗樣區之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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