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森林資源永續發展研討會議程 

10/27(四) 

時間 項目 地點 主持人 

09:30-09:50 大會報到、領取會議資料 國際會議廳 4F 
陳建璋 主任 

09:50-10:00 開幕式 國際會議廳 4F 

10:00-10:10 校長、理事長致詞 國際會議廳 4F 張金龍 校長 

10:10-10:40 

演講題目 I：林產普拉斯 – 木材利用以外的

森林經濟開發 

主講人：王升陽 院長 

國際會議廳 4F 陳美惠 教授 

10:40-11:00 休息與茶敘 

11:00-11:30 

演講題目 II：特生中心推動公民科學的經驗

與成果 

主講人：林旭宏 副主任 

國際會議廳 4F 王志強 教授 

11:30-12:10 

演講題目 III：從國產材自給率談臺灣森林的

經營管理 

主講人：林華慶 局長 

國際會議廳 4F 
陳朝圳  

名譽教授 

12:10-12:45 午餐及午休 

12:45-14:15 海報論文發表 
林產組 森林系館 二樓中庭 王義仲 主任 

林學組 森林系館 二樓中庭 林俊成 主任秘書 

14:15-15:45 口頭論文發表 

林產組 森林系館 RE018 林曉洪 教授 

森林生態組 森林系館 RE114 王相華 組長 

森林經營組 森林系館 RE206 顏添明 教授 

育林組 森林系館 RE204 曲芳華 教授 

大學組 森林系館 RE020 吳志鴻 主任 

15:40-16:05 休息與茶敘 

16:05-17:35 口頭論文發表 

林產組 森林系館 RE018 楊德新 教授 

森林生態組 森林系館 RE114 曾喜育 教授 

森林經營組 森林系館 RE206 陳美惠 教授 

育林組 森林系館 RE204 鍾智昕 副教授 

18:00 晚宴 森林系館旁 - 

     

10/28(五) 

時間 項目 地點 

09:30-10:00 大會報到 森林系館 

10:00-12:30 口頭論文發表 

林產組 森林系館 RE018 柯淳涵 教授 

森林生態組 森林系館 RE114 王志強 教授 

森林經營組 森林系館 RE206 林金樹 主任 

育林組 森林系館 RE204 孫英玄 副教授 

大學組 森林系館 RE020 丁宗蘇 主任 

12:30~ 午餐、賦歸 





 

 

111年森林資源永續發展研討會 

口頭發表 

林產組論文摘要集 

 

 

 

 

 

 

委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主辦單位：中華林學會 

主辦單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主辦單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7、28 日



1 

 

林產組口頭發表程序表 

10 月 27日(星期四) 

序號 發表編號 報告時間 題目 作者 

1* O11-S1-1 14:15-14:30 
國產相思樹應用於結構用途之研發與工程

性能評估 
陳兪甯、楊德新 

2* O11-S1-2 14:30-14:45 
臺灣原生泡桐雜交優良品系生長、製材與

加工利用 
吳家禎 

3 O11-S1-3 14:45-15:00 雪松醇對褐根病菌的抗菌活性之探討 
劉家雯、蔡伯衡、

曹乃文、王升陽 

4 O11-S1-4 15:00-15:15 
土肉桂純露成分分析及其抑制 PDE5 活性

探討 
王崇瑄、王升陽 

5 O11-S1-5 15:15-15:30 
新型紫外光改質技術應用於透明竹材之性

質初探 

高顥瑋、洪兆寧、

張鈞瑋、張豐丞 

6 O11-S1-6 15:30-15:45 
竹纖維編織複合材料低速衝擊行為與破斷

面分析 

呂亞諭、張鈞瑋、

湯筑閔、張豐丞 

序號 發表編號 報告時間 題目 作者 

1 O11-S2-1 16:05-16:20 
台灣西南部四樣區刺竹林分之生物量及碳

儲存量之探討 

曾春元、林翰謙、

夏滄琪、林曉洪 

2 O11-S2-2 16:20-16:35 
探討 3 種國產人工林木材之實木彎曲可行

性 
蘇益儒、羅盛峰 

3 O11-S2-3 16:35-16:50 
微米與奈米級絹雲母應用於造紙濕端保留

助劑之可行性探討 
羅昱佳、彭元興 

4 O11-S2-4 16:50-17:05 
拉拉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巨木群結構穩定性

評估 
陳沛儒、詹明勳 

5 O11-S2-5 17:05-17:20 
水解溫度對刺竹製備纖維素奈米纖維之影

響 

賴顯文、陳振輝、 

吳東霖、龍暐 

6 O11-S2-6 17:20-17:35 木顆粒焙燒處理之熱值分析 
陳振輝、吳東霖、

龍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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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產組口頭發表程序表 

10 月 28日(星期五) 

序號 發表編號 報告時間 題目 作者 

1 O11-S3-1 10:00-10:15 壓擠密度變化對於木顆粒吸水量之影響 
陳振輝、陳智文、

吳東霖、龍暐 

2 O11-S3-2 10:15-10:30 香杉菇的最適化培養及木材耐腐朽試驗 
張先宏、羅盛峰、

張東柱 

3 O11-S3-3 10:30-10:45 
鹼催化液化木質素試製 Resol 型水溶性

酚醛樹脂及其性質 
謝祥弘、陳奕君 

4 O11-S3-4 10:45-11:00 
液化咖啡渣試製水性聚胺基甲酸酯及薄

膜性質 
薛家琳、陳奕君 

5 O11-S3-5 11:00-11:15 薑黃素試製水性染料及其性質 林鈺臻、陳奕君 

6 O11-S3-6 11:15-11:30 農林副資材開發無膠熱壓板性質之初探 
鄭冠廷、吳東霖、

楊智凱、龍暐 

7 O11-S3-7 11:30-11:45 粒片板芯合板之研製及其性質探討 
黃鈺婷、塗三賢、

楊德新 

備註： 

1. 每位報告人所使用之時間為 15分鐘，其中口頭報告 10分鐘，問題詢答 5分鐘 

2. *：教師及研究人員組。 

 



3 

 

口頭發表-林產組(教師、研究人員) 

國產相思樹應用於結構用途之研發與工程性能評估 

陳兪甯 1、楊德新 1*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402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 通訊作者，電子信箱 tehsinyang@nchu.edu.tw 

 

摘要 

 

根據第四次森林資源調查結果，我國人工闊葉林中係以相思樹（Acacia confusa）

為分布面積最廣，且森林蓄積量位居第二者，惟鑒於目前國內包含工程木材在內之

結構用木材發展與研究，仍以針葉樹材（柳杉、臺灣杉、杉木等）為大宗，為促進

相思樹資源利用與潛力開發，本研究透過建立相思樹之製材利用率及木材基礎性

質，並推導容許應力設計值，以供未來結構設計時之參考資訊，同時更針對結構用

集成元之應用，設計與製備各種型式之指接集成元試片，並分析最佳效益者，以解

決相思樹木材常見之木理斜走特性致使機械性質衰減之缺點。本研究依國家標準

進行原木與製材品檢尺作業，以計算製材利用率，所得之製材品再裁製為無缺點試

片以進行物理及力學性質試驗，並將結果依據日本建築學會（1995）容許應力計算

法推導相思樹之長期（LF）與短期（SF）容許應力值。此外，集成元試片之縱向接

合部品質則依 CNS 11031 標準評估其抗彎性能。結果顯示，相思樹板材（橫斷面

尺寸 30 × 90 mm）之製材利用率為 46.4%，各項容許應力值均高於木構造建築物設

計及施工技術規範（2011）公告之闊葉樹 I類樹種群之設計值。此外，根據指接集

成元之抗彎性能測試結果，顯示緊密型式-RPF 膠合劑條件者具有最佳之抗彎表現。 

 

關鍵字：泡桐、材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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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林產組(教師、研究人員) 

臺灣原生泡桐雜交優良品系生長、製材與加工利用 

吳家禎 1* 

 
1 林業試驗所育林組。100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2段 16號(國家林木種原庫) 
* 通訊作者，chiachen@tfri.gov.tw 

 

摘要 

 

泡桐為東亞的特產林木，分佈於中國、日本、韓國等地，台灣為其原始分佈地，

過去研究指出，台灣泡桐(Paulownia x taiwaniana)為泡桐(P. fortunei)和白桐(P. 

kawakamii)的雜交，早期在 1970-1980年代，台灣泡桐因為生長快、材質優，成為

重要的造林樹種，在木材生產上，有時多以梧桐稱之。本研究選取 9年生的泡桐雜

交造林試驗地，源自於台灣原生白桐(Paulownia kawakamii)與引種自貴州種源的泡

桐(P. fortune)雜交(由本所何政坤博士雜交)，以及早期由林試所楊政川所長所引進

的貴州種源的泡桐種子苗。從中挑選 3 株樣本進行小量測試，包含 2 株貴州種源

之泡桐(代號：pg)，以及 1株控制授粉之泡桐種子苗(Lkg)，伐採前胸徑分別為 37.7、

48.5與 34.8公分，樹高為 19.2、22.5與 20.0 公尺。若以形樹 0.45計算，單株蓄積

分別為 0.970、1.882 與 0.861立方公尺，合計 3.713立方公尺。自基部伐採後，每

段以 3.6公尺長度截斷，由於上方分岔無法製材效率低，並未取用，再分段切割後

算得單株材積分別為 0.974、1.496 與 0.750立方公尺)總材積為 3.220 立方公尺。若

單純看形數的材積計算，約有 13%的蓄積量估計差異，也有可能為樹高量測的偏

誤，造成材積的高估。此三株泡桐再加工切割製成板材並乾燥後，總材積為 1.446

立方公尺，材積利用率為 44.89%，符合原木製材品的材積利用率的 45.5%左右。

本次初步加工製成會議桌椅(約使用 0.5036立方公尺材積)，經訪加工業者表示：泡

桐質地輕，加工容易、膠合穩固，加工前後不易翹曲，大型家具略顯稍輕，側板、

箱材可為良品，因此，此等營養系經過花蓮造林約 9年的試驗，並未發現簇葉病之

情況，如果能夠稍加推廣，配合長短輪伐期不同樹種混植配合，可激勵林農造林，

讓國有林地內的林木生產區更有效率的利用，增加國有木材的提供自給，更可以配

合我國種苗政策，推動泡桐品種研發，為泡桐育林、造林與種苗加值，提升產業競

爭力。 

 

關鍵字：相思樹、製材利用率、容許應力、指接集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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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林產組(研究生) 

雪松醇對褐根病菌的抗菌活性之探討 

劉家雯 1、蔡伯衡 2、曹乃文 3、王升陽 4*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40227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2 國立中興大學微生物基因體學博士學位學程。40227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3 國立中興大學循環經濟學院助理教授。40227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4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特聘教授。40227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 通訊作者，taiwanfir@dragon.nchu.edu.tw 

摘要 

 

褐根病菌（Phellinus noxius），是一種具侵略及破壞性的病原真菌，遭受感染

的樹木會得到褐根病。臺灣針五木（臺灣紅檜、臺灣扁柏、臺灣杉、臺灣肖楠及香

杉）木材除具芳香氣味外，並具有優良的抗菌活性。本研究乃針對台灣針五木精油

的抗褐根病菌的活性進行探討。抗菌活性結果顯示，台灣針五木臺灣紅檜、臺灣扁

柏、臺灣杉、臺灣肖楠及香杉精油抗褐根病菌的半數抑制濃度（IC50）分別為 51.0、

335.4、115.0、28.0 和 39.0 µg/mL。因此以 GC/MS 分析各精油之成分，以確定抗

菌的有效化合物。其中，香杉精油主成份為雪松醇（cedrol），佔 79.8%，顯示雪

松醇可能為香杉精油的有效抗菌成分。因此以雪松醇再進行抗菌試驗，IC50為 15.7 

µg/mL，比參考藥物三泰芬（IC50 32.1 µg/mL）具有更強的抗褐根病菌活性。本研究

續以 SEM 觀察香杉精油及雪松醇對褐根病菌的影響，發現隨加藥濃度的增加，菌

絲呈現明顯變形，在 4500x SEM 觀察下，高濃度精油及雪松醇組的菌絲產生破裂，

顯示菌株的細胞膜被破壞，內容物釋出。為了更進一步解析雪松醇對褐根病菌的作

用機制，本研究運用 DCFH-DA 螢光染色檢測褐根病菌的活性氧分子（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之含量，結果顯示經雪松醇處理後，菌球的 ROS 有顯著增

加，顯示以雪松醇處理會對褐根病菌造成氧化壓力。由於氧化壓力可導致細胞凋亡，

又由電泳試驗證實褐根病菌之 DNA 產生斷裂，並且由西方墨點法分析也證實

caspase-3 和 cytochrome c 的蛋白質表現增加，因此褐根病菌經雪松醇處理後，會

造成病原菌的氧化壓力，進而使其凋亡。本研究為首次證明香杉精油及其主成分雪

松醇可以用來對抗褐根病菌的研究。 

 

關鍵詞：香杉、精油、雪松醇、抗褐根病菌活性、氧化壓力、細胞凋亡 

 

  



6 

 

口頭發表-林產組(研究生) 

土肉桂純露成分分析及其抑制 PDE5活性探討 

王崇瑄 1、王升陽 2*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碩士班研究生。40227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2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終身特聘教授。40227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 通訊作者，taiwanfir@dragon.nchu.edu.tw 

 

摘要 

 

土肉桂（Cinnamomum osmophloeum Kaneh.）為樟科樟屬的台灣特有種植物，葉

子與樹皮帶有肉桂香味且富含肉桂醛（cinnamaldehyde），可用於萃取精油、香料

和食品添加劑，此外其葉子中也含有豐富的黃酮糖苷類化合物，其熱水萃取物具有

降尿酸、抗發炎、抗氧化、調節血糖和降血脂等活性，我們最新的研究更進一步發

現，攝取土肉桂會降低厚壁菌門和擬桿菌門的比例的趨勢，也就是讓動物體內的壞

菌減少，益菌增加。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攝食土肉桂後，腸胃道中艾克曼嗜黏蛋白菌

（AKK）屬的細菌比例明顯提高。土肉桂除了精油的使用外，純露（Hydrosol）也

是在市場上被廣泛使用的產品。純露是植物材料經水蒸餾或水蒸氣蒸餾萃取精油

的過程中冷凝所獲得的水溶液，所含低極性成分雖與精油部分成分相似，但對於純

露中之水溶性成分的研究並不多見。本研究使用乙酸乙脂對土肉桂純露進行液相-

液相分配萃取，接著將水可溶部則先利用不同手段之層析技術、光譜分析進行分離、

純化與鑑定，結果從中鑑定出了三個主要化合物，分別為 cis-2-Methyl-3-

hydroxyoxetane、trans-2-Phenyl-3-oxetanol 和 cis-2-Phenyl-3-oxetanol。我們的研究

發現，土肉桂純露與精油一樣都表現出良好的抗菌與抗癌活性，比較特殊的是，土

肉桂純露對第五型磷酸二酯酶（Type 5 phosphodiesterase；PDE5）具有良好的抑制

效果，半數抑制濃度值（IC50）為 5.40 µg/mL，並且主成分也同樣具有良好抑制 PDE5

的活性，trans-2-Phenyl-3-oxetanol 和 cis-2-Phenyl-3-oxetanol 的 IC50值分別為 3.91 

µM 和 3.28 µM。威而鋼（Sildenafil）是最著名的 PDE5 抑制劑，也是臨床上用來

治療肺動脈高壓和勃起功能障礙的藥品，我們的研究成果首次釐清土肉桂純露成

分的組成，並發現土肉桂純露對 PDE5 具有顯著的抑制效果，讓作為精油副產物的

純露具有更高的經濟價值，並有開發成為日常保健產品的潛力。 

 

關鍵詞：土肉桂、純露、PDE5 抑制劑 

 

  

mailto:taiwanfir@dragon.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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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林產組(研究生) 

新型紫外光改質技術應用於透明竹材之性質初探 

高顥瑋 1、洪兆寧 1、張鈞瑋 1、張豐丞 1* 

 
1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號。 
* 通訊作者，fcchang@ntu.edu.tw 

 

摘要 

 

透明竹材為一種新型生物複合材料。除具備竹材在生物材料中特有的快速生

長優勢與優異的機械強度外，更透過材料改質的方法，賦予透明竹材良好光學性質

。使其富有潛力成為代替傳統透光材料的永續替代品，甚至應用於建築與光學科技

領域，如太陽能電池、智慧窗戶和智慧屋頂等。然而由於微觀結構與組成分差異，

過去研究中透明木材之去木質化處理法並不適用於透明竹材的製作。因此本研究

以孟宗竹（Phyllostachys edulis）為原始材料，嘗試使用熱氫氧化鈉進行前處理，

搭配使用近年發展的紫外光輔助改質法製備透明竹材（稱為新型紫外光改質法）；

並以製程中的藥劑浸泡時間為變因，探討熱鹼處理時間與甲苯浸泡時間對於透明

竹材之性質影響。試驗包含掃描式電子顯微鏡觀測（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 SEM）、紫外－可見光譜試驗（UV-visible Spectroscopy）、縱向拉伸試驗、傅立

葉轉換紅外光譜試驗（Fourier-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FTIR）等。研究結

果發現透明竹材之透射率與熱鹼處理時間呈現正相關，而與甲苯浸泡時間則較無

相關性；經 2 hr熱鹼處理與 2 hr甲苯浸泡後製備之組合有組間最佳透射率，在 5

50 nm 波長透射率可達 85%以上；此外縱向拉伸強度也有良好的性質表現。本研

究認為新型紫外光改質法對於透明竹材之製備具有良好發展潛力，而有待後續深

入探究。 

 

關鍵詞：透明竹材、紫外光、生物複合材料、木材改質、透明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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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林產組(研究生) 

竹纖維編織複合材料低速衝擊行為與破斷面分析 

呂亞諭 1、張鈞瑋 1、湯筑閔 1、張豐丞 1* 

 
1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森林館 206 
* 通訊作者：fcchang@ntu.edu.tw 

 

摘要 

 

竹子生長期短、分布廣泛，為臺灣容易取得的植物纖維之一。竹材纖維因可生

物降解、碳排放量少、密度低、比強度與比剛性高等特點，在環保意識日益增加的

趨勢下，具有相當大的發展前景。植物纖維常被製成複合材料使用，其中又以汽車

工業的應用為具有潛力的領域。當以植物纖維複合材料做為汽車部件時，除了在原

料與生產程序上具有的環保優勢外，因車體重量減輕，可額外達到節能減碳排的多

重效益。車用材料有嚴苛的驗證體系，其中衝擊破壞為重要議題，因此對竹纖維複

合材之低速衝擊(Low velocity impact) 行為進行深入了解有其必要性。本研究使用

桂竹（Phyllostachys makinoi）與環氧樹脂，利用真空樹脂轉注製作疊層複合材料，

並依不同編織形式、疊層數、疏密度與疊層方法等變因設計分組。續以簡支樑與落

球兩種衝擊試驗法，分析不同條件下竹編織複合材料之衝擊抵抗能力。據結果可知

當各層纖維皆以主方向承受外力衝擊時，能夠產生最佳抵抗能力，各層直交疊層組

別在使用上則能降低使用風險。落重試驗試片能有效利用二方向纖維的材料結構，

卻無法如簡支樑衝擊試驗發揮材料最大的抗衝擊能力。此外，本次亦以 3D X-ray

影像處理，嘗試發展破斷面量化方式，有望提供有別於以往破壞形態表相觀察外的

新性能分析法。 

 

關鍵詞：3D X-ray、竹纖維編織複合材料、低速衝擊、破斷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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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林產組(研究生) 

台灣西南部四樣區刺竹林分之生物量及碳儲存量之探討 

曾春元 1 林翰謙 1 夏滄琪 1 林曉洪 2* 

 
1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600355 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 300號。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91201 屏東縣學府路 1號。 

* 通訊作者，lsh@mail.npust.edu.tw 

 

摘要 

 

基於氣候變遷，造成地球暖化加劇，2050 年淨零碳排已成為國際間各國之共

識。為享應我國農委會 2040 年增碳匯目標，碳儲量 1,000 萬公噸，推動國公私有

土地新植造林，人工林永續經營累積面積 66,000 公頃，及推動老化竹林更新面積

80,000公頃，並在分級、分等制度下每年製成 5,000公噸燃料棒等政策。基於此，

本研究之目的為以 Weibull 直徑分布相對關係法，盤點台灣西南部四地區(嘉義大

學校區、台南市六甲區、龍崎區、高雄市田寮區)刺竹林為樣區，盤點地上部及地

下部之生物質碳儲存及碳排放收支量。期作為未來推估刺竹林更新時，增加生物量

、碳源與碳匯影響評估之參考。分析結果顯示，四地區之刺竹生長量，依竹齡(當

年生、一、二、三及四年生)之不同其生長量亦異；且地上部與地下部生長量亦不

同。刺竹林分總生物量為 576.98 ton/ha，分別為地上部 230.79 ton/ha (竹稈 196.5

9 ton/ha、枝條 16.48 ton/ha 及竹葉 17.72 ton/ha)，其占竹林地約 40%；地下部為

346.185 ton/ha，占竹林地約 60%。四樣區之平均碳含量及碳儲存量，分別為 55.7

0 ± 25.57 ton/ha 及 26.00 ± 11.72 ton/ha。 

 

關鍵詞：刺竹、生物量、儲存量、碳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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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林產組(研究生) 

探討 3種國產人工林木材之實木彎曲可行性 

蘇益儒 1、羅盛峰 1* 

 
1 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260007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號。 
* 通訊作者，sflo@niu.edu.tw 

 

摘要 

 

市面上常見以山毛櫸或白蠟木作為實木彎曲之材種，應用於家具或文創商品

中，本實驗期望以國產人工林材種進行實木彎曲試驗，評估作為商品化之可行性，

以提高國產材之附加價值。本次使用之試驗材料為常見的國產人工林材種:柳杉(C

ryptomeria japonica)、光臘樹(Fraxinus formosana)和桃花心木(Swietenia macrophy

lla King)，首先將三種木材調濕成 13%，18%及 30%等三種不同含水率，再分別透

過蒸煮及微波方式軟化，軟化時間為蒸煮方式以 2hr和 4hr處理，以及微波則以 1

5sc和 30s 進行，之後再利用中央集中載重方式進行抗彎實驗。試驗結果顯示，各

材種經過軟化處理後，其木材最大繞曲度、韌性模數和強度韌性模數都明顯著大於

對照組，顯示未經軟化處理之木材不適合直接進行彎曲；各項性能評估顯示光臘樹

之最大撓曲量、負載撓曲模數、強度撓曲模數、強度韌性模數和撓曲能量係數皆明

顯高於其他樹種，顯示本試驗之軟化處理條件，以光臘樹較具有實木彎曲之潛力。 

 

關鍵詞：香杉菇、最適化培養、木材耐腐朽試驗 

  

mailto:sflo@ni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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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林產組(研究生) 

微米與奈米級絹雲母應用於造紙濕端保留助劑之可行性探討 

羅昱佳 1、彭元興 2*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402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2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402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 通訊作者，ysperng@nchu.edu.tw 

 

摘要 

 

絹雲母礦為本土膨潤性無機層材，經插層後膨潤剝離成片狀，具高寬厚比、強

負電荷，性質與微粒子保留助劑類似。本研究目的為探討絹雲母應用於造紙濕端保

留系統，對一次保留率、濾水時間及紙張抗張、破裂、環壓指數之影響。首先量測

兩種微米絹雲母(Sumi-AQ、Flake Powder)、兩種奈米絹雲母(Mica-Gel、CA-88-E)

與兩種市售微粒子(膠態矽、奈米微聚物)之粒徑分析與 SEM 顯微圖像。接著將陽

離子助劑(100、300、500 ppm)，配比絹雲母或市售微粒子(100、550、1000 ppm)

，添加於 OCC 漿，檢測一次保留率與濾水時間。最後抄造成基重 100 gsm 之手抄

紙，結果以 22階層設計分析絹雲母對紙張及紙漿性質之影響。根據粒徑分析結果，

微米絹雲母平均粒徑分布約在 400-700 nm，奈米絹雲母則部分奈米化，粒徑分布

有兩個峰值分別在 60 nm 與 700 nm，市售微粒子約在 20 nm。從 SEM 圖像能看

出微米絹雲母呈塊狀，奈米絹雲母為均勻片狀，其尺寸與粒徑分布相符。根據實驗

結果顯示，微米絹雲母 Sumi-AQ 改善抗張指數較顯著，Flake Powder 僅改善濾水

時間，兩種奈米絹雲母對提升破裂指數皆較微米絹雲母顯著。尤其奈米絹雲母 CA

-88-E，與市售微粒子改善一次保留率效果相近，在提升抗張及破裂指數比微米絹

雲母及市售微粒子更顯著。因此絹雲母具成為微粒子保留助劑之發展潛力，更具提

升紙張力學性質之效果。 

 

關鍵詞：實木彎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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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經營組(研究生) 

拉拉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巨木群結構穩定性評估 

陳沛儒 1、詹明勳 2* 

 
1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碩士班。600355嘉義市學府路 300號。 
2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助理教授。600355嘉義市學府路 300號。 
* 通訊作者，mhchan@mail.ncyu.edu.tw 

 

摘要 

 

近年來國人對於山林的旅遊型態盛行，國家森林遊樂區與自然生態保護區等

自然環境區域成了民眾的觀光重地。而林務局新竹林管處轄管的拉拉山自然生態

保護區的巨木群步道為國內知名巨木參觀旅遊的重要景點，然而木棧道的建置與

遊客步行的震動衝擊改變了巨木群形態穩定性，影響結構安全，使得巨木的安全性

成了疑慮，因此需要針對巨木的結構安全加以評估並提出相對應減緩因應對策，預

防及保障園區內遊客與工作人員安全。本次研究目的針對拉拉山自然生態保護區

巨木群步道的 30株巨木進行調查，透過樹木目視評估法與樹木靜力學來探討巨木

的結構安全性，將巨木分為樹冠與骨架枝條、樹幹、根盤基部與結構根盤穩定性進

行調查，並依照其風險程度進行分級。30 株巨木的結構形態穩定性評估結果中，

總計調查 61處骨架枝條，依據安全係數結果對其骨架枝條的枝序作安全等級，其

中分級為 A有 3枝、B 有 26枝、C 有 10枝、分級 D有 4枝與分級 E有 18枝，其

中分級 D與 E的骨架枝條需進行減緩措施；根盤結構具有風險的樹木有 6株(安全

等級 C、D、E)，巨木編號為 2、4、18、24、25及 27。 

 

關鍵詞：樹木風險評估、樹木靜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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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林產組(研究生) 

水解溫度對刺竹製備纖維素奈米纖維之影響 

賴顯文 1、陳振輝 2、龍暐 3、吳東霖 3*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學院生物資源博士班。91201屏東縣學府路 1 號。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講師級研究員/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學院生

物資源所博士班。91201屏東縣學府路 1 號。 
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91201 屏東縣學府路 1號。 
* 通訊作者，tony.npust@gmail.com 

 

摘要  

 

由於竹材加工業已慢慢蕭條與沒落，使得南部地區之刺竹乏人問津。然而，因

竹材生長快速、生育期短等優點，且具極佳再生性和固碳等與木材類似之特徵，故

若能將刺竹製成纖維素奈米纖維材料，將可增加其利用率及應用領域。因此，本研

究將刺竹（Bambusa stenostachya, Thorny bamboo）利用硫酸水解法製備纖維素奈

米纖維（Cellulose nanofiber, CNF），並探討不同硫酸水解溫度所製得的奈米纖維

之性質。利用傅立葉轉換紅外光譜（Fourier-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FTIR

）、X 光繞射（X-ray diffraction, XRD）、熱重分析（Thermogravimetric analysis

, TGA）等儀器進行檢測，以探討奈米纖維之形態、官能基轉移及熱性質。研究結

果發現，以 FTIR 分析在不同硫酸水解溫度（35、45、55℃）之奈米纖維，於 800

~1400與 3200~3600 cm-1之吸收峰增強，顯示本實驗所製備之奈米纖維均符合預期

之官能基結構。此外，以 XRD分析經不同溫度硫酸處理之奈米纖維，能夠將纖維

中的木質素及半纖維素去除，且與未處理的刺竹纖維結晶區相似，說明經硫酸處理

後，仍保持纖維素 I 結晶之結構。由熱重分析結果顯示，硫酸水解溫度為 35℃時

，刺竹奈米纖維均在 126℃左右產生重量損失；45℃及 55℃水解溫度則於 205℃時

產生明顯的熱重損失，顯示增加水解溫度有助於提高刺竹纖維素奈米纖維之熱安

定性。 

 

關鍵詞：刺竹、纖維素奈米纖維、水解溫度 

 

  

mailto:tony.npus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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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林產組(研究生) 

木顆粒焙燒處理之熱值分析 

陳振輝 1、吳東霖 2、龍暐 3*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講師級研究員/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生物資源

所農學院博士班。91201屏東縣學府路 1 號。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助理教授。91201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號。 
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副教授。91201屏東縣學府路 1號。 
* 通訊作者:，waylong2002@gmail.com 

 

摘要 

 

利用廢棄木料擠壓製成生物質顆粒，用以替代燃燒能源之原料早已為國外供

應於鍋爐熱能及生物質發電機之重要來源之一；本研究以 8 mm 直徑之松木顆粒

試材藉由焙燒爐進行 200~400 ℃溫度焙燒處理及持溫條件為 60、90 及 120 min，

分析其顆粒焙燒後收率及其熱值分析，驗證其試驗之材料以不同溫度條件下，性質

表現是否有較佳與否之呈現。熱值會因為其加熱溫度段不同呈正向關係，而收率則

呈現反向關係，相較原始顆粒(白料)之比較，白料之熱值表現約為 5,000 cal/g其收

率則為 100 %，以熱值著重討論比較中可發現，其表現於 250 ℃後呈上升變化加

熱至 350 ℃後則為提升較小，於 100 ℃的溫度差中可發現加熱溫度與持溫時間的

關係，較低溫時不論持溫時間的改變由 60min 至 120min，其熱值表現無明顯之差

異性，相同地於較高溫時同樣呈現相同關係。單以收率之表現觀察，其中收率表現

於 250 ℃至 350 ℃間呈現快速變化，由約 9成收率改變至約 4成，相同加熱溫度

而持溫時間越久則收率越低，其中持溫時間為 60 min 為擁有較高之收率，90 min

以上則收率並無明顯差異，故推論焙燒處理中，其持溫條件不宜高於 90 min，以

減少其能源及加工耗損。 

 

關鍵詞：木顆粒, 熱值, 焙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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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林產組(研究生) 

壓擠密度變化對於木顆粒吸水量之影響 

陳振輝 1、龍暐 2、陳智文 3、吳東霖 4*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講師級研究員/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生物資源

所農學院博士班。91201屏東縣學府路 1 號。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副教授。91201屏東縣學府路 1號。 
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碩士班。91201屏東縣學府路 1號。 
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助理教授。91201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號。 
* 通訊作者，tony.npust@gmail.com 

 

摘要 

 

臺灣受少子化與高齡化影響，寵物成為家庭成員的比例日趨上升，市售之貓砂

種類主要分別為礦物砂、木屑砂、豆腐砂、水晶砂及紙砂等，本研究調查之顆粒皆

以針葉樹種松木製成顆粒居多，而本實驗以銀合歡、荔枝木及刺竹其密度分別為

0.5~0.6 g/cm3、0.8~1.0 g/cm3、0.9~1.0 g/cm3製成直徑 8 mm 之顆粒與市售松木顆粒

(材料密度為 0.4~0.5 g/cm3)相互比較，探討其原始材料密度、擠壓後密度與吸水量

間的關聯性，製程中材料破碎後粉徑大小可以區分為 60 mesh以上、60~20 mesh之

間及 20 mesh 以下，分別測試後得知以不同大小之粒徑吸水量結果顯示，銀合歡

60mesh以上之試體其吸水性最佳達 2.27ml/g、另外兩者為 2.11 ml/g及 2.03 ml/g，

以本次銀合歡製成之顆粒觀察其吸水量為 1.51 ml/g，其中粉徑大小占比分別為 15%、

45%及 40%，由此可以得知，粒片製成顆粒後，其吸水量受擠壓影響造成明顯下降，

就單一樹種顆粒測定中，銀合歡顆粒密度 1.27 g/cm3吸水量最高較其他樹種佳，而

另外兩種試材分別如下，荔枝木顆粒密度 1.16 g/cm3其中粉徑占比為 18%、32%及

50%其吸水量為 1.06 ml/g，刺竹顆粒密度 1.29 g/cm3其中粉徑占比為 14%、44%及

42%其吸水量為 0.64 ml/g，由本次試驗之試材與市售松木顆粒密度 1.23 g/cm3、吸

水量 2.5 ml/g相比，可以發現壓縮後密度與吸水量之間並無明顯關聯性，而原始木

料之密度與吸水量成反比關係，密度越低吸水量越高。 

 

關鍵詞：壓擠密度, 木顆粒, 吸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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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林產組(研究生) 

香杉菇的最適化培養及木材耐腐朽試驗 

張先宏 1*、羅盛峰 1、張東柱 1 

 
1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研究生。260007 宜蘭市神農路一段一號。 
2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副教授。260007 宜蘭市神農路一段一號。 
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研究員。100060 臺北市三元街 67號。 
* 通訊作者，icesnowkilla@gmail.com. 

 

摘要 

 

香杉菇 (Antrodia salmonea ) 自 2004 年被發表為新種，進行了許多成分分析

及活性的研究，其中成分分析多以子實體進行，這是因為子實體中的成分通常較菌

絲體多，其子實體的取得皆為野外採集，而菌絲體大多是使用液態發酵來取得，這

是因為香杉菇子實體至今無穩定的人工培養方式，現今林業試驗所森林保護組研

究員 張東柱 博士成功用香杉 (Cunninghamia konishii Hayata) 以段木培養的方式

培育出香杉菇子實體，這對子實體的取得及研究增添了便利性，為了探索更多段木

培養香杉菇的可能性，以 PDA (potato dextrose agar) 培養基及 MEA (malt extract 

agar) 培養基接種香杉菇菌絲塊，置於 5°C、20°C、25°C、30°C、40°C 之恆溫箱中

，於不照光條件下生長，培養 4 週後進行測量，得到香杉菇的最適化培養條件為 

MEA 培養基於 25°C 生長。再以香杉、杉木 (Cunninghamia laceolata )、柳杉 

(Cryptomeria japonica D.Don)、台灣杉 (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等心材為試材，

參考國家標準 CNS 15697「木材耐腐朽性試驗法」進行試驗，培養 12週後觀察試

材質量損失率(%)，來判斷是否可以替代香杉來進行香杉菇的段木培養。 

 

關鍵詞：香杉菇、最適化培養、木材耐腐朽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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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林產組(研究生) 

鹼催化液化木質素試製 Resol型水溶性酚醛樹脂及其性質 

謝祥弘 1、陳奕君 1,*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40227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 通訊作者，chenyc@nchu.edu.tw 

 

摘要 

 

酚醛樹脂（Phenol formaldehyde resin；PF）為酚與甲醛進行反應所得之高分子

，PF樹脂廣泛應用於膠合劑、成型材及碳材料等，酚與甲醛莫耳比（F/P 比）及反

應酸鹼性可分為 Resol 型與 Novolac 型樹脂。製備 PF 之原料為石化原料精煉之衍

生物，由於化石資源日漸枯竭，使用生質材料具有取代石化原料之潛力。木質素為

木質纖維生質物主成分之一，為造紙業之殘餘產物，其主要結構為芳香族，可應用

於酚醛樹脂製備，提升其使用價值。本研究使用木質素為原料，以酚為溶劑，氫氧

化鈉水溶液為催化劑進行液化處理，探討其性質經時變化，結果顯示短液化時間即

可進行液化處理，且木質素及酚結合，使用液化材料與甲醛進行 Resol 型 PF 樹脂

合成，無須調整 pH 值。以氫氧化鈉水溶液為催化劑，設定兩種 F/P 比，NaOH/P

比為 0.4/1，進行黏度經時測定，並設定黏度達 200 cps 終止合成，探討不同液化木

質素比例對 PF 樹脂性質之影響。結果顯示可成功合成生質基 PF 樹脂，液化木質

素樹脂最佳合成時間低於 30 min，固型分及 pH值近石化酚合成之樹脂，本研究成

果可做為未來最佳化生質基酚醛樹脂之參考。 

 

關鍵詞：水溶性酚醛樹脂、木質素、液化反應 

 

  

mailto:chenyc@nchu.edu.tw


18 

 

口頭發表–林產組(研究生) 

液化咖啡渣試製水性聚胺基甲酸酯及薄膜性質 

薛家琳 1、陳奕君 1*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40227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 通訊作者，chenyc@nchu.edu.tw。 

 

摘要 

 

隨著對環境意識提升，為降低生產聚胺基甲酸酯（Polyurethane, PU）及產品

應用端對環境的危害，可以綠色製程減少使用石化原料，或使用環境友善型溶劑降

低釋放有害揮發性有機氣體。全球每年產生咖啡渣（Spent coffee grounds, SCG）

約六百萬噸，因 SCG具多酚類成分，廢棄後會進一步釋放毒性氣體造成環境汙染

。水性聚胺基甲酸酯（Waterborne polyurethane, WPU），由異氰酸酯與羥基原料

進行反應，分別構成軟硬鏈段鑲嵌之胺酯結構高分子，並藉由內部乳化劑導入親水

性官能基，以水取代傳統溶劑為分散相。本研究首先製備液化咖啡渣（Liquefied s

pent coffee ground, LSCG），將農業殘餘物降解為生質多元醇，取代部分石化產

品聚四亞甲基醚二醇（Poly(tetramethylene ether) glycol, PTMG），再與異佛爾酮

二異氰酸酯（Isophorone diisocyanate, IPDI）反應製成 WPU，NCO/OH 莫耳比設

為 1.4，LSCG/PTMG 之羥基莫耳比為 0/100、25/75 及 50/50，並製作薄膜探討 LS

CG作為WPU生質多元醇之性質影響。結果顯示 LSCG之 OH官能度為 5.1，屬高

反應性多元醇，可隨添加比例提高而降低預聚物反應時間，成功合成 WPU分散液

， LSCG 使 WPU 之分子量和延展性下降，楊氏模數和吸水率增加，本研究證明

咖啡渣可作為工業原料。 

 

關鍵詞：咖啡渣、水性聚胺基甲酸酯、液化反應、工業原料、生質多元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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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林產組(研究生) 

薑黃素試製水性染料及其性質 

林鈺臻 1、陳奕君 1*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40227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 通訊作者，chenyc@nchu.edu.tw。 

 

摘要 

 

再生性原料薑黃素（Curcumin）為一種疏水性著色劑，結構中有兩個羥基，可

鍵結於水性聚胺基甲酸酯（Waterborne polyurethane；WPU）主鏈製備水性染料，

WPU為多元醇與異氰酸酯反應形成具有胺酯結構之高分子，經乳化後均勻分散於

水相中，可將疏水性著色劑轉為水性染料。本研究使用預聚合法（Prepolymer mix

ing process）製備， NCO/OH莫耳比設定為 1.6，多元醇、異氰酸酯與鏈延長劑使

用聚四亞甲基醚二醇（Polytetramethylene ether glycol；PTMG）與異佛爾酮二異氰

酸酯（Isophorone diisocyanate；IPDI）和乙二胺（Ethylenediamine；EDA）製備W

PU樹脂，薑黃素可取代雙官能基原料，薑黃素/雙官能基原料之莫耳取代比例為 1

00/0、75/25、50/50、25/75 及 0/100，製備薑黃素基 WPU（Curcumin-based WPU

；CPU）樹脂，探討薑黃素添加量對 WPU 之影響。結果顯示成功合成 CPU 分散

液，呈均勻橘黃色。CPU 薄膜於波長 200-400 nm 紫外光區之穿透率為 0%，而隨

著薑黃素添加量增加，可增加彈性模數及楊氏模數或斷裂伸長率。本研究未來可提

供以預聚合法製備生質基自著色（Self-colored）WPU，並發展水性染料及塗料應

用。 

 

關鍵詞：薑黃素、水性聚胺基甲酸酯、水性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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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林產組(研究生) 

農林副資材開發無膠熱壓板性質之初探 

鄭冠廷 1、吳東霖 1、楊智凱 2、龍暐 1*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91201 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號。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91201 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號。 
* 通訊作者，waylong2002@gmail.com 

 

摘要 

 

農林廢棄物再利用是目前所面臨的全球議題，為使之成為可循環再利用之副

資材，本研究以鳳梨葉髓、刺竹與銀合歡等加工剩餘材為製板材料。其試料先經低

溫乾燥前處理後將其破碎成顆粒狀，再以 100oC 熱壓製程板材，之後進行顯微觀察

表面特性與 FTIR 官能基測定。研究使用實體顯微鏡觀察試材料壓板後的表面型態

及其顆粒長寬比，結果顯示刺竹顆粒有相對較高的長寬比，鳳梨葉髓、銀合歡與刺

竹的長寬比分別為為 2.29、2.09與 4.42。而顆粒仍保持未壓製前之型態，且壓板後

顆粒之間無黏合現象。由 FTIR 測定結果三種材料熱壓前後的圖譜極為相似，光譜

吸收訊號無明顯的差異，其初步結果發現 100℃熱壓對於材料的化學性質改變並無

顯著性的影響。經由顯微型態與 FTIR 測定均無法觀察到物理型態有明顯改變，且

其化學官能基亦無顯著差異，故後續研究就試材之無膠熱壓板成形機制進行探究，

及進行板材抗彎強度與吸水度測定，了解其相關機械性質。本研究目標朝向農林副

資材「材料化」應用，並採用低耗能製程方式，以提升生物質全利用率及減低製造

成本，對生物質材料循環利用有更進一步的研究與探討。 

 

關鍵詞：無膠熱壓、農林副資材、鳳梨葉髓、FTIR 

 

 

  



21 

 

口頭發表-林產組(研究生) 

粒片板芯合板之研製及其性質探討 

黃鈺婷 1、塗三賢 2、楊德新 1*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402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100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5號。 
* 通訊作者，tehsinyang@nchu.edu.tw 

 

摘要 

 

木材複合材料為市面上常見之建築、家具及室內裝修用材，而為供應市場之需

求，國內每年製造及大量進口木質複合材料作為建築、家具及室內裝修用材，因此

也產生大量木質廢棄物。目前，大多是將木質廢棄物直接進行焚燒，而為減少二氧

化碳之釋放，便開始提倡木質廢棄物有效的回收再利用，使其最大化增加碳儲存

（Carbon storage）之功用及降低森林資源之浪費。本研究目的在於減少木質廢棄

物之產生，使木質廢棄物達到利用最大化之效果，並期待其可以符合商業木質板材

之性質要求、並可以延長碳儲存時間來達到減碳的效果及可以再次作為建築用材

及家具用材之利用。本研究以國內系統家具所使用之粒片板（Particleboard）剩餘

料及放射松（Radiata pine，Pinus radiata）及柳桉（Lauan，Shorea spp.）旋切單板

研製粒片板芯合板（Particleboard core plywood），探討單板補強粒片板之效益，並

評估其物理性質及機械性質，及其與國內常見木芯合板之差異，最後提出一最適化

製程，以提供國內產業參考。研究結果顯示，將粒片板表面使用單板進行補強，其

物理性質及機械性質均可獲得改善，與市售木芯合板相較亦具有競爭力。 

 

關鍵詞：粒片板芯合板、減廢、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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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態組口頭發表程序表 

10月 27日(星期四) 

序號 發表編號 報告時間 題目 作者 

1 O12-S1-1 14:15-14:30 
東方蜂與西方蜂的取食差異—以亞

東農場與嘉義大學為例 

劉軒宇、廖倢妤、

汪良奇、趙偉村 

2 O12-S1-2 14:30-14:45 
淺山茶園生態價值之評估-以南投名

間為例 
江哲瑀、柳婉郁 

3 O12-S1-3 14:45-15:00 
地理隔離效應對臺灣特有南湖碎雪

草的遺傳變異與族群結構之影響 

鄭喻孜、王志強、

洪國翔 

4 O12-S1-4 15:00-15:15 
藉無人機影像透析生態特徵掌握入

侵物種之空間分布 

郭慶津、邵寶嬅、

羅南璋 

5 O12-S1-5 15:15-15:30 
臺灣產常綠杜鵑亞屬(杜鵑花屬，杜

鵑花科)葉表皮特徵研究 

鄭雅蓉、曾彥學、

曾喜育 

6 O12-S1-6 15:30-15:45 大雪山地區植群演替現況之分析 吳祐瑜、王志強 

序號 發表編號 報告時間 題目 作者 

1 O12-S2-1 16:05-16:20 
自由活動犬貓與臺灣中大型野生哺

乳動物間之時空交互作用 
侯穎霖、翁國精 

2 O12-S2-2 16:20-16:35 

紅星杜鵑(Rhododendron 

rubropunctatum)其伴生植群與組成

特性 

連啓翔、廖敏君、

曾喜育 

3 O12-S2-3 16:35-16:50 

塔塔加遊憩區遊客活動對大型草食

性哺乳動物出現指數與活動模式的

影響 

馮芷欣、陳相伶、

曾喜育 

4 O12-S2-4 16:50-17:05 
浸水營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苔蘚

植物及其生育地類型調查 
陳彥銘、王志強 

5 O12-S2-5 17:05-17:20 惠蓀林場火後地被植群組成與更新 鄭雋羲、曾喜育 

6 O12-S2-6 17:20-17:35 
澎湖縣 202-204 縣道行道樹白蟻檢

測評估 

王昱凱、王泳麒、

王顥翔、陳建璋、

魏浚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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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態組口頭發表程序表 

10月 28日(星期五) 

序號 發表編號 報告時間 題目 作者 

1 O12-S3-1 10:00-10:15 
森林共生真菌資源：台灣三種松科

特有種林木之外生菌根真菌多樣性 
劉人丞、汪碧涵 

2 O12-S3-2 10:15-10:30 
臺東縣東河鄉都蘭地區野溪治理友

善工程施作成效追蹤 

余思妤、魏浚紘、

黃上權 

3* O12-S3-3 10:30-10:45 苗栗新川里槲櫟族群生態研究 
楊濟綱、王志強、

錢易炘、楊翊 

4* O12-S3-4 10:45-11:00 
以地上部植生特性資料精進臺灣天

然林淺層崩塌預測模型之可行性 

楊建宏、宋國彰、

許凱岐、張勵婉 

5* O12-S3-5 11:00-11:15 臺灣槲櫟族群的遺傳多樣性 

趙偉村、林奐宇、

黃婉如、何佳芳、

黃俊霖 

6* O12-S3-6 11:15-11:30 
是忘了還是不願想起：草原景觀的

最後踏查 

范素瑋、鐘詩文、

許天銓、林建融 

7* O12-S3-7 11:30-11:45 
台灣東北部封閉型森林濕地崙埤池

十一年的生態監測 
毛俊傑、陳子英 

8* O12-S3-8 11:45-12:00 
六龜試驗林義大利蜂與東方蜂生態

探究 
范義彬 

9* O12-S3-9 12:00-12:15 
瑪家鄉森林植群生態多樣性與現況

分布 

錢易炘、林家榮、

高裕閔、葉慶龍、

陳建璋 

10* O12-S3-10 12:15-12:30 
5種原生地被植物在宜蘭員山內城

社區的生長表現 
李俊緯、董景生 

備註： 

1. 每位報告人所使用之時間為 15分鐘，其中口頭報告 10分鐘，問題詢答 5 分鐘 

2.*：教師及研究人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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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生態組(研究生) 

東方蜂與西方蜂的取食差異—以亞東農場與嘉義大學為例 

劉軒宇 1、廖倢妤 2、汪良奇 3、趙偉村 1* 

 
1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600355 嘉義市東區鹿寮里學府路 300號。 
2 國立嘉義大學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600355 嘉義市東區鹿寮里學府路 300號。 
3 國立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62102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 168號。 

* 通訊作者，wcchao@mail.ncyu.edu.tw 

 

摘要 

 

蜜蜂傳粉促進林下經濟也增加林木授粉結實，是一種重要的生態系服務，而引

進的西洋蜂(Apis mellifera)與本土種東方蜂(Apis cerana)是兩種台灣常見的人為飼

養蜜蜂，但兩種蜜蜂在台灣的取食行為以及在山區林地與平地環境下之資源分配

的相關研究稀少。為了解兩種蜜蜂於不同地區與時段的取食行為差異，本研究於山

區的亞東農場和平地的嘉義大學飼養東方蜂與西方蜂各 2 群，並在早上五點至晚

上七點分為 4 個時段收集花粉，花粉烘乾後秤重並製成永久玻片，以光學顯微鏡

進行物種鑑定。結果顯示兩蜂種在上午的取食活動較為活躍，而嘉義大學蜂群的取

食活動較亞東農場早，除了不同地區的取食物種有差異之外，不同蜂種間的取食物

種亦有區別，同時西方蜂的花粉採集量也較東方蜂高。此結果可能因環境植被資源

的不同或蜂種間的取食偏好及競爭所影響。本研究尚有部分花粉無法以顯微鏡清

楚辨識，可利用分子生物技術進行輔佐取得更完整詳細的資料，提供東方蜂及西方

蜂於不同環境和時間下的取食行為與偏好，以作為林下經濟相關政策之參考依據。 

 

關鍵字：孢粉鑑定、粉源植物、林下養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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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生態組(研究生) 

淺山茶園生態價值之評估-以南投名間為例 

江哲瑀 1、柳婉郁 2*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學生。402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2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教授。402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 通訊作者，wyliu@nchu.edu.tw。 

 

摘要 

 

本研究以問卷方式對南投縣名間鄉的茶農進行調查，利用條件評估法探討茶

園之生態價值，並比較永續農法與慣行農法之差異。本文將樣本分為兩種類，第一

種為全體樣本，第二種為排除抗議樣本後之樣本。實證結果顯示，願付價格與採用

部分慣行部分永續農法經營茶園有顯著正相關。月收入高者、採用部分慣行部分永

續農法經營茶園者願意支付較高的金額。茶農以男性及採用慣行農法經營茶園者

居多。在願付價格方面，茶農對於維護慣行農法茶園生態，平均每年願意支付 718.92

元；對於維護永續農法茶園生態，平均每年願意支付 794.32 元，可知維護永續農

法茶園生態之願付價格比慣行農法茶園高，本研究結果顯示，茶園之單位生態價值

不輸給針闊葉林、水田、中國茶園、藻礁之單位生態價值。本研究提出三點建議：

(一)政府可繼續多加宣導永續農業，並鼓勵茶農改採友善環境的方式經營茶園，有

助於達成茶園永續經營之願景。(二)政府能訂定維護茶園生態之獎勵政策，並更加

靈活運用已繳納的稅金，以提高茶農對於政府機關之信任度，降低抗議樣本的比

例。(三)相關研究者可將茶農從事茶園生產的時間長短納入問卷基本資料之問項

中，方便日後繼續探討經營茶園經驗之多寡是否影響維護茶園生態的願付價格。 

 

關鍵字：南投名間、茶園、生態系服務、條件評估法、願付價格、線性迴歸、抗

議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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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生態組(研究生) 

地理隔離效應對臺灣特有南湖碎雪草的遺傳變異與族群結構

之影響 

鄭喻孜 1、王志強 1、洪國翔 2*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91201 屏東縣學府路 1號。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學院生物資源博士班。91201屏東縣學府路 1 號。 
* 通訊作者，khhung424@npust.edu.tw 

 

摘要 

 

南湖碎雪草(Euphrasia nankotaizanensis)隸屬於列當科(Orobanchaceae)，為臺灣

特有草本植物，僅 4 個族群分別分布於雪山、南湖大山和奇萊北峰，為冰河時期孓

遺的高山植物。本研究取樣 4 個族群共 99 個樣本，利用細胞核和葉綠體 DNA 分

子標誌物檢測南湖碎雪草的遺傳變異程度及族群遺傳結構。結果發現，南湖碎雪草

的遺傳多樣性相較其他高山草本植物呈現低度遺傳變異且族群內幾乎不存在遺傳

變異，可能是因本種族群規模小且受到嚴重隨機遺傳漂變的影響。在細胞核 DNA

標誌物中每個族群皆僅具有單一個單型，而葉綠體標誌物則顯示 4 個族群並非單

系群，可能是譜系排序或偶發的長距離播遷導致。親緣地理分析則認為南湖大山為

可能的冰河期避難所，且發現細胞核 DNA 族群間存在較高的遺傳分化，在

STRUCTURE 和 AMOVA 分析亦顯示相同結果，主要是由於地理隔離所造成族群

間呈現低度的基因交流及高度的遺傳分化。有效族數量(Ne)及族群動態分析顯示本

種有效族群量約 93，而族群動態則呈現族群數量下降的情形，意謂本種在面臨現

今氣候變遷下有較大的滅絕風險。總結，由於地理的隔離效應造成山區間存在高度

的遺傳分化，因此在保育上不同族群應分別視為在演化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單位

(evolutionarily significant units, ESUs)，且這些資料將可為台灣高山草本植物在未來

長期保育經營管理提供重要資訊。 

 

關鍵字：高山草本、滅絕風險、南湖碎雪草、遺傳多樣性、地理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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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生態組(研究生) 

藉無人機影像透析生態特徵掌握入侵物種之空間分布 

郭慶津 1、邵寶嬅 2、羅南璋 3*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402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2 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埔里工作站。545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二段 124號。 
3 國立中興大學農資院實驗林管理處育林組。402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 通訊作者，njl@nchu.edu.tw 

 

摘要 

 

入侵種生物對本土生態與經濟皆有負面衝擊，相關單位正積極盤點受危害處，

並通知地權屬人移除這些物種。小花蔓澤蘭 (Mikania micrantha) 為防除標的對象

之一，但其遍布全台，單靠地面調查緩不濟急。因此，本研究以無人機拍攝此植物

在初葉、綠葉、開白花與枯萎四個不同物候期之正射影像，旨在剖析其空間分布與

危害程度。為了解各物候特徵對辨識此物種之重要性，研究以疊合方式生成 11種

物候組合之影像進行分析。從試區抽取包含標的物種在內共七種地覆類別之訓練

樣本，採用最大概似及支持向量機兩監督式分類法，對此物種與背景執行多期、多

譜影像分類，以訓練與檢測獨立的分割樣本驗證。研究發現，白花期是辨識此物種

的關鍵物候階段，kappa 值達 0.8，而再結合綠葉及枯萎期影像，則有最佳精度 (0

.81)。然其冬季未開花的植株不易被此模式辨認出，故本研究利用其未開花與開花

者仍有緊接相鄰的空間相依性，再對主題圖施行眾數濾波，或以低通濾波處理花季

期影像。這兩方法皆能有效改善未開花植株之分辨能力，後者之精度提升至 0.86，

而前者更可達到 0.88。證實透析此物種生態特徵，藉高機動性無人機拍攝其關鍵物

候期影像搭配機器學習法對防除作業將提供莫大之效用。後續將應用深度學習法，

期能更明顯提升模型分辨能力。 

 

關鍵字：無人機、小花蔓澤蘭、監督式分類 

 

mailto:njl@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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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生態組(研究生) 

臺灣產常綠杜鵑亞屬(杜鵑花屬，杜鵑花科)葉表皮特徵研究 

鄭雅蓉 1、曾彥學 2、曾喜育 1*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40227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100051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號。 

* 通訊作者，erecta@nchu.edu.tw 

  

摘要 

 

本研究利用光學顯微鏡觀察臺灣產杜鵑花科 (Ericaceae) 杜鵑花屬 (Rhodode

ndron) 常綠杜鵑亞屬 (subgen. Hymenanthes) 臺灣杜鵑 (Rhododendron formosan

um)和玉山杜鵑種複合群 (紅星杜鵑 (Rhododendron rubropunctatum)、森氏杜鵑 (

Rhododendron morii)、南湖杜鵑 (Rhododendron hyperythrum) 、玉山杜鵑 (Rhodo

dendron pseudochrysanthum) 等 5個分類群的葉表皮特徵，葉表皮細胞形狀、上下

表皮垂周壁樣式及氣孔器分布位置等微形態特徵在常綠杜鵑亞屬植物的分類學的

意義。結果顯示紅星杜鵑、森氏杜鵑葉上表皮細胞形狀為不規則形，玉山杜鵑為近

多邊形，南湖杜鵑、臺灣杜鵑為多邊形。葉下表皮細胞形狀除了臺灣杜鵑為多邊形

外，紅星杜鵑、森氏杜鵑、玉山杜鵑、南湖杜鵑皆為不規則形。紅星杜鵑葉上表皮

垂周壁型式為波狀，森氏杜鵑為淺波狀，玉山杜鵑、南湖杜鵑、臺灣杜鵑為平直狀

。紅星杜鵑、玉山杜鵑的葉下表皮垂周壁型式為波狀，森氏杜鵑、南湖杜鵑為淺波

狀，臺灣杜鵑為平直狀；臺灣產常綠杜鵑亞屬的氣孔器均存在於下表皮，上表皮均

未見氣孔器分布。透過本研究結果發現，常綠杜鵑亞屬下 5 個分類群之葉表皮特

徵具特定的差異性，可提供該亞屬植物分類的參考依據。 

 

關鍵字：常綠杜鵑亞屬、葉表皮、杜鵑花屬、杜鵑花科 

 

mailto:erecta@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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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生態組(研究生) 

大雪山地區植群演替現況之分析 

吳祐瑜 1*、王志強 1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91201 屏東縣學府路 1號。 

* 通訊作者，aqpq19576@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針對雪霸國家公園大雪山地區進行植群調查與分析，研究區位於雪霸

國家公園西南側地區之一般管制區及特別景觀區，調查區域範圍包括拾丸山、火石

山、中雪山、頭鷹山至大雪山沿線及大雪山林道、西勢山林道及周遭之登山步道。

樣區內目前共記錄到 94 科 200 屬 325 種維管束植物，其中共紀錄 28 種紅皮書植

物，外來種植物則有 4種。共計取樣及分析 58個木本植物社會樣區，可區分為臺

灣二葉松-紅檜型、紅檜-賽柃木型、臺灣赤楊-臺灣二葉松型、臺灣杜鵑-高山新木

薑子型、長尾栲-香桂型、臺灣鐵杉-臺灣冷杉型、臺灣冷杉-玉山圓柏型、玉山圓柏

-臺灣冷杉型與臺灣華山松-紅毛杜鵑型等九個植群型；與環境因子之相關性經由

CCA分析結果顯示，以地形位置、海拔高度、坡度、土壤含石率、土壤 pH值、全

天光空域、直射光空域，共 7項均達極顯著水準；天然林組成之林型內主要樹種多

呈現反 J 型分布。而人工林組成之林型呈現波浪或鐘型分布。透過林分指數評估演

替狀況，大部分植群型處於演替相對前期的階段，呈穩定更新及林木持續競爭的狀

態，本區之生態資料，可提供作為此地區在管理維護及分區劃設之檢視或調整參

考。 

 

關鍵字：雪霸國家公園、植群、林分指數、演替 

 

mailto:aqpq1957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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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生態組(研究生) 

自由活動犬貓與臺灣中大型野生哺乳動物間之時空交互作用 

侯穎霖 1、翁國精 1,*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91201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號。 
* 通訊作者，gjw@mail.npust.edu.tw 

 

摘要 

 

犬(Canis familiaris)貓(Felis catus)是世界上數量最多且分布最廣泛的食肉目，

高度的環境適應性使牠們能在人類社區周邊形成族群，對當地原生種造成負面影

響。隨著臺灣自由活動犬貓族群持續擴張，牠們與野生動物的衝突可能日益增加，

隨之帶來的族群層面影響是不容忽視的。本研究利用林務局 2018 至 2020 年「自

動相機動物監測整合計畫」之 183台自動相機資料，探討自由活動犬貓與 14種中

大型野生哺乳動物的時空關係，以評估自由活動犬貓對野生動物的影響。本研究(1)

計算自由活動犬貓與原生種的共域率，以了解兩者的空間重疊度；(2)利用多物種

佔據模型(multi species occupancy models)評估自由活動犬貓對原生種佔據率的影響

程度；(3)以重疊係數(coefficient of overlapping)評估自由活動犬貓與原生種的活動

時間重疊度；(4)將一物種連續兩次出現於同一樣點之時間間隔定義為「重現時間」

，利用複迴歸分析探討重現時間是否與其他物種的出現有關。初步結果顯示在空間

關係上，與犬平均共域率最高之物種為石虎(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60.1%)，物種

平均共域率有逐年上升趨勢且在 2020 年達 56.3%；貓和物種平均共域率亦呈逐年

上升趨勢，2020 年達 19.2%，平均共域率最高為白鼻心(26.7%)；各物種與犬貓之

每月共域率均沒有顯示出週期性和趨勢性。時間關係方面，共有 9 個物種與犬的

平均重疊度高於 50%，而其中食蟹獴(Herpestes urva formosanus)、黃喉貂(Martes 

flavigula chrysospila)和臺灣獼猴(Macaca cyclopis)之重疊度更超過 80%，貓則與 13

個物種有超過 50%的重疊度，其中臺灣 4 種偶蹄目動物之重疊度超過 80%。複迴

歸分析的結果顯示犬的出現顯著增加了 5個物種的重現時間，而貓則是顯著增加 7

個物種的重現時間，犬貓的影響係數都高於其他原生種相互的影響係數，表示這些

物種在犬貓出現後需要經過較長時間才會再次出現。從共域率來看，犬(56.3%)可

能比貓(19.2%)有更大的生態威脅，而部分原生種迴避犬貓，除了減少其可利用資

源以外，也可能增加其投資在躲避和警戒行為的時間，進而減少覓食和繁殖時間，

導致適應力下降並抑制族群成長。因此，在制定自由活動犬貓的族群管理政策時，

除了考慮牠們的動物福利以外，亦應設法減少牠們帶來的生態衝擊。 

關鍵字：入侵食肉目、原生哺乳動物、紅外線自動照相機、多物種佔據模型、時間重疊係數、複迴 

        歸分析 

mailto:gjw@mail.np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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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發表-森林生態組(研究生) 

紅星杜鵑(Rhododendron rubropunctatum)其伴生植群與組成

特性 

連啓翔 1、廖敏君 2、曾喜育 1*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40227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植物園組。100051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號。 
* 通訊作者，erecta@nchu.edu.tw 

 

摘要 

 

紅星杜鵑(Rhododendron rubropunctatum)為臺灣原生杜鵑之一，是陽性先驅植

物，在森林演替過程中族群日漸衰退；過去因葉部特徵及分子生物資料將紅星杜鵑

與玉山杜鵑(R. pseudochrysanthum)、森氏杜鵑(R. morii)處理為玉山杜鵑種複合群

。本研究為了解紅星杜鵑之伴生植群之組成與生育環境特性，以多樣區法於臺灣北

部、東北部山區，如新山、半屏山、燦光寮山及烘爐地山等地設置樣區進行調查，

總計調查 18個樣區，進行群團分析與梯度分析。研究結果顯示，紅星杜鵑伴生的

植群可區分為 A.假柃木－紅星杜鵑型、B.尖葉槭－紅星杜鵑型、C.毽子櫟－大明

橘型、D.森氏紅淡比－紅楠型等 4型。相對優勢度前五名之物種為紅星杜鵑、橢圓

葉赤楠(Syzygium elliptifolium)、大明橘(Myrsine sequinii)、白背芒(Miscanthus sine

nsis)及紅楠(Machilus thunbergii)。檢視樣區環境因子發現，紅星杜鵑伴生植群之土

壤 pH值較低、坡度較陡且全天光度較高，顯示紅星杜鵑生長區域多為山頂稜線處

，屬風衝地帶且常年受東北季風影響，植群結構多為密生低矮灌木之型態，物種組

成與風衝硬葉林樹種相似。此外樣區中亦發現分布於臺灣中部中高海拔物種，如昆

欄樹(Trochodendron aralioides)、毽子櫟(Cyclobalanopsis sessilifolia)、尖葉槭(Ace

r kawakamii)、臺灣馬醉木(Pieris taiwanensis)等物種等，顯示在東北季風影響下臺

灣北部山區山頂稜線是部分中高海拔物種分布的僅存地點。 

 

關鍵字：植群結構、東北季風、硬葉林 

 

  

mailto:erecta@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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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生態組(研究生) 

塔塔加遊憩區遊客活動對大型草食性哺乳動物出現指數與活

動模式的影響 

馮芷欣 1、陳相伶 1*、曾喜育 1*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402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 通訊作者，erecta@dragon.nchu.edu.tw 

 

摘要 

 

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 疫情影響下，遊憩活動大幅減少，藉由比較

疫情前後野生動物的出現頻度與活動模式，有助於了解遊客對野生動物的影響。塔

塔加遊憩區年遊客量達 50萬以上，是熱門的旅遊景點，但遊客對野生動物活動的

影響仍待研究。本研究自 2019年 12月起於遊憩區架設 38臺自動照相機以監測大

型草食哺乳動物，包含臺灣水鹿 (Rusa unicolor swinhoii)、山羌 (Muntiacus reeve

si micrurus)和臺灣野山羊(Naemorhedus swinhoei)。本研究以相機點與步道和林道

的距離作為標準將相機分為危險區域(高干擾)、警戒區域(中度干擾)和安全區域(低

干擾)，並比較三級警戒前(2020年 5月 17日至 7月 26日)，以及三級警戒期間(20

21 年 5 月 17 日至 7 月 26 日) 3 種動物的出現指數 (occurrence index, OI 值)。結

果顯示臺灣水鹿和山羌在三級警戒期間的 OI 值顯著高於 2020 年，而臺灣野山羊

的 OI值則無顯著差異。在三級警戒期間，臺灣水鹿和山羌距離靠近步道和林道的

 OI 值均有所增加；三級警戒期間的活動模式比未警戒前，臺灣水鹿日夜活動模式

沒有顯著變化，山羌日間活動有所增加但深夜活動明顯減少；臺灣野山羊因資料不

足未進行活動模式分析。本研究發現三級警戒期間，臺灣水鹿和山羌有由森林逐漸

往外移動的趨勢，顯示臺灣水鹿和山羌較少在遊客活動頻繁的時間及空間出沒，可

能反應出對遊客干擾的適應性。 

 

關鍵字：大型草食性哺乳動物、自動相機、遊客活動、新冠病毒疫情 

 



13 

 

口頭發表-森林生態組(研究生) 

浸水營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苔蘚植物及其生育地類型調查 

陳彥銘 1*、王志強 1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91201 屏東縣學府路 1號。 
* 通訊作者，jay1223086@gmail.com 

摘要 

苔蘚植物是一群簡單而原始的陸生植物，其沒有真正的根和維管束組織，因此

其對環境條件的適應常表現於其生活型上。浸水營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位於中

央山脈南部延脈末端，其海拔高度介於 500 ~ 1,688 m 位處雲霧帶，再加上地形四

面環山，使本區經年潮濕，地被植物豐富，也是臺灣南部重要的自然保護地區，往

昔多有動植物資源等調查，卻少有苔蘚相關研究。本研究於浸水營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中依據不同之生育環境設立 4 條穿越線，進行苔蘚植物的調查，並且在採

集同時記錄其記錄現場的環境狀態，從而瞭解環境因素對此區苔蘚植物多樣性與

其分布之影響。結果共計採集苔蘚植物標本 300餘份，記錄與鑑定苔蘚 42科 72屬

106分類群；其中苔類植物有 23科 45屬 62 分類群；地錢類植物有 19科 27屬 44

分類群；其生育地類型以樹幹生者具有最高之比率(39%)，其次為倒腐木生(22%)，

再次為地面腐植質生(15%)、石面薄土生(8%)，土生(8%)、砂土(6%)、石礫(2%)最

少。顯示反映出因本區之環境中空氣潮濕而使樹幹著生之物種得以生存，而地生種

類則因被林冠及地被植物覆蓋所限制而無法大量生長於此。而從穿越線的環境來

看較低海拔處其相對濕度較低，溫度較高，出現的苔蘚植物少，海拔較高處則相對

濕度高、溫度較低，苔蘚植物數量明顯增加，且多為樹幹附生之物種。 

 

關鍵字：苔蘚植物、浸水營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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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生態組(研究生) 

惠蓀林場火後地被植群組成與更新 

鄭雋羲 1、曾喜育 1*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402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 通訊作者，erecta@dragon.nchu.edu.tw 

 

摘要 

 

中興大學惠蓀林場於 2021 年 5 月發生火燒，火燒面積約 25 公頃。本研究於

2022 年 7 月進行火燒區域及鄰近未火燒區域之植群調查，檢視當地火後植群組成

與更新。本研究共設置 25個 10 m × 10 m臨時樣區，進行喬木層與地被層調查，

並採用雙項指標種分析法配合非度量多維度分析法進行地被植群組成分類與環境

關係探討。調查發現共記錄 89科 143屬 165 種，以菊科、禾本科、薔薇科為物種

數較多的科。未火燒區域地被植群為天臺烏藥—白背木薑子—南海鱗毛蕨型，上木

以臺灣五葉松、栓皮櫟為優勢，植群物種組成與過去的火燒歷史有關。火燒區域地

被植群為貓腥草—無腺姬蕨—粉葉蕨型及蘇鐵蕨—昭和草—粉葉蕨型，優勢植物

以先驅物種為主，上木優勢樹種為山黃麻、白桕、白匏子等，此類樹種是火燒後由

土壤種子發芽所形成的上木，亦是地被較常見的樹種組成。透過非度量多維度分析

法得知，火燒使地被組成在排序圖呈現明顯區分，而環境因子中的坡度、土壤 pH

值為解釋火燒與未火燒植群組成差異之主要環境變數。此外，火燒後的地被植群組

成差異受到坡向、土壤 pH值的影響，此現象大致反映集水區植群環境的異質性。 

 

關鍵字：惠蓀林場、火燒、植群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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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生態組(研究生) 

澎湖縣 202-204縣道行道樹白蟻檢測評估 

王昱凱 1、王泳麒 1、王顥翔 1、陳建璋 1、魏浚紘 1*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91201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號 
* 通訊作者，aw711212@gmail.com 

 

摘要 

 

行道樹為都市林的一部分，其功能具有淨化空氣、提高遮蔽姓、生物棲地、土地綠

化等，而澎湖縣 202、203及 204等主要縣道之行道樹栽植多年，但缺乏監測及風

險評估，經觀察發現白蟻的危害嚴重，故本研究針對白蟻危害做評估，並將其危害

等級分為 5種，分別為「無危害、低度危害、中度危害、中高度危害、高度危害」

，再將其危害嚴重的立木進行非破壞性儀器之檢測，利用儀器的相對音速衰減率作

為測量依據。根據調查結果顯示縣 202 共調查 116 株林木，其中不健康的比例為

6%；縣 203共調查 528株林木，其中不健康的比例為 12%；縣 204 共調查 352株

林木，其中不健康的比例為 4%，而不健康之樣態多數為立木樹冠層生長不佳、部

分枝條枯梢、落葉情況嚴重，三條縣道中，以縣 202調查共計 116棵，203縣道調

查共計 528棵，204 縣道調查共計 352棵，203 縣道整體健康度最為不健康。後續

針對三條縣道白蟻危害進行分析，縣 202 共調查 110 株林木，其中受到白蟻危害

的比例為 9%；縣 203 共調查 408株林木，其中受到白蟻危害的比例為 6%；縣 204

共調查 332株林木，其中受到白蟻危害比例為 5%，而受白蟻危害之立木多好發於

樹體基部，故後續於土壤層埋設誘捕木樁，藉由持續監測，提前發現白蟻危害，可

即時進行防治處理。 

 

關鍵字：行道樹、白蟻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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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生態組(研究生) 

森林共生真菌資源：台灣三種松科特有種林木之外生菌根真

菌多樣性 

劉人丞 1、汪碧涵 1* 

 
1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407224台中市台灣大道四段 1727號。 

* 通訊作者，phwang@thu.edu.tw 

 

摘要 

 

台灣雲杉 Picea morrisonicola、台灣鐵杉 Tsuga chinensis var. formosana 和台灣

冷杉 Abies kawakamii 為我國高海拔森林的優勢松科樹種，都是外生菌根樹種。外

生菌根真菌有助林木健康、耐受逆境與穩定森林生態系。本研究調查這三種台灣特

有種松科植物，以高通量定序分析共調查九座高海拔森林的林木的外生菌根真菌

相，分析樹種與共生菌種的偏好，描述各樹種的重要共生真菌的種類與分布。結果

表明，台灣冷杉、台灣鐵杉和台灣雲杉分別有 45、42和 42種外生菌根真菌，共計

84 種，其中 37 種跨宿主共生，47 種只在一種樹發現。台灣冷杉和台灣鐵杉有 34

個共有種 (均>80%)，佔 80% 相對豐度，為偏好共享菌根真菌的樹種；台灣雲杉

則有獨特的菌根真菌偏好，共生者中 31種 (74%) 只與台灣雲杉共生，占 90% 相

對豐度，且在各樣區都有其中 22種共生的核心菌種。台灣冷杉和台灣鐵杉對 EMF

的選擇策略，共生菌種因地而異，對 EMF 菌種專一性低；台灣雲杉對 EMF 菌種

專一性高，建議育苗提供特定菌種以提高苗木出栽成功率。瞭解森林的共生菌資

源，有助於對保育特有種森林和穩定森林生態系，獲知各樹種所需的優勢菌種，可

供造林樹種選擇與森林更新參考，利於林業經營管理應用。 

 

關鍵字：台灣冷杉、台灣鐵杉、台灣雲杉、高通量定序 

 



17 

 

口頭發表-森林生態組(研究生) 

臺東縣東河鄉都蘭地區野溪治理友善工程施作成效追蹤 

余思妤 1、魏浚紘 1、黃上權 2*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91201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號。 
2 冠昇生態有限公司。91243屏東縣內埔鄉仁和路 121號。 

* 通訊作者，j69212002@gsecosystem.com 

 

摘要 

 

臺灣溪流山高水急，溪水在重力的引導下流動，以及水量與地形的配合下，對

於河道產生了沖刷或淤積的動態變化。而這些自然的現象，也有可能對下游人類所

賴以為生的土地造成一些負面影響，如溪水對於河岸的沖刷可能導致邊坡崩塌；河

床底質的運輸作用，可能改變下游溪床容納量，或是一次性的運輸過多的砂石，對

下游產生致災性的危害等。因此必須透過野溪治理，來減輕或避免這些災害。在這

其中，一種溪床的橫向構造物-固床工的設置即為經常使用的工法之一，其可以部

份調整河道流心，減輕河岸的沖刷，或是攔阻部分砂石來減緩過多的搬運作用，來

降低下游因溪水致災的可能性。然而，這些人造的構造物因其量體的高度產生了河

道上下游落差，阻隔了許多洄游性生物的通道，讓他們難以完成其生活史所應完成

之各項行為。是故，水土保持局臺東分局為減輕固床工對於水生生物的衝擊，於

107-108 年針對臺東縣東河鄉都蘭地區之野溪，進行固床工環境友善措施改善工

程，降低固床工等構造物的高度，或是透過魚道的設置，試圖恢復河道的縱向通行

功能，來幫助這些生物得以上溯。而為追蹤改善工程施作後之治理成效，本計畫於

本年度進行了本區溪流之各項調查，來確認施行之友善治理是否能發揮其目的。經

調查結果顯示，友善治理區域已逐漸恢復為較自然之溪流棲地，如底質的組成、不

同河道與流速的組合，形成多樣化的棲地讓不同的生物可進入棲息，上游的監測樣

點中也發現了更多種類的洄游性生物。然而，除了上述各好轉的跡象外，本研究亦

發現本區的溪流生態正遭受著其他衝擊，如降雨量分布不均使部分溪流乾涸、灘地

的增加使大量入侵植物進入、溪水受不當利用使其受到放牧動物汙染等，以其外來

魚種的族群日漸擴大，壓縮本土魚種的生存空間等，皆為需要重視的議題之一。 

 

關鍵字：溪流生態、友善工程、棲地評估 

 

  

mailto:j69212002@gsecosyst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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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生態組(教師、研究人員) 

苗栗新川里槲櫟族群生態研究 

楊翊 1、楊濟綱 1、王志強 1、錢易炘 2*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91201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一號。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研究總中心。91201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一號。 
* 通訊作者，r902771@mail.npust.edu.tw 

 

摘要 

 

本研究目的為建立苗栗新川里槲櫟族群生態基礎資料，瞭解此環境生育地與

新竹牛牯嶺槲櫟森林生態差異。植物共記錄到紀錄 57 科 91 屬 100 種；包含蕨類

植物 8 種，雙子葉植物 78 種，單子葉植物 14 種，其中稀有植物共紀錄 9 種。植

物分層分為三層植物層組成，第一層由 5~8 m小喬木組成樹木層，第二層由 0.5~2m

大型草本與灌木組成疏灌叢層(Bushveld)，第三層為地表植物組成地被植物層。第

一層樹木層，高約 5~8 m，樹種有野桐、土密樹、大葉桉樟樹、構樹、頷垂豆、槲

櫟、山黃麻、相思樹、朴樹、香楠、厚殼樹、楓香、鵝掌柴、桂竹、山合歡、千年

桐、烏桕、苦楝。第二層疏灌叢層，高約 0.5~2 m，大型草本與灌木有芒草、月桃、

馬櫻丹、大青、臺灣野茉莉、野牡丹、小葉桑、毛胡枝子、黃豬屎豆、鴉膽子、灰

木、羅氏鹽膚木、牛奶榕、呂宋莢蒾、燈稱花、九節木、土肉桂、臺灣海棗、樹杞、

杜虹花、紅仔珠、七里香、白葉釣樟、南嶺蕘花。第三層為地表植物組成地被植物

層，大花咸豐草、半邊羽裂鳳尾蕨、抱麟宿柱薹、粗毛鱗蓋蕨、紫花藿香薊、山芝

麻、蕨、扇葉鐵線蕨、密毛小毛蕨、美洲商陸、野棉花、芒萁、棕葉狗尾、香澤蘭、

射干、桔梗蘭、海金沙、大黍；箭葉鳳尾蕨、火炭母草。苗栗新川里槲櫟族群徑級

結構為反 J 型，植株多數不具有單一主幹呈現駢幹狀態，林下幼苗更新狀況良好，

空間上的散布型呈現集落分布。槲櫟與樣區內植物種間關聯分析顯示，樣區內之物

種多為正關聯，樣區內之喬木多為陽性樹種。 

 

關鍵字：槲櫟、族群生態、徑級結構、散布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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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生態組(教師、研究人員) 

以地上部植生特性資料精進臺灣天然林淺層崩塌預測模型之

可行性 

楊建宏 1*、宋國彰 2、許愷岐 2、張勵婉 3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植物園組。臺北市中正區三元街 67 號。 
2 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保護組。臺北市中正區三元街 67號。 
* 通訊作者，jhyang@tfri.gov.tw 

 

摘要 

 

淺層崩塌會大幅降低森林生態系所能提供的服務及功能，在進行森林區淺層

崩塌預測時，植生指標(如 NDVI)經常被作為預測之植生參數。然而木本植物之根

系加勁力、樹冠截流等與坡面穩定性有密切相關的機械水文機制很難藉此反應出

來，卻與胸高斷面積(BA)有著高度的相關性。本研究利用 2008年於南投蓮華池森

林動態樣區複查資料與同年 6 月幅衛二號所拍攝之多光譜影像，搭配坡度、凸起

度、坡向及地形濕度指數作為分析變數，並以當年卡玫基和辛勒克颱風於樣區內造

成的 11處崩塌作為應變數，建立兩個預測模型(BA model 及 NDVI model)，來回

答(1)兩預測模型在臺灣天然林使用之最佳預測網格尺度是否相同？(2)用 BA 取代

NDVI作為植生參數，是否能增加預測模型的表現力？我們使用邏輯斯迴歸來比較

預測模型在不同網格尺度下(1 m、2 m、5 m、10 m、20 m、30 m、40 m)之曲線

下面積(AUC)、總體預測成功率(Overall prediction success)、靈敏度(Sensitivity)、

特異度(Specificity)、勝算比(Odds ratio)和 kappa係數(Cohen’s kappa coefficient)。

結果顯示 BA及 NDVI model 最佳預測網格尺度分別為 30 m 和 10 m，而 BA mo

del 的模型表現力又較 NDVI model 來得佳。本研究建議，在進行淺層崩塌預測時

應減少使用植生指標，改用遙航測技術蒐集與生物量有高度相關性之植生特性(如

胸高直徑、樹冠幅面積等)，以增進預測模型的準確率。 

 

關鍵字：淺層崩塌、天然林、預測模型、地上部植生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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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生態組(教師、研究人員) 

臺灣槲櫟族群的遺傳多樣性 

趙偉村 1、林奐宇 2、黃婉如 3、何佳芳 4、黃俊霖 4* 

 
1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600355 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 300號。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100051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號。 
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300191新竹市北區中山路 2號。 
4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生物學組。404023臺中市北區館前路 1號。 
* 通訊作者，wagtail@mail.nmns.edu.tw 

 

摘要 

 

槲櫟(Quercus aliena)分布於日本，韓國，中國及臺灣，目前臺灣僅有新竹及苗栗兩

族群。為了瞭解槲櫟於臺灣以及與其他國家的遺傳分化狀況，本研究藉由基因組略

讀的方法，建構臺灣兩個族群各 8 個個體的完整葉綠體基因組序列，並與中國及

日本槲櫟葉綠體基因組進行比對。結果顯示臺灣新竹及苗栗的槲櫟葉綠體基因組

序列長度分別為 161,263 bp 及 161,267 bp，在族群內並無變異。以兩族群進行比

對，在 atpF 內插子及 ndhJ-ndhK 間有序列缺失的變異，造成兩基因組序列長度差

異；並在 petA 蛋白質編碼區有非同義突變及在 rpoB-petN 間有單核苷酸多型性。

蛋白質編碼區的非同義突變會涉及到基因功能的改變，為相對少有的突變形式，由

兩個族群在葉綠體基因組的多個變異，推論為經歷一段時間分化所累積的結果。而

在與中國及日本的差異上，以葉綠體 79個蛋白質編碼區序列的資訊進行比對，臺

灣的槲櫟在 rps16及 rpoC2 蛋白質編碼區有獨特的非同義突變；而其單核苷酸多型

性總計有 73 個位點，臺灣族群與中國及日本間有 8 個以上的單核苷酸多型性差

異；加上在內含子及基因間多樣的變異，都支持臺灣的槲櫟為自然分布族群，非近

代人為由中國或日本引進栽種。這些槲櫟遺傳變異的資訊，將有助於後續槲櫟保育

相關策略的擬定。 

 

關鍵字：槲櫟，次世代定序，遺傳資源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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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生態組(教師、研究人員) 

是忘了還是不願想起：草原景觀的最後踏查 

范素瑋 1*、鐘詩文 1、許天銓 1、林建融 1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10066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號 

* 通訊作者，swfan@tfri.gov.tw 

 

摘要 

 

位於開發範圍內的森林、大樹及歷史老樹已經受到法律及大眾的關注，通常都

能得到某程度的保護。然而，開發區域中的特殊草本植群卻顯少被注意，容易被忽

略而遭受開發破壞。本研究於桃園臺地一處即將開發的土地上進行植群調查，發現

當地仍保存相當良好的草本植群。我們除了全面性探勘當地各類生育環境以建立

植物名錄，也掏選重要物種出現的位置，設置樣線或樣區進行量化組成調查，共發

現 151 種維管束植物包含 123 屬 55 科，以草本植物居多(123 種)且原生物種比例

達 81%。參考 2017 年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受威脅及近受脅植物有 12 種

，即異蕊草(Thysanotus chinensis)、秋飄拂草(Fimbristylis autumnalis)、長葉茅膏菜

(Drosera finlaysoniana)、馬甲子(Paliurus ramosissimus)、小葉葡萄(Vitis thunbergi

i var. taiwaniana)、鵝不食草(Epaltes australis)、澳洲珍珠茅(Scleria novae-hollan

diae)、寬葉毛氈苔(Drosera burmanni)、琉球野薔薇(Rosa bracteata) 、漸尖穗荸薺

(Eleocharis attenuata)、胡麻草(Centranthera cochinchinensis)和田蔥(Philydrum lan

uginosum)，依序為極危(CR)2種、瀕危(EN)5 種、易危(VU)3種及近受威脅(2種)。

當地最為特殊的現象是 3 種原生的茅膏菜科食蟲植物生長在一起，且為本島目前

確知的異蕊草唯一生育地。我們透過取樣調查估計當地約 2,500株異蕊草，春季時

有 1,600株寬葉毛氈苔及 2,400株長葉茅膏菜長出。由於長年低密度開發及人員管

制，該區得以保存高比例原生植物，有不少稀有植物在日據時代就有採集紀錄，顯

示該地區可能呈現百年前桃園原野濕地景觀！然而，誤認野草及灌叢個體小容易

遷移保存的想像，以及迫於開發在即，在沒有良好物種繁殖基礎及復育規劃下，將

又是一次珍貴景觀及物種的消失！ 

 

關鍵字：草本植群、受威脅植物、開發、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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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生態組(教師、研究人員) 

台灣東北部封閉型森林濕地崙埤池十一年的生態監測 

毛俊傑 1*、陳子英 1 

 
1 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260007 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 號。 
* 通訊作者，電子信箱/ * Corresponding Author, jjmao@niu.edu.tw. 

 

摘要 

 

位於颱風頻繁造訪，且冬季明顯受到季風降雨影響的台灣東北部的森林性濕

地，因容易觀測其受到氣候因子的影響，使之成為當前氣候變遷的環境議題中，重

要監測的生態系統。本研究針對 2010-2021 年期間，位於台灣東北部山區海拔 820

 m 的崙埤池生態觀測結果，進行介紹。為瞭解並比較崙埤池物種分布與變化的梯

度，本研究以崙埤池湖域中央為基準，沿湖域長短及不同方位軸線，共設置 8條放

射狀的取樣線，每條樣線以湖域中心點為起點，每 10 m 進行一固定取樣點的設置

，進行水域動、植物種類、數量與覆蓋度之取樣調查。目前的結果顯示，在遭逢 2

015-16 年史上最強的聖嬰現象所帶來的高溫少雨的氣候狀況，及隨之而來的反聖

嬰現象期間，侵襲北台灣的梅姬（Megi）颱風，明顯造成崙埤池形狀、植群分佈及

顯著物種，在相對豐富度及優勢程度上的變化。自極端氣候事件結束後，延續至 2

017 年的補充監測，乃至 2020-21 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崙埤池的生態系統受到 201

5-16 的極端氣候事件影響，隨時間序列在極端氣候事件發生後 1 年及 3 年期間，

不同物種呈現的相對豐富度反應變化類型，分別有：僅於極端氣候年度增加者、豐

富度在極端氣候事件後逐漸增加者，及豐富度的變化趨勢在極端氣候事件後逐漸

減少者，相關的細節與討論將在報告中敘明。  

 

關鍵字：極端氣候事件、長期生態研究、植群、動物相、溫度、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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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生態組(教師、研究人員) 

六龜試驗林義大利蜂與東方蜂生態探究 

范義彬 1*
 

 
1 林業試驗所六龜研究中心。844005 高雄市六龜區中興里中庄 198號。. 
* 通訊作者，ybfan@tfri.gov.tw. 

 

摘要 

 

義大利蜂 Apis mellifera lingustica 和東方蜂 Apis cerana 是臺灣蜜蜂產業及「林

下經濟經營」「森林蜂產品」最大的生產者，但是詳細的科學調查並不多。本研究

於 2019.06~2022.09 在林業試驗所六龜研究中心所屬的六龜試驗林進行，探討 2種

蜜蜂的生態習性及訪花的蜜粉源植物。義大利蜂活動分布在六龜(200m)至扇平

(760m)間，六龜出現數量最多，東方蜂分布在六龜(200m)至鳳岡苗圃(1600m)間，

扇平出現數量最多。單天訪花活動時間，在扇平(760m)后大埔石櫟 Pasania cornea

的花上為 06:40~14:40，08:40 數量最多，在鳳岡苗圃(1600m)山葵 Eutrema japonicum

的花上為 08:30~14:30，14:30 數量最多。義大利蜂訪花的蜜粉源植物中原生種有 16

科 21種、外來種有 16科 28種，東方蜂訪花的植物中原生種有 16科 25種、外來

種有 14科 19種，2 種合計共有 28科 66種，其中以薔薇科植物 7種、樟科和菊科

各 6種為最多，單子葉植物有禾本科 1種、棕櫚科 3種，其餘皆為雙子葉植物，有

12種草本植物、54 種木本植物。將蜜蜂利用的蜜粉源植物喜好程度依出現的數量

多寡分成 3級，2級有羅氏鹽膚木 Rhus javanica、細枝柃木 Eurya loquaiana、楓港

柿 Diospyros vaccinioides、黃椰子 Dypsis lutescens、水錦樹 Wendlandia uvariifolia、

無患子 Sapindus mukorossii、龍眼 Dimocarpus longan、紫花藿香薊 Ageratum 

houstonianum、大花咸豐草 Bidens pilosa var. radiata、鴨腳木 Schefflera octophylla、

澳洲紅楝 Toona ciliata、白桕 Sapium discolor、粗糠柴 Mallotus phillipinensis 等 13

種，3級為象牙椰子 Phytelephas macrocarpa、楊梅 Myrica rubra 2種。以上植物可

以做為林下經濟「森林蜜」經營管理的參考依據。 

 

關鍵字：義大利蜂、東方蜂、六龜試驗林、生態學、蜜粉源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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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生態組(教師、研究人員) 

瑪家鄉森林植群生態多樣性與現況分布 

錢易炘 1*、林家榮 2、高裕閔 2、葉慶龍 2、陳建璋 2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研究總中心。91201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一號。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91201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一號。 
* 通訊作者，r902771@mail.npust.edu.tw 

 

摘要 

 

本研究於瑪家鄉山區量測 33個植物樣區資料及 8項環境因子，並利用雙向指

標種分析(TWINSPAN)進行植群分類，並依植群分類結果，尋找影響此區植群分布

變異之環境因子。研究結果顯示區內共調查到 107科 236屬 346種種維管束植物，

其中包含大武新木薑子（Neolitsea daibuensis）、恆春福木（Garcinia multiflora）、

李氏木薑子（Litsea lii）、印度栲（Castanopsis indica）、秀柱花（Eustigma 

oblongifolium）、青皮木（ Schoepfia jasminodra）、武威山秋海棠（Begonia 

buimontana）、密刺菝契（Smilax horridiramula）、臺灣奴草（Mitrastemon kawasasakii）

及柳葉山茶（Camellia salicifolia）等 10種稀有植物；分類單元經雙向指標種分析

後得到牛乳榕-鵝掌柴型、三斗石櫟-鵝掌柴型(柳葉山茶-三斗石櫟亞型、九節木-三

斗石櫟亞型)及狹葉櫟型等 3 型 2 亞型。主要影響植群分布之環境因子經降趨對應

分析與典型對應分析分析後，得知本區植群變異主要受海拔、全天光空域、直射光

空域及土壤硬度等環境因子影響。三斗石櫟-鵝掌柴型及狹葉櫟型等 2 型之族群結

構大多屬於反 J 型，然牛乳榕-鵝掌柴型之部分優勢種則呈現鈴型，顯示本型係屬

一演替階段之林型。本研究區之蕨類商數經計算後為 5.03，顯示瑪家鄉山區係屬一

溫暖潮溼之生育地環境。瑪家鄉山區具有豐富的生物與景觀資源，植群受到較少的

人為干擾及破壞，故常有登山客造訪，為一自然生態教育與森林遊憩好處所。本研

究主要係為了建立該地區之植群生態資料，以作為日後森林經營管理及保育之重

要參考依據。 

 

關鍵字：瑪家鄉、植群生態、族群結構、雙向指標種分析、降趨對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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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生態組(教師、研究人員) 

5 種原生地被植物在宜蘭員山內城社區的生長表現 

李俊緯 1*、董景生 1 

 
1 林業試驗所植物園組。110臺北市中正區三元街 67號 8樓。 

* 通訊作者，hululee@tfri.gov.tw 

 

摘要 

 

地被植物（ground plant; cover plant）為森林底層或陽光充足裸露地的低矮草

本或木本蔓性植物，具有覆蓋度高、水土保持、生態系服務與景觀綠美化等不同功

能。本研究篩選原生臺灣淺山或平原的鈴木草（Suzukia shikikunensis）、蠅翼草

（Desmodium triflorum）、圓葉節節菜（水豬母乳 Rotala rotundifolia）、蛇莓

（Duchesnea indica）以及越橘葉蔓榕（Ficus vaccinioides）等 5種地被植物，2022

年 3 月下旬定植宜蘭員山鄉內城社區，進行綠覆度生長比較試驗，採三重覆完全

隨機區塊（RCBD）試驗設計，期能透過本研究篩選出適合地被清單，可供東北部

山村社區綠美化栽植參考名單，亦可應用在屋頂綠化與降溫節能等目的。試驗方法

採逐月調查並記錄 5 種地被植物的綠覆度百分比變化，並量測晴朗天氣時各地被

葉面上方、植株基部地面處、地面下方 5公分與 15公分深度土壤之溫度變化，並

調查地被生長半年後植株高度。結果顯示，定植 80天以蠅翼草表現最佳，綠覆度

達 88.2%明顯高於其它 4 種，其次為圓葉節節菜、蛇莓與鈴木草（分別為 61.1、

59.9與 57.2%），越橘葉蔓榕則僅 37.0%，其生長速度明顯較慢。定植 120天仍以

蠅翼草表現最佳，綠覆度達 100.3%全覆蓋狀態，並且維持到定植 172 天的 9 月中

旬，圓葉節節菜與鈴木草綠覆度表現居次（分別為 81.7與 63.4%），而蛇莓受到 8

月夏季高溫影響生長不佳致綠覆度反轉，與越橘葉蔓榕的綠覆度各為 37.7及 40.5%。 

 

關鍵字：地被植物、原生地被、山村景觀、屋頂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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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經營組口頭發表程序表 

10 月 27日(星期四) 

序號 發表編號 報告時間 題目 作者 

1* O13-S1-1 14:15-14:30 桂竹最適疏伐作業與補貼機制之探討 
陳瑩達、王培蓉、

成晨光、張錦特 

2* O13-S1-2 14:30-14:45 
COVID-19疫情時代溪頭自然教育園區星

光票策略效益之研究 
陳勇至、柳婉郁 

3* O13-S1-3 14:45-15:00 光達點雲技術應用於人工林智慧化管理 

彭炳勳、陳建璋、

蔡佳彬、魏浚紘、

黃睦宇、廖和順、

羅卓昱、陳朝圳 

4* O13-S1-4 15:00-15:15 叢生竹林經營專案碳匯方法學建立芻議 
林裕仁、林俊成、

王淑華、劉怜均 

5* O13-S1-5 15:15-15:30 
應用多期紅外正射影像自動分類於木麻黃

防風林變遷監測 

謝漢欽、傅春旭、

王韻皓、洪紹翔 

6* O13-S1-6 15:30-15:45 
解構林業政策中的「參與」－以臺大實驗

林為例 
婁安琪、盧道杰 

序號 發表編號 報告時間 題目 作者 

1* O13-S2-1 16:05-16:20 
桂竹老齡林不同強度疏伐後之短期更新動

態 

林鴻志、何姍穎、

邱奕辰、吳濟琛 

2 O13-S2-2 16:20-16:35 
聯合分析法探討民眾對都市林屬性偏好之

研究 
郭嘉閑、柳婉郁 

3 O13-S2-3 16:35-16:50 移動式光學感測器應用於林木立體建模 
劉世玄、彭炳勳、

陳建璋、魏浚紘 

4 O13-S2-4 16:50-17:05 
氣候變遷對森林遊樂區影響之研究—以阿

里山為例 
林珮瑄、柳婉郁 

5 O13-S2-5 17:05-17:20 
環境開發與生態社區永續發展之探討-以

宜蘭員山鄉中華社區為例 
邱佳喆、鄭孟灝 

6 O13-S2-6 17:20-17:35 氣候環境指標與臺灣林火關聯性之研究 
俞鈜文、王世宇、

柳婉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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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經營組口頭發表程序表 

10 月 28日(星期五) 

序號 發表編號 報告時間 題目 作者 

1 O13-S3-1 10:00-10:15 
專家對造林獎勵政策之看法及其與森林

價值關聯性之探討 
林佩貞、顏添明 

2 O13-S3-2 10:15-10:30 森林碳權之供給與需求分析 伍峻宏、柳婉郁 

3 O13-S3-3 10:30-10:45 
國家層級永續森林經營準則與指標之建

構 
方翊、柳婉郁 

4 O13-S3-4 10:45-11:00 
霧台鄉深度旅遊之遊程規劃與遊客滿意

度研究  
柯靜宜、陳美惠 

5 O13-S3-5 11:00-11:15 
蜜源植物監測方法與 UAV之應用-以霧

台鄉為例 

劉家翔、陳美惠、

廖晋翊、魏浚紘 

6 O13-S3-6 11:15-11:30 
三維多平臺移動型光達於森林資源調查

之準確性 

劉鎮毅、彭炳勳、

陳建璋、魏浚紘 

7 O13-S3-7 11:30-11:45 無人機影像應用於芒果產量之估算 

周聿涵、林柏儀、

魏浚紘、陳建璋、

謝依達 

備註： 

1. 每位報告人所使用之時間為 15分鐘，其中口頭報告 10分鐘，問題詢答 5分鐘 

2. *：教師及研究人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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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經營組(教師、研究人員) 

桂竹最適疏伐作業與補貼機制之探討 

陳瑩達 1*、王培蓉 2、成晨光 3、張錦特 4 

 
1 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260007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號。 
2 林業試驗所林業經濟組。100051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號。 
3 天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106028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170號 2樓。 
4 長庚大學資訊管理學系。33302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59號。 
* 通訊作者，yinda@niu.edu.tw  

 

摘要 

 

提出適當的補償政策與經營方案以便同時滿足政府及林農的經營目標，是森

林經營決策者面臨的重大挑戰。桂竹佔竹材總產量約九成且 85%產自桃園的原住

民保留地，故本研究旨在探討合理的疏伐作業與補貼，期能在「原住民保留地禁伐

補償條例」補貼新台幣 30,000/ha元且至少 70%覆蓋率的前提下，達成桂竹永續經

營。本研究建立桂竹疏伐成本效益分析模型，利用線性規劃與多選擇目標規劃進行

三種情境分析: 1.皆伐；2.維持 70%覆蓋率的最低疏伐密度；3.達成最大化毛利(皆

伐)、最小化補貼金與疏伐密度等多目標竹林經營。研究結果指出，一組 5 人工班

費時約 22 天可皆伐 1 公頃桂竹，售竹可獲約新台幣 101,150 元的毛利。在覆蓋率

七成以上等限制的前提下，最低疏伐密度為 34%，且至少有新台幣 22,710 元的毛

利。然而，情境三的研究結果發現，78%疏伐密度可獲得約新台幣 800,000 元的毛

利，且僅需新台幣 21,150 元補貼就可讓林農維持皆伐竹林時的毛利。本研究進一

步利用敏感度分析探討疏伐密度與補貼金額的關係，發現 70%疏伐配合新台幣

29,345元的補貼可維持皆伐時的毛利。綜上可知，林務部門應可輔導申請禁伐補償

的原保地竹農進行每公頃伐採 70%竹林的疏伐作業，藉此吸引竹農持續經營原保

地竹林，同時達成林務局提升竹材自給與維護竹林健康的目標。 

 

關鍵詞：森林經營、桂竹、疏伐、政府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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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經營組(教師、研究人員) 

COVID-19 疫情時代溪頭自然教育園區 

星光票策略效益之研究 

陳勇至 1、柳婉郁 2* 

 
1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557南投縣竹山鎮前山路一段 12

號。 
2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402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 通訊作者，wyliu@nchu.edu.tw 

 

摘要 

 

2020年開始世界各地紛紛受到 COVID-19的肆虐，造成全球經濟動盪與不安，

其中旅遊產業影響最為巨大，森林遊憩事業也深受衝擊。目前全臺有 22座森林遊

樂區，溪頭自然教育區是目前臺灣最受歡迎的森林遊樂區，近年來每當假日停車位

不足以及塞車的狀況早已是溪頭的常態，大量的遊客在短時間內湧入對於自然資

源及設施恐會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與破壞。因此園區於 2021年 4月 1日至 9月 30

日，進行長達半年的星光票優惠試辦，凡於每日下午 3 時後得購買半票入園之優

惠措施，期達到遊客分時分流的效果，此措施亦是全臺森林園區的首創。本研究為

探討新票種推出所產生的策略效益，以便利抽樣方式進行不記名問卷調查，共調查

629 份問卷，80.4%的受訪者表示星光票的票價是合理的，高達 92.4%的受訪者傾

向願意再利用星光票優惠到訪溪頭，95.5%的受訪者傾向願意將星光票優惠的資訊

告訴親朋好友，顯示星光票的推出可獲得遊客的喜愛與肯定。惟有 73.3%的受訪者

是到達售票處才知道有星光票優惠，因此建議園方可加強星光票的行銷與宣傳，使

星光票效益充分發揮。在 COVID-19疫情時代，保持社交距離的觀念受到國人所重

視，星光票的推出或許亦是後疫情時代兼顧經濟和社會的一種新的防疫營銷策略。 

 

關鍵詞：森林遊憩、森林遊樂、行銷策略、重遊意願 

  



5 

 

口頭發表-森林經營組(教師、研究人員) 

光達點雲技術應用於人工林智慧化管理 

彭炳勳 1、陳建璋 2、蔡佳彬 3、魏浚紘 2、黃睦宇 4、廖和順 1、羅卓昱 1、陳朝圳 2* 

 
1 林業試驗所森林經營組。100051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號。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912301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號森林系。 
3 林業試驗所六龜研究中心。844005 高雄市六龜區中庄 198號。 
4 康鷹空間資訊有限公司無人機航測部。231749新北市新店區安興路125-1號6樓。 

* 通訊作者，cct@mail.npust.edu.tw 

 

摘要 

 

本次研究以雲林古坑地區 10年生桃花心木人工林為研究對像，造林地經光達

點雲(Point Cloud)影像拍攝，進行以光達點雲為基礎的單木屬性測量(如 DBH、樹

高、樹冠投影面積)及立木位置標示，產出資訊以 GIS 平台進行管理，目的是期能

建構造林地立木空間資訊，進行未來林地管理使用。在結果方面共有 2 點：(1)比

對 DBH 的人工量測與自動化判釋誤差情形，DBH 的自動量測與現地量測數據相

關分析結果顯示 R2為 0.98，誤差相當小，但當胸高處有萌蘗、分岔、異常膨大時，

將會造成較大的數據誤差；(2)利用造林木相關空間資訊，如立木位置、直徑級大

小、立木相鄰距離，進行以點雲影像為基礎的疏伐模擬，因為現場經過數位化，操

作人員可透過螢幕圖像，根據 DBH、主幹型態、相對間距等資訊進行疏伐模擬與

最適方案選定，本次研究中進行的模擬方案包括多種疏伐度的下層疏伐、行列疏伐

、未來木留存疏伐、特殊地景疏伐等，不論採用何種方式，皆可在模擬階段先預判

孔隙大小、造林木間距調整情形、生育空間釋放程度與減緩林木競爭壓力、進行疏

伐規劃案可行性評估及驗收執行成果等。 

 

關鍵詞：人工林、LiDAR、經營規劃、智慧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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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經營組(教師、研究人員) 

叢生竹林經營專案碳匯方法學建立芻議 

林裕仁 1、林俊成 2、王淑華 1、劉怜均 1* 

 

1 林業試驗所森林利用組。100051 臺北市南海路 53號。 
2 林業試驗所主任秘書室。100051 臺北市南海路 53號。 

* 通訊作者，jeannie@tfri.gov.tw 

 

摘要 

 

為減緩溫室氣體排放所導致的氣候變遷，全球致力推動碳中和，設定於 2050

年達到淨零排放之共同目標。在諸多淨零排放途徑中，以自然為本解方(Nature-

based Solutions, NBS)增加自然碳匯(carbon sink)，已受到各國重視與致力推動的途

徑。NBS 除透過一般林木的造林增加碳匯外，竹子生長快速，可自然更新的特性，

其碳儲存力在近年來已愈加受到重視，因而在推動淨零排放途徑中更受重視與利

用。而善加經營竹林作為增加碳匯之自然解方，更適合土地資源有限的臺灣。臺灣

竹林種類多元且豐富，有散生竹及叢生竹兩大竹林類型，如何衡量不同類型竹林經

營活動所增加的碳匯，則需透過碳匯方法學的建立進行系統性估算。因叢生竹林之

經營方式迥異於散生竹林，且有關叢生型竹林經營研究闕如，加以南部豐富叢生竹

林資源再利用目前有政策需求考量，因此，本研究以叢生竹林經營活動為範疇，參

考國際間既有竹林經營活動碳匯方法學相關資料，加入臺灣叢生竹林經營實際操

作概況，建立本土化叢生竹林經營活動碳匯方法學為目標。為估算竹林經營專案活

動碳匯量，本研究依據「碳庫選擇」、「基線計算」、「專案活動計算」及「竹產

品碳匯計算」等基本流程，建立符合可量測、可報告與可查證(Measurable, Reportable, 

Verifiable, MRV)三大原則，並透過應用範例檢視方法學之適用性。初步結果顯示，

叢生竹林經營專案活動之碳匯估算方式，除生物量方程式法外，尚建置稈數預估法

及收穫總量法，提供事前與現場碳匯估算易操作及低成本之需求。 

 

關鍵詞：竹、碳匯、叢生竹、方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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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經營組(教師、研究人員) 

應用多期紅外正射影像自動分類於木麻黃防風林變遷監測 

謝漢欽 1*、傅春旭 2、王韻皓 1、洪紹翔 1 

 
1 農委會林業試驗所森林經營組。10066台北市南海路 53號。 
2 農委會林業試驗所保護組。10066 台北市三元街 67號。 

* 通訊作者，mickey@tfri.gov.tw 

 

摘要 

 

台中港北堤防風林區，廣植木麻黃長達 45年的歷史，林木呈現老化衰退現象

。2002 年後本區發現許多因褐根腐病導致林木死亡形成的孔隙，以及後來因人為

植樹或闊葉樹天然更新區塊，是否導致木麻黃覆蓋面積的減少，孔隙及闊葉樹是否

持續擴展，影響防風林原有的防風功能，值得長期監測。本研究使用本區 2010年

至 2019年共 7期的四波段正射影像，應用 mean shift 物件導向影像分割法，針對

每期每幅正射影像的 NDVI 影像進行物件分割與分類，萃取植生覆蓋區與孔隙區

。並應用多尺度影像分割法，對植生覆蓋區的 4 個波段影像及全色 texture 影像，

進行影像物件分割後，使用 random forest 非監督影像分類法，將木麻黃與闊葉樹

覆蓋區分離，形成木麻黃、闊葉樹及孔隙 3 大组類。使用地理資訊影像變遷分析 7

期的分類影像，求取 3 大组類的面積變遷及面積轉移矩陣，計算各個組類 9 年之

間的年轉移率及轉入率。分析結果顯示 9年之間木麻黃覆蓋面積有下降趨勢，從 2

35 ha降至 216 ha，孔隙面積大致維持在 35 ha水平；闊葉樹面積有明顯增加趨勢

，從 23 ha增加到 40 ha，木麻黃轉移至闊葉樹的年轉移率大於轉移至孔隙的年轉

率。各年期綜合年變動率，以 2012年至 2013年最大，主要是受闊葉樹增加率大幅

提升之影響。成果可提台中港務局對本區防風林經營的決策資訊。 

 

關鍵詞：紅外正射影像、木麻黃、物件導向影像分析、隨機森林、變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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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經營組(教師、研究人員) 

解構林業政策中的「參與」－以臺大實驗林為例 

婁安琪 1*、盧道杰 2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森林經營組。10066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號。 
2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號。 
* 通訊作者，aclou@tfri.gov.tw。 

 

摘要 

 

參與是全球參與式林業，包含社區林業計畫的重要元素，也是評量其成效的關

鍵指標。2002 年林務局推出社區林業計畫，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

林管理處(以下簡稱實驗林)自 2009 年開始，為改善與當地社區及原民部落間的互

動關係，承襲林務局社區林業政策，陸續施行第 1、2階段社區林業計畫、共榮計

畫及林下經濟。本研究透過質性研究取徑，嘗試解構鑲嵌在實驗林相關政策內容中

的參與，並耙梳、解析這些政策的定位。田野工作從 2020年 12月至 2022年 2月，

共回顧 171件計畫報告、出版刊物和期刊論文，參與觀察 5次及訪談 11人次。研

究發現實驗林藉由較穩定持續的第 1 階段社區林業計畫，增加溝通管道、累積互

信基礎；同時提供經濟誘因，讓社區及部落發展小型環境友善產業。2018 年後實

驗林對第 2 階段社區林業計畫態度轉趨保守，改為邀請互動關係良好的社區，參

與為其量身訂造的共榮計畫，並拓展至更多元的權益關係人及議題，如學校及私營

單位，但參與形式較為單一。近年林下經濟則以實驗林主導，栽植愛玉子、香菇、

養蜂及土雞飼養示範經營及教育推廣為主。實驗林的各項與社區、原民部落或在地

民眾相關的計畫，雖然林業治理上的實質參與較為有限，但仍有助於增進互動及多

元、跨域的產業發展。 

 

關鍵詞：參與式林業、社區林業、在地參與、夥伴關係、森林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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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經營組(教師、研究人員) 

桂竹老齡林不同強度疏伐後之短期更新動態 

林鴻志 1*、何姍穎 1、邱奕辰 1、吳濟琛 1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100051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號。 
* 通訊作者，hclin@tfri.gov.tw 

 

摘要 

 

桂竹(Phyllostachys makinoi)是台灣竹材生產的主要竹種，產地多來自原鄉，原

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條例實施後，竹林伐採面積減少，林分逐漸老化；淨零增匯目

標下，推動老化竹林更新成為重要課題。桂竹具有生長快速、固碳效率高的特性，

未來有機會發展成為碳權交易的潛力林業。然而桂竹老齡林密生枯立倒竹，老竹生

產力衰退，撫育管理方式及其對竹林更新、竹材品質與促進碳匯效益之影響值得關

注。本研究於新竹縣尖石鄉八五山區，進行桂竹老齡林不同強度之疏伐試驗。原始

竹林平均密度高達 24,100 株/ha，2020年 6月設置伐除強度 70%、30%密度疏伐與

未疏伐之試區，並標記調查留存竹齡、竹徑/竹高等。續於 2021、2022 年之生長季

前調查留存竹之枯死數量、齡級與徑級等，並於生長季後調查新生竹之增加數量、

竹徑/竹高等資料，分析不同強度疏伐後 2 年間，桂竹老齡林林分密度、齡級分布

與竹材徑級之動態變化差異，並與未疏伐撫育對照區進行比較。其結果可提供久未

經營之荒廢桂竹林，初期撫育作業選擇竹林留存密度，評估其撫育後竹林生長更新

情形，及估算撫育措施對竹材產量、生物量或竹林碳匯短期增加量之實證參考。 

 

關鍵詞：桂竹、疏伐、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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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組-森林經營組(研究生) 

聯合分析法探討民眾對都市林屬性偏好之研究 

郭嘉閑 1、柳婉郁 2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學生。402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2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教授。402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 通訊作者，dinovivi@gmail.com 

 

摘要 

 

隨著都市化發展，都市林逐漸成為都市的綠肺，在調節空氣品質與培養民眾休

閒興趣等方面皆具重要作用。因樹木栽植與公共設施能隨人類喜好調整，分析民眾

對都市林特徵偏好有其重要性。本研究先以問卷形式，針對曾造訪過台北市任一都

市林的民眾做調查，透過詢問民眾對台北市都市林之組成屬性偏好及基本資料，並

採用聯合分析法(Conjoint Analysis)進行分析，進而了解民眾對都市林之屬性偏好，

評估彼此間的相關性。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優先考量的屬性順序為空氣污染程

度、環境整潔度、交通。因此在規劃或管理都市林時，首先針對具淨化空氣的樹種

進行栽植，其次提升清掃頻率及增加垃圾桶數量，最後可以將地點選在主要幹道或

大眾運輸站點旁，抑或是增加附近大眾運輸班次。另外，在差異分析結果顯示，環

境整潔度以男性、39 歲以下較注重，而空氣污染程度及交通則是女性、40歲以上

認為較重要屬性；造訪頻率由高至低，重視屬性分別為環境整潔度、空氣污染程度、

交通；交通工具的偏好差異中，環境整潔度以騎自行車者較重視，空氣污染程度對

使用汽機車者而言屬較重要屬性，交通則是搭乘大眾運輸受訪者視為較重視的屬

性。本研究所分析之都市林屬性偏好，盼能提供未來都市林規劃管理決策及學術研

究之參考。 

 

關鍵詞：聯合分析法、集群分析法、差異分析法、都市林、偏好、屬性、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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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經營組(研究生) 

移動式光學感測器應用於林木立體建模 

劉世玄 1、彭炳勳 2、陳建璋 1、魏浚紘 1*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91201屏東縣學府路 1號。 

2 農委會林業試驗所森林經營組。100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號。 
* 通訊作者，aw711212@gmail.com 

 

摘要 

 

伴隨科技日新月異，硬體設備創新發展突飛猛進，為了可獲得與紀錄更多森林

資源調查資料，其紀錄與分析方式逐漸從 2D平面轉變至 3D立體，如受保護樹木

之樹冠、樹幹與枝條體積或林分冠層體積等，除可使調查內容更加精確，亦可將其

視覺化，透過不同角度進行測計與其他多元利用價值。雖然目前已有許多高精度測

量儀器可完成 3D資料記錄，但其價格較難推廣於一般大眾，故本研究以較輕便且

價格相較為低之智慧型手機與遙控多旋翼機進行林木建模，透過研究與調查過程

分析，以了解建模流程、林木 3D資訊準確度以及其推廣實用性等進行探討。透過

移動式光學感測器對單木在固定相同高度與不同拍攝距離(1.7 m、2.7 m、3.7 m、

4.7 m、5.7 m)進行各種不同角度(10˚、20˚、30˚、40 ̊ 及 60˚)拍攝，並透過近景攝影

測量(Close Range Photogrammetry, CRP)以運動恢復結構(Structure from Motion, SfM)

演算法重建物件三維空間模型，後續以點雲分布狀態以及林木圓盤直徑之萃取進

行模型完整度與精確度評估。結果顯示，在相同物件、拍攝距離 2.7 m 及鏡頭高為

1.3 m 下，對林木以 10˚所建置之模型最為完整，而 30˚所建置之模型無法正確對齊

且有缺陷，無法進行最低限度測量，後續本研究將持續建立完整流程，確立可使一

般大眾更容易完成相關紀錄。 

 

關鍵詞：都市林、受保護樹木、三維建模、運動恢復結構、遙控多旋翼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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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經營組(研究生) 

氣候變遷對森林遊樂區影響之研究—以阿里山為例 

林珮瑄 1、柳婉郁 2*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研究所學生。404 台中市北區國瑞街 128號。 

2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特聘教授。402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 通訊作者，alen1282@kimo.com 

 

摘要 

 

全球氣候變遷日益加劇，極端氣候與快速變化之氣候狀況，如氣溫升高、降雨

分配改變、火災頻率增加與強颱比例增加等，導致臺灣森林生態系服務改變並損害

人類福祉。本研究以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作為研究區域，探討氣候變遷對森林遊

樂區之影響，將蒐集數據並進行向量自迴歸分析與多元線性迴歸分析，探討氣象資

料對遊客人數是否具顯著影響；另本研究將進行實地問卷調查，以 t 檢定、卡方檢

定與變異數分析等方式進行分析，探討受訪者對森林遊樂區未來氣候變遷之想法。

本研究結果顯示，氣候因子與遊客人數呈顯著相關，其中遊客人數與最高氣溫及風

速呈正相關，而與降水量、相對濕度、日照時數及能見度呈負相關；問卷資料分析

顯示，受訪者對森林與氣候變遷議題相當重視，尤以極端高溫事件最為關切，且最

在意遊樂區發生森林火災與林相改變等問題，另若未來氣候變遷相當嚴重(RCP8.5

)，將減少受訪者之再訪意願、旅遊頻率與每次停留時間。根據本研究結果，氣候

變遷對森林遊樂區產生顯著影響，且氣候狀況為遊客造訪森林遊樂區之重要考量

因素，建議相關管理單位將氣候變遷現況納入經營決策，並提出森林遊樂區應對氣

候變遷之相關政策，以減少氣候對森林遊樂區之衝擊，並維持遊客良好之旅遊體驗

。 

 

關鍵詞：氣候變遷、森林遊樂區、森林生態系服務 

  



13 

 

口頭發表-森林經營組(研究生) 

環境開發與生態社區永續發展之探討 

-以宜蘭員山鄉中華社區為例 

邱佳喆 1*、鄭孟灝 2 

 
1 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碩士班。26047宜蘭市神農路 1 段 1號。 
2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碩士班。10617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 通訊作者，sagewolf703@gmail.com 

 

摘要 

 

中華社區位於宜蘭淺山區位，富含豐富的水源、礦業等自然資源， 也因此成

為當地社區發展願景的矛盾與爭論。中華社區反對永侒實業擴大開採爭議於 2019

年底爆發，引起支持與反對開礦兩派居民的爭論。本研究於 2020 年 12 月至 202

1 年 3 月以滾雪球抽樣，針對與該事件相關的 13 位人士進行深度訪談，透過分析

中華社區與永侒實業抗爭的歷史過程，檢視中華社區的生態發展與環境開發間的

衝突，試圖提出兩相權衡下的最佳策略。由訪談結果得知，中華社區當地居民大多

到外地工作；社區參與社區林業計畫主要針對社區環境調查。砂石場及礦場在中華

社區歷史悠久，2019 年永侒實業擴大開採環評現勘後，始發現運礦路線與理解有

所出入，且將嚴重汙染飲用水與破壞社區景觀，開始有部分居民反對永侒實業開礦

，居民也因此分為支持和反對開礦兩派。無論開礦與否，大部分居民希望社區對內

能加強老人與小孩的照護，提升社區整體機能；對外希望串聯社區內的生態景點或

發展陶瓷觀光產業，增加就業機會，讓年輕人回流。本研究建議，無論開礦與否，

社區應以加強社區凝聚力為起點，使礦業與生態發展可共榮，礦業可發展陶瓷特色

產業；生態發展在社區內結合冷埤、粗坑溪等生態景點，社區間可串聯省道臺 7 

線上的社區，形成自然生態觀光的整合發展帶，共同推展特色旅遊，讓社區以生態

特色成為長遠的發展目標。 

 

關鍵詞：社區林業、環境抗爭、凝聚力 

  



14 

 

口頭發表-森林經營組(研究生) 

氣候環境指標與臺灣林火關聯性之研究 

俞鈜文 1、王世宇 2、柳婉郁 3*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研究生。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2. 美國猶他州立大學植物、土壤氣象學系教授。Logan, UT 84322, United States。 
3.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教授。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 通訊作者，wyliu@nchu.edu.tw 

 

摘要 

 

臺灣，作為一降雨豐富、潮濕之國家，受全球氣候變遷之影響，在 2020年至

2021年初經歷一嚴重之乾旱事件，並造成自 2002年以來森林火災最嚴重的一年。

過去研究雖已針對大多數半乾燥地區進行探討環境因子與森林火災間的關係，然

而，卻鮮少針對臺灣森林火災與當地環境變遷關係進行探討。因此，受當今全球氣

候變遷影響造成極端氣候如乾旱等事件頻傳等，本研究將探討臺灣環境(氣象、植

被、土壤水分、乾旱指數、加拿大森林火災指數(Canadian Forest Fire Weather Indexes, 

FWI)情形與過去 1964 至 2021 年間森林火災之關聯性。研究結果指出，臺灣森林

火災通常與當地長期異常之乾旱事件有著密切的關係。環境情形如低土壤、燃料水

分為影響臺灣森林火災之關鍵因子。另外，結果亦指出先前環境如長達 9 個月之

異常乾旱事件將造成臺灣森林火災嚴重的發生。相反的，結果亦指出 12 至 15 月

前之高降雨情形，將助長植被之生長，卻導致往後森林火災高燃料蓄積，將助長森

林火災之發生。本研究結果不僅確立了臺灣環境因子與林火之間的關係，該結果亦

對於臺灣未來之森林火災防治政策至關重要。 

 

關鍵詞：森林火災、環境因子、相關性分析 

  

mailto:wyliu@nchu.edu.tw


15 

 

口頭發表-森林經營組(研究生) 

專家對造林獎勵政策之看法及其與森林價值關聯性之探討 

林佩貞 1、顏添明 1*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40227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森林學系。 
* 通訊作者，tmyen@dragon.nchu.edu.tw 

 

摘要 

 

本研究在於探討林業專家對造林獎勵政策之看法，並採用認知階層理論分析

其森林價值與造林獎勵政策之關聯性。政策看法分為獎勵方法之認同度、重要性以

及政策目標之認同度 3個部分，獎勵方法包括苗木補助、造林貸款、造林獎勵金及

禁伐補償等 4個項目，政策目標涵蓋國土保安、涵養水源、綠化環境、森林碳吸存

、生物保育、木材生產等 6項。研究方法以問卷進行調查，發放地點位於屏東縣車

城鄉永在林業之會議室，對象為參加培訓工作坊之種子教師，共獲 40份有效問卷

。資料採用信度分析、敘述性統計、探索性因素分析與多元回歸進行分析。結果顯

示，專家對於不同獎勵方法，以造林貸款之認同度 (4.33 分) 與重要性 (4.35 分) 

與造林獎勵金之認同度 (4.20 分) 與重要性 (4.45 分) 所得分數較高；政策目標之

認同度皆高於認同 (4分)，然而各項目標所得結果無顯著差異。而森林價值經因素

分析萃取出 2個構面。森林價值對看法之多元回歸結果顯示，構面 1僅對「增加森

林碳吸存量」目標之看法呈正向關係；而構面 2則對「造林貸款」之認同度及重要

性、「綠化環境」目標之看法及「促進自然保育、生物多樣性維護」目標之看法呈

正向關係。本研究探討林業專家對造林獎勵政策的看法，所得結果可供造林政策之

參考。 

 

關鍵詞：利害關係人、限伐補償、政策態度、認知階層理論 

  

mailto:tmyen@dragon.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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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經營組(研究生) 

森林碳權之供給與需求分析 

伍峻宏 1*、柳婉郁 1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402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 通訊作者，human7838840@gmail.com 

 

摘要 

 

自 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簽署後，確立溫室氣體所造成氣候變

遷嚴重性，前人研究也闡明氣候變遷對環境與生態系的危害，如今以自然為基礎的

解決方案森林碳匯為重要的減排策略之一，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文獻回顧探討森

林碳匯供給與需求之影響因素，做為未來研究台灣林地、邊際農地，再造林之可行

性分析。本研究整理出我國林地與農地的人工林二氧化碳儲存量、木材利用率、木

材收益、碳權收益、造林獎勵金、造林成本、碳權認證成本、造林機會成本。本研

究亦根據前人研究之願付價格之顯著影響因素設計問卷，調查我國企業購賣森林

碳權之意願。本研究預期將結合林地與農地造林之最低願意接受價格、企業購買森

林碳權之最高願意購買價格，求出我國碳權市場之均衡價格；並利用林地與農地造

林收益淨現值結果，結合問卷結果探討影響供需差距之因素。 

 

關鍵詞：森林碳權、碳匯、機會成本、自然為基礎的解決方案、願付價格 

  

mailto:human783884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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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經營組(研究生) 

國家層級永續森林經營準則與指標之建構 

方翊 1*、柳婉郁 2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研究生。803005高雄市鹽埕區北端街 68號十二樓之 1。 
2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教授。402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 通訊作者，loufun52@gmail.com 

 

摘要 

 

永續森林經營(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SFM)是世界森林經營共同的目

標，準則與指標(Criteria and Indicators, C&I)系統是國際普遍用以指引 SFM 決策及

實務的重要工具。SFM 的 C&I系統可用於監測、匯報、評估森林經營狀況，並依

相對重要性折衷 SFM 不同面向之利害，有助於森林政策制定及利害關係人間之協

調。我國以永續森林經營為理念實施森林政策，卻仍未將國家層級 SFM 的 C&I用

於森林經營，而前人制定之國家層級森林經營 C&I至今已逾 10年，且未全面探討

SFM 所有面向之相對重要性，也未考慮指標間之交互影響。故本研究參考近年國

際之 SFM 的 C&I案例及相關研究，考量指標間的交互影響，使用混合特徵值模糊

認知圖繪(Hybrid Eigenvalue-Fuzzy Cognitive Map, HEFCM)全面探討我國國家層級

SFM 的 C&I及其中各項準則、指標之相對重要性。本研究採用聯合國之 7項國家

層級 SFM 準則，各準則下之 SFM 指標則篩選自現行之國際 SFM 的 C&I與前人制

定之我國國家層級森林經營 C&I，共得 56 項指標。經徵集森林領域專家之意見，

本研究確認各項指標之相對重要性及其間之交互影響，進而授予每項指標權重；另

外，亦說明各指標之測計單位及監測資料來源。本研究之結果可應用於匯報國內森

林現況及變化趨勢、評價森林經營朝 SFM 之進展及未來國家森林政策之良窳、促

進森林經營相關資訊之流通、協助各方森林利害關係人達成共識。 

 

關鍵詞：多準則決策、模糊層級分析法、森林經營評估、利害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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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經營組(研究生) 

霧台鄉深度旅遊之遊程規劃與遊客滿意度研究 

柯靜宜 1、陳美惠 2*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碩士。91201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號。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學系教授。91201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號。 
* 通訊作者，meihui106@gmail.com 

 

摘要 

 

臺灣的森林覆蓋率 60.71%，森林經營與原住民部落關係密切。社區林業推動

部落深度旅遊，整合部落人文地產景資源，透過遊程規劃設計，可提供民眾深度體

驗的遊程內容與服務，帶來以部落為主體的旅遊收益。本研究以霧台鄉為範圍，透

過田野調查及訪談挖掘可供深度旅遊的亮點資源，由谷川、神山、霧台、禮納里等

4個部落基地，進行跨區旅遊資源整合規劃，從導覽解說、交通接駁、餐飲、購物

等服務，經實地現勘踩線、動線規劃、遊程訂定，以及遊程試操作 5次實地演練，

經修訂後完成 1條套裝遊程設計，並以霧台鄉 12名在地導覽解說人員進行解說服

務。為瞭解遊客滿意度設計調查問卷，問卷採李克特式 5 點量表，題項含訂購服

務、導覽解說服務、遊程規劃內容、遊程資訊與相關服務調查及基本資料 5個構面

共 35個題項，調查期間自 2021年 1月至 2022 年 3月，採人員現場發放問卷方式，

回收 442份有效問卷。問卷資料使用 SPSS 統計軟體進行敘述性統計與 ANOVA分

析，結果顯示問卷信度達 0.88以上，遊客整體滿意度平均 4.6分以上，滿意度差異

分析呈現婚姻狀況、年齡具有顯著差異，再利用 Scheffe進行事後成對比較並無組

間差異。藉由本研究規劃以部落為基礎的深度旅遊，整合地方資源彌補原鄉交通問

題及人力不足之限制，可望成為霧台鄉實踐永續旅遊一種模式。 

 

關鍵詞：社區林業、森林經營、深度旅遊、遊程規劃、遊客滿意度 

mailto:meihui10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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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經營組(研究生) 

蜜源植物監測方法與 UAV之應用-以霧台鄉為例 

劉家翔 1*、陳美惠 1、廖晋翊 1、魏浚紘 1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91201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號。 
* 通訊作者，l6304477@gmail.com. 

 

摘要 

 

林務局於 2019 年推出林下經濟政策，森林養蜂成為正面表列物種之一，並陸

續在山村部落推展開來。森林蜜源植物的豐富性與多樣性，與蜂群總數及蜂蜜產量

有顯著相關，但至今仍少有蜜源植物的物候調查研究。本研究探討森林蜜源植物的

監測方法，並以屏東縣霧台鄉為範圍，透過穿越線調查法與圓圈法，進行地面資料

的調查蒐集，再應用 UAV 進行大面積的監測，使得蜜源植物調查具備植物物候、

植物熱點分布及分布面積之多元資訊。研究自 2022年 1月至 9月，針對霧台鄉佳

暮部落、神山部落及阿禮部落進行蜜源植物監測，並以阿禮部落做 UAV應用的調

查場域，透過研究建立 UAV應用於蜜源植物監測的方法及模式。初步研究結果顯

示，霧台鄉蜜源植物共 41種，其中提供蜜、粉植物則有 6種，其中喬木有 21種，

灌木 10種次之，草本植物 8種，藤本為 2種，主要特色蜜源有，春季的楓香、水

錦樹；夏季的相思樹、酸藤；秋季則有羅氏鹽膚木、克蘭樹。本研究利用 UAV大

面積資料輔助地面資料的不足，於阿禮部落劃設 40 ha 的調查範圍，使用空拍機

EVOⅡ進行航空拍攝，並以四季作為拍攝時間段，利用拍攝後的空拍圖層資料，進

行大面積的植物監測，目前初步判定調查區域為暖溫帶闊葉林，初步判釋出紅肉李、

楓香以及臺灣栲等植群分布。研究期能提供造林規劃之參考，以打造兼具森林療育、

水土保持以及蜜源植物供給等生態系服務功能之蜜源森林。 

 

關鍵詞：蜜源植物、穿越線調查、UAV之監測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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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經營組(研究生) 

三維多平臺移動型光達於森林資源調查之準確性 

劉鎮毅 1、彭炳勳 2、陳建璋 1、魏浚紘 1*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91201屏東縣學府路 1號。 

2 農委會林業試驗所森林經營組。100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號。 
* 通訊作者，zzzjohn@g4e.npust.edu.tw 

 

摘要 

 

近年來光達雷射掃瞄系統(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LiDAR)及無人飛行載

具(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UAV)為興盛之森林調查技術，光達雷射掃瞄系統具非

破壞性量測技術、多重反射、可重複檢核及高精度之特性，其產生之點雲資料具三

維空間資訊光達系統依據其雷射測距原理，可搭載於不同載具上，大致可分為衛載

光達、空載光達及地面光達三大類，其中以空載光達及地面光達較常被運用在森林

資源調查中，並可建立三維立體之數值模型獲取準確之林木性態值。本研究區域位

於雲林縣古坑鄉一處共 1,656 株大葉桃花心木(Swietenia macrophylla King)平地人

工林，探討在光達系統掃瞄後點雲建模下各項林木性態值與使用傳統器材傳統調

查測量值的準確度及差異性。本研究將透過敘述性統計分析及計算誤差來探討點

雲資料所產生之胸徑、枝下高及樹高值與傳統調查測量值之關係。初步研究結果顯

示，傳統調查測量之胸徑及枝下高皆與地面光達測量之數據有高相關性且 RMSE

在可接受範圍，但傳統調查測量之平均樹高為 12.9±4.0 m，而光達所量測之平均樹

高為 9.9±3.7 m，其 R=0.9、RMSE≒3.1 m，雖具有高相關性但 RMSE 稍大，且平

均值低於傳統調查真值約 3.0 m，推測原因為地面光達掃瞄範圍有限，無法有效正

確掃瞄至樹冠，或是被壓木及次優勢木因點雲數量不足，而造成測量不準確而產生

誤差。量測樹高過大的差異也間接影響材積及蓄積量的計算，為解決此情形，本研

究將地面光達及空載光達點雲合併後與傳統調查測量之樹高再進行統計分析後發

現，所量測之平均樹高為 12.3±4.01m，其 R=0.9、RMSE≒0.7 m，具有高相關性且

RMSE 在可接受範圍，並成功將量測樹高之準確性大幅提升。 

 

關鍵詞：空載光達、森林資源調查、光達系統、遙測、地面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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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森林經營組(研究生) 

無人機影像應用於芒果產量之估算 

周聿涵 1林柏儀 1魏浚紘 2 陳建璋 3謝依達 4*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91201 屏東縣學府路 1號。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助理教授。91201 屏東縣學府路 1號。 
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教授。91201屏東縣學府路 1號。 
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研究總中心無人載具應用研發中心助理教授級研究員。91201

屏東縣學府路 1號。 
* 通訊作者，blue90234570@gmail.com 

 

摘要 

 

愛文芒果(Mangifera indica L. 'Irwin')於 1954 年自美國佛羅里達州引進臺灣，

主要栽培於臺南市、屏東縣及高雄市等南部地區，因為產量穩定、果實中等、纖維

少、風味佳及果皮鮮紅亮麗，深受農民與消費者的喜愛，故為經濟栽培的主要品種，

占全台芒果半數以上。芒果的產量通常要在收穫後秤重才能得知；如能在收穫前，

快速精確掌握芒果產量，可使農民更容易提前規劃和有效利用資源；因此本研究嘗

試透過遙測的方式，在收穫前掌握芒果產量。本研究利用低成本的消費級遙控無人

機來進行愛文芒果產量估測。在芒果採收前期，採用搭載一般 RGB 相機的遙控無

人機，來進行影像拍攝，並產製正射影像。本研究基於無人機影像中明顯的芒果套

袋特徵，作為估算芒果產量的基礎。為偵測影像中芒果套袋特徵，本研究採用 RGB

為基礎的植生指標、局部最大值法、葉面亮點過濾技術有效正確提取套袋特徵，並

轉換為每株芒果樹的套袋面積，搭配現場調查的果實數量、重量資料進行芒果產量

的推估建模。在芒果產量推估成果中，推估模型決定係數達 0.8以上，驗證模型決

定係數達 0.9 以上，每棵芒果樹產量均方根誤差低於 4 公斤，符合高精度推估標

準。透過本技術可採用消費級遙控無人機，於收穫前期快速了解芒果園的產量，並

可透過圖面方式了解每棵芒果樹的產量差異情形，利用低成本的方式達到精準農

業的目標。 

 

關鍵詞：愛文芒果、無人機、產量估算、精準農業 



111 年森林資源永續發展研討會 

口頭發表 

育林組論文摘要 

 

 

 

 

 

 

委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主辦單位：中華林學會 

主辦單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主辦單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7、28 日 

  



1 

 

育林組口頭發表程序表 

10 月 27 日(星期四) 

序號 發表編號 報告時間 題目 作者 

1* O14-S1-1 14:15-14:30 
六龜地區臺灣杉人工林單木生長模式之研

究 

李隆恩、陳巧瑋、

王韻皓 

2* O14-S1-2 14:30-14:45 臺灣三種河濱植物抗風蝕效益之研究 
梁祐華、徐玉珊、

李嶸泰 

3* O14-S1-3 14:45-15:00 
因應 TCCIP AR6 網格化氣候資料而生的

森林氣候工具：clim.regression v2 
林奐宇 

4* O14-S1-4 15:00-15:15 山胡椒種子發芽處理對育苗之影響 

林鴻志、何姍穎、

邱奕辰、吳濟琛、

蘇子豪 

5* O14-S1-5 15:15-15:30 天仙果不同繁殖方式之成活及生長表現 
蔡政斈、陳芬蕙、

許俊凱 

6* O14-S1-6 15:30-15:45 
運用 Weibull 機率密度函數分析泡桐人工

林之生長潛力 

李隆恩、吳家禎、

何政坤 

序號 發表編號 報告時間 題目 作者 

1* O14-S2-1 16:05-16:20 

Development of insertion and deletion 

markers from Cinnamomum osmophloeum 

complete genome for identification 

Chia-Chen Wu, 

Chi-Chun Lin 

2 O14-S2-2 16:20-16:35 

修改 Anderson 培養基中無機氮源種類及

NO3-:NH4+比例 在杜鵑花組織培養繁殖

之應用 :以唐杜鵑 (Rhododendron simsii 

Planch.)為例 

陳易新、廖宇賡 

3 O14-S2-3 16:35-16:50 
不同客土比例之泥岩惡地土對 11 種臺灣

原生木本植物苗木生長與存活表現之比較 
陳晉儒、王志強 

4 O14-S2-4 16:50-17:05 
臺灣肖楠 Levopimaradiene 雙萜合成酶之

功能鑑定 
程胤瑜、曲芳華 

5 O14-S2-5 17:05-17:20 
Transcriptome Analysis of the Floral 

Development in Acacia confusa 

Vai-cheng Leung, 

Kuan-ying Li, Jia-

Bin Tsai, Jeng-Der 

Chung,Ying-

Hsuan Sun 

6 O14-S2-6 17:20-17:35 
競爭作用對單木生長影響之量化-以新化

林場 44 年生大葉桃花心木為例 
張繽、顏添明 

育林組口頭發表程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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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8 日(星期五) 

序號 發表編號 報告時間 題目 作者 

1 O14-S2-1 10:00-10:15 
不同遮蔭處理下臺灣山茶苗木之光合特

性與能量分配 

沈家毅、周宏祈、

劉瓊霦、陳忠義 

2 O14-S3-2 10:15-10:30 
利用裸露樹根之年輪生長異常估算嘉明

湖登山步道地表侵蝕速率 

陳惟昕、郭家和、

魏浚紘、何立德 

3 O14-S3-3 10:30-10:45 
黃金葛(Epipremnum aureum)垂直與水平

生長形態之光合作用表現及轉錄體分析 

李耘慈、王經文、

王明潔、曹乃文、

孫英玄 

4 O14-S3-4 10:45-11:00 
玉山紫金牛、硃砂根種子發芽試驗與休

眠性質 

劉宥廷、吳宜蒨、

劉瓊霦 

5 O14-S3-5 11:00-11:15 
馬藍之葉部生物量與碳氮元素含量之表

現 

王天佑、林世宗、

鍾智昕 

6 O14-S3-6 11:15-11:30 
部落六種菇木樹種產菇試驗暨段木香菇

生產知識之研究 

范益瑋、陳美惠、

張美惠、吳儷嬅 

7 O14-S3-7 11:30-11:45 臺灣白及菌根內菌根菌群落結構 
謝孟哲、李勇毅、

吳羽婷 

備註： 

1. 每位報告人所使用之時間為 15 分鐘，其中口頭報告 10 分鐘，問題詢答 5 分鐘 

2. *：教師及研究人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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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育林組(教師、研究人員) 

六龜地區臺灣杉人工林單木生長模式之研究 

李隆恩 1*、陳巧瑋 1、王韻皓 1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100060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 通訊作者，taiwan.lof@gmail.com 

 

摘要 

 

測計與量化是森林經營與研究之基礎，經營者多搭配統計模型取得森林資源

之量化資訊。本研究以林業試驗所六龜試驗林第 12 林班 41 年生之臺灣杉(Taiwania 

Cryptomerioides)人工林為材料，探討生長模式於單木層級之應用。研究目的在於探

討 Schumacher 與 Richards 模型建立生長模式之配適效果，分析臺灣杉單木隨年齡

之生長變化，並針對試驗林分提出經營建議。結果顯示，二模型所建立之生長模式

配適效果良好，其中，2 參數之 Schumacher 模型全體配適成功，較 3 參數之 Richards

模型為佳；反之，殘差分析顯示，Richards 模型一但成功建模，其均方根誤差值較

Schumacher 模型為佳，推測原因係參數數量所造成之模式彈性及求解參數限制所

致。另 Richards 模型可快速透過各參數計算生長潛能、生長速度最大值及發生時

間點，且推估效果較為精確，故選為建模之推薦模型。最後，本研究所建立之單木

生長模式可詮釋本林分不同徑級樹木隨年齡之生長情形，結合其他資訊，將可協助

經營者決定撫育之強度及時機。以本林分為例，優勢木仍有很高之生長潛力。中庸

木之生長已過連年生長量最大值，然尚未達平均生長量最大值，有一定之保留價值。

反之，被壓木之平均生長量已過最大值，逾伐採時機，應儘速疏伐以釋放林分資源。

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流程與所得之結果可作為人工林經營與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臺灣杉、生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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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育林組(教師、研究人員) 

臺灣三種河濱植物抗風蝕效益之研究 

梁祐華 1、徐玉珊 1、李嶸泰 2* 

 
1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600355 嘉義市學府路 300 號。 
2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600355 嘉義市學府路 300 號。 
* 通訊作者，jtlee@mail.ncyu.edu.tw 

 

摘要 

 

臺灣海岸地區在東北季風的期間，常有強烈的風蝕現象，嚴重影響當地植生生

長與居民之生活品質，尤其是西部沿海地區。研究證實，影響風蝕的因子包括風速、

土壤含水率、植被覆蓋度等，然而，以栽植地被草本植物增加覆蓋度、攔阻飛沙等

途徑，為最經濟有效之方法，因此本研究利用臺灣蘆竹(Arundo formosana Hack.)、

蘆葦(Phragmites australis (Cav.) Trin. ex Steud.)及甜根子草(Saccharum spontaneum 

L.)等臺灣河濱常見之原生禾本科草種進行風洞試驗，以探討不同覆蓋度與不同草

種之抗風蝕效益。 

由風洞試驗結果顯示，植株覆蓋度愈高，風蝕率愈低，呈顯著的負向相關；另

外，在植被抗風蝕方面，當覆蓋度到達 20%，即能有效地減緩一半之風蝕率，而覆

蓋度到達 60%時，以臺灣蘆竹相較裸土 30 倍之抗風蝕效益最佳，甜根子草之 10 倍

次之，蘆葦之 3 倍最差。因此，建議執行沙丘綠化作業時，於前緣種植抗風蝕能力

較佳之臺灣蘆竹，後方栽植直立高大的蘆葦與甜根子草，並配合風向架設防風籬，

以達到減低風蝕之目標。 

 

關鍵詞：臺灣蘆竹、蘆葦、甜根子草、抗風蝕、風洞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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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育林組(教師、研究人員) 

因應 TCCIP AR6 網格化氣候資料而生的森林氣候工具：

clim.regression v2 

林奐宇 1*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100051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 通訊作者，hylin@tfri.gov.tw 

 

摘要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每 5 至 7 年發佈全球氣候變遷評估

報告(Assessment report, AR)，1990 年以來共發佈 6 個版次，最新版本為 2021 年公

告的第 6 次評估報告(AR6)。其內容除了說明全球氣候變遷最新趨勢及衝擊評估，

亦包含多個國際團隊產製的全球氣候變遷模擬數據庫，以網格形式(通常為 250 km

解析度)提供未來氣候模擬數值。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TCCIP)則

承接 IPCC 之氣候模擬數據，依據我國周邊大氣海洋特性，將全球資料在臺灣地區

降尺度至 5 km 解析度，成為國內評估氣候變遷趨勢與風險衝擊的基礎資料。TCCIP

最新的 AR6 網格化資料預定 2022 年底提供外界使用。 

臺灣陡峭多山，受海拔遞減率、迎背風及南北垂直氣候帶壓縮影響，在短短空

間距離內即存在明顯的氣溫與降水變異，即使 TCCIP 氣候資料解析度達 5 km，仍

難完全符合山區地形變化，亦難滿足陡峭地形下的生態棲位研究需求。本研究以

TCCIP AR6 網格資料為基礎，以 R 語言開發森林氣候工具 clim.regression v2，經

雙線性插值(Bilinear interpolation)及動態局部迴歸(Dynamic local regression)估算不

同時空的海拔遞減率，再配合數值高程模型對山區氣候進行降尺度修正，最終獲得

與地形高度擬合的氣候估測值。clim.regression v2 可依 AR6 情境產製 1960 至 2100

年逐月氣候資料，並輸出多組與森林植物高度相關氣候因子，如溫量指數、生長積

溫、冷積溫度、WorldClim bioclimates 因子(Bio1-Bio19)等，是森林與氣候變遷研究

的重要基礎工具。 

 

關鍵詞：AR6、IPCC、TCCIP、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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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育林組(教師、研究人員) 

山胡椒種子發芽處理對育苗之影響 

林鴻志 1*、何姍穎 1、邱奕辰 1、吳濟琛 1、蘇子豪 1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100051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 通訊作者，hclin@tfri.gov.tw 

 

摘要 

 

近年山胡椒(Litsea cubeba)相關產業成為原鄉特色並逐漸發展，但傳統伐採母

樹、挖掘野生苗等做法，導致野外種實數量減少與採集困難。考量採種實務上有果

實成熟度不整齊、鳥食壓力及欠年等情形，為穩定培育及供應生產山胡椒原料所需

之苗木，本研究探討果熟度、施用 GA3 及低溫層積處理對發芽率、發芽整齊度的

影響，並觀察不同處理之苗高生長及成苗率，另收集山胡椒種實的基本資料，以評

估採種數量之可育成苗數。材料採自台中市出雲山(1,000m)及南投縣蓮華池(690m)，

果實區分黑果(B)及綠果(G)，去除果肉過程同時量測種實容積粒數等資料，種子分

組經 2,400ppm GA3(GA3)或流水(H2O)浸泡 24hrs 後，再分組以 5℃低溫層積 6 個月

(CS)或常溫貯存(RT)。8 個處理組別後續於 15~25℃環境中進行發芽試驗，統計各

處理組的 T50及最終發芽率，發芽 3 個月苗況穩定後，紀錄成苗率及苗高。 

其中山胡椒黑果種子約 19,200±2,586 粒/L，沉水種子約占 75.0%，種子占鮮果

體積約 18.0±2.0%。發芽試驗以黑果(B)表現較佳，低溫層積(CS)可促進山胡椒種子

發芽，提升最終發芽率及縮短發芽時間，其中 B+GA3+CS 處理組合發芽率達

72.5±10.3%最高、發芽所需時間(T50)最短，僅 1.2±0.2 週。苗木生長以黑果(B)之成

苗率較佳，低溫層積處理可促進苗高生長，B+GA3+CS 處理組合之成苗率達

82.9±24.2%、苗高為 10.7±3.8cm。綜合山胡椒種實基本資料、發芽率及成苗率之結

果，預估 1L 黑熟鮮果約可培育 1,300~1,500 株苗木。 

 

關鍵詞：山胡椒、育苗、果熟度、GA、低溫層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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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育林組(教師、研究人員) 

天仙果不同繁殖方式之成活及生長表現 

蔡政斈 1、陳芬蕙 1*、許俊凱 2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育林組。100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太麻里研究中心。963 臺東縣太麻里鄉大王村橋頭

6 號。 
* 通訊作者，fhchen@tfri.gov.tw 

 

摘要 

 

天仙果(Ficus formosana)為桑科榕屬之多年生雌雄異株的常綠性灌木，是臺灣

原生植物。天仙果全株皆可使用且全年可採收，其根部具有特殊香氣，在民間常採

集做為藥膳燉補的食材，食用歷史相當悠久，但野生植株有被過度採集的壓力。由

於天仙果原生於林下環境，具有發展為林下作物之潛力，若能栽植生產將可減少被

野採的壓力，因此須了解其最佳育苗體系以做為未來推廣時之參考。本研究採集自

南投蓮華池試驗林地之野生天仙果雌雄各 8 株，依據不同徑級(< 3 mm、3-6 mm 以

及> 6 mm)穗條進行扦插試驗，雌株另外加做種子發芽試驗，結果發現插穗發根成

活率在不同插穗直徑大小及植株的性別間有顯著的差異，大徑級插穗或雄株有較

高成活率，一個月後整體扦插成活率達 50%。天仙果結果期長且果實收集容易，成

熟果實的種子發芽率高，種子累積發芽率達 50%(T50)約 16 天，第 3 週後平均發芽

率可達 80%，建議可採用種子播種來大量繁殖苗木。培育在苗圃兩年後扦插苗成

活率剩 35%，平均苗高 50 cm；種子苗成活率也呈現下降趨勢但仍有 61%，平均苗

高 60 cm，地徑 5.2 mm，整體天仙果種子苗生長情形較扦插苗佳。 

 

關鍵詞：天仙果、繁殖、扦插、種子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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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育林組(教師、研究人員) 

運用 Weibull 機率密度函數分析泡桐人工林之生長潛力 

李隆恩 1*、吳家禎 1、何政坤 2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100060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退休研究員。100060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 通訊作者，taiwan.lof@gmail.com 

 

摘要 

 

泡桐為速生樹種，其用途廣泛，木材輕且軟，容易加工，曾有「臺灣綠色黃金」

之美稱。而後雖因無性繁殖之經營模式，造成基因窄化而引發病害問題，但仍為短

伐期大徑材之潛力樹種。本研究以 8 年生之泡桐人工林為對象，目的在於透過林

分直徑分布之模擬，分析泡桐生長潛力。該林分於 102 年栽植於花蓮縣光復鄉大

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種原包含臺灣泡桐(Paulownia Taiwaniana)天然種子苗、種植

於蓮華池之貴州泡桐(P. fortunei)種子苗及臺灣白桐與貴州泡桐雜交(P. kawakamii × 

P. fortunei)之種子苗，另為減少造林木競爭作用並兼顧土地資源利用率，以 3×3 m

之間距栽植。結果顯示，3 參數之 Weibull 機率密度函數可有效模擬該林分各年度

之直徑分布情形，其中又以最大概似法求解之參數具有最佳模擬效果。由於 Weibull

函數於模擬林分直徑分布時，其 a、b、c 參數分別具有最小林木胸徑、平均徑級及

分布結構等林分屬性意義，故亦可發現年齡及林分密度等林分參數與模式參數間

具有高相關性，此結果表示透過年齡及林分密度等參數將可快速推估林分蓄積量。

此外，8 年生之泡桐林分平均直徑達 20 cm，最大直徑達 50 cm，蓄積量逾每公頃

200 m3，年生長量逾每公頃 20 m3，為全臺人工林年均生長量之 3 倍，顯示其優秀

之生長潛力。本研究之成果可作為泡桐人工林經營之參考。 

 

關鍵詞：Weibull 機率密度函數、泡桐、速生樹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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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育林組(教師、研究人員) 

Development of insertion and deletion markers from 

Cinnamomum osmophloeum complete genome for 

identification 

Chia-Chen Wu1*,Chi-Chun Lin1 

 
1. Division of Silviculture, Taiwan 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 Taiwan, ROC 

* Correspondence: chiachen@tfri.gov.tw 

 

Cinnamomum osmophloeum Kaneh (Lauraceae), an endemic and highly valuable tree 

species in Taiwan, is famous for its cinnamon flavors and some human health-

improvement effects. C. osmophloeum leaves are also listed in plant edible material in 

Taiwan FDA and is an applicable species for plant variety right in COA. Nine natural 

chemotypes in C. osmophloeum were found in the previous study. Two chemo types, 

cinnamaldehyde and linalool types, are analyzed a lot in research filed. Cinnamomum 

plant have abundant second metabolites, DNA identification differencing from chemical 

and taxonomic analysis, is more stable, non-limitation for environment. The chemical 

traits in different chemotypes infer that the gene expression (or sequence) should be 

different. 

In present report, we developed insertion/deletion (InDel) markers for chemotype 

identification by using our submitted C. osmophloeum chloroplast genomes. Eight Indel 

markers were found larger than 20 bp, the length of Indels is between 162 bp to 474 bp. 

Four of eight markers show polymorphism and reproducibility among species. Two Indel 

markers could be used for linalool and cinnamaldehyde chemotype identification among 

Cinnamomum osmophloeum. These validated markers could be used for rapid 

identification with different plant tissues. Further researches are necessary to integrate 

with microsatellite or SNP markers for molecular breeding and population genetics in 

Cinnamomum in the future. 

 

Keyword: Cinnamomum osmophloeum, identification, Indel 

  



10 

 

口頭發表－育林組(研究生) 

修改 Anderson 培養基中無機氮源種類及 NO3-:NH4+比例在

杜鵑花組織培養繁殖之應用:以唐杜鵑(Rhododendron simsii 

Planch.)為例 

陳易新 1、廖宇賡 1 * 

 
1.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600355 嘉義市學府路 300 號。 
* 通訊作者，ykliao@mail..ncyu.edu.tw 

 

摘要 

 

杜鵑花是世界上重要的經濟樹種，除了擁有多元的觀賞性以外亦具有食用及

藥用價值，在以植物組織培養進行杜鵑花商業化生產上甚至有專門為杜鵑花設計

的 Anderson rhododendron 培養基(又稱 Anderson 培養基)。在自然環境下杜鵑花是

典型的喜銨植物(ammonium-loving plant)，偏好以銨態氮(NH4+)作為主要的氮源利

用形式，然而 Anderson 培養基卻是以硝酸態氮(NO3-)為主要氮源，這與該物種在

自然界中的生理特性不相符合，因此本研究以 Anderson 培養基原配方(對照組)為

基礎設計了兩種以銨態氮為主，濃度為硝酸態氮兩倍的培養基進行測試，也將這三

種培養基之無機氮源濃度均減半(各培養基無機氮源比例不變)，並使用唐杜鵑

(Rhododendron simsii Planch.)為材料，以驗證在培養基中改以銨態氮作為主要無機

氮源能否提升培養效果。在叢生芽體增殖(無根系)結果顯示，任一培養基中之芽體

增殖數量並未有差異，然而於銨態氮比例較高的培養基中，培植體皆會產生基部膨

大、增生癒傷組織的負面生長現象。無菌種子苗培育試驗中(有根系)，使用銨態氮

比例較高的培養基可促進培植體的生長表現，增加芽體長度與根系數量。芽體發根

試驗中(無根系至有根系)銨態氮比例較高的培養基則可提升叢生芽體之發根率以

及每單芽根系數量，在三種培養基中成功誘導出根系之小植株馴化率皆可達 90%

以上。馴化完成後將植株移盆並以三種培養基在去除植物生長調節劑、sucrose、agar

與其他有機化合物之後作為持續進行施肥試驗(有根系)的營養液，結果亦顯示銨態

氮比例較高的營養液可提升植株的生長量。根據本研究結果推論杜鵑花雖為喜銨

植物，然而這種偏好性可能與該物種根系吸收及代謝不同無機氮源的能力差異有

關，換言之，根系的有無很有可能主導杜鵑花對於銨態氮的偏好。 

 

關鍵詞：喜銨植物、無機氮源、培養基改良、杜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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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育林組(研究生) 

不同客土比例之泥岩惡地土對 11 種臺灣原生木本植物苗木生

長與存活表現之比較 

陳晉儒 1、王志強 1*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91201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 
* 通訊作者，ccwang1128@gmail.com 

 

摘要 

 

泥岩惡地之土壤顆粒細緻，顆粒之間膠結作用不佳，且含大量鈉離子，遇水時

使土壤分散致通氣及排水不良，鹽基離子亦令 pH 值偏高，以上特性都導致一般植

物生長不易。本研究將臺東縣卑南鄉利吉惡地之泥岩惡地土添加 4 種比例之砂質

壤土(0, 25, 50, 75%, v/v)，於水分充足之情況下，進行土壤之物理化學性質與 11 種

臺灣原生樹種苗木之存活率、生物量、苗高生長、地徑生長、累積生長指數與累積

表現指數之調查，以變異分析了解客土能否改善各樹種苗木於泥岩惡地土之生長

與存活表現。研究結果顯示隨著客土量之增加，土壤之 pH 值、電導度與鈉含量以

及苗木之平均存活率與無處理之泥岩惡地土呈顯著差異；有機質、全氮、有效磷、

陽離子交換能力、鉀、鈣、鎂之含量、平均生物量、累積生長指數與累積表現指數

則未呈顯著差異。綜合平均存活率與累積表現指數，黃連木(Pistacia chinensis)、相

思樹(Acacia confuse)、車桑子(Dodonaea viscosa)、櫸(Zelkova serrata)、臺灣欒樹

(Koelreuteria henryi)與無患子(Sapindus mukorossii)以上 6 種樹種可嘗試將苗木栽植

於泥岩惡地；樟葉槭 (Acer albopurpurascens)、青剛櫟 (Quercus glauca)、楓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樟樹(Cinnamomum camphora var. camphora)與臺東石楠

(Photinia serratifolia var. ardisiifolia)以上 5 種樹種恐不適合於泥岩惡地，或需進行

客土才能提高存活率。 

 

關鍵詞：惡地、泥岩、原生樹種、客土、土壤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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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育林組(研究生) 

臺灣肖楠 Levopimaradiene 雙萜合成酶之功能鑑定 

程胤瑜 1、曲芳華 1 

1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 通訊作者，fhchu@ntu.edu.tw。 

 

摘要 

 

臺灣肖楠 (Calocedrus macrolepis Kurz var. formosana) 為臺灣特有樹種且為針

五木之一。精油樹脂由揮發性萜類化合物所組成，為植物防禦病原菌與食植動物的

重要方式。過去研究發現臺灣肖楠精油樹脂成分主要為 α-pinene、 totarol 及

ferruginol。Ferruginol 因特殊結構可被後修飾成不同化合物且針葉樹特有的 TPS-d

亞族決定精油樹脂的多樣性，因此了解臺灣肖楠雙萜合成酶具有重要意義。為研究

臺灣肖楠雙萜合成酶，使用試材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六龜試驗林臺灣

肖楠種子園 31 號營養系（E:120:38:48.08; N:22:59:31.97）。分別抽取臺灣肖楠葉

部、花部、細枝條及皮部之 total RNA 進行次世代定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解序結果經 uniport、NCBI 資料庫進行比對找出可能有功能及基因編碼區

之雙萜合成酶基因。本實驗選殖出臺灣肖楠 Levopimaradiene 之 class I 雙萜合成酶

基因，利用親緣關係樹、保守序列及基因體結構進行分析，並以大腸桿菌

（Escherichia coli）共表現系統鑑定功能。Levopimaradiene/abietadine 為 Ferruginol

之前驅物，期能藉由了解其生合成途徑，以分子育種角度改善精油樹脂提供更進一

步見解。 

 

關鍵詞：臺灣肖楠、雙萜合成酶、Levopimaradi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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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育林組（研究生） 

Transcriptome Analysis of the Floral Development in Acacia 

confusa 

Vai-cheng Leung1, Kuan-ying Li1, Jia-Bin Tsai2, Jeng-Der Chung3, Ying-Hsuan Sun1* 

 
1 Department of Forestr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145 Xingda Road, South 

District, Taichung City 402, Taiwan. 

2 Liukuei Research Center, Taiwan 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 198 Chunghsin Village, 

Liukuei, Kaohsiung 84443, Taiwan.D 

3 Division of Silviculture, Taiwan 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 53 Nanhai Road, Taipei 

10066, Taiwan.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yhsun@nchu.edu.tw 

 

Abstract 

Acacia confusa (相思樹) is an economic important native species to Hengchun Peninsula 

of southern Taiwa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st-growing, large biomass and excellent 

wood properties. Recent local studies indicated A. confusa are low in fertilization and 

seed set rat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gene expression pattern during 

A. confusa flower development and identify candidate fertility-related genes. A. confusa 

flower development process was divided into 5 stages, according to th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paraffin sectioning analysis; including: pre-meiosis, 

meiosis, post-meiosis, pistil, and pistil-stamen stage. Flower buds of 3 clonal families 大

埔 4, 大溪 9 and 知本 6 were harvested from A. confusa clonal seed orchards in 照興

and 澐水 for transcriptome analysis. From a total of 3,257 million high quality reads, 1.47 

million putative transcripts were assembled de novo. The expression analysis identified 

3,663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s) between 5 the developmental stages. From 

the 1,915 annotated DEGs, 1,363 and 514 DEGs were respectively identified at the stage 

post-meiosis and pistil, and stage pistil and pistil-stamen. Genes with putative functions 

involved in pollen and pollen tub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self-incompatibility-related 

genes were identifie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insight into key genes related to 

low fertility traits in A. confusa, which can help to improve its tree breeding program. 

 

Keyword: Acacia confusa, floral development, transcriptom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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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育林組(研究生)  

競爭作用對單木生長影響之量化-以新化林場 44 年生大葉桃

花心木為例 

張繽 1、顏添明 2*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碩士班學生。40227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2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教授。40227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 通訊作者，tmyen@nchu.edu.tw 

 

摘要 

 

競爭作用為影響林木生長之重要因素之一，隨著時間的增加林木彼此間會產

生競爭作用，致影響單木生長。研究地點位於臺南市新化區國立中興大學所屬新化

林場之第 1 林班，採用 2019 年及 2022 年之調查資料進行分析，研究對象為 44 年

生大葉桃花心木人工林，為探討競爭作用對單木生長之影響，本研究使用距離獨立

及距離相依競爭指數量化競爭作用，前者包括 BAL、Lorimer 及 Daniels 指數，後

者包括 Heigy、ME 及 Alemdag 指數，並搭配固定半徑法、變動半徑法、最近林木

選取法及兩種角度判定法（樹基及樹冠基）選取競爭木，其中 BAL 指數為選取樣

區內胸高直徑大於目標木者為競爭木，非上述之競爭木選取方法。本研究以 Pearson

相關分析探討競爭指數與胸高斷面積生長量 (Basal area increment, BAI) 之相關性，

再以競爭指數與林木大小對胸高斷面積生長量進行迴歸分析，以純化競爭作用對

生長之影響。結果顯示，當同時採用 2019 年所調查之胸高直徑 (DBH2019) 與搭

配角度判定法 (樹冠基 50°) 之 Alemdag 指數為自變數時，對比未加入競爭指數之

回歸模型，加入競爭指數可提升約 4 % 之解釋能力 (𝑅𝑎𝑑𝑗
2 自 0.362 提升至 0.403)，

亦即加入競爭指數可提升模式對於 BAI 的解釋能力。 

 

關鍵詞：競爭作用、單木生長、競爭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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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育林組(研究生) 

不同遮蔭處理下臺灣山茶苗木之光合特性與能量分配 

沈家毅 1、周宏祈 2、劉瓊霦 1*、陳忠義 3*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402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2 國立臺灣大學實驗林管理處。557 南投縣竹山鎮前山路一段 12 號。 
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91201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 
* 通訊作者，cpliu@nchu.edu.tw、cichen@mail.npust.edu.tw 

 

摘要 

 

臺灣山茶(Camellia formosensis)為臺灣特有種山茶，為近年來林務局大力推廣

之林下經濟樹種，具有製茶之經濟價值，然而野生臺灣山茶採集困難加上產量少，

以人為方式培育需求將大幅增加。在鬱閉的森林中光度直接影響了植物之生長以

及發育，因此本研究以六龜地區臺灣山茶實生苗為材料，針對其在相對光度 100%、

40%、20%及 5%四種遮蔭處理下之光合特性、葉綠素螢光及能量分配進行探討。

經 11 個月實驗結果顯示，臺灣山茶幼苗之最大光合速率約在 4 μmol CO2 m
-2 s-1左

右，光補償點約在 20-60 μmol PPFD m-2 s-1，光飽和點範圍在 400-1200 μmol PPFD 

m-2 s-1，各處理有光馴化之現象。葉綠素螢光實驗中，相對光度 100%處理在強光

下有較佳之 Fv'/Fm'、qP 和電子傳遞速率，而相對光度 40%處理則有最高之非光化

學消散，顯示較佳之光保護能力。各處理光能分配情形類似，在光度較弱時以光化

學消散為主，熱消散和過剩能量則隨光度增加逐漸上升。整體而言臺灣山茶幼苗光

度適應範圍廣泛，在各遮蔭處理下皆有良好的光合表現。 

 

關鍵詞：競爭作用、單木生長、競爭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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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育林組(研究生) 

利用裸露樹根之年輪生長異常估算嘉明湖登山步道地表侵蝕

速率 

陳惟昕 1*、郭家和 2、魏浚紘 2、何立德 1 

 
1.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80201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91201 屏東縣學府路 1 號。 
* 通訊作者，chenweihsin880221@gmail.com 

 

摘要 

 

國內外對於步道土壤沖蝕的研究，大多採取定點斷面重複測量，以瞭解步道在

監測期間的地表侵蝕狀況。然而，這種方法僅能讓我們得知監測期間的短期侵蝕速

率 ， 卻無 法了 解較長 時 間的 侵蝕 速率。 本 研究 採用 樹年輪 地 形 學

（dendrogeomorphology）方法，以台東向陽森林遊樂區內的嘉明湖國家步道為研究

個案，於步道沿線11處以及步道外6處，共計 17處的台灣二葉松（Pinus taiwanensis）

進行採樣，期望透過測量樹木根部的年輪異常變化，回推樹根裸露出地表至今經歷

多長時間，再利用運動回復結構（structure from motion, SfM）攝影測量法重建地形

模型，估算樹根頂部至現今地面的高差，藉此計算樹根露出地表至今的侵蝕速率。

研究結果顯示，裸露於地表的樹根頂部多有磨損且生長受到抑制，使得年輪寬度明

顯呈現上窄下寬的現象，並出現年輪中斷或疊合等不完整狀況，指示了樹根裸露的

起始年份（最老 29 年前，最年輕 2 年前），部分樣本與此同時帶有癒傷組織。攝影

測量法所建置之數值地形模型，控制點誤差介於 0.65 - 2.74mm，檢核點誤差為 1.48 

mm。根據樹根開始裸露的年份及數值地形模型所呈現的高差，計算出長時期的步

道侵蝕率介於每年 1.1 mm 至每年 104.9 mm 之間。步道坡度越陡者，通常有較高

的侵蝕率，顯示以此方法估算出來的侵蝕速率是合理的。 

 

關鍵詞：樹年輪地形學、步道、土壤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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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育林組(研究生) 

黃金葛 (Epipremnum aureum) 垂直與水平生長形態之 

光合作用表現及轉錄體分析 

李耘慈 1、王經文 2、王明潔 1、曹乃文 3、孫英玄 1*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402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2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552005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東路 1 號。 
3 國立中興大學循環經濟研究學院。南投縣南投市光明路 15 號。 

* 通訊作者，yhsun@nchu.edu.tw 

 

摘要 

 

耐陰性植物通常不耐高光，生長於高冠層光強度高的葉片會變小變厚，然而天

南星科 (Araceae) 多年生藤本的黃金葛 (Epipremnum aureum) 在垂直生長形態下，

葉面積會持續增加，且可比水平生長大數十倍。將垂直與水平生長黃金葛葉片以不

同光強度進行光誘導 60 min 和暗回復 30 min，結果顯示在相同光量光誘導下，垂

直生長葉片的淨光合作用速率大於水平生長，但在光量大於 800 µmol photon m-2 

s-1 誘導時，垂直生長葉片有較低 qE (Energy-dependent quenching) 及較高的 qI 

(photoinhibitory quenching)，暗回復 30 min 後的光抑制 (photoinhibition) 比例亦較

高，顯示垂直生長黃金葛較不耐高光。同時比較轉錄體分析的結果鑑訂出 1,341 個

差異表達基因(Differential Expression Genes, DEGs)其中 662 個具有功能註解。Gene 

ontology (GO) 富集分析的結果顯示光合作用  (photosynthesis) 、光保護 

(photoprotection)、葉綠素生合成  (chlorophyll biosynthetic process) 及光系統 

(photosystem, PS)Ⅰ、PSⅡ相關 GO term 於水平黃金葛中顯著富集，與前述光合作

用的特性相符。此外 10%的 DEGs 與植物荷爾蒙相關，其中植物荷爾蒙生合成、運

輸與信號傳遞、被誘導的下游基因分別約佔 12%、35%及 53%，顯示植物荷爾蒙可

能是黃金葛不同生長形態時調控葉片生長發育的重要的因子，然而特定植物荷爾

蒙與黃金葛生長形態關係仍待釐清。 

 

關鍵詞：黃金葛、轉錄體、植物荷爾蒙、淨光合作用、光抑制、光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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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組-育林組(研究生) 

玉山紫金牛、硃砂根種子發芽試驗與休眠性質 

劉宥廷 1、吳宜蒨 1、劉瓊霦 1*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402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 通訊作者，cpliu@nchu.edu.tw 

 

摘要 

 

隨著都市化的比例增加，都市林 (urban forest) 的經營管理更凸顯出其重要性，

為了維持臺灣原生森林植物的多元永續價值，林務局於 2020 年盤點了 106 種具

有園藝、景觀、甚至藥用潛力的原生物種，減少栽植外來物種作為園藝造景的機會。

然而原生物種名錄內仍有許多植物缺乏相關的育苗研究，將會使名錄推廣不如預

期，因此本試驗選擇了名錄中的玉山紫金牛和硃砂根進行發芽試驗，欲建立相關育

苗依據。試驗種子以濕水苔為介質，分別進行 0、30 和 120 天的低溫層積 (4 ± 1 

℃) 處理，以及外施 0、250 和 500 ppm GA3的發芽前處理，記錄不同條件下的種

子發芽率和平均發芽日數等試驗數據，以探討此 2 種物種的最適發芽前處理方法。

試驗結果顯示此 2 物種種子經層積與外施 GA3 處理間並無交互作用，且無論是否

進行發芽前處理，2 物種種子皆能在 30 天內發芽完畢，並無生理及物理休眠之特

性。玉山紫金牛種子以層積 120 天處理後發芽率最佳 (85.5 ± 16.15 %)，顯著高於

未層積處理者；硃砂根種子各處理間發芽率無顯著差異 (89.6 – 95.9 %)，然而經層

積處理可顯著降低平均發芽日數約 7 日。本研究結果能在未來提供苗圃進行育苗

作業時之參考，以提升此 2 物種種子利用效益。 

 

關鍵詞：玉山紫金牛、硃砂根、低溫層積、激勃素、種子發芽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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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育林組(研究生) 

馬藍之葉部生物量與碳氮元素含量之表現 

王天佑 1 林世宗 1 鍾智昕 1* 

 
1 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260007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 1 段 1 號。 

* 通訊作者，chchung@ems.niu.edu.tw 

摘要 

馬藍(Strobilanthes cusia)植株因含高度的色素可轉化為藍染工藝的原料，台灣

所提煉的藍泥品質優越，在傳統工藝與文創方面受到重用，是早期重要出口經濟作

物之一。馬藍的氨基酸含有藥理活性，全株皆可作為中藥材使用，亦為重要的醫藥

原料，如清冠一號包含的板藍根就是馬藍之根部，經濟價值高。馬藍為多年生大型

直立草本植物，多偏好生長在潮濕陰涼之環境。近年來由林務局推動的林下經濟政

策，成熟鬱閉後的林下環境正是馬藍適合生長之區位，吸引了研究領域、醫療產業

與民間文創的關注，因此馬藍重新受到重視。馬藍具有良好的栽培性質，目前對於

馬藍之研究卻多偏重於田間試驗，鮮少是對野外生長之狀況進行調查，在推廣時所

必要資訊尚稱缺乏。因此本研究以新北市三峽區獅仔頭山區為研究區域，依四季針

對馬藍在林下生長的情形，進行基本生長量調查，以及利用 ICP-MS 進行微量元素

濃度分析，包含 C、H 及 N。結果顯示，在基本生長量表現，馬藍的單株葉部乾重

平均為 41.1±11.1g m-2，在 2 月時(50.2±7.6 g m-2)可達全年最大，並維持到 6月(50.2

±10.3 g m-2)；含水率平均為 86.3±2.1%，在 2 月(85.5±2.9%)及 6 月(85.4±6%)的相對

於其他月份低；葉面積平均為 45.0±20.4cm2，在 6 月時(59.7±28.4cm2)達到最大平

均葉面積。在微量元素的分析結果各元素的平均值分別為 N(3.9±0.6%)、C(39.1±

1.7%)、H(5.9±0.2%)，N 在 12 月(4.2±0.5%)時平均值達最大，C 及 H 在 6 月時平均

值最大分別為 40.1±1.3%和 6±0.2%。 

 

關鍵詞：馬藍、生物量、元素分析、葉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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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育林組(研究生) 

部落六種菇木樹種產菇試驗暨段木香菇生產知識之研究 

范益瑋 1、陳美惠 2*、張美惠 3、吳儷嬅 4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研究生。912301 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 號。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教授。 
3 屏東縣牡丹鄉高士社區發展協會。 
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 通訊作者，meihui106@gmail.com。 

 

摘要 

 

段木香菇為林下經濟正面表列物種之一，是山村居民循環利用森林資源並取

得收入的生產方式。為挖掘部落適地之菇木樹種及建立段木香菇生產作業知識，本

研究於屏東縣牡丹鄉高士部落 808 地號，進行楓香(Liquidambar formosana)、杜英

(Elaeocarpus decipiens)、印度栲(Castanopsis indica)、青剛櫟(Cyclobalanopsis glauca)、

白匏仔(Mallotus paniculatus)、相思樹(Acacia confusa)等六種菇木樹種之產菇量與品

質比較，試驗自 2020 年 11 月開始，依序實施段木伐採、植菌、走菌、立木、醒

菌、採菇、乾燥作業，於 2022 年 3 月結束，為期 1 年 4 個月。研究測量段木重量、

含水率、樹皮與邊材厚度，記錄鮮菇產量、菇體性狀、顏色、復水比、保水力與質

地，以分析各樹種段木之基本特性、香菇產量與品質。結果顯示，六樹種段木重量

與含水率皆分別呈現下降與上升趨勢；樹皮與邊材厚度以印度栲 0.84±0.21 cm 與

楓香 8.45±2.07 cm 最厚；產菇表現以杜英 53.8 kg 最高；印度栲鮮菇及乾菇菌傘最

長，分別為 6.6±0.73 cm、乾菇 4.31±0.87 cm；楓香鮮菇及乾菇菌傘最厚為 2.58±0.48 

cm 與 1.88±0.48 cm；菇體顏色以印度栲最佳；復水比與保水力分別以印度栲 6.67

與青剛櫟 30% 香菇為佳；鮮菇質地則以青剛櫟 489.98±132.96 g 及印度栲乾菇

223.11±54.56 g 有較佳之彈性表現。此外，透過深度訪談與內容分析法，梳理部落

段木香菇生產作業，並以三階層知識結構圖呈現整體知識內容。段木香菇生產作業

程序包含前置作業、植菌作業、立木與醒菌作業、乾燥作業四個階段，每一階段的

第二、三階層，分別說明細部作業項目與操作方式技巧。本研究結果期作為部落選

擇適地菇木樹種之參考，以及段木香菇生產知識傳承與創新之基礎。 

 

關鍵詞：林下經濟、段木香菇、知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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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育林組(研究生) 

臺灣白及菌根內菌根菌群落結構 

謝孟哲 1、李勇毅 2、吳羽婷 1,3*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學系。91201 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 號 森林系

RE112。 

2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10617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 生科館R715。 

3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 號 第一教

學大樓 9F。 

* 通訊作者，yutingwu@mail.npust.edu.tw。 

 

摘要 

 

臺灣白及(Bletilla formosana)為蘭科(Orchidaceae)白及屬(Bletilla)的臺灣原生多

年生草本野生蘭花，大部分的蘭花分布都具有侷限性，臺灣白及則廣泛分布在不

同海拔與生育環境中，在自然環境下，蘭花種子萌芽與後續的植株發育必須仰賴

適合的菌根菌共生才能完成，由共生真菌提供其生長所需的碳源，蘭花依照對真

菌提供碳源的依賴性，可分為三型:自營型、真菌異營型與部分真菌異營型，當植

株成長至可行光合作用時，若仍有養分來自於真菌提供，則稱之為部分真菌異營

型。目前推測臺灣白及可能屬於部分真菌異營性的蘭花種類。故以上特點本研究

選擇臺灣白及作為探討蘭花分布與菌根菌種類是否存在特定關係之研究材料。為

了解臺灣白及共生真菌的多樣性，本研究從臺灣四個不同的自然生育環境中採集

臺灣白及菌根與根域土壤以 ITS1F、ITS4 引子對擴增內轉錄間隔區(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ITS)進行共生菌根菌群落組成與生育地土壤分析。研究結果將

解開原生蘭花-臺灣白及的共生菌根菌種類與其之間交互關係，可應用於未來產業

共生培養繁殖生產臺灣白及種苗用途。 

 

關鍵詞：臺灣白及、真菌、群落結構、蘭花菌根菌、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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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組口頭發表程序表 

 10 月 27 日(星期四) 

序號 發表編號 報告時間 題目 作者 

1 O15-S1-1 14:15-14:30 
利用演替序列概念探討控制銀合歡的方

法 

余志洋、蔡智豪、

蘇夢淮 

2 O15-S1-2 14:30-14:45 
層積、鑽孔與破殼對後大埔石櫟種子發

芽之影響 

林子庭、蔡鴻明、

林瑞進 

3 O15-S1-3 14:45-15:00 
中海拔茶園生態價值之評估-以杉林溪茶

園為例 

曹顯榮、林佑政、

柳婉郁 

4 O15-S1-4 15:00-15:15 南投鹿谷茶園生態價值值多少? 
洪德霖、林佑政、

柳婉郁 

5 O15-S1-5 15:15-15:30 
澎湖青螺濕地可利用自然資源於環境教

育 DIY 活動之創意利用 

藍玉堡、柳中翔、

吳書丞、翁承佑、

楊智凱、范貴珠 

6 O15-S1-6 15:30-15:45 
藉無人機兩物候期影像空間外推入侵外

來種賦存之潛勢分布 

洪浩源、許謹柔、

邵寶嬅、羅南璋 

     

10 月 28 日(星期五) 

序號 發表編號 報告時間 題目 作者 

1 O15-S2-1 10:00-10:15 
蜜蜂對花朵型態與構造之偏好研究-以

100 種訪花植物為探討 
江爾玨、陳美惠 

2 O15-S2-2 10:15-10:30 

從平地轉山區藉由現地實證物種分布模

擬體認僅倚恃元宇宙虛擬預測流於空洞

不實 

許謹柔、邵寶嬅、

羅南璋、李弘 

3 O15-S2-3 10:30-10:45 
新興林下經濟作物-台灣白及共生菌根菌

種類與其功能性研究 

趙淯量、謝孟哲、

吳羽婷 

4 O15-S2-4 10:45-11:00 
林下養蜂蜂蠟結合樹木精油開發部落香

氛蠟燭之探討 

楊貫群、廖晉翊、

陳美惠 

5 O15-S2-5 11:00-11:15 
十八羅漢山自然保護區環境教育教案設

計-以洋燕為例 
李沅羲、陳美惠 

6 O15-S2-6 11:15-11:30 台灣天仙果林下栽植可行性之初步成果 
王義仲、蘇夢淮、

許巧穎、李易軒 

7 O15-S2-7 11:30-11:45 以絞股藍作為林下經濟作物之生長比較 林軒志、賴宜鈴 

備註： 

1. 每位報告人所使用之時間為 15 分鐘，其中口頭報告 10 分鐘，問題詢答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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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大學組 

利用演替序列概念探討控制銀合歡的方法 

余志洋 1、蔡智豪 2、蘇夢淮 3* 

 
1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學生。111 臺北市士林區華岡路 55 號。 
2 臺灣山林復育協會執行長、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408 臺中市南屯區

永春南路 423 號。 
3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副教授。111 臺北市士林區華岡路 55 號。 
* 通訊作者，lizard.su@gmail.com 

 

摘要 

 

銀合歡具高繁殖力且生長快速的特性，因而被 IUCN 列為世界百大外來入侵

種，目前在臺灣也普遍入侵低海拔地區，是政府機關進行外來生物防治的重點。過

往銀合歡多以人工移除方式進行控制，但操作成本高，因此本研究擬藉由了解銀合

歡林的演替序列，探討較低控制花費的方式。根據在花蓮北部地區進行的 32 個樣

區調查結果，以銀合歡所在層位、重要值及株數等資料，將銀合歡林的演替序列劃

分成 5 個階段，依序是階段 1：銀合歡小苗優勢草生地；階段 2：銀合歡小樹優勢

森林，地被有少量原生樹種與銀合歡小苗；階段 3：銀合歡成樹優勢、混雜少數原

生樹種森林，地被有少量原生樹種與銀合歡小苗；階段 4：原生樹種優勢、混雜少

數銀合歡森林，地被有少量原生樹種與銀合歡小苗；階段 5：原生樹種優勢、無銀

合歡森林，地被有少量原生樹種但無銀合歡小苗。此印證前人研究發現銀合歡小苗

成長對於光量需求的結果，也顯示控制銀合歡的關鍵在於是否能有效以低光量將

銀合歡小苗的成長進行阻斷。依據研究結果，我們提出不要移除銀合歡成樹，改以

人工在銀合歡林下種植演替階段中的原生樹小苗，後續藉由自然演替來逐步剔除

銀合歡，此方法預期可用較低花費進行銀合歡控制。 

 

關鍵詞：銀合歡、外來入侵種、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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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大學組 

層積、鑽孔與破殼對後大埔石櫟種子發芽之影響 

林子庭 1、蔡鴻明 2、林瑞進 1* 

 
1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600355 嘉義市東區學府路 300 號。 
2 南投縣魚池鄉東光社區發展協會。555004 南投縣魚池鄉東光村興善巷 65 號。 
* 通訊作者，linerm@mail.ncyu.edu.tw 

 

摘要 

 

後大埔石櫟(Lithocarpus corneus)為殼斗科石櫟屬植物，其果實具食用與藥用等

特性，因此極具開發推廣潛力，然而目前其種子發芽特性等相關研究仍屬闕如。本

實驗利用南投縣魚池鄉東光地區後大埔石櫟所產的種子為材料，分別進行層積、鑽

孔與破殼等處理來探討後大埔石櫟種實於發芽上的特性，所得結果將有利育苗單

位在培育後大埔石櫟實生苗上作為參考。本次試驗將 110 年 11 月自南投縣魚池鄉

東光地區獲得之後大埔石櫟先進行未層積、溼冷層積 2 個月與溼冷層積 4 個月後，

每個處理再進行未處理(直播)、鑽孔與破殼 3 種處理，共計 9 種處理。經觀察 24

週後證實；在不同層積時間處理部分，僅有層積 4 個月處理組有發芽，其發芽率為

34.12±16.83%，其他處理皆無發芽；在鑽孔處理部分，僅有層積 4 個月處理組有發

芽(88.48±8.03%)，其他處理皆無發芽；在破殼處理部分，以層積 4 個月處理組有較

高發芽率(76.18±15.83%)，其次為層積 2 個月處理組(41.54±9.18%)，直播處理組則

無發芽。綜合上述，層積 4 個月後經破殼或鑽孔處理，可比直播處理組獲得 2 倍以

上的發芽率；因此，溼冷層積 4 個月處理為促進後大埔石櫟種子發芽較佳之處理

方式；並且再搭配鑽孔及破殼處理，不僅更有效提高發芽率，更顯著提早種子發芽

時間。 

 

關鍵詞：後大埔石櫟、溼冷層積、鑽孔、破殼、發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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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大學組 

中海拔茶園生態價值之評估-以杉林溪茶園為例 

曹顯榮 1、林佑政 2、柳婉郁 3*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學生。40227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2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碩士。40227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3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教授。40227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 通訊作者:，wyliu@nchu.edu.tw。 

 

摘要 

 

本研究以問卷方式對南投縣杉林溪之茶園進行調查，利用條件評估法探討茶

園之生態價值，並比較永續農法與慣行農法之差異。本文將樣本分為全體樣本與排

除抗議樣本後之樣本，並對願付價格之差異進行分析。本文運用迴歸分析，進行維

護茶園生態願付價格模型的推估。實證結果顯示，慣行農法與永續農法願付價格與

生態系服務中的文化服務有顯著正相關。月收入高者願意支付較高的金額。對於茶

園之生態系服務，「供給」服務重要性分數最高但與「調節」、「支持」與「文化」

的重要性分數相似。在願付價格方面，維護永續農法茶園生態之願付價格比慣行農

法茶園高。本研究提出兩點建議：(一) 建議政府可以施行更多的環境教育，使民眾

瞭解茶園在生態系服務中的各項功能(二)建議政府在訂定維護茶園生態的政策時，

能將政策目標與完整的計劃清楚的解釋給民眾，以提高政府機關之信任度，降低抗

議樣本的比例。 

 

關鍵詞：茶園、生態價值、條件評估法 

 

  

mailto:wyliu@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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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大學組 

南投鹿谷茶園生態價值值多少 

洪德霖 1、林佑政 2、柳婉郁 3*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學生。40227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2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研究助理。40227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3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教授。40227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 通訊作者，wyliu@nchu.edu.tw。 

 

摘要 

 

本研究透過問卷方式向南投縣鹿谷鄉茶農或對鹿谷茶園有認知之民眾進行調

查，利用條件評估法探討鹿谷茶園之生態價值，並比較慣行農法與有機農法之差異

。本文將樣本分為兩種類，第一種為全體樣本，第二種為排除抗議樣本後之樣本，

探討不同種類下願付價格之差異。本文運用迴歸分析，進行維護鹿谷茶園生態願付

價格模型的推估。經實證後結果顯示，有機農法茶園願付價格與教育程度有顯著正

相關；願付價格與平均月收入都有十分顯著的正相關，藉此得知月收入高者願意支

付較高的金額。對於茶園之生態系服務，受訪者對於茶園能提供的各項服務都趨向

滿意，並以「文化」服務為最大宗。在願付價格方面，維護有機農法茶園生態之願

付價格比慣行農法茶園高，本研究結果比較過去生態價值文獻後，顯示鹿谷茶園之

單位生態價值略低於水稻田、金門高粱和小麥、中國茶園之單位生態價值，因此本

研究建議政府可持續加強且普及關於茶園生態系服務重要性及價值之教育及輔導

，並能多補助支持茶農實施有機且有善於環境之農法。 

 

關鍵詞：南投鹿谷、茶園、生態系服務、條件評估法、願付價格、線性迴歸、抗

議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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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大學組 

澎湖青螺濕地可利用自然資源於環境教育 DIY 活動之創意利

用 

藍玉堡 1、柳中翔 1、吳書丞 2、翁承佑 2、楊智凱 3、范貴珠 4*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四年級學生。91201 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 號。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五年級學生。91201 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 號。 
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助理教授。91201 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 號。 
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教授。91201 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 號。 
* 通訊作者，fankc@mail.npust.edu.tw 

 

摘要 

 

澎湖青螺國家級濕地位於湖西鄉北岸，面積 250 ha，擁有豐富及獨特之自然

和人文生態資源。本研究調查濕地範圍內及附近交通方便易到達處，可利用於環境

教育 DIY 活動之自然資源種類及位置，結果顯示共計木本植物 42 種、主要為銀合

歡(Leucaena glauca) 、木麻黃(Casuarina equisetifolia)、小葉南洋杉(Araucaria he

terophylla)、繖楊(Thespesia populnea)及黃槿(Hibiscus tiliaceus)等；草本植物 17 種

，主要為大黍(Panicum maximum)、田菁(Sesbania cannabina)、海馬齒(Sesuvium p

ortulacastrum)及裸花鹼蓬(Suaeda maritime)等；藤本植物 6 種，主要為馬鞍藤(Ipo

moea pes-caprae) 濱豇豆(Vigna marina)及倒地鈴(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非生物性材料 4 種，主要為玄武岩、碎珊瑚、漂流木及廢棄螺殼貝類。上述材料於

不同季節採集經過清洗及烘乾後，搭配臺灣採集之孔雀豆及彩色石等顏色豔麗之

材料，設計製作 DIY 活動之磁鐵、名片座、鑰匙圈、吊飾、書籤夾、掛牌、筆插

、手機架、卡片、畫框及燈座等範本作品約 80 款。2022 年 7 至 9 月間於青螺村活

動中心除舉辦 2 場教師及志工培訓活動外，並舉辦 8 場民眾及 2 場國小學生 DIY

活動，共計 302 人次參與。參與者以各類自然材料創作具有青螺濕地特色之磁鐵、

名片座及自由創意作品等，期未來能針對不同對象擴大辦理，達到讓澎湖民眾瞭解

青螺濕地永續及明智利用資源之目的。 

 

關鍵詞：青螺國家級濕地、可利用自然資源、DIY 活動、創意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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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大學組 

藉無人機兩物候期影像空間外推入侵外來種賦存之潛勢 

分布 

洪浩源 1、許謹柔 2、邵寶嬅 3、羅南璋 4*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林學組 大學生。40227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2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專任助理。10617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3 林務局南投林管處埔里工作站 技士。54514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二段 124 號。 
4 國立中興大學實驗林管處育林組 組長。40227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 通訊作者，njl@nchu.edu.tw 

 

摘要 

 

在面臨入侵外來種 (invasive alien species, IAS) 衝擊環境生態與經濟之挑戰

，當務之急在找出 IAS 潛勢分布與精確測算面積。近年無人機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以「零接觸」方式取得大範圍 IAS 和環境資料，具高自主機動性

，使調查更安全且具效率，亦彌補衛星或空載系統的缺失，猶日東升，光彩奪目。

本研究以 UAV 搭載多光譜感測儀，於 2021 年 5 月及 11 月拍攝彰化縣潮間帶互花

米草 (Spartina alterniflora; smooth cordgrass, SC) 之兩期五波段正射影像，攫取

植物隨物候變化而延伸出之獨特「光紋」，並以公分級衛星定位儀 Trimble R12 測

量位置情資 (location intelligence, LI)，除匯入地面控制點之 LI 提升影像精度，另

加測繪一 SC 群落面積用於二次驗證。續以最大概似法 (maximum likelihood clas

sifier, MLC)、支持向量機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隨機森林 (random fo

rest, RF) 萃取 SC 之空間分布。研究顯示，兩期影像於三演算法之 kappa 值與總體

精度皆遠優於僅使用單期影像，其中以 SVM 的改善最大，分別提升 0.30 及 0.24。

二次驗證以 SVM 推估的面積與實際測量值相差最小，正確重疊率達 71.83%。這

點出 UAV 能避開險峻環境同時充分掌握關鍵物候特徵，凸顯其舉足輕重之角色。

兩期影像可大幅改善分類精度，惟仍存難漠視分類外推之誤，後續研究將拍攝多期

影像，Trimble R12 佐以雷射測距儀測繪 IAS，納入深度學習法分辨之長，由元宇

宙虛擬推測返回實體世界施行二次驗證，期能深化精確有效萃取 IAS 的能力。 

 

關鍵詞：無人機、入侵外來種、物候、二次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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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大學組 

蜜蜂對花朵型態與構造之偏好研究-以 100種訪花植物為 

探討 

江爾玨 1、陳美惠 1*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91201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 
* 通訊作者，meihui106@gmail.com 

 

摘要 

 

全球 90％的經濟作物依靠蜜蜂授粉得以繁衍後代，蜜蜂若是消失，將會造成

人類生存的危機。植物的花部特徵為吸引蜜蜂訪花的主要誘物之一，蜜蜂的訪花行

為與植物授粉成功率有極大的關聯。本研究以次級資料蒐集蜜蜂訪花植物 100 種，

其中臺灣原生植物比例 80％以上，包含 83 種臺灣原生植物、9 種栽培種、8 種歸

化種，共計 45 科。蒐集 100 種植物花部型態及構造資料，以內容分析法分析花色、

花朵平面直徑大小、花序排列、花冠類型等花部特徵項目。初步結果顯示，100 種

植物中，有 81 種單色系花及 19 種混合色系花，單色系花中以白色系居多達 49％，

黃色系次之為 30％。混合色系花中，花被片顏色以白色系居多達 58％，並且雄蕊

或中間顏色以黃色系居多占 69％。花朵直徑大小為 0.2~2.8 cm 的小型花為主達 86

％。蜜蜂較喜愛花朵集中的植物，花序以圓錐花序居多達 33％，單生花僅占 12％。

花朵構造則以花冠類型為放射狀且無花筒的花朵居多。本研究歸納 7 項訪花偏好

條件單色花白色、混合色花白黃、小型花、圓錐花序、有花瓣、放射對稱、無花筒，

皆符合者有 9 種植物，分別是鵝掌柴、梜木、九芎、葎草、光蠟樹、厚葉石斑木、

黑果黃皮、臺灣山枇杷、裏白楤木等。本研究透過探討蜜蜂訪花植物之花朵型態構

造，了解蜜蜂訪花偏好，期提供農作授粉運用及植樹造林樹種選擇之參考。 

 

關鍵詞：蜜源植物、花朵型態、花朵構造、蜜蜂訪花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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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大學組 

從平地轉山區藉由現地實證物種分布模擬體認僅倚恃元宇宙

虛擬預測流於空洞不實 

李弘 1、許謹柔 2、邵寶嬅 3、羅南璋 4*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學士班大四生。402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2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專任助理。 106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3 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埔里工作站 技士。545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二段 124

號。 
4 國立中興大學農資院實驗林管理處育林組 組長。402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 通訊作者，njl@dragon.nchu.edu.tw 

 

摘要 

 

遙測影像辨識物種早已行之有年，但不論是空載或星載感測都會受到雲層及

大氣的影響，難以隨時隨地施行拍攝；另一方面，無人機既輕巧又具高自主性，可

靈活拍攝不同時期的影像。本研究為彰顯無人機之高機動性，將目標物種設定為銀

合歡 (Leucaena leucocephala)，而試驗區域選在南投縣國姓鄉。以無人機拍攝二月

、七月及十月正射影像，捕捉銀合歡在乾季、雨季及常態時的物候，並比較使用單

期影像分類與多期影像分類的數據。本研究將地覆類別區分為銀合歡、其他植物、

水體、岩石、小徑和柏油等六種，而每種地覆抽取 800 個現地實測樣本，並以 70

% 樣本用於訓練模型，其餘 30% 則用於比對驗證。隨機森林以及支持向量機兩

演算法用於影像分類，並以總精確度 (overall accuracy, OA) 及 kappa 值為評估

指標。研究發現，使用單期影像以十月結果為最佳，其 OA 和 kappa 值分別為 0

.89 和 0.87；而當三期影像結合在一起後，兩指標值分類精度都顯著提升到 0.93，

且此二者為實地比對驗證值，而非僅在元宇宙的虛擬推測值。這說明能夠掌握物種

在不同時期物候變化的多期影像對於分類精度大有助益，而無人機能鼎力協助研

究者扣住這些稍縱即逝的物候變化。隨著氣候變遷加劇，氣溫高攀，未來的降雨變

化莫測，無人機可隨當地降雨型態機動調整，對於未來的研究格外重要。 

 

關鍵詞：無人機、入侵植物、機器學習、物候、多光譜遙測、多時期遙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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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大學組 

新興林下經濟作物-台灣白及共生菌根菌種類與其功能性研究 

趙淯量 1、謝孟哲 1、吳羽婷 2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學系。91201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號。 
2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號 第一教

學大樓 9F。 
* 通訊作者，yutingwu@mail.npust.edu.tw。 

 

摘要 

 

臺灣白及(Bletilla formosana)為多年生草本蘭科植物，其假球莖可加工成

粘稠劑、酒品、抗菌美白之化妝保養品，近代藥理研究更指出，白芨具有止血、抗

肝腫瘤之作用，主治肺炎、肺結核及胃、十二指腸潰瘍等疾病；臺灣白及幼年發育

階段，需與特定真菌共生方可獲得其所需養分，近年台灣土地大量開發，野生臺灣

白及日漸稀少，國內取得手段多依靠組培繁殖，考慮到組培人力成本高昂，為降低

生產成本，故探討其共生菌根菌之種類，保存具有特定功能之菌種，供未來復育及

產業生產用途；實驗方法為，於台灣各海拔梯度找出五處樣區，於不同樣區採集台

灣白及菌根進行菌種分離純化，目前共獲得 43株分離株，再以 ITS1F、ITS4引子

對擴增內轉錄間隔區(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ITS)進行分子鑑定，已完

成 18株分離株歸為 10屬 11種真菌，接著利用 oat meal agar(OMA)培養基進行繼

代，再將臺灣白及種子播種至生長完全之菌盤上進行共生萌芽試驗，並觀察至少兩

個月，統計種子存活率；目前可觀察到臺灣白及種子在 14株菌株發芽至原球莖，

其中分離株 BZF-9為尖孢鐮刀菌(Fusarium oxysporum )在播種 3天後，將菌絲包

覆種子，並於 7 天後使種子順利發芽並發育成原球莖，30 天後生長狀況依舊良好

；據研究尖孢鐮刀菌為同屬物種白及(Bletilla striata)的有益共生菌根菌，可

促進白及種子發芽與小苗生物量。 

 

關鍵詞：台灣白及、尖孢鐮刀菌、真菌、共生萌芽、台灣原生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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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大學組 

林下養蜂蜂蠟結合樹木精油開發部落香氛蠟燭之探討 

楊貫群 1、廖晋翊 1、陳美惠 1*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91201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 
* 通訊作者，kuanchunyang0919@gmail.com 

 

摘要 

 

為了讓部落居民及返鄉青年善用部落山林資源，增加收入來源，本研究試圖將

林下養蜂及林木精油做結合，研發來自森林氣味的蜂蠟香氛蠟燭，希能結合部落導

覽解說遊程，推廣林下經濟並協助部落林下養蜂產業六級化。本研究以霧台鄉為試

驗區域，開發香氛蠟燭為目標，試驗日期自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10 月，研究

先嘗試融製蜂蠟，確認製作蜂蠟蠟燭技術無虞；接著進入霧台鄉阿禮及神山部落現

地踏查，從中發現部落具有萃取森林精油的技術。為了解香氛蠟燭開發的可行性，

研究參考三個主要的網路購物平台，以及販售蠟燭實體店面，蒐集香氛蠟燭相關資

料，並進一步分析蠟燭市場，發現香氛蠟燭比傳統蠟燭更受歡迎且購買意願較高。

經由資料的蒐集、市場分析，加上研究者多次參與部落市集接觸消費者，從中觀察

了解顧客的購買意願。研究試著將樟樹精油融入森林養蜂產出的蜂蠟中，蜂蠟與大

豆蠟比例 1：2 加熱混合成蠟液，並添加 0.05%的樟樹精油，冷卻靜置而成。為了

瞭解民眾對於香氛蠟燭的實際感受，設計市場接受度調查問卷，內容包含產品滿意

度、使用動機、購買意願三部分，施測對象為青年署全國青年壯遊點的青年代表，

總共 30 份問卷，問卷資料以 SPSS 軟體進行統計分析。結果顯示香氛蠟燭的感官

感受滿意度 4 分以上，其中顏色、香氣及安全性三項 4.4 分以上，使用目的主要是

為了身心放鬆及提升室內氛圍，購買動機是考量純精油及支持部落產品，擺放位置

83%是在主臥室及客廳，願付價格 1500 元以下占 87%。未來將持續增加樣本數，

並依據分析結果修訂產品設計，期盼融燈式香氛蠟燭為部落帶入創新產品及增進

生計的機會。 

 

關鍵詞：蜂蠟蠟燭、香氛蠟燭、融燈蠟燭、林木精油、精油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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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大學組 

十八羅漢山自然保護區環境教育教案設計-以洋燕為例 

李沅羲 1、黃偉凱 2*、陳美惠 3*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學生。91201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助理。91201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 
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教授。91201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 
* 通訊作者，kindyayaya@hotmail.com 
* 通訊作者，meihui106@gmail.com 

 

摘要 

 

高雄市六龜區荖濃溪畔的十八羅漢山，因其特殊的礫岩地質景觀，林務局於公

元 1992 年設置為「十八羅漢山自然保護區」。2017 年起，屏東林區管理處委託專

業團隊培力社區居民參與保護區經營，投入巡護監測、環境解說及生態旅遊 3 項

重點工作，並於 2020 年輔導成立「十八羅漢山自然人文協會」，以推動保護區的

環境教育為組織發展目標。為發展協會的環境教育方案，本研究蒐集自 2017 年至

2021 年的巡護監測資料，發現棲息 6 號隧道內及周邊岩壁的洋燕（Hirundo tahitica）

有穩定的族群紀錄，是環境教育良好的題材，而選定洋燕作為教案設計的主題。教

案的教學對象為親子團體，教學時間 1 小時。透過次級資料蒐集與巡護監測資料

整合，教案設計流程包含解說主題選定、教具設計、教學重點及學習單設計，並經

5 次教案試教，蒐集教案的回饋意見逐次調整教案內容，完成教案設計。經教案實

作結果，在認知上發現學員對於洋燕能有基礎的認識，也能瞭解洋燕的生態地位及

習性；在技能上能識別 3 種台灣常見的洋燕、家燕（Hirundo rustica）、赤腰燕

（Cecropis striolata），並能找出園區內洋燕巢的位置；在情意能提升生態工程之

認同及產生環境保護認同感。期能透過洋燕的環境教育教案設計，協助深化十八羅

漢山自然保護區的環境解說，提升保護區的環境教育的功能。 

 

關鍵詞：環境教育、教案設計、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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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大學組 

台灣天仙果林下栽植可行性之初步成果 

王義仲 1*、蘇夢淮 2、許巧穎 3、李易軒 4 

 
1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教授。11114 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 55 號。 
2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副教授。11114 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 55 號。 
3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助理。11114 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 55 號。 
4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大四生。11114 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 55 號。 
* 通訊作者，ycwang1476@gmail.com 

 

摘要 

 

台灣天仙果( Ficus formosana)屬桑科(Moraceae)榕樹屬(Ficus)之小灌木，分佈

全島低海拔至高海拔的山地疏林中或曠野、路旁、溪邊，根莖葉均可食，多以其根

系來燉湯作食補之用。為發展林下經濟且能符合森林永續經營原則，以因應林農及

民眾之需求，期望經由本研究的執行可找出栽培規範及培育注意事項。試驗地點選

於中國文化大學華林實驗林場，位於新北市新店山區龜山里桂山路(龜山段大粗坑

小段)，海拔 200~600 公尺，坡度介於 30~55 之間，本研究進行生長監測、物候推

論、生物危害、上層林木監測、地被物種監測、土壤理化性質調查與土壤水及整體

生長效益評估等。本次試驗之苗木乃自行種子發芽，發芽容易且發芽率高，於 110

年 11 月栽植至林地，3 種鬱閉度(30%、70%、90%)之林下各栽植 50 株，栽植密度

70x70cm，至 111 年 9 月共觀察 11 個月之初步成果，三種鬱閉度之存活率分別為

96%、98%、88%，鬱閉度與成活率經統計分析並無顯著之影響，鬱閉度高之林地

成活率稍低，台灣天仙果之生長情形很明顯地隨著光度之增加而增加生長高度，3

0%生長優於 70%，70%又優於 90%，隨著光度之增加高度與總生物量亦增加，統

計分析呈顯著之結果。其中亦得到不同生長季節物候推論、本物種幾不受到生物危

害、生育地環境與生態監測結果顯示不影響當地之植群生長，栽植區內外土壤溫溼

度之差異小。 

 

關鍵詞：台灣天仙果、林下栽植、鬱閉度、成活率、高度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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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大學組 

以絞股藍 (Gynostemma pentaphyllum)作為林下經濟作物之

生長比較 

林軒志 1*，賴宜鈴 2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91201 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 號。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生物資源博士班。91201 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 號。 

* 通訊作者，ilai@mail.npust.edu.tw  

 

摘要 

 

絞股藍(Gynostemma pentaphyllum)主要分布於熱帶地區，生長於台灣全島在 

600~2,000 公尺的山谷陰濕處。多年生攀緣性藤本，適合攀附於中小型喬木，喜

蔭蔽環境。絞股藍對人體有利的成分絞股藍皂苷（aypenoside），還有大量黃酮類

物質、氨基酸、多醣以及維生素等。新興的林下經濟作物潛力，因此本研究，由

東勢種源育成幼苗，種植於含沙：土為 2：1 的 4 吋盆，置放於高床網上 3-4 天

充分澆水一次。種植於屏科大森林系苗圃林冠透光度，30％、22％、10％的林下

各 10 盆，經過 5 個月後比較其相對葉綠素濃度 (relative chlorophyll content, 

RCC)、最大光合作用電子傳遞速率(maximum electron transport rate,ETRmax)，做為

光合作用能力指標、潛在光合作用效率 (Fv/Fm)，做為是否遭受逆境的指標，並

且測量其生產量和形態的差異。結果發現 ETRmax、RCC 皆隨著光度環境的提升

有增加的趨勢，30%的光環境顯著有較高數值，光合作用能力也較強，10%光環

境則相反。然而 Fv/Fm 逆境指標在 10%低光環境，有較佳表現。形態測定上生長

在透光 30%的光環境，葉片較厚、單葉有較高的乾重，此環境下有最大地上部總

生產量和總生產量。生長在透光 22%入秋後有大量生長，雖有較大的單葉面積及

總莖長，但產量仍不及透光 30%環境。10%環境生物量最少，葉片顯著較小且

薄，易受蝸牛啃食。總結本研究結果可知，絞股藍性喜透光 30%的光環境，有最

佳的生物量，如未來種植可作為參考依據。 

 

關鍵詞：林下經濟；生物量；光合作用；葉綠素螢光； 潛在光合作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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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產組海報發表程序表 

10月 27日(星期四) 

序號 發表編號 題目 作者 

1 P10-1 
3D X-Ray 應用於多尺度竹纖維複合材

料檢測的潛力評估 

張鈞瑋、呂亞諭、湯竹閔、

張豐丞 

2 P10-2 帋墨相發--鳳梨葉宣紙吸墨性之探討 
呂芳儀、李汶蔚、陳政見、

夏滄琪 

3 P10-3 書畫用月桃手工宣紙適性評估 李汶蔚、李孟鴻、夏滄琪 

4 P10-4 書籍紙張揮發性氣體分析與檢測 
王福德、李孟鴻、林建宗、

夏滄琪 

5 P10-5 
國產材生產實務教學與數位化導向課

程之學習平台建置 
謝婉婷、林翰謙 

6 P10-6 
產品語意設計模式應用於木質產品設

計之可及性 
謝婉婷、林翰謙 

7 P10-7 
製備奈米氧化鋅摻合生質基水性聚胺

基甲酸酯及其性質 
高嘉嬨、陳奕君 

8 P10-8 
利用轉錄體學評估柳杉精油如何調控

西洋蜂之基因表現 
王皓昀、陳映羽、何尚哲 

9 P10-9 
國產肖楠木下腳料作為木食器設計製

作之可行性探討 
侯志明、蘇文清、夏滄琪 

10 P10-10 
應用廢棄國產木材於啟發型兒童玩具

設計之研究 
劉俞君、李安勝 

11 P10-11 
四種國產材經戶外暴露試驗後之物理

性質評估 
施承睿、方力禾、羅盛峰 

12 P10-12 
聚乳酸/木粉複合材料應用於 3D 列印

線材之性質研究 
蕭呈芳、羅盛峰 

13 P10-13 
大葉桃花心木與桃花心木植物形態與

木材性質之比較研究 

王于心、鄭宇舜、施柔安、

陳薇竹、楊智凱、吳東霖 

14* P10-14 
以網路報導資訊探究倒木原因及因應

風險管理對策 

林振榮、林柏亨、張婕瑜、

葉瑞玲 

15* P10-15 
乾旱逆境對紅檜與臺灣扁柏葉子揮發

成分之影響 
陳盈如、張上鎮、鄭森松 

16* P10-16 不同樹種段木香菇揮發成分之分析 
鄭森松、李致宏、林群雅、

劉素玲、陳盈如、張上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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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產組海報發表程序表 

10月 27日(星期四)  

序號 發表編號 題目 作者 

17* P10-17 
三種國產材之抗彎強度對數位化加工

之影響 

塗三賢、李志璇、林振榮、

林志憲 

18* P10-18 自然通風綠建築設計 吳冠曆、李世豪 

19* P10-19 模糊層級分析法選擇木質傢俱材料 李世豪 

20* P10-20 有限元素法應用於機械手臂內力分析 李世豪 

21* P10-21 
臺灣肖楠葉及枝條精油組成分及多種

生物活性之探討 

徐光平、何彗彤、蘇裕昌、

何振隆* 

22* P10-22 臺灣產印加果果實及油脂性質分析 
劉素玲、林蘭東、龔世明、

沈玉真、黃金城、鄭森松 

23* P10-23 
水性丙烯酸樹脂添加木質素於膨脹塗

料之阻燃性質研究 
莊智勝 

24* P10-24 不同地域台灣榕萃取物之初探 
顧文君、李金梅、林柏亨、

林振榮、塗三賢 

25* P10-25 蓪草栽培及工藝技術之研究 王子雲、黃俊傑、吳東霖 

26* P10-26 
木質壓縮層狀構造材熱傳導影響對節

能效應的適用性 
陳予卉、林翰謙 

27* P10-27 
水性三聚氰胺-丙烯酸乳液樹脂膨脹型

塗料之阻燃性研究 
莊智勝 

28* P10-28 石薺薴的栽培管理及精油生產 
葉若鋆、林建融、陳盈如、

吳慈芳 

29* P10-29 華薊抽出物之水飛薊素成分初探 
黃佳瑩、賴志銘、伍淑惠、

許富蘭 

備註： 

1. 請發表人於 10月 27日上午 10時前依分組及編號，張貼於會場指定之展示板，每篇以 A0一幅

能容納為限。 

2. 海報發表之評審時間為 10 月 27日 12:45-14:15，請各海報發表人請於此時間接受評審委員之評

審。 

3. 海報得繼續展至 10月 28日中午 12時，請發表人於 10月 28日中午 12時前撤展。 

4. *：教師及研究人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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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產組(學生) 

3D X-Ray 應用於多尺度竹纖維複合材料檢測的潛力評估 

張鈞瑋 1、呂亞諭 1、湯筑閔 1、張豐丞 1* 

 

1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森林館 206。 

* 通訊作者，fcchang@ntu.edu.tw 

 

摘要 

 

植物纖維其中一個最大宗的應用形式即是纖維加固樹脂複合材料 (Fiber-reinf

orced Polymer, FRP)。在全球的環保氛圍以及零碳排願景下，植物纖維在不同尺度

下的潛力與對於低碳產品開發的直接助益，如：奈米尺度纖維應用於軟性電子基材

、薄膜，短纖維尺度應用於射出與模壓零組件，長纖維範疇應用於編織等結構用複

合材料等，均為重要的發展領域。本研究利用 3D X-ray 掃描技術對本團隊已開發

的竹纖維複合材料進行初步評估，並試圖發展包含定量、非破壞檢驗與檢測條件在

內的試驗技術。共分為 (1) 複合材料組成分細節成像、(2) 靜態破斷面檢測與量化

、 (3) 纖維含量與立體影像體積比例判定等主題。探究並檢驗檢測設備用於不同

材質、孔徑或尺度下均需重新調整與嘗試最佳的參數如解析度、樣品含水率、掃瞄

範圍、包覆材質與樣品規格等。結果發現相比於傳統的電子顯微鏡成像，不僅樣品

的相容性高，對於含水率、前處理與成像的難易度上，3D X-ray都具有優勢。3D

 X-ray 解析度的選用範圍極廣，亦可快速拼合多組立體渲染影像，還可搭配後處

理軟體量測許多物理量，如裂紋長度、灰階色域識別、界面面積等。未來藉由 3D

 X-Ray 的輔助，生物材料的顯微組織研究、有限元素單元建模、複合材料缺陷辨

識與品管、竹材力學研究以及破裂模態的量化分析均期望能更進一步。 

 

關鍵詞：3D X-Ray，竹纖維，複合材料，破斷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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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產組(學生) 

帋墨相發--鳳梨葉宣紙吸墨性之探討 

呂芳儀 1、李汶蔚 1、陳政見 2、夏滄琪 3* 

 

1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研究生。600355嘉義市東區學府路 300號。 

2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621302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 號。 

3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副教授。600355嘉義市東區學府路 300號。 

* 通訊作者，tcshiah@mail.ncyu.edu.tw 

 

摘要 

 

臺灣手工紙廠製造書畫宣紙之纖維多仰賴進口，原料成本隨國際情勢而波動，

以致影響紙廠獲利高低。鳳梨(Ananas comosus (L.)Merr )為多年生作物，一般栽

植是一作二收，亦即在三年中收穫兩次為更新期，然許多鳳梨農民經營多採用一作

一收，因此鳳梨老株隨之而增加，並在採收後殘留大量鳳梨葉之廢棄物。以嘉義縣

民雄鄉為例，一年至少造成 10萬公噸以上之廢棄鳳梨葉。鳳梨葉的纖維強韌且細

長比高，可作為紡織、造紙之原料。基於環保及農業殘留資材高質化應用，本研究

以鳳梨葉纖維作為製漿原料，採蘇打法製備鳳梨葉纖維紙漿，改良手工造紙廠配方

，調配鳳梨葉纖維、雁皮、道林紙裁邊紙及短纖木漿等紙漿原料抄造鳳梨葉宣紙。

與市售淨皮宣、雁皮宣進行比較，鳳梨葉宣紙白度明顯優於市售宣紙，且紙張抗張

指數高於淨皮宣及雁皮宣。紙張吸水、墨暈性質與市售手工宣紙約在伯仲之間。專

家試墨書寫評語為「鳳梨纖宣紙具有不易暈墨之特性，且搭配濃墨書寫效果佳。以

市售墨汁書寫時，運筆稍有滯澀感。改以手工磨墨墨汁試寫，其墨汁滲透感良好。

鳳梨纖宣紙適合運筆緩慢之字體，如：隸書、楷書。以筆尖輕柔提筆，書寫之隸書

具細緻柔和之筆調。或使用筆腹、搭配濃墨，書寫之字樣具有磅礡之氣勢。」經書

法名家試墨之品評極佳，故鳳梨纖宣紙可為農業廢棄物鳳梨葉資源化、高值化之最

佳利用發展方向。 

 

關鍵詞：鳳梨葉宣紙, 吸墨性, 農業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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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產組(學生) 

書畫用月桃手工宣紙適性評估 

李汶蔚 1、李孟鴻 1、夏滄琪 2* 

 

1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研究生。600355 嘉義市學府路 300號。 

2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副教授。600355 嘉義市學府路 300號。 

* 通訊作者，tcshiah@mail.ncyu.edu.tw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特有種多年生常綠性草本原生植物--月桃 (Alpinia zerum

bet) 葉鞘，研製兼具棉紙強韌性及宣紙細緻、濕潤特性之書畫用手工紙。藉由製漿

、手工紙抄造、紙張力學性質測定及墨暈試驗，分別比較月桃半礬、無礬手工紙與

無礬白京和紙、半礬白京和紙、紅星牌棉料單宣、棉紙及清澄宣等 5種市售書畫手

工紙；並經乾熱 (105℃) 及高溫、高濕 (85℃/85%RH)、QUV 加速劣化處理，以

評估自行研製月桃書畫用手工宣紙之適用性。經試驗結果得知，在耐折強度結果呈

現，月桃半礬手工宣紙優於受測試之所有市售紙樣，月桃無礬手工紙則在抗張強度

有較佳表現，在墨暈性質方面，月桃半礬宣吸墨後之墨暈縱橫向比值趨近於 1，顯

示出紙質具較優之潤墨性；在耐候性質評估方面，經乾熱劣化後，月桃無礬及半礬

手工宣紙在耐折與抗張強度皆優於市售紙樣；經高溫高濕劣化後，月桃無礬及半礬

手工宣紙具有較佳之耐折與濕潤抗張強度。經測試紙張之吸水度，月桃手工宣紙與

市售宣紙相差伯仲之間。綜合本研究結果，月桃手工紙之耐折、抗張、濕潤抗張、

吸水性、墨暈均勻性俱優，另經加速老化處理後之安定性亦佳。顯示自行研製之月

桃手工宣紙，為優質書畫用紙，可以提供為藝術界高級書畫用紙材之新選擇。 

 

關鍵詞：月桃手工宣紙, 書畫用紙, 墨暈試驗, 濕潤抗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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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產組(學生) 

書籍紙張揮發性氣體分析與檢測 

王福德 1、李孟鴻 1、林建宗 2、夏滄琪 3* 

1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學生。600355 嘉義市學府路 300 號 

2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兼任助理教授。600355嘉義市學府路 300號 

3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副教授。600355嘉義市學府路 300號 

* 通訊作者，tcshiah@mail.ncyu.edu.tw 

 

摘要 

 

珍貴的圖書文獻、檔案之紙張，會隨保存時間長短及環境變化，而有黃化、酸

化及降解等老化現象。老舊的書籍紙張常有特殊的書卷香氣，相當值得玩味及探究

。本研究旨在分析自然老化及人工老化之書籍紙張釋放的氣味成分–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藉由分析老化紙質相關的降解物，評估

老化紙張的劣化狀態。藉由 Gilian 幫浦進行紙樣氣味採樣，並採用熱脫附儀 (The

rmal Desorption,TD) 結合氣相層析質譜儀 (Gas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me

try, GC-MS) 進行紙張裂解成分鑑定。分別將 2 本民間收藏的舊書 (分別為 1922

年的草漿紙，及 1956年的磨木漿紙)，與經人工加速老化 (105℃乾熱劣化 144hr) 

之新聞紙 (高木質素含量) 和分析濾紙 (純纖維素) 相比較，藉以評估使用非破壞

性 TD / GC-MS 捕捉紙張散發氣體，及識別老舊書籍紙張揮發性化合物的可行性

。經試驗結果得知，隨人工老化時間增加，萜烯類物質會隨時間遞減；在自然與人

工老化試驗中，皆發現具有松香氣味的 α-Pinene、草藥味的 Cineole、甜味的 p-Cy

mene 和 limonene，及刺鼻味的 (+)-Camphene；舊書中含有較高的 ethyl acetate，

推測為舊書紙張上印刷之墨水所導致。 此外，1922 年舊書中含有較高的 Campho

r，很可能來自於保存用之樟腦丸或樟木書櫃，而舊書中未發現的長鏈烴成分，推

測已釋放至環境中。在總離子流 (TIC) 模式中，並未發現典型的紙質降解指標物

，例如糠醛成分，其原因有待進一步探究。綜合本研究結果，VOCs 訊息不僅揭示

了紙張的劣化，並初步反映了數十年前的儲存環境，顯示 GC/MS 確實可獲取老化

紙張的降解訊息，並可應用為書香來源之非破壞性研究途徑。 

 

關鍵詞：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氣相層析質譜儀, 紙張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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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產組(學生) 

國產材生產實務教學與數位化導向課程之學習平台建置 

謝婉婷 1、林翰謙 2* 

 

1 國立嘉義大學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博士生。600355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 300號 

2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教授。600355 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 300號 

* 通訊作者，alexhlin@mail.ncyu.edu.tw 

 

摘要 

 

科技日益月新，學習方式無遠弗屆，教學的方式也呈現多元與數位化，而推動

國產材利用的過程中，生產實務教育是必要的，然受限於目前大專院校對於學分學

時的限制，本研究以數位化課程導向結合國產材實務生產進行學習平台的建置。課

程內容參考臺灣目前相關科系課程內容、林業政策方向與相關專家訪談等，進而彙

整出國產材生產實務教學所需課程方向與內容，涵蓋：(1) 人工林經營規劃與體系

建構；(2) 林木收穫與木材初級加工產業；(3) 木製產品設計製作與量化實務等數

位教學課程等，以提供相關人員學習使用。本研究依不同學習需求之內容，分別建

置相關科系學生學習之『國產材生產數位教育平台 https://reurl.cc/nOd3qX』，公務

人員學習之『e化學習平台 https://reurl.cc/LMrOa7』等。而數位教材有教學內容、

學習簡報、實務導向影片、專家對談等林產專業內容，並配合科技發展的導入，更

增加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與虛擬實境（VirtualReality, VR）等之數

位實務模擬學習教材，以增進學習時的臨場感與互動性，於考量學習後的回饋，增

加課後測驗，以提供學習後的自我檢視，不但可增加學習的動力，也能增加國產材

生產的相關知識，進而推廣國產材的使用。 

 

關鍵詞：國產材、生產實務教學、數位化導向課程、擴增實境、虛擬實境 

  

https://reurl.cc/nOd3qX
https://ang4745.wixsite.com/my-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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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產組(學生) 

產品語意設計模式應用於木質產品設計之可及性 

謝婉婷 1、林翰謙 2* 

 

1 國立嘉義大學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博士生。600355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 300號。 

2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教授。600355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 300號。 

* 通訊作者，alexhlin@mail.ncyu.edu.tw 

 

摘要 

 

在 1980 年前之工業設計界中的量產模式，多以「形隨機能」的風格呈現；1980

年後，逐漸以個人設計理念為主軸，實踐於產品設計中，因此產品發展中，『產品

造形』可視為一種符號，有如語言般，進而可與使用者溝通。本設計利用產品造型

中之語意概念，作為設計產品的思考模式，並透過外觀造型及功能強化等進行木質

產品的研發，在外觀上以自然形態作為情感設計的造型，而功能上則搭配藍芽、無

線充電、燈具等強化生活之使用性，並以直覺式使用產品的方式，引導使用者使用，

讓產品可適合於不同的族群使用。所設計之 2 款產品係利用國產材柳杉

（Cryptomeria japonica）春秋材的天然紋理，以及心邊材紅黃相間的色彩變化，並

導入阿里山的山景、曙光等特色，利用聯想、轉化、具化的語意設計流程，進行外

觀造形搭配數位配件的設計而成。產品一：『曙光燈具』，尺寸 260 x 220 x 150 mm，

外觀以阿里山曙光為意象，結合藍芽音響與夜燈，作為具功能性之生活使用；產品

二：『山嵐燈具』，尺寸：250 x 80 x 150 mm，外觀以曲木作為山嵐漸層的視覺感，

並與藍芽音響、無線充電、夜燈等使用性結合。依此，本設計透過象徵的外觀造形

與直覺式的指示功能設計製作，可發揮國產柳杉材的自然美感的價值性，且可結合

產品造形當作語言設計之可及性。 

 

關鍵詞：國產材柳杉、產品語意設計模式、產品造形、木質產品、數位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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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產組(學生) 

製備奈米氧化鋅摻合生質基水性聚胺基甲酸酯及其性質 

高嘉嬨 1、陳奕君 1,*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40227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 通訊作者，chenyc@nchu.edu.tw 

 

摘要 

 

添加奈米填料為增強高分子基材性質，奈米氧化鋅（Zinc oxide particles；Zn

ONP）為工業材料之一，具有增加機械強度等功能。本研究目標合成具環境友善性

水性聚胺基甲酸酯（Waterborne polyurethane；WPU），期以可再生資源取代石油

資源，以蓖麻油（Castor oil）取代部分聚四亞甲基醚二醇 （Polytetramethylene e

ther glycol；PTMG）為多元醇，以異佛爾酮二異氰酸酯（Isophorone diisocyanate

；IPDI）為異氰酸酯原料，NCO/OH 莫耳比設定 1.4，以預聚合法製備 WPU 樹脂

，並於合成步驟添加 ZnONP。ZnONP 合成方法為常溫常壓之簡單化學沉澱法，完

成製備後分別使用穿透式電子顯微鏡（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TEM，

JEOL JEM-2010）、X 射線繞射儀（X-ray diffractometer，XRD）、能量色散 X射

線譜（Energy-dispersive X-ray spectroscopy；EDS）測定 ZnONP 粉末之型態。結

果顯示本研究設定之合成條件，可縮短 ZnONP 製備時間，型態和尺寸與前人研究

結果相似，ZnONP 與 WPU 摻合探討其樹脂液和薄膜性質，結果顯示添加 ZnONP

增加WPU薄膜之機械強度及耐水性質，本研究可做為未來應用奈米填料摻合於 W

PU 薄膜、塗料和紡織品等之參考。本研究承蒙國科會計畫（110-2813-C-005-046-

B和 111-2313-B-005-032 -）和農委會研究計畫補助（111AS-14.1.1-ST-a4），特此

申謝。 

 

關鍵詞：水性聚胺基甲酸酯、奈米氧化鋅、氧化鋅、奈米顆粒 

 

  

mailto:chenyc@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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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產組(學生) 

利用轉錄體學評估柳杉精油如何調控西洋蜂之基因表現 

王皓昀 1、陳映羽 1、何尚哲 1* 

 

1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600355 嘉義市東區學府路 300 號。 

* 通訊作者，stho@mail.ncyu.edu.tw 

 

摘要 

 

蜜蜂為現今農業及花卉產業之重要授粉者，且在生態系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本研究室先前的試驗結果中顯示，柳杉葉部精油可抑制美洲幼蟲病病原菌－幼

蟲芽孢桿菌（Paenibacillus larvae）之生長。另一方面，定量即時聚合酶連鎖反應

（QPCR）之分析結果顯示，柳杉葉部精油可影響西洋蜂（Apis mellifera）的生理

調控相關基因，如：王漿蛋白家族（Major royal jelly proteins, MRJP）之表現。

然而，先前的試驗僅針對部分基因進行探討，對於西洋蜂施用柳杉葉部精油後，其

整體基因表現之變化則缺乏相關試驗分析佐證。因此，本研究將利用轉錄體學方法

，探討西洋蜂在施用柳杉葉部精油後之基因表現差異。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

ponents analysis, PCA）之試驗結果顯示，柳杉葉部精油處理組別與未處理之控制

組具有顯著分群效果。進行 GO資料庫分析後，可發現大多基因與生物代謝途徑及

分子功能相關。此外，本研究發現西洋蜂施用柳杉葉部精油後，共發現 19個差異

表現基因（Differential expression gene, DEG），其中有 12個基因被上調，7個基

因則被下調。進一步針對差異表現基因之功能做分析，則可發現到上調基因多與抗

微生物、抗菌或是解毒有關，推測此類基因被上調可能具有降低西洋蜂感染疾病之

潛力；而下調基因大多與金屬離子吸收相關，推測施用柳杉精油可能會影響西洋蜂

代謝途徑。未來我們將會結合代謝體學進一步評估這些差異表現基因相關的生物

代謝途徑之代謝產物變化及柳杉葉部精油施用後對於蜂產品之影響，以評估柳杉

葉部精油是否可做為西洋蜂疾病防治及保健用品之科學性證據。 

 

關鍵詞：西洋蜂、柳杉、轉錄體學、差異表現基因、代謝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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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產組(學生) 

國產肖楠木下腳料作為木食器設計製作之可行性探討 

侯志明 1、蘇文清 2 、夏滄琪 3, * 

 

1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研究生。600355嘉義市學府路 300號。 

2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教授。600355 嘉義市學府路 300 號。 

3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副教授。600355嘉義市學府路 300號。 

* 通訊作者，tcshiah@mail.ncyu.edu.tw 

 

摘要 

 

今日市場合法取得之國產肖楠木，多為林務局所標售之漂流木，作為建材或家

具用途之取材率往往不到 30%，不成材的下腳料及邊材料多不勝數，製材業者固

有的習慣，乃將其作為製香原料使用。因此，使用下腳料設計製作木食器，可減少

製成香品所產生出的碳足跡，達到固碳並提高國產材利用率與使用價值。台灣每年

約使用 45億雙一次性筷子，其總長度足以繞地球 20圈，隨著氣候暖化加速，禁用

一次性餐具迫在眉睫，期盼國產材生漆塗裝木食器之設計，能為固炭盡一點棉薄之

力，進一步更有效率提升國產材的自給率。 本研究旨在利用台灣本土肖楠（Calo

cedrus macrolepis var. formosana）之下腳料，其順逆紋理錯綜複雜且富含油脂，

作為食器材料乃上上之選。因此發想設計出一組木食器組，由一雙八方箸、一個筷

架、兩個四格沾醬小菜碟及兩支湯匙，以磁力組合而成一隻蝴蝶，取名為箸蝴(祝

福)，寓意集八方賓客，共享台灣珍饈。為求強化木材的穩定性，並能使其歷久彌

新，越發木紋光澤。以期達致令木質食器更為細膩，更具易清潔和保養及衛生之目

的。因此設計採用生漆塗裝，材料取之於漆樹（Toxicodendron vernicifluum），有

耐腐、耐磨、耐酸鹼、耐高溫等多種具佳之性能。透過三次、七次以及十次的擦漆

，經反覆塗裝、乾燥、研磨，隨著漆膜不斷增厚/加，在拋光工序中漆膜表面逐漸

呈現出鏡面光亮的效果，更可以呈現出淺移默化之生動木紋紋理，給予使用者在享

用美食時，兼具視覺及溫潤手感的完美結合。 

 

關鍵詞：國產材, 肖楠木, 下腳料, 木食器, 設計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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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產組(學生) 

應用廢棄國產木材於啟發型兒童玩具設計之研究 

劉俞君 1*、李安勝 2 

 

1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研究生。60004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 300號. 

2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教授。60004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 300號. 

* 通訊作者，faster410@gmail.com 

 

摘要 

 

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在少子化的趨勢下，家長及政府願意花費更多的資

源在兒童的教育與身心發展上，因此，陪伴兒童成長的玩具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現代的玩具除了好玩、趣味的意義外，更賦予教育與輔助身心成長的功能，尤其

是學齡前的幼兒，身心都還在發展與學習階段，透過遊戲與玩具的互動，訓練認知

發展，諸如邏輯推理，概念形成、語言思考及道德發展等(Piaget，1896-1980)。木

製玩具天然、環保、無化學濃度，是最安全的玩具材料，且木材本身具有天然的色

澤、紋理、溫潤觸感、調節溫溼度等功能，並散發天然精油香氣能抑制菌類、螨類

等其他過敏原等特性，比起塑膠及其他材質相對安全性，更適用於製造兒童玩具。

臺灣地區每年消耗木材約達 600 萬立方公尺，其產生的廢棄木材(包括廢木質家具

)約達 200萬立方公尺（林振榮等，2019)。近年林務局積極研發剩餘資材循環再利

用，例如建築、大型家具製作所剩餘之廢棄木材，皆可再回收利用；並針對疏伐林

產出中小徑木材，鼓勵多元開發應用，希望以多元化應用及全材開發的角度來充分

應用這些造林木，達到森林資源有效利用與推廣的目的（李佳如等，2021）。因之

，本研究將木材工廠家具製作殘餘之木料，經由設計活化利用，製作兒童啟發性玩

具，以有益兒童身心發展的感知型玩具為導向，希望透過幼兒教育知識導入木質設

計的加值，達到將廢棄木材創新加值之目的。近年來林務局積極推廣國產材之應用

，希望發揮國產造林木之最大使用率，有鑑於此，本研究以國產材：香杉(Cunning

hamia lanceolata)及柳杉(Cryptomeria japonica)之廢棄木材為主要材料，進行木製

兒童啟發性玩具的開發設計。 

 

關鍵詞：木製玩具、國產材、兒童身心發展、感知型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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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產組(學生) 

四種國產材經戶外暴露試驗後之物理性質評估 

施承睿 1、方力禾 2、羅盛峰 3* 

 

1 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大學部。260007 宜蘭市神農路一段一號。 

2 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大學部。260007 宜蘭市神農路一段一號。 

3 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副教授。260007 宜蘭市神農路一段一號。 

* 通訊作者，sflo@niu.edu.tw 

 

摘要 

 

戶外用木材容易受到氣候影響而造成木材尺寸變化，進而導致開裂而造成腐

朽等缺點發生，因此木材加工後之含水率以及塗裝處理是一項重要課題。本試驗採

用柳杉、台灣杉、大葉桃花心木及光臘樹等 4種國產人工林木材，將試材調濕為 1

2%、20%及 30%等三種含水率，並分別以 PEG 及護木漆處理，再經戶外暴露試驗

，探討試材之尺寸安定性、表面顏色變化、以及外觀劣化情形，以瞭解四種國產材

之尺寸及處理條件下之耐候劣化情形。暴露試驗後結果顯示，對照組試材之 L*、

a*、b*及 ΔE*值均較處理材大，而以護木漆處理之試材表面性質優於 PEG+護木漆

組；然 4種國產材之試材無論是否經過處理，其木材含水率越高，則木材因收縮膨

脹導致更易產生開裂，又闊葉樹中大葉桃花心木容易變形，光蠟樹則易發黴變色；

另就試材之尺寸安定性方面探討，試材含水率 20%時且 PEG處理後，表面再以護

木漆塗布之試材表面性質及尺寸安定性為最佳，而含水率 30%以上之對照組則表

現最差，另試材中大葉桃花心木會出現彎曲情形。 

 

關鍵詞: 暴露試驗、 色差值，尺寸安定性，聚乙二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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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產組(學生) 

聚乳酸/木粉複合材料應用於 3D列印線材之性質研究 

蕭呈芳 1、羅盛峰 1* 

 

1 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260007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號。 

* 通訊作者，sflo@niu.edu.tw 

 

摘要 

 

3D列印是一種依據電腦建置之模型利用材料精準堆疊構成三維物件的技術，

能製造高複雜度之物件，無需模具輔助，其應用層面廣泛，其中熔融層積製造(Fu

sed Deposition Modeling, FDM)是較普遍的列印方法。FDM 的製造參數會影響成

品的品質及材料特性，能確定最佳的製造條件可避免大量的廢料產生，更有效率列

印成品。本研究以市售之直徑 1.75mm 聚乳酸(poly(lactic acid), PLA)/木粉複合線

材探討設定不同的列印層高及列印填充率對機械性質及尺寸安定性之影響。列印

噴頭溫度為 210℃，列印參數設定在 0.3mm、0.4mm 兩種層高的條件下，分別印製

10%、50%、100%三種填充率之試片，進行抗拉試驗、抗彎試驗及 24小時吸水率

測定。結果顯示，因列印層高較小，各層間隙減少，層高為 0.3mm 時具有較高之

MOR 值、MOE值及拉伸強度。列印的尺寸精度會隨著填充率越高而降低，對材料

的機械性能及尺寸安定性較無影響。 

 

關鍵詞：生物塑膠、機械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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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大葉桃花心木與桃花心木植物形態與木材性質之比較研究 

王于心 1、鄭宇舜 1、施柔安 1、陳薇竹 1、楊智凱 2、吳東霖 1*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91201 屏東縣學府路 1號。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91201 屏東縣學府路 1號。 

* 通訊作者，tony.npust@gmail.com 

 

摘要 

 

桃花心木屬（Swietenia Jacq.）為楝科（Meliaceae）植物下經濟價值最高之一

屬，全世界紀錄有 7-8 種，主要分布於熱帶美洲及亞熱帶地區。桃花心木（S. ma

hagoni）及大葉桃花心木（S. macrophylla）2 種因木材具有高穩定性、耐用性、易

加工及美觀性等，讓天然的族群遭受無永續收穫概念的砍伐，而名列瀕臨絕種野生

動植物國際貿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CI

TES）附錄二 Appendix II 中。因此在亞洲及大洋洲等地區皆已經進行大面積栽培

，將木材供給至所需市場。臺灣的桃花心木及大葉桃花心木皆在 1901 年由田代安

定氏由日本引進栽種，至今皆達可利用的狀態，但兩者外表形態接近容易混淆，木

材性質也無比較研究。本文針對桃花心木及大葉桃花心木的植物形態、木材物理機

械性質及木材化學性質進行比較探討。試驗結果發現，兩樹種之間的木材顯微構造

、抗壓強度及抗剪強度沒有明顯差異。此外，桃花心木之醇苯抽出物及纖維素含量

較大葉桃花心木高，而其抗彎強度、抗彎彈性模數及木質素含量均較大葉桃花心木

者低，希望本試驗成果可提供臺灣國產材永續經營與利用之資訊。 

 

關鍵詞：大葉桃花心木、桃花心木、植物形態、木材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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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產組(教師、研究人員) 

以網路報導資訊探究倒木原因及因應風險管理對策 

林振榮 1*、林柏亨 2、張婕瑜 3、葉瑞玲 3 

 

1 林業試驗所森林利用組研究員。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號。 

2 林業試驗所森林利用組助理研究員。台北市中正區三元街 67號。 

3 林業試驗所森林利用組助理。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二段 102號。 

* 通訊作者，zzlin@tfri.gov.tw 

 

摘要 

 

本研究彙整 2015-2022年 9月網路新聞報導樹木倒伏資訊共 239 則，從新聞媒

體角度探究樹木倒伏現象原因，分析並提出相對應的降低樹木倒伏的風險管理對

策，以預防及減少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提供管理機關參考應用。研究得知樹木倒

伏包括連根倒、傾斜、斷幹、斷枝等形式，至少共造成 16人死亡 63 人受傷，也造

成不少車輛、電線等公共設施損毀之財產損失，倒伏樹木不計其數。樹木倒伏主要

發生在颱風期間也就是 7-9月份，另外，颱風之前後或颱風外圍影響期間，也是倒

伏造成傷亡及損失的關鍵時間，可提醒社會大眾多加注意。主要樹木倒伏本身原因

為淺根性樹種、褐根病、樹木基部腐朽、靈芝真菌危害、樹幹腐朽、白蟻危害、修

剪傷害等。主要樹木倒伏環境原因為颱風、強風、豪雨、植穴小、工程硬體設施障

礙、土壤排水性、土壤硬實化等。本研究以特性要因法分析倒木發生原因，並以擬

訂相對應預防倒木管理對策，提供降低樹木危害的風險性。 

 

關鍵詞：樹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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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乾旱逆境對紅檜與臺灣扁柏葉子揮發成分之影響 

陳盈如 1、張上鎮 2、鄭森松 3* 

 

1 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森林化學組。10067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號。 

2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號。 

3 國立臺灣大學實驗林管理處。55750南投縣竹山鎮前山路一段 12 號。 

* 通訊作者，sscheng@ntu.edu.tw 

 

摘要 

 

紅檜（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及臺灣扁柏（C. obtusa var. formosana）

為臺灣雲霧帶山區最引人注目的代表性樹種，兩樹種外型雖極為相似，但其分布的

範圍及生育地條件並不全然一致。生育地因子中，水分逆境在短時間內即可能限制

苗木之生理活動。因此，本研究將紅檜與臺灣扁柏分別在水分正常與乾旱逆境下，

以 SPME（solid-phase micro-extraction）分析其葉子萜類化合物之變化，比較逆境

前後之成分差異。期望瞭解二次代謝產物在這二樹種環境適應能力上可能扮演的

角色。試驗結果顯示，紅檜遭受逆境後，除 oxygenated monoterpenes 由 5.64%下

降至 0.76%之外，其他萜類成分組成無顯著差異；然而，臺灣扁柏葉子在逆境後之

monoterpene hydrocarbons 增加近 2倍，oxygenated monoterpenes 則減少約 86%。

單萜類化合物的 oxygenated terpenes 與 non-oxygenated terpenes 彼此間的消長，可

能是合成途徑中彼此位於同一階層的競爭關係所致。水分逆境時，有些植物酚類化

合物的相對含量會增加，且揮發成分中 oxygenated compounds 含量較豐富，常具

有較高的自由基捕捉能力。因此，本研究中 oxygenated compounds 含量的減少，

是否因為其扮演著逆境初期「救火隊」的角色，減少植物細胞膜之氧化壓力避免傷

害；當逆境持續，是否 oxygenated compounds 相對含量又將逐漸提高，有待後續

深入的探討。藉由瞭解植物生理代謝與環境因子間的相互關係，不僅有助瞭解植物

在生態地理上分布特性，亦可利用植物在特定環境下二次代謝產物的變化，以合理

有效的經營管理方式創造最高的經濟價值。 

 

關鍵詞：紅檜、臺灣扁柏、乾旱、逆境、揮發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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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產組(教師、研究人員) 

不同樹種段木香菇揮發成分之分析 

鄭森松 1*、李致宏 2、林群雅 3、劉素玲 1、陳盈如 4、張上鎮 2 

 

1 國立臺灣大學實驗林管理處。55750 南投縣竹山鎮前山路一段 12號。 

2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號。 

3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60004 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 

4 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森林化學組。10067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號。 

* 通訊作者，sscheng@ntu.edu.tw 

 

摘要 

 

政府鼓勵造林樹種應適地適木，同時增加許多闊葉樹種造林，預期未來將產出

大量闊葉樹中小徑疏伐木，如未能有效利用而棄置於林地，實屬可惜。因此，在兼

顧生態保育與不影響主林木生長之原則下，臺大實驗林配合林務局推動發展林下

經濟，培育出不同樹種的段木香菇，為瞭解其氣味成分是否有差異，因此，本研究

針對臺大實驗林所生產楓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陰香 (Cinnamomum burm

annii)、青剛櫟 (Quercus glauca)、栓皮櫟 (Q. variabilis) 等段木所培育之香菇，利

用固相微萃取技術 (Solid phase microextraction，SPME) 結合氣相層析質譜儀 (G

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GC/MS) 分析不同樹種段木所培育之新鮮

與乾燥香菇氣味成分的差異，期能尋得不同樹種所培育出香菇之特殊氣味成分。試

驗結果得知，在常溫 (25°C)下分析新鮮香菇氣味，以楓香和青剛櫟 2 種段木培育

之香菇主要氣味成分為 Linalool (43.91%和 24.01%)；而陰香和栓皮櫟 2種段木培

育之香菇主要氣味成分為 3-Octanol (33.33%和 32.67%)。在高溫(100°C)加熱下分

析新鮮香菇氣味，香菇則均以脂肪酸類成分為主，其中楓香和栓皮櫟培育之香菇主

要氣味成分分別為 n-Hexadecanoic acid (34.49%) 和 Linoleic acid (38.06%)，而陰

香和青剛櫟培育之香菇主要氣味成分則為 Ethyl linoleate (73.05%和 67.98%)。另

外，在高溫 (100°C) 加熱下，4 種樹種段木培育之乾燥香菇氣味主成分均以 Linol

eic acid (38.44%-55.72%) 和 n-Hexadecanoic acid (29.62%-38.88%) 為主。綜合上

述結果證實，不同樹種段木培育之香菇的確會影響其氣味組成，且加熱溫度 (100

°C) 也是影響香菇氣味成分組成的因素之一，未來可供民眾與段木香菇業者在選擇

上之參考。 

關鍵詞：香菇、氣味、固相微萃取技術、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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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產組(教師、研究人員) 

三種國產材之抗彎強度對數位化加工之影響 

塗三賢 1、李志璇 1、林振榮 1、林志憲 1* 

 

1 林業試驗所森林利用組。10066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號。 

* 通訊作者，twclt@tfri.gov.tw. 

 

摘要 

 

木材自然且不同於其他材料的冰冷觸感，可以增加生活環境的溫暖，然而木材

加工與生產受限於人力與傳統技術，如何解決人力、技術和產量，並且維持品質穩

定、材料多元或客製化，已然成為所有工廠面臨的問題，隨著半自動或自動機械輔

助技術成熟，電腦數位控制(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CNC)加工應用於木質材

料為可行的方式之一，仿生重現傳統工序並達到厚度更薄且穩定的加工要求，當木

材進行細緻的產品規劃與設計時，無法避免木材加工過程處於懸空狀態，本研究使

用電腦數位控制(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CNC)加工三種國產材，材料具有支

撐或懸空對厚度加工準確性之影響，材料尺寸為 180 mm × 20 mm × 10 mm，

使用臺灣杉(Taiwania cryptomerioides)、柳杉(Cryptomeria japonica)和杉木(Cunnin

ghamia lanceolata) 三種國產材，依長度方向每 10 mm 量測材料中央厚度共 15處

，並試驗材料之抗彎彈性模數(Modulus of elasticity, MOE)，三種國產材於底部完

全支撐狀態下之厚度標準差均小於 2.0%，削除 1 mm 後水平翻轉材料維持簡支樑

之懸空狀態，並進行後續厚度切削作業。由初始 MOE 為 7 GPa 之國產材試驗結

果顯示，厚度設定 3 mm 之臺灣杉厚度標準差已提高至 3.2%，柳杉次之為 2.6%，

杉木最小為 1.2%，其中僅臺灣杉之 MOE 下降 16.4%。厚度設定 2 mm 之臺灣杉

厚度標準差則提高至 10.4%，柳杉次之為 7.1%，杉木最小為 2.0%，MOE 則分別下

降 26.0%、6.0%和 13.5%，更提高材料中央厚度與設定值差異分別為 30.9%、22.0

%和 7.2%，由於材料內部春秋材比例之影響，當 CNC 加工削除固定體積後，三種

國產材厚度小於 3 mm 之MOE值皆明顯減少，並影響加工之精度，提供國產材進

行無支撐狀態加工之參考 

 

關鍵詞：綠建築、自然通風、風壓、浮力、節能、環境永續 

  



22 

 

海報發表-林產組(教師、研究人員) 

自然通風綠建築設計 

吳冠曆 1、李世豪 1* 

 

1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600嘉義市學府路 300號。 

* 通訊作者，shlee@mail.ncyu.edu.tw 

 

摘要 

 

自 1970 年發生能源危機與能源將隨文明增進而日益消耗殆盡，節約能源成為

永續發展的重要課題之ㄧ，並且在檢視所有高耗能產業中，發現建築業是最耗能。

據專家粗略估算，在已開發的國家中，有近 40%的能源消耗在建築照明與空調來

維持工作與生活舒適度，但其中的 2/3 至 3/4 可透過正確的、理想的採光與通風

設計節省下來，因此，如何減少高耗能又不影響生活舒適度之自然通風綠建築設計

也就愈來愈受重視。建築物可藉由機械通風或自然通風的方式來達到建築物換氣

的需求。自然通風又可分為風壓通風與浮力通風，風壓通風是依靠自然風力作用在

建築上所造成的風壓差異，造成空氣流動與室內外的空氣交換；浮力通風則是藉由

溫度差異所造成的浮力，促使冷熱空氣上下對流，熱空氣由上方排放。本綠建築設

計係採自然通風設計，在屋頂處開天窗，利用熱氣流上升，由高窗散逸，並將室內

污染物移除或稀釋後，帶進低處新鮮的冷空氣進入室內達成對流通風之功效，也就

是藉由室外自然的風力及室內外的溫差（浮力）促使室內外空氣交換、流動，以有

效自然通風來維持室內清淨空氣品質與舒適居住環境，並達到建築物節能、減碳永

續發展之目的。 

 

關鍵詞: 綠建築、自然通風、風壓、浮力、節能、環境永續 

  

mailto:shlee@mail.nc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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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產組(教師、研究人員) 

模糊層級分析法選擇木質傢俱材料 

李世豪 1* 

 

1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副教授。600嘉義市學府路 300 號。 

* 通訊作者，shlee@mail.ncyu.edu.tw 

 

摘要 

 

如何從琳瑯滿目木材中選擇合適木材，作為家中室內裝潢與傢俱整體陳設材

料、往往是感到無所適從且相當傷透腦筋與棘手問題。本研究提出模糊層級分析方

法來因應。模糊層級分析法簡單又具實用性，主要透過層級分析法，將複雜的問題

劃分成簡單明確的層級架構，運用模糊邏輯理論整合專家們的意見，將原本模糊與

不確定事物轉化成較明確排序，以減少決策錯誤的風險。首先選出 4 種常見木質

傢俱材料：柚木、紅櫟木、櫸木與松木，然後確定各種傢俱材料在各因素的隸屬函

数及隸屬度，進行模糊綜合評價，得出各傢俱材料的評價優先次序。研究結果顯示

此方法能够對木材茫然不知者提供科學依據，合理選擇木質傢俱材料。 

 

關鍵詞：木質材料、舒適性、層級分析、模糊邏輯 

  



24 

 

海報發表-林產組(教師、研究人員) 

有限元素法應用於機械手臂內力分析 

李世豪 1* 

 

1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副教授。600嘉義市學府路 300 號。 

* 通訊作者，shlee@mail.ncyu.edu.tw 

 

摘要 

 

機械手臂，是具有模仿人類手臂功能並可完成各種作業的自動控制設備，這種機

器人系統有多關節連結並允許在平面或三度空間進行運動或使用線性位移移動。機械

手臂是機械工程裝備中的一環，更是不可或缺之裝備，並伴隨科技文明進展，對於

機械手臂的要求與時俱增，非但要考慮機械手臂造型美觀、機能舒適完備，更要考

慮其結構安全、成本經濟與風格時尚。然而機械手臂設計過去一直多靠著傳統經驗

來完成，如今業界要面對瞬息萬變環境與挑戰，勢必借重結構力學，電腦輔助設計

、工程與製造數位科技等，才能跳脫身陷困境與瓶頸之過去，開創新氣象，滿足與

達成對機械手臂之各項需求。本研究成功地將有限元素法應用於機械手臂設計與

分析，計算機械手臂承受載重時，載重在機械手臂引起內力分佈，並找出最大內力

發生之處，此將有助預測機械手臂可能破壞位置。此豐碩成果將有助於未來此類型

機械手臂開發、設計與性能評估，並提供業界實務上之參考，促進我國機械手臂業

者新思維並與國際接軌，使更具信心面對全球化競爭。 

 

關鍵詞:機械手臂、內力、有限元素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8B%E8%87%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5%8B%95%E6%8E%A7%E5%88%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BA%E5%99%A8%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BA%E5%99%A8%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5%BA%A6%E7%A9%BA%E9%9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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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產組(教師、研究人員) 

臺灣肖楠葉及枝條精油組成分及多種生物活性之探討 

徐光平 1、何彗彤 1、蘇裕昌 2、何振隆 1*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木材纖維組。台北市南海路 60號 

2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系。40227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 通訊作者，chenlung@tfri.gov.tw 

 

摘要 

 

臺灣肖楠(Calocedrus macrolepis var. formosana)為臺灣針五木之一，其亦為

重要之平地造林樹種之一。本篇論文即分別採取臺灣肖楠葉及枝條之可再生部位，

以水蒸餾法進行精油萃取，分析組成分，並評估抗食物病原菌、抗氧化及美白等生

物活性，且於最後分離及純化活性化合物。試驗結果如下：肖楠葉精油收率為 0.4

5 ± 0.03 ml/100g，主成分為 α-pinene (45.4%)、limonene (24.8%)及 mycrene (13.

3%)等化合物；肖楠枝條精油收率為 0.16 ± 0.02 ml/100g，α-pinene (49.4%)、ferr

uginol (19.5%)及 β-caryophyllene (9.2%)為其主成分化合物。抗食物病原菌、抗氧

化及美白生物活性，均為枝條精油較葉部精油為佳。枝條精油，於抗食物病原菌方

面，對於 Bacillus cereus、Staphylococcus aureus 及 S. epidermidis 等菌株具有極佳

的抑制活性，抑菌圈為 34-39 mm，MIC 值為 500-750 μg/mL。抗氧化方面，枝條

精油之 IC50值為 296.77 ± 0.73 μg/ml，較芳樟(Cinnamomum camphora var. linalo

olifera)葉、花精油抗氧化活性佳。酪胺酸酶活性抑制方面，枝條精油之 IC50值為 2

66.63 ± 0.69 μg/ml，較肉桂樹皮精油及赤桉花精油為佳。於最後，將枝條精油以

管柱層析方法，進行分離且評估各分離部之三種生物活性得知，以第四分離部活性

最佳，故再將此分離部分離及純化出最具活性化合物，即為 ferruginol 化合物。 

故由以上結果可知，臺灣肖楠葉及枝條精油生物活性方面，以枝條精油較葉部為佳

，且其活性化合物經分離及純化後，得知為 ferruginol 化合物，故此化合物可做多

元及高值化利用。 

 

關鍵詞: 臺灣肖楠、精油、生物活性 

 

  

mailto:chenlung@tfr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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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產組(教師、研究人員) 

臺灣產印加果果實及油脂性質分析 

劉素玲 1、林蘭東 2、龔世明 3、沈玉真 4、黃金城 5*、鄭森松 1* 

 

1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557004南投縣竹山鎮前山路一

段 12號。 

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640301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號。 

3 中國海峽兩岸農業協會。730007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 5號。 

4 台灣欣儷股份有限公司。62158嘉義縣民雄鄉北斗村光明街 662號。 

5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600355 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 300號。 

* 通訊作者，jchuang285@gmail.com 

* 通訊作者，sscheng@ntu.edu.tw 

 

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分析台灣中部（南投）、南部（屏東）及東部（花蓮）等地

區生產的印加果（Plukenetia volubilis L.）果實之組成及果油油脂性質。試驗結果

得知，就果實組成而言，種子佔蒴果重量百分率，以花蓮產的 16.14%為最高，依

序為屏東產的 13.90%，南投產的最低 11.36%，結果顯示產地間具有顯著差異；種

子平均重量介於 1.19 g～1.28 g，種仁平均重量介於 0.80 g～0.85 g，顯示產地間

並無顯著差異；種仁佔果實重量百分率，可得南投產的 71.38%最高，其次為屏東

產 67.42%及花蓮產的 66.98%。果殼之化學組成，醇-苯萃取量介於 5.34%～5.75%

，全纖維素含量介於 60.98%～65.20%，α-纖維素含量介於 34.58%～37.26%，酸不

可溶木質素含量為 12.43%～12.85%。種仁獲油率，壓榨法以南投產地最高為 41.3

1%，屏東產為 40.16%，花蓮產為 36.68%；溶劑萃取法獲油率南投產的為 44.45%

，屏東產為 46.34%，花蓮產為 47.40%，後兩者沒有顯著差異，南投者則與後兩者

比較具有顯著差異。油脂之碘價介於 178～182 g I2/100g，屬於乾性油，皂化價介

於 192.8～196.2 mg KOH/g，酸價介於 0.74～0.93 mg KOH/g，上述性質，三個產

地間沒有顯著差異。GC/MS 分析脂肪酸含量，南投產印加果油的次亞麻仁油酸（

Linolenic acid,ω-3）為 78.04%，亞麻仁油酸（Linoleic acid,ω-6）為 19.06%，硬脂

酸（Stearic acid）為 2.90%；屏東產的分別為 72.94%、21.71%、5.35%；花蓮產的

分別為 69.95%、24.30%、5.75%。上述結果得知，臺灣生產的印加果油所含人體必

需的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包括 ω-3及 ω-6，分別為南投產的 97.1%最高，屏東產 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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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及花蓮產 94.25%。綜合上述結果發現，種仁佔果實重量百分率、壓榨法獲油率

及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含量，皆以南投產者最高。但獲油率若以溶劑萃取法，南投產

者並非最高。然而以環保考量，則建議以壓榨法獲取。 

 

關鍵詞：印加果、油脂性質、獲油率、脂肪酸 

  



28 

 

海報發表-林產組(教師、研究人員) 

水性丙烯酸樹脂添加木質素於膨脹塗料之阻燃性質研究 

莊智勝 1* 

 

1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農業科技系，助理教授。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號。 

* 通訊作者， cs.chuang@nfu.edu.tw 

 

摘要 

 

木質素是一種植物化合物，是自然界中第二大的生物可再生和可生物降解的

聚合物，同時也是產業的副產品，且可以在膨脹型塗料中作為綠色碳源劑。在合板

上塗佈膨脹塗料是提升合板防火安全的有效方法。本研究以水性丙烯酸樹脂作為

膨脹型塗料的載體樹脂，膨脹機制主要是異戊四醇-三聚氰胺-聚磷酸銨的酯化反應。

同時，在塗料中添加不同含量的鹼性木質素(1%，3%，5%和 10%)，並以圓錐量熱

儀針對塗層進行阻燃性質測試。與未添加的塗層相比，添加木質素的塗層其總熱釋

放量和峰值熱釋放率較低，並且顯著提高了合板的阻燃性，此結果主要是由於木質

素可做為碳源並可與酸源進行反應，有效的提升了阻燃性能。再者，不同添加量的

實驗結果顯示，添加 5%的鹼性木質素可以進一步增強合板的阻燃性。比較不同木

質素添加量的膨脹塗層阻燃性質發現，較高的添加量(亦即 10%)並無法有效的提升

阻燃性質，此結果可用於室內裝修材料並用於減少和延遲膨脹型塗料塗佈於合板

上的熱量釋放。 

 

關鍵詞: 木質素，膨脹型塗料，圓錐量熱儀，熱釋放率，水性丙烯酸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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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產組(教師、研究人員) 

不同地域台灣榕萃取物之初探 

顧文君 1＊、李金梅 1、林柏亨 1、林振榮 1、塗三賢 1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森林利用組。10066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號 

* 通訊作者，angelku@tfri.gov.tw 

 

摘要 

 

台灣榕 (Ficus  formosana  Maxim.)屬桑科榕屬植物，別名天仙果小本牛乳房及

羊奶頭，為常綠小灌木。在台灣山區散生於低海拔地區的闊葉林蔭樹下，天仙果全

株皆可使用且全年均可採收，其根部具有特殊香氣，在民間常採集做為藥膳燉補的

食材，是民間流傳具保健作用之植物。全株具有疏經活血、健脾化濕的功效(甘，1981；

李，2004；邱等，1992)，且宣稱其有壯陽效果，惟實際功效未有科學化的研究，缺

乏相關文獻佐證。近年有較多的藥理研究研究發現天仙果的根部及莖部之萃取物具

有抗發炎活性、降血壓活性、毒殺癌細胞等功效，如台灣天仙果具 DPPH 抗氧化效

果(沈,2001)，台灣天仙果莖部成分對人類肝癌細胞株(HepG2 和 PLC/PRF/5)和淋巴

癌細胞株(Raji)具有毒殺作用(許，2002)。對於台灣天仙果不同地域根與莖抗氧化活

性與抗氧化能力之評估，則未有較多相關之研究，因此，本研究目的為萃取天仙果

不同地域根與莖部位之乙醇抽出物，進行各萃取物之抗氧化性質部份： DPPH自由

基清除能力試驗(Scavenging of DPPH radical)；抗氧化成分分析部份：總酚含量測定

(Total phenolic equivalent, GAE)與總類黃酮含量測定等試驗。抗氧化成分分析試驗結

果顯示，天仙果根部總酚含量測定以北部 89.61µgGAE/mg 最多，其次為東部與南

部。總黃酮含量以東部較優 32.03mgQE/g，北部與南部次之。DPPH 自由基清除率

(%)以北部較優 35.32%，東部與南部次之。莖部總酚含量測定以北部 37.61µgGAE/mg

最多，其次為東部與南部。總黃酮含量以北部較優 31.83mgQE/g，南部與東部次之。

DPPH 自由基清除率(%)以北部 24.43%較優，南部與東部次之。此結果表明天仙果

乙醇粗提物具有作為天然抗氧化劑來源的潛力。綜合以上所述，台灣天仙果根部與

莖部具有良好之抗氧化能力，且可推測其中所富含之總多酚類與總類黃酮應扮演

著重要之角色，期待研發台灣天仙果不同特性產品養生保健之應用，並期能

提供給業界作為參考依據。 

 

關鍵詞: 台灣榕，天仙果  

mailto:angelku@tfr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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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產組(教師、研究人員) 

蓪草栽培及工藝技術之研究 

王子雲 1、黃俊傑 2、吳東霖 2*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碩士/高雄市大樹區九曲國民小學。91201屏

東縣學府路 1號。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91201 屏東縣學府路 1號。 

* 通訊作者，tony.npust@gmail.com 

 

摘要 

 

蓪草（Tetrapanax papyriferus, Pith paper plant）於清朝已成為經濟植物，與稻

米和樟腦成為臺灣三大重要出口商品，但隨著科技的發展，蓪草製品逐漸被取代，

使臺灣蓪草產業面臨衰退的窘境。近年來，世界各國對文化資產保存及環保永續意

識的重視，因此，天然無毒的蓪草製品及其傳統手工藝更顯獨特珍貴。目前，對於

蓪草栽培的相關研究付之闕如，因此，本研究以蓪草種子進行栽培，期能提供未來

蓪草種子栽培技術之參考。試驗結果發現，蓪草種子於屏東栽培，其春天發芽率較

低（約為 10%），推測因氣溫太高（24~34oC）導致發芽緩慢；而秋天發芽率較高

（約為 36%），因氣溫約為 20~28oC 種子較易發芽。之後將蓪草小苗種植於瑪家

鄉，其生長速率約為 0.25 cm/day，顯示蓪草確實能利用其種子作為栽培方式。另

一方面，蓪草髓心除了製作蓪草花（紙）之外，也可製作浮標、繪圖素材及人形偶

等產品；主要係因髓心浸濕後延展性佳，保濕效果良好，能替代保麗龍或軟木。本

研究將蓪草延伸設計應用，已開發髮簪（蓪草之木質部）、雨聲棒與沙沙棒（蓪草

通脫後之莖桿部）、立體美勞（蓪草之外皮）及筆桿（蓪草枝條）等。希望可以將

蓪草全株利用，進而將蓪草的工藝技術製作，延伸至工藝藝術的創作應用，並將其

落實於國中小生活科技與美術教育推廣。 

關鍵詞：蓪草、種子栽培、工藝技術 

 

  



31 

 

海報發表-林產組(教師、研究人員) 

木質壓縮層狀構造材熱傳導影響對節能效應的適用性 

陳予卉 1、林翰謙 1* 

 

1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600355 嘉義市東區學府路 300 號。 

* 通訊作者，alexhlin@mail.ncyu.edu.tw 

 

摘要 

 

本研究使用國產柳杉（Cryptomeria japonica）作為試驗材料，採熱力學緻密化

之方式，以熱壓條件於溫度 180℃及時間 60 min 壓縮後，續以乾燥定型溫度 100℃

及時間 12 h 研製出具尺寸安定性之木質壓縮層狀構造材（WCLS）。各 WCLS 之

熱傳導率較對照組柳杉者小，且隨其壓縮定形率（17.96、24.90及 33.22%）增加而

增加。而節能效應係以兩台恆溫溫恆濕機分別模擬室內外環境，從而評估其兩環境

間之柳杉及各 WCLS 的熱傳導率及耗電量，試驗有兩種方式，其一以恆溫恆濕及

在相同溫度 50℃下於不同相對濕度（RH）條件之環境知，WCLS 隨壓縮定形率增

加，其熱傳導率有減少的趨勢，且隨著 RH 的增加，各 WCLS 之熱傳導所增加的

結果較柳杉者小，諸如 90%RH 下，柳杉與各 WCLS 隨壓縮定形率增加者之熱傳

導率分別為 0.1212、0.1126、0.0964及 0.1016 W/mK，而耗電量者則為 3.85、3.71、

2.96及 1.80 kWH；其二為透過模擬室外環境於高低溫度及不同濕度條件下進行 24 

h循環結果可知，各 WCLS 之熱傳導率隨壓縮定形率增加，但較柳杉者減少 10.67-

22.52%，且24 h後之柳杉與各WCLS隨壓縮定形率增加者的總耗電量分別為30.50、

29.83、29.57及 29.4 kWH，因此WCLS 於不同環境模擬下，以熱傳導的差異進而

可推估節能的效益，且具有正面之影響。 

 

關鍵詞：木質壓縮層狀構造材、熱傳導率、耗電量、節電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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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產組(教師、研究人員) 

水性三聚氰胺-丙烯酸乳液樹脂膨脹型塗料之阻燃性研究 

莊智勝 1* 

1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農業科技系，助理教授。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號。 

* 通訊作者，cs.chuang@nfu.edu.tw 

 

摘要 

 

對永續性的關注和環境保護不斷地增加下，無溶劑產品的需求越來越顯著。因

此，塗料行業已將其重點從開發溶劑型產品轉移到開發水性產品。水性產品的開發

不僅節能，且減少污染。本研究開發醚化三聚氰胺-甲醛樹脂和丙烯酸乳液樹脂的

混合樹脂，水性混合樹脂呈現單一固化峰，因此可以減少對溶劑的需求。將混合樹

脂作為膨脹塗料的載體樹脂，膨脹機制主要是異戊四醇-三聚氰胺-聚磷酸銨的酯化

反應，並以圓錐量熱儀針對塗層進行阻燃性質測試。與純醚化三聚氰胺-甲醛樹脂

相比，混合樹脂具有更好的阻燃性以及 CO和 CO2的排放。在不同樹脂含量的比較

上，較低的載體樹脂含量可提高阻燃性且形成更好的炭層結構。再者，比較 300秒

的總熱釋放與 CO/CO2排放可以發現，混合樹脂的含量增加時，膨脹型塗料的阻燃

性與較低載體樹脂含量的阻燃性質具有相同的阻燃效果。本研究的結果和阻燃機

制的變化狀況，可以提供室內裝修用合板阻燃性質，並做為開發環保與高效能室內

阻燃塗料提供參考。 

 

關鍵詞：醚化三聚氰胺甲醛樹脂，水性丙烯酸樹脂，圓錐量熱儀，CO/CO2 排

放，熱釋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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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產組(教師、研究人員) 

石薺薴的栽培管理及精油生產 

葉若鋆 1*、林建融 2、陳盈如 3、吳慈芳 1 

 

1 林業試驗所木材纖維組。100051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60號。 

2 林業試驗所福山研究中心。264013宜蘭縣員山鄉湖西村雙埤路福山 1號。 

3 林業試驗所森林化學組。100053台北市中正區三元街 67號。 

* 通訊作者，zoeyeh@tfri.gov.tw 

 

摘要 

 

石薺薴(Mosla scabra (Thunb.) C.Y.Wu & H.W.Li ) 是唇形花科(Lamiaceae)乾汗

草屬的植物，俗稱痱子草，分布於日本、韓國、台灣、中國中部至南部、越南等地，

在台灣分布於全島低至中海拔山坡地，以草生地及水邊較常出現，生長適應性強，

全株具有明顯香氣，種子與扦插繁殖容易，可做為香草植物進行栽培。本研究藉由

不同栽培條件的生物量、精油收率、精油化學成分等面向探討石薺薴做為精油生產

植物的潛力。在全日照的環境下，二次追肥可有效提高生物量，精油收率高於 1.2%，

開花後精油收率急遽減少，精油化學成分以芳樟醇（Linalool）為主(83.7%以上)，

具有植物栽培容易，精油收率高，精油成分芳樟醇比例高等優勢，可做為發展精油

生產的參考。 

 

關鍵詞：石薺薴、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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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產組(教師、研究人員) 

華薊抽出物之水飛薊素成分初探 

黃佳瑩 1、賴志銘 2、伍淑惠 3、許富蘭 1*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森林化學組。100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號。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植物園組。100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號。 

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育林組。100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 通訊作者，flhsu@tfri.gov.tw 

 

摘要 

 

薊屬和水飛薊屬之植物常被作為治療肝病的草藥，如華薊(Cirsium lineare (T

hunb.) Sch. Bip.)、南國小薊(Cirsium japonicum DC. var. australe Kitam)、島薊(C

irsium brevicaule A. Gray)和乳薊(Silybum marianum)等 (徐雅慧等，2000；趙子偉

；2018；Kuki et al., 2012)。其中，乳薊在歐洲和亞洲已被用於臨床藥物或保健食

品，具有改善肝臟功能和肝臟疾病功效，其萃取物中的活性成分 silybin、silychris

tin、silydianin、taxifolin 等多酚類黃酮(polyphenolic flavonoid)統稱為水飛薊素(sily

marin) ( Zhao and Agarwal, 1999)。本試驗欲探討華薊之水飛薊素含量，並與水

飛薊屬的乳薊比較。試驗材料為由種子培育之 5 個月和 8 個月大的華薊植株，區

分為葉、莖和根三部分，經乾燥磨粉後加入甲醇萃取，濃縮後再以 DMSO 回溶，

並以高效能液相層析儀（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進行分

析。試驗結果顯示 5 個月和 8個月華薊的葉、莖和根部之甲醇抽出成分皆含有 tax

ifolin、silydianin 和 silychristin，而 silybin 僅在 8個月華薊莖部有少量發現。整體

而言，水飛薊素在華薊含量以 silydianin 最多，taxifolin 和 silychristin 較少，而 tax

ifolin 和 silychristin 在葉和莖部含量較多，根部則含量最少。而乳薊中則以 silybin

為最多(約 54%)，silydianin 和 silychristin 次之(約 22、21%)，taxifolin 最少(約 2.3

%)。綜合上述，華薊與乳薊皆有 taxifolin、silydianin、silychristin 和 silybin 等水飛

薊素，唯乳薊以 silybin 為主，而華薊以 taxifolin、silydianin 和 silychristin 為主。 

 

關鍵詞：華薊、抽出物、水飛薊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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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學組海報發表程序表 

10 月 27 日(星期四) 

序號 發表編號 題目 作者 

1 P20-1 民眾對「開放山林」政策看法 
彭國豪、洪麒麟、劉兆萱、

黃卲輔、傅育晟、許立達 

2 P20-2 以手機 APP 進行導線測量可行性之評估 
許修銘、黃卲輔、劉兆萱、

洪麒麟、楊元秀、許立達 

3 P20-3 
以簡易氣象套件量測森林微氣候可行性

之評估 

張瑋哲、洪麒麟、黃卲輔、

劉兆萱、楊元秀、許立達 

4 P20-4 
新北市國中、小校園 PM2.5 濃度與周圍樹

木覆蓋率的關係 

胡嘉儒、劉兆萱、洪麒麟、

黃卲輔、楊元秀、許立達 

5 P20-5 
以淡海新市鎮探討都市擴展與森林綠地

變化的關係 

潘俞妃、黃卲輔、洪麒麟、

劉兆萱、楊元秀、許立達 

6 P20-6 
探討南澳及羅東事業區部分天然林樹冠

高與地形之關係 

徐詳毅、劉兆萱、黃卲輔、

洪麒麟、楊元秀、許立達 

7 P20-7 
不同耐陰性樹種之樹幹二氧化碳釋放量

差異 
白軒寧、賴宜鈴 

8 P20-8 - - 

9 P20-9 
8 種竹亞科(禾本科)勒竹族植物之完整葉

綠體基因組比較 

龔冠寧、張坤城、許淯淳、

李育潔、鄧書麟 

10 P20-10 
淺層崩塌是否會改變近地表土壤水分空

間分布特性？ 
梁偉立、杜欣庭 

11 P20-11 
土匪山地區後大埔石櫟根部可培養內生

真菌之研究 
林子庭、林瑞進 

12 P20-12 植物特徵數值化之檢索 高得愷、王志強、陳建興 

13 P20-13 索羅門群島雙蓋蕨屬親緣關係之研究 
王理頡、楊智凱、陳正為、

趙怡姍 

14 P20-14 無人機光達對於萃取林木特徵之影響 鍾智昕、劉政諺、郭哲源 

15 P20-15 
金門縣道路系統樹木健康風險評估以南

洋杉為例 

王泳麒、王昱凱、王顥翔、

魏浚紘、陳建璋 

16 P20-16 
澎湖青螺國家級濕地澎 41 號公路西側栽

植紅樹林之生長監測 

柳中翔、藍玉堡、戴名暉、

魏浚紘、范貴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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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學組海報發表程序表 

10 月 27 日(星期四) 

序號 發表編號 題目 作者 

17 P20-17 
宜蘭運動公園內不同樹種的二氧化碳當

量之研究 
林澤宇、林振榮、鍾智昕 

18 P20-18 竹產業現況與產業經濟分析 
魏清妤、黃名媛、黃盈賓、

劉玥樺 

19 P20-19 
權益相關團體對森林衝突之看法、影響

與管理：以台東安朔地區為例 

榮翊傑、于台軒、黃名媛、

張坤城 

20 P20-20 
民眾對森林療癒的認知、態度及行為意

向 
林紫微、黃名媛 

21 P20-21 好美保安林適應性評估 吳佳嬑、何坤益 

22 P20-22 
不同水位變動下山地湖泊植物功能群初

探 
羅敏瑄、陳子英 

23 P20-23 擎天崗與七星山植群演替序列初探 李冠廷、陳子英 

24 P20-24 
健康與不健康廣東薑根域土壤細菌群落

組成的差異 
田以諾、吳羽婷 

25 P20-25 
植物物種調查與稀有種脆弱度評估－以

新竹縣為例 
邱子芸、林奐宇、趙偉村 

26 P20-26 
嘉義縣阿里山林業生產合作社經營計畫

區之植物組成調查 
黃子庭、趙偉村 

27 
P20-27 

不同介質對南湖杜鵑和紅星杜鵑的生長

影響 

黃允龍、馮立榕、林瑞進 

28 
P20-28 

探討不同環境條件與杜鵑類菌根菌對南

湖杜鵑幼苗生長之影響 

黃允龍、林瑞進 

29 
P20-29 

森林共生真菌資源：台灣三種松科特有

種林木之外生菌根真菌多樣性 

劉人丞、汪碧涵 

30 
P20-30 

大園前空軍基地土壤種子庫潛在植物組

成初探 

江婷羽、吳柏孜、范素瑋、

趙偉村 

31 P20-31 光度及養份對金毛杜鵑實生苗之效益 羅俊閎、林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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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學組海報發表程序表 

10 月 27 日(星期四) 

序號 發表編號 題目 作者 

32* P20-32 
國立成功大學常見樹木之根盤穩定度基礎

研究 
方伊琳、姚昭智、李嶸泰 

33* P20-33 不同木工 DIY 體驗活動對心理狀態之影響 
詹為巽、林柏亨、高偉誠、

林俊成、林振榮 

34* P20-34 臺灣森林生長收穫模式資料庫之建置 蘇聲欣 

35* P20-35 
濕地土地陸化之分析—以大波池國家級重

要濕地為例 

江秉鴻、李明儒、王志強、

陳建璋、魏浚紘 

36* P20-36 
私有林農對林產業振興政策認知與林地經

營現況 

詹為巽、林佑儒、吳孟珊、

王培蓉、林俊成 

37* P20-37 國內製材進口流向分析 
吳孟珊、詹為巽、黃愷茹、

林俊成、陳豐熙、陳溢宏 

38* P20-38 私有林農經營目標與資訊需求之研究 吳孟珊、王培蓉、盧學甫 

39* P20-39 台北都會區建築叢林下的蕨類 傅玲、黃志弘、黃曜謀 

40* P20-40 
臺灣西海岸臺中市大安區及大甲區漁港營

造防風林芻議 
陳瑋晨、金佐蒔 

41* P20-41 玉蘭幹綿蚜取食對烏心石光合作用的影響 葉信廷、陳忠義 

42* P20-42 
土壤夯實度對茄苳根系生長及力學特性之

影響 
吳佳嬑、徐玉珊、李嶸泰 

43* P20-43 
應用手持式光達於都市林林木碳儲存量調

查之研究 -以宜蘭運動公園為例 

陳廷安、黃謹毅、曾榮崧、

鍾智昕 

44* P20-44 
智慧型工具於改善林業調查工作之時間效

益評估 

黃謹毅、汪澤宏、陳廷安、

卓志隆、鍾智昕 

45* P20-45 以溼地營造建構永續水田生態系 吳羽婷、陳炤杰 

46* P20-46 
新興林下經濟作物-臺灣白及與臺灣胡椒組

織培養系統建立 
謝孟哲、石珮萱、吳羽婷 

47* P20-47 
不同蜜源蜂蜜的抗氧化能力與免疫細胞活

性分析 
趙偉村、廖慧芬 

48* P20-48 台灣竹產業貿易與市場調查分析 
羅丹笛、黃名媛、黃盈賓、

劉玥樺 

49* P20-49 
陽明山國家公園鹿角坑生態保護區植物種

類變遷與分布 

蘇夢淮、楊絜宇、呂碧鳳、

華予菁、陳宏豪 

50* P20-50 
臺灣肖楠與中國翠柏的微衛星體分子標誌

篩選與開發 
卿巧菱、吳家禎、賴承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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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學組海報發表程序表 

10 月 27 日(星期四)  

序號 發表編號 題目 作者 

51* P20-51 

應用次世代定序技術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分析台北植物園蜜蜂採集花

粉之特性 

趙怡珊、林謙佑 

52* P20-52 
建立以滲透勢計法量化臺灣樹種葉部耐旱

性的方法之初探 

洪庭毅、李俊佑、林冠穎、

張勵婉、吳家慈、黃群涵、

徐露玉、余尚鈺 

53* P20-53 
Sentinel 2 影像應用於銀合歡入侵分佈之繪

製 

呂明倫、黃靜宜、陳志輝、

張仁川 

54* P20-54 
運用小模型集成法模擬川上氏忍冬之分布

動態 

呂明倫、黃靜宜、陳志輝、

張仁川 

55* P20-55 
氣候變遷下美洲含羞草入侵防治的空間規

劃 
黃靜宜、王素芬、呂明倫 

56* P20-56 模擬氣候變遷下南美蟛蜞菊之擴散分布 黃靜宜、呂明倫 

57* P20-57 
輔導團隊協助林管處執行國有人工林伐採

作業計畫 

王顥翔、詹于萱、魏浚紘、

陳朝圳、陳建璋 

58* P20-58 
新竹縣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區域衛星影

像辨識技術 

葉大裕、連婉茹、李宏君、

葉力瑋、彭炳勳 

59* P20-59 各國近年造林政策之分析與借鏡 王培蓉、婁安琪、呂文馨 

60* P20-60 臺灣西部海岸保安林保護需求指標 
黃明俊、黃麗萍、何坤益、

吳佳嬑 

61* P20-61 

公共工程施工及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評

估-以臺北市山坡地溪溝改善及設施維護工

程為例 

謝佳宏、許立達、陳仲賢、

周傳鈴、李昀芮、李宥賞、

李正大、余志洋、羅承恩、

林敏宜 

62* P20-62 日本林業女力與山村振興之研究 徐中芃、王培蓉 

備註： 

1. 請發表人於 10 月 27 日上午 10 時前依分組及編號，張貼於會場指定之展示板，每篇以 A0 一幅能

容納為限。 

2. 海報發表之評審時間為 10月 27日 12:45-14:15，請各海報發表人請於此時間接受評審委員之評審。 

3. 海報得繼續展至 10 月 28 日中午 12 時，請發表人於 10 月 28 日中午 12 時前撤展。 

4. *：教師及研究人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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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民眾對「開放山林」政策看法 

彭國豪 1、洪麒麟 1、劉兆萱 1、黃卲輔 1、傅育晟 1、許立達 1* 

 
1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111396 台北市華岡路 55 號。 
* 通訊作者，lita@ulive.pccu.edu.tw 

 

摘要 

 

行政院於 2019 年 10 月宣布政府「開放山林」政策方向，除國安及生態保育區

外，以全面開放為原則，並以「開放」、「透明」、「服務」、「教育」和「責任」五大

政策主軸，希望全面提升我國登山運動環境。然而，山林開放亦代表環境生態上受

到破壞可能越多，尤其近兩年受疫情影響，民眾從事山林旅遊的次數更為頻繁。為

了解民眾對於「開放山林」政策的態度，本研究以網路問卷調查 132 位民眾對於該

政策的看法。調查結果顯示，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跟 2020 之前相比，從事山林活動

的次數有明顯增加，約半數受訪者並不知道開放山林政策，對登山申請一站式服務

也不清楚。儘管如此，約有八成受訪者對於「開放山林」政策表示贊成，並認為有

助於教育民眾具備登山素養及提升山林活動風險的自我責任感，更有六成受訪者

看到濫墾、盜伐、不當用火、破壞文化或環境的行為時，會勇於挺身舉報或制止。

由上述結果可知，民眾對於「開放山林」政策普遍表示支持，並認為對於提升民眾

登山素養、山林活動風險自我責任感以及遏止山林破壞有所幫助，政府應該持續加

強對於該政策的推行與宣導。 

 

關鍵詞：開放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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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以手機 APP 進行導線測量可行性之評估 

許修銘 1、黃卲輔 1、劉兆萱 1、洪麒麟 1、楊元秀 1、許立達 1* 

 
1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111396 台北市華岡路 55 號。 
* 通訊作者，lita@ulive.pccu.edu.tw 

 

摘要 

 

林業一般進行野外森林資源調查經常使用羅盤儀，然而羅盤儀加上其腳架，無

論體積和重量都不小，在陡峭山林攜帶與架設並不方便。近年來科技發展迅速，智

慧型手機內可以下載許多付費或免費的 APP 來使用，其中也不乏具有各種測量功

能的 APP，不過這些 APP 大多並未說明其誤差值。羅盤儀主要是測量方位角與高

低角，而一款「AngleCam 角度相機」手機 APP 亦具有相同的角度測量功能。因此，

本研究藉由實地試驗比較兩者測量精度的差異，據以評估採用手機 APP 取代羅盤

儀進行導線測量的可行性。經由在平坦地及斜坡地分別進行 4 次實測，實驗結果

顯示羅盤儀和手機 APP 在平坦地測量時，導線閉合差相對於總水平距的平均誤差

率分別為 2.1%及 3.2%；在斜坡地測量時，平均誤差率則升至 2.9%及 4.0%。上述

結果顯示，在平坦地進行導線測量時，如果對於測量精度要求不高(例如，5%以內)，

則手機 APP 應足以勝任取代羅盤儀，但在斜坡地，因為手機 APP 須以手持相機視

準目標，較難穩定控制，因此測量誤差可能會趨近甚或超過 5%。 

 

關鍵詞：手機 APP、導線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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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以簡易氣象套件量測森林微氣候可行性之評估 

張瑋哲 1、洪麒麟 1、黃卲輔 1、劉兆萱 1、楊元秀 1、許立達 1* 

 
1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111396 台北市華岡路 55 號。 
* 通訊作者，lita@ulive.pccu.edu.tw 

 

摘要 

 

在林業中，有些時候必須依照溫度、濕度、雨量、風向、風速、光照等微氣候

因素來進行經營作業決策，因此了解氣候資訊對森林經營而言是重要的一環。氣象

局及各相關機關等雖然在台灣各地設立了許多氣象站，但由於林地一般位於較偏

遠地區，未必具有鄰近的固定式測站氣象資料可供參考。此外，政府近年來積極推

廣「林下經濟」政策，然而，林下環境不僅光照度不同，溫度、濕度、雨量、風向、

風速等更可能因為受到林木遮蔽的影響形成微氣候，而與鄰近的固定氣象站資料

迥異。本研究嘗試利用活動式的小型簡易氣象套件進行測試，於本校氣象站對溫度、

濕度、風向、風速等進行觀測，並根據所得到的數值與學校氣象站觀測資料進行比

對，據以評估利用活動式小型簡易氣象套件隨時量測林下經濟微環境氣候的可行

性。根據 20 次實地觀測結果進行成對母體平均數差異 t 檢定，結果顯示無論是溫

度、濕度、風向、風速，活動式小型簡易氣象套件與學校氣象站之間的觀測數值皆

無顯著差異，而且簡易氣象套件不僅價格便宜，不僅能靈活地隨時、隨地蒐集氣象

資料，也能與物聯網設備連接，持續發送訊號來蒐集、監測森林微氣候的長期變化。 

 

關鍵詞：氣象套件、微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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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新北市國中、小校園 PM2.5 濃度與周圍樹木覆蓋率的關係 

胡嘉儒 1、劉兆萱 1、洪麒麟 1、黃卲輔 1、楊元秀 1、許立達 1* 

 
1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111396 台北市華岡路 55 號。 
* 通訊作者，lita@ulive.pccu.edu.tw 

 

摘要 

 

空氣品質對人體健康的影響一直是受到大家重視的議題，尤其是對於學童健

康。本研究利用中研院所蒐集設置於新北市國中、小學之校園微型 PM2.5 感測器

所蒐集的空氣品質資料，以測站為中心，於周圍 500m 半徑內以每 100m 為級距，

利用 GIS 根據衛星影像數化環域內之樹木覆蓋情形，探討不同環域大小面積內樹

木覆蓋率的高低是否與校園微型感測器測得的 PM2.5 空氣品質數據具有相關性。

分析結果顯示整體而言，校園 PM2.5 平均濃度在 1~3 月的平日較高，10~12 月的

平日較低，而在假日則各月份的平均濃度差異不大。相關分析顯示校園 PM2.5 濃

度在平日時，與樹木覆蓋率僅略呈低度負相關，在假日時則幾乎沒有關聯性。儘管

城、鄉國、小學之校園周圍樹木覆蓋率有很大差異，但城、鄉校園之 PM2.5 濃度

皆有高、有低，並未因位於城、鄉地區而呈現特別趨勢。上述結果顯示，城、鄉校

園之 PM2.5 濃度高低可能主要受到大區域分布趨勢或特定地理條件所影響，儘管

周圍樹木覆蓋率可能略具有緩和功效，但效果十分有限。 

 

關鍵詞：新北市、PM2.5、樹木覆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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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以淡海新市鎮探討都市擴展與森林綠地變化的關係 

潘俞妃 1、黃卲輔 1、洪麒麟 1、劉兆萱 1、楊元秀 1、許立達 1* 

 
1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111396 台北市華岡路 55 號。 
* 通訊作者，lita@ulive.pccu.edu.tw 

 

摘要 

 

儘管台灣地區人口生育率越來越低，然而，對於新北市、桃園市、新竹市、台

中市而言，部分區域由於都市擴展人口遷移的關係，其人口密度卻仍然逐年上升，

其中位於新北市淡水區的淡海新市鎮即為其中一例。淡海新市鎮係政府為紓解台

北都會區中心都市成長壓力，於 1992 年提出之 1,756 公頃造鎮計畫，惟 2006 年因

開發進度不如預期，範圍縮減為 446 公頃，成長出現停滯。不過，近年來由於房價

優勢、捷運輕軌通車，再加上淡江大橋建設規劃，民眾移居淡水的意願增加，預期

未來人口密度將會持續增加。人口密度增加對於森林綠地可能造成的變化是雙向

的，一方面森林綠地因為開發建設的緣故，可能遭受砍伐移除，但另一方面，人口

增加也帶來環境綠化需求，公園、庭園或行道樹植樹等，會使得綠化面積增加。為

了解淡海新市鎮開發對森林綠地帶來的變化，本研究以 GIS 比對 1,756 公頃造鎮

計畫範圍 2005 年國土利用調查以及 2020 年衛星影像資料，分析期間森林綠地的

增減情形。比較結果顯示，期間森林綠地總面積由 398.8 公頃微幅增加至 400.9 公

頃。減少的 19.4 公頃中以轉變為建地為大宗(54%)，增加的 21.5 公頃則主要是閒

置荒地演替成為樹林(51%)，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閒置土地部分有可能是正在等待

將來開發。 

 

關鍵詞：淡海新市鎮、都市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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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探討南澳及羅東事業區部分天然林樹冠高與地形之關係 

徐詳毅 1、劉兆萱 1、黃卲輔 1、洪麒麟 1、楊元秀 1、許立達 1* 

 
1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111396 台北市華岡路 55 號。 
* 通訊作者，lita@ulive.pccu.edu.tw 

 

摘要 

 

優勢木樹高在林業上是評估地位好壞的重要指標，以航遙測方式進行評估時

則通常以全林的平均樹冠高來取代。本研究以國有林南澳及羅東事業區中的部分

天然林為研究對象，探討天然林平均樹冠高與地形特徵之關係。樹冠高係以 1m 解

析度光達數值地表模型(Digital Surface Model, DSM)減去數值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獲得，並以 5m 為門檻值排除樹冠間孔隙的部分，以免影響

全林平均樹冠高之計算。地形特徵係以 20m 解析度之 DEM 進行計算，於坡向均

值且面積較廣的區塊中，以 GIS 隨機設置 107 個直徑 40m 的圓形樣區，萃取樣區

之平均樹冠高，以及海拔、坡度、坡向特徵。分析結果顯示該地天然林平均樹冠高

隨海拔升高而變低(r=−0.68)，和坡度則相關性甚低(r=0.21)。各坡向中，則以東向、

東北及西南向的樣區平均樹冠高較高；東南及南向坡則較低，是否係因坡向而使溫

度、水分或土壤等有所差異而影響生長，值得後續再探討。 

 

關鍵詞：天然林、樹冠高、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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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不同耐陰性樹種之樹幹二氧化碳釋放量差異 

白軒寧 1、賴宜鈴 2*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所。912 台灣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 號。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生物資源研究所。912 台灣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 號。 
* 通訊作者， ilai@mail.npust.edu.tw 

 

摘要 

 

本研究探討台灣平地常見樹種中葉片具有較高光合作用潛力(Amax)的樹種，是

否也會有較高的樹幹二氧化碳釋放量(ES-a)，因此運用郭耀綸、葉慶龍(2015)利用

Amax為台灣林木耐陰性的生理指標之分類依據，選出先驅樹種光臘樹、白匏子、血

桐；中等耐陰樹種香楠、大葉桃花心木、烏心石和極耐陰樹種毛柿、柿葉茶茱萸、

福木，各耐陰層級 3 個樹種，1 種各 5 株。利用可攜帶式氣體分析系統與自製攜帶

型氣室置於 1.3 m 高胸徑處由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6 月每 2 個月測量一次 ES-a，

分析樹種 ES-a與耐陰性的關係，並比較季節上的差異，及與氣溫與雨量的相關。結

果顯示極耐陰樹種 ES-a顯著較低，最低為極耐陰樹種毛柿，0.56 μmol CO2 m
-2 s-1。

雖然先驅樹種與中等耐陰樹種 ES-a之間無顯著差異，但都顯著高於極耐陰樹種，全

部樹種中年平均 ES-a最高為陽性樹種的光臘樹，2.21 μmol CO2 m
-2 s-1。各樹種 Es-a

在不同月份有顯著差別，可能受到乾濕季影響，但經由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個別將溫

度與雨量設為自變數，ES-a設為應變數，只有極耐陰樹種與溫度有顯著相關，以及

柿葉茶茱萸與長期的雨量有顯著相關，由此推測較低 ES-a 的樹種比較會受到溫度

雨量等環境因子影響。 

 

關鍵詞：樹幹呼吸、季節性、光合作用潛力(Amax)、生態系碳收支、平地常見樹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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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8 種竹亞科(禾本科)勒竹族植物之完整葉綠體基因組比較 

龔冠寧 1, 2*、張坤城 1、許淯淳 2、李育潔 2、鄧書麟 2 

1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嘉義市東區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 
2 林業試驗所中埔研究中心。嘉義市西區文化路 432 巷 65 號。 
* 通訊作者，kkn@tfri.gov.tw 

 

摘要 

 

竹亞科(Poaceae)中的勒竹族(Bambuseae)植物，具有極高的食用性與民生用途

價值，然而有關其完整葉綠體基因組之相關資訊甚少。本研究藉由 8 種勒竹族植

物：刺竹(Bambusa blumeana)、長枝竹(B. dolichoclada)、火廣竹(B. dolichomerithalla)、

烏腳綠竹(B. odashimae)、八芝蘭竹(B. pachinensis)、長毛八芝蘭竹(B. pachinensis var. 

hirsutissima)、烏葉竹(Bambusa utilis)與沙勒竹(Schizostachyum diffusm)葉綠體基因

組進行定序與比較分析，建立其基因序列之基礎資料。 

8 種勒竹族植物葉綠體經註釋比對後，皆鑑定出 129 個基因，包括 83 個蛋白

質編碼基因，38 個 tRNA 和 4 個 rRNA，葉綠體特徵與其他被子植物相同，為環狀

DNA 結構，分別由 1 個大的單拷貝區域(LSC)、1 個小的單拷貝區域組成(SSC)，

與 2 個相同的反向重複序列（IR）所組成，總長度介於 139,471bp-139,517bp。在基

因編碼區(CDS)中，計有 299 個變異位點，matK, rpoB, rpoC1, rpoC2, atpA, psaB, 

atpB, rbcL, petA, clpP, rps3, rpl22, ndhF, rpl32, ccsA, ndhD, ndhH 等 15 個基因具有較

高數量的變異位點；非基因編碼區計有 575 個變異位點，並以 trnS-trnT, rbcL-psaI, 

ndhF-rpl32 等具有較高數量的變異位點。比較 LSC、SSC 與 IR 等區域交界處基因

位置變化得到結果一致，LSC/IRb 位於 rpl22 和 rps19 之間，而 SSC/IRa 則位於

ndhH 之中。 

綜上，本研究為 8 種勒竹族植物，由完整葉綠體基因組的比較與分析，提供相

關遺傳訊息資料，可供作為竹亞科植物各類研究及分類鑑定上之應用與參考。 

 

關鍵詞： 竹亞科、勒竹族、完整葉綠體基因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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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淺層崩塌是否會改變近地表土壤水分空間分布特性？ 

杜欣庭 1*、梁偉立 1 

 
1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10617 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 通訊作者，電子信箱 r10625019@ntu.edu.tw  

 

摘要 

 

臺灣地處颱風易經之路，即便在森林坡地環境，豪雨誘發的淺層崩塌也時有所

聞。崩塌後坡地處於重建水分與養分循環之重要時期，淺層崩塌導致地表可見的土

石材料移動、地貌更動、植被移除，為普遍的認知；相較之下，地表不可見之森林

水循環、土壤水空間分布是否受崩塌而改變其特性，卻難以斷言，主要是因為在同

地、同時具有崩塌前後的調查資料或前人研究，仍非常稀少。本研究以林試所福山

研究中心粗坑溪流域內之一源頭集水區（0.16 ha）為調查對象，該觀測地經 2016

年梅姬颱風後發生淺層崩塌，透過比較同一樣區在崩塌前與崩塌後，分別調查 400

樣點以上近地表 20 cm 內的土壤含水率空間分布資料，以高空間解析度分析崩塌

對近地表水土環境所造成的影響。結果顯示，相近降雨量下，崩塌後平均土壤含水

率下降，且崩塌區域之土壤含水率空間分布特徵改變，其乾燥範圍增加，濕潤範圍

縮小且不連續，推測為土壤流失與地表湧水範圍改變所致。在空間分布上，地形因

子與土壤含水率間之相關性下降，說明淺層崩塌可降低地形對土壤含水率的控制

能力。 

淺層崩塌可改變近地表土壤水分空間分布特性，因此考量是否以人為方式加

速自然演替時，近地表土壤水分空間分布特性及水土環境之變動皆為必須考量的

項目。 

 

關鍵詞：崩塌地、土壤含水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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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土匪山地區後大埔石櫟根部可培養內生真菌之研究 

林子庭 1、林瑞進 1* 

 
1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600355 嘉義市東區學府路 300 號。 
* 通訊作者，電子信箱：linerm@mail.ncyu.edu.tw 

 

摘要 

 

後大埔石櫟(Lithocarpus corneus)為殼斗科的植物，其果實具食用與藥用等特性，

惟目前在根部可培養之內生菌尚無相關研究報告。本實驗利用嘉義縣番路鄉土匪

山地區之後大埔石櫟根部進行內生菌的誘導與純化、篩選並分析其酵素分泌能力

與對後大埔石櫟苗木生長的影響，希望能釐清該內生菌各種養分的利用與特性，並

將菌株接種至後大埔石櫟苗木上，觀察其對苗木生長之影響。其根部經誘導純化後，

共計分離出 17 株可培養內生真菌；經致病性試驗後，其中有 3 株菌株不具致病性

(TFLc2、TFLc9、TFLc11 菌株)；並針對該 3 株菌株進行一系列分析。首先進行分

子生物鑑定，利用 ITS4 及 ITS5 引子進行萃取，將所得之序列至 NCBI(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網站比對後得知 TFLc2 菌株應為 Cladophialophora 

pucciniophila，TFLc9 與 TFLc11 菌株應為 Melanconiella elegans。隨後進行菌株特

性分析，於胞外氧化酵素分析上，得知 TFLc2、TFLc9 與 TFLc11 菌株皆具分泌胞

外氧化酵素能力；在漆氧化酵素分析上，證實此 3 株菌株皆具有分泌漆氧化酵素

的能力；纖維素酵素分析上，TFLc9 與 TFLc11 具有分泌纖維素酵素的能力，其餘

酵素測定仍在進行中。在菌株合成試驗部分，將上述 3 株菌株及彩色豆馬勃

(Pisolithus arhizus)分別接種至後大埔石櫟苗木上，經培養 5 個月後，證實接種彩色

豆馬勃、TFLc9 與 TFLc11 處理組具有較好的苗高與基徑生長。綜合上述，本試驗

自土匪山後大埔石櫟根系中成功誘導出 3 株不具致病性的內生菌，並證實該 3 株

菌株具有分泌胞外氧化酵素、漆氧化酵素和纖維素酵素等酵素之能力；其中 TFLc9

和 TFLc11 菌株與彩色豆馬勃皆具有促進後大埔石櫟苗木生長的效益。 

 

關鍵詞：後大埔石櫟、菌株誘導、酵素分泌、生長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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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植物特徵數值化之檢索 

高得愷 1*、王志強 2、陳建興 3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所。912 台灣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 號。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所。912 台灣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 號。 
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生物機電工程系。912 台灣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 號。 
* 通訊作者， block58697@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以 Python的環境建置及網路爬蟲索取認識植物 (http：//kplant.biodiv.tw/) 

網站資料為基礎，提出模糊理論概念，不同於以往使用二分鑑定植物的模式。依照

鑑定者所描述之植物特徵，與資料庫中原有描述的 Levenshtein 編輯距離來計算出

模糊匹配分數，將植物物種名以賦予概率的方式呈現，綜合計算分數後排名，並達

成植物特徵檢索之雛型，以提高植物特徵檢索效率。結果顯示排名可以提供鑑定者

檢索方向，雖未必能精準，因本研究使用模糊匹配的算法並不是為植物特徵描述所

誕生之演算法，尚缺少專門解析植物描述之演算法，及搭配機器學習方能建立良好

的模型。 

 

關鍵詞：植物特徵檢索、網路爬蟲、模糊匹配、Levenshtein 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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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索羅門群島雙蓋蕨屬親緣關係之研究 

王理頡 1、楊智凱 1、陳正為 2,3,4、趙怡姍 4*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91201 屏東縣學府路 1 號 

2 中央研究院國際研究生學程。115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3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115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116 臺北市文山區汀州路四段 88 號 

* 通訊作者，pteridaceae@gmail.com 

 

摘要 

索羅門群島位於南太平洋，為美拉尼西亞島群之一，由近 1,000個島嶼所組成，

具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資源。雙蓋蕨屬  (Diplazium Swartz) 為蹄蓋蕨科 

(Athyriaceae Alston) 下物種多樣性最高之一屬，全世界紀錄有 350–400 種，大多為

泛熱帶分布。由於物種內的形態變化頗大，雙蓋蕨植物之物種界定上十分困難，目

前尚未有完整的分類專論，已發表之研究主要探討大尺度地理分布與親緣關係，然

而太平洋島嶼地區取樣明顯不足。本研究目標為釐清索羅門群島雙蓋蕨屬物種分

類與其親緣關係，結合形態分析及分子親緣方法；其中分子親緣分析取樣 32 份索

羅門群島與 12 份其他地區之材料，包含 13 種過去未曾取樣的物種。本研究利用

兩個葉綠體 DNA 片段 trnL-F、matK，並與前人研究的資料結合，重建索羅門群島

雙蓋蕨屬物種之親緣關係。結果顯示索羅門群島雙蓋蕨屬具有 18 個物種，包含 1

未知種，且集中於雙蓋蕨屬親緣關係樹 4 個主支序中的一支 (subgenus Callipateris)，

雖然 subgenus Callipateris 下 5 個次支序缺乏形態上共衍徵，但與物種之地理分布

相關。有別於前人研究中太平洋地區與馬來地區的關係未明，本研究支持太平洋地

區的雙蓋蕨屬植物起源可能獨立於馬來地區。研究中亦發現 D. cominsii 與 D. 

esculentum 具高度遺傳變異，目前界定的物種範圍可能包含隱蔽種，值得進行更深

入的分類研究。 

 

關鍵詞：最大似然性分析、pDNA、理分布、平洋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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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無人機光達對於萃取林木特徵之影響 

劉政諺 1、郭哲源 1、鍾智昕 1* 

 
1 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26047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 號。 
* 通訊作者，chchung@ems.niu.edu.tw 

 

摘要 

 

森林調查為蒐集林分資料的方法，為森林經營管理重要的工作。胸高直徑、樹

高與樹冠幅是瞭解林分現況重要的指標，胸高直徑可以透過地面調查獲取，但樹高

與冠幅的測量常耗費相當大金錢與人力，透過遙感探測技術可以有效率的獲取樹

高與冠幅資訊。無人機幫助森林資源調查的工具，能搭載許多感測器，光達為其中

之一。由光達所獲取的點雲資料，可自數值地表模型與數值地形模型相減求取樹冠

高程模型，透過局部最大值與分水嶺分割分別推估樹高與樹冠幅。本研究為瞭解無

人機光達對於萃取林木特徵之影響，在大礁溪林場烏心石(Michelia compressa)造林

地，蒐集光達資料與地面資料並獨立 t 檢定。地面調查之株樹、樹高與冠幅分別為

176 株、11.0±3.6m 與 4.5±1.7m；光達調查之株樹、樹高與冠幅分別為 155 株、13.7

±1.8m 與 6.5±1.3m，不同調查方法萃取之樹高與冠幅會因某些因素造成差異。雖然

結果顯示與地面調查不同，但是無人機光達能透過增設地面控制點或其他方式，以

減少誤差，且其低成本、低人力需求、省時等優點是有益於森林調查的。 

 

關鍵詞：最大似然性分析、pDNA、理分布、平洋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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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金門縣道路系統樹木健康風險評估以南洋杉為例 

王泳麒 1、王昱凱 1、王顥翔 1、魏浚紘 1、陳建璋 1* 

 
1.國立屏東科大學森林系。91201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 
* 通訊作者，zzzjohn@mail.npust.edu.tw 

 

摘要 

 

南洋杉(Araucaria cunninghamii)早期作為防風樹種，因此金門縣政府將其種植

於其道路系統旁，而金門縣政府定期對其進行修剪則是因為近年來其生長高度和

其側枝都有生長旺盛進而使整棵樹影響到道路系統的安全，而在修樹時的不當作

業容易造成其損傷，南洋杉在損傷時會分泌樹酯保護但仍然有機會受到細菌感染

導致內部腐爛而產生空洞使其結構不穩定，在這部份很難單從進行外觀判斷，因此

先利用目視評估法（Visual Tree Assessment,VTA）將各棵南洋杉進行目視評估再依

造風險程度進行分級後，將其中風險程度較高的個體，使用非破壞性檢測儀器來確

認內部是否有腐朽以此來評估其傾倒的可能性，而道路系統所調查的 830 株南洋

杉為很健康之樹木為 27 株(3.25%)、健康之樹木為 800 株(96.39%)、即將死亡或已

死亡之樹木為 3 株，但由於在健康分級中有部分生長勢較為不良因此再將這些南

洋杉進行檢測，共檢測 347 株，有 172 株為暫無危險(佔 49.56%)、有 163 株為持

續監測(佔 46.97%)、有 12 株建議伐除(佔 3.45%)。因此從本次結果中了解到利用

目視評估法再配合非破壞性儀器所得出的結果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關鍵詞：行道樹、目視評估法、非破壞性檢測 

  



19 

 

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澎湖青螺國家級濕地澎 41 號公路西側栽植紅樹林之生長監測 

柳中翔1、藍玉堡1、戴名暉2、魏浚紘3、范貴珠4*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四年級學生。91201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1號。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研究生。91201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1號。 
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助理教授。91201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1號。 
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教授。91201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1號。 
* 通訊作者，fankc@mail.npust.edu.tw 

 

摘要 

 

澎湖青螺國家級濕地範圍內之澎 41 公路西側約 6.5 ha 廢棄魚塭，曾於 2010-

2012 年間沿著岸邊及不同淹水深度進行紅樹林栽植試驗。本研究於 2020 年 8 月調

查魚塭沿岸成活之海茄苳(Avicennia marina)含栽植及天然更新者合計 711 株，平均

樹高為 117.1 cm，平均地徑為 4.5 cm；全區成活紅海欖(Rhizophora stylosa)合計僅

79 株，殘存者均係周圍有海茄苳保護之植株，平均樹高為 132.1 cm，平均地徑為

2.9 cm，2 種樹種均有開花結實現象。另調查設立 13 個永久樣區之海茄苳平均樹

高及地徑分為 110.1 及 4.0 cm，紅海欖分別為 134.3 及 2.8 cm，此結果與全區每木

調查之結果相符，顯示所設永久樣區具有代表性。2022 年 8 月持續調查永久樣區

內紅樹林之生長狀況，得知海茄苳平均樹高增至 173.1 cm，平均地徑增加為 8.9 cm；

全區成活紅海欖已減少至 63 株，平均樹高為 159.1 cm，平均地徑為 2.8 cm；其中

海茄苳保護之植株平均樹高達 206.0 cm，平均地徑為 3.0 cm。本研究亦透過正射影

像、相片基本圖及即時動態定位技術(Real Time Kinematic, RTK)，計算沿岸各區紅

樹林分布總面積為 0.66 ha，僅較原來栽植面積稍有增加，主因栽植紅樹林死亡率

高，雖有天然更新海茄苳苗木，但因生育地環境惡劣，東北季風鹽霧侵襲因此生長

速度慢，導致族群向深水區擴散速度極慢所致。 

 

關鍵詞：青螺國家級濕地 、紅樹林、生長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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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宜蘭運動公園內不同樹種的二氧化碳當量之研究 

林澤宇 1、林振榮 2、鍾智昕 1* 

 
1 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260007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 號。 
2 林業試驗所森林利用組。100051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 通訊作者，chchung@ems.niu.edu.tw 

 

摘要 

 

都市林的林木藉行使光合作用，將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加以吸收和轉換為有機

碳儲存，有助於增加都市環境碳匯，在減緩氣候變化方面、休憩和環境美學提供多

元重要的生態服務功能。為瞭解都市樹木二氧化碳當量(CO2 equivalent ,CO2eq)情

形，本研究以佔地 27 公頃的宜蘭運動公園，針對園區內樹木，以樣帶方式進行調

查，並計算不同樹種的碳密度和二氧化碳當量。本次研究以樣帶法進行取樣調查，

總共調查 371 株林木，共 18 個樹種。林木平均的胸高直徑為 24.4 公分(sd=10.5)，

樹高為 7.0 公尺(sd=2.7)，並透過林務局通用材積式計算林木材積，並轉換成二氧

化碳當量，藉以分析不同樹種在碳儲存的能力。結果顯示，依樣帶調查的資料推估

林木密度約為 123.67 tree/ha-1，平均林木儲存的二氧化碳當量為 0.30(sd=12.91)噸。

各別樹種的二氧化碳當量，台灣欒樹為 0.18(sd=2.43)噸、大花紫薇為 0.29(sd=0.19)

噸、木棉為 0.15 噸、火焰木為 0.26(sd=0.12)噸、肖楠為 0.004 噸、阿勃勒為

0.50(sd=0.36)噸、流蘇為 0.02(sd=0.002)噸、盾柱木為 0.28 噸、苦楝為 0.06(sd=0.04)

噸、茄苳為 0.06(sd=0.02)噸、菩提樹為 0.66(sd=0.30)噸、黑板樹為 0.99(sd=0.46)噸、

楓香為 0.02(sd=0.008)噸、榕樹為 1.23 噸、鳳凰木為 0.19(sd=0.07)噸、鐵冬青為

0.02(sd=0.003)噸、艷紫荊為 0.29(sd=0.39)噸、欖仁為 0.17(sd=0.09)噸。研究結果宜

蘭運動公園的樹木，可以生物量的形式積累和儲存大量的碳，提供一定程度的吸收

二氧化碳減緩氣候變化的作用。 

 

關鍵詞：都市林、氣候變遷、二氧化碳當量、生態服務功能、淨零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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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竹產業現況與產業經濟分析 

魏清妤 1、黃名媛 1*、黃盈賓 2、劉玥樺 2 

 
1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600355 嘉義市學府路 300 號。 
2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中分院。540219 南投縣南投市文獻路 2 號。 
* 通訊作者，myhuang@mail.ncyu.edu.tw 

 

摘要 

 

由第四次全國森林資源調查資料可知，台灣之竹林面積約為 13.3 萬 ha。過去

竹產業曾在台灣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因塑膠等石化材料的應用與取代

日常用品，再者中國與東南亞進口的竹材與竹產品價格低廉之競爭，以及勞工薪資

調漲等眾多原因，導致現今的竹產業逐漸沒落。竹農在經營無法獲利的情況下，不

再撫育與更新竹林，造成竹林退化。因此本研究之目的為分析竹產業之發展現況並

對竹產加工業之經濟、環境與社會效益進行評估。本研究彙整政府統計資料，2021

年 9 月 13、16 日於嘉義林管處以及南投林管處竹山站所舉辦之座談會資料，並對

竹產業相關業者、工作者以及專家進行深度訪談。從資料中整理出台灣竹產業之政

治(political)、經濟(economic)、社會(social)與技術(technical)(縮寫 PEST)分析，並進

一步針對竹產業之競爭進行五力分析。結果顯示目前政府雖有推動新興竹產業發

展綱要計畫，但產業仍面臨缺乏青年投入、產業傳承中斷、其他國家竹製品廉價競

爭、消費者對竹產業認知不足、市場開拓不易等問題。再加上社會型態改變導致竹

製傳統產業沒落，若是想振興可能需要結合傳統與創新，來增加竹產業價值。本研

究認為竹產業於台灣雖有材料本身品質的優勢，但面對產業老齡化、產量不穩定及

東南亞及中國的削價競爭仍需有所突破。 

 

關鍵詞：竹產業、PEST 分析、五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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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權益相關團體對森林衝突之看法、影響與管理：以台東安朔

地區為例 

榮翊傑 1、于台軒 1、黃名媛 1*、張坤城 1 

1國立嘉義大學森林系大學部。600355 嘉義市東區學府路 300 號。 
*通訊作者，myhuang@mail.ncyu.edu.tw 

 

摘要 

 

在森林管理中，如何在經濟利用與保育間取得平衡，一直為社會大眾所關注。

政府在 1945~1975 年間，期望透過民間力量恢復林相，因而實施租地造林政策。自

1990 年後，因受到環境經濟與法規限制，租地造林戶多採粗放之消極經營。近年

來，台東安朔之國產署租地戶，因契約與經營需求而在其農牧用地進行砍伐作業。

然該地區有珍貴物種之分布，環保團體抗議並要求台東林管處有所作為。故本研究

之目的為瞭解森林經營與生態保育兩者衝突下，林主對於衝突的態度及管理之影

響；其次，應用生態補償之環境服務付費機制，規劃「殼斗保育基金」，進一步探

討其可行性。本研究以深度訪談利益相關人，應用內容分析法分析。研究結果可知

安朔地區森林衝突的起因在於政策與溝通不彰，其次對於多數林主而言，若無砍伐

或經營規劃，衝突對管理方法並無改變；然對有砍伐與經營計畫之林主，即造成嚴

重影響，因此林主經營之強度在安朔地區之衝突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對於殼斗保育

基金，多數林主之態度趨於保守，仍選擇等待政府補償。主因為該基金之細節尚未

明確，林主因而無法決定其參與意願。又因多數林主大多年事已高，或預估基金成

本太高，認為基金之可行性低。後續研究將可著重於完善基金之細節並計算殼斗基

金之利潤。 

 

關鍵詞：森林衝突、森林經營、環境服務付費、生態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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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民眾對森林療癒的認知、態度及行為意向 

林紫微 1、黃名媛 1* 

 
1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600355 嘉義市學府路 300 號。 

*通訊作者，myhuang@mail.ncyu.edu.tw 

 

摘要 

 

近年來林務局推廣森林療癒，將其作為預防醫學的方法之一。目前國內外有許

多研究探討森林療癒對人體身心健康效益及老年人疾病治療，結果發現在結合保

健服務、振興農村和山林的經濟之下，森林療癒可能為未來林業發展具有潛力的一

項興新產業。因此本研究應用問卷調查，探討民眾對現行台灣推行森林療癒的認知、

態度及行為意向，並分析受訪者背景變項對認知、態度與行為意向是否有差異。問

卷內容中認知構面為是非題，而態度及行為意向構面則應用李克特氏五點量表。初

始設計為實地發放，但因疫情關係，問卷發放狀況不理想。因此改採同步線上 google 

表單進行調查，線上發放時間為 2022 年 8 月 29 日~9 月 30 日，共回收 200 份，有

效問卷為 194 份，以 SPSS 軟體進行統計分析。在迴歸分析結果上，認知和態度構

面之關係，統計上不顯著，而態度對行為意向統計上有顯著正相關。應用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ANOVA)可知，認知構面裡受訪者之各背景變項，統計上都不顯著；態度

構面(設α=0.05)，不同年齡層變項以及個人月收入變項有顯著差異，而行為意向則

不同年齡層以及教育程度有顯著差異。本研究將利用 LSD 以及 Scheffe 法進行事

後檢定。期望透過本次調查結果，對未來臺灣擬定森林療癒之相關政策，能提供政

策制定者有用之相關訊息或建議。 

 

關鍵詞：森林療癒、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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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好美保安林適應性評估 

吳佳嬑 1、何坤益 1* 

 
1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600355 嘉義市東區學府路 300 號。 
* 通訊作者 kyho@mail.ncyu.edu.tw 

 

摘要 

 

第 1920 號保安林位在嘉義縣布袋好美里，是屬於飛砂防止保安林。保安林因

為 823 颱風的海水倒灌以及地層下陷影響使第二線保安林水域化，導致林地內土

壤性質改變，進而影響林木生長，因此透過開溝築堤方式改善其林地環境。針對開

溝築堤區域進行適應性分析，共 7 個樣區，評估資料根據蒐集樹高、胸徑、枝下

高、樹冠枯稍、病蟲害及樹體損傷等，共 16 項因子，透過因素分析(最大概似法)

進行萃取，萃取出 8 項主要影響區域內樹種適應因子，分為樹高、胸徑、枝下高、

冠幅、樹冠枯稍、樹冠透視度、活樹冠比及蔓藤危害，歸納出 3 種指標，於樹種適

應性有 77%的解釋力，利用 Alexander and Palmer (1999)評估準則，將林木健康分

為五個等級(健康、輕度不建康、中度不健康、重度不健康及死亡)，結果顯示區域

內的木麻黃、水黃皮及銀合歡為輕度不健康，其餘樹種為健康。因此開溝築堤區域

在管理須主要樹種加強健康以強化適應性，對於其他樹種則是需要對於區域內蔓

藤清除維護其健康性，使其保安林更能承受逆境的影響。 

 

關鍵詞：適應性、好美保安林、樹木健康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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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不同水位變動下山地湖泊植物功能群初探 

羅敏瑄 1、 陳子英 2*  

 

1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260007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 號。 
2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260007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 號。 
*通訊作者，tichen@niu.edu.tw 

 

摘要 

 

水位變動是指水位在年度間和年度內的高低變化、變動範圍、發生時間、持續

時間和規律性等，水位變動會影響湖泊內物種的生長及分佈，物種長期受水位變化

的影響下，會表現出不同的耐受及適應階段，因此可觀察到許多稀有的植物分佈於

獨特水位變化的湖泊。本研究針對宜蘭不同水位變動下的四個山地湖泊進行比較，

有年度內水位變動大的松羅湖、水位相對穩定的鴛鴦湖和雙連埤，以及有降雨後水

位迅速下降且逐漸陸化的草埤等四座湖泊。樣區調查以英美學派之計數樣區法進

行，取樣以系統取樣法於湖域均質處設置面積 2x2 m2之樣區或等同面積大小，並

記錄物種覆蓋度及生活型，結果共計調查 224 個樣區，149 種物種。分析上以分布

序列法的降趨對應分析法進行。由結果看出湖泊在不同水位變動下出現的物種群

有明顯差異，將物種轉換成生活型進行各湖泊的比較也有明顯的不同。以鴛鴦湖而

言，其水位變動與雙連埤相似較為穩定，因此具有可漂浮於水面上也可以沉在湖裡

的眼子菜(Potamogeton distinctus)。湖泊會出現的蓼科植物，在鴛鴦湖僅出現在水位

明顯變化的生育地，但在松羅湖蓼科的分布除長期有水的湖域外皆可發現其蹤跡，

而草埤則因降雨後水位會迅速下降，使草埤擁有許多特殊的物種，如分株假紫萁

(Osmunda cinnamomea)及圓葉澤瀉(Caldesia grandis)。水位變動對不同湖泊水生植

物功能群有極大的影響，未來可探討物種受水位變動影響下進行物種管理與保育。 

 

關鍵詞：水位變動、計數樣區法、降趨對應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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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擎天崗與七星山植群演替序列初探 

李冠廷 1、 陳子英 2*  

 

1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260007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 號。 
2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260007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 號。 
*通訊作者，tichen@niu.edu.tw 

 

摘要 

 

擎天崗位處於陽明山系之間與鄰近的七星山環境相似，受到放牧牛隻的影響，

擎天崗的植群在形相上停留在草原階段，與周圍的森林形成對比。 

演替度(Succession of Degree)即以定量的方式表示植物社會的演替階段，研究

上嘗試結合 Numata 的草原演替與郭耀綸老師的森林演替，研究上調查樣區的植物

組成、生長高度、生活年限、森林演替序列，計算樣區內各物種的相對優勢度後，

乘上生長高度，再以生活年限進行加權，經累計樣區物種總和後，最後乘以樣區整

體植物覆蓋比率，再將樣區依照演替度高低進行排列，即可獲得該樣區在演替中所

處的階段，演替度愈低則代表該樣區處於演替前期，愈高則代表處於演替後期。透

過演替度的計算可以評估擎天崗草原當前的演替階段，並與七星山的植物社會進

行演替度的比較，分析兩地的演替差異。因此，本研究對擎天崗及七星山之植物社

會進行調查，分析上使用降趨對應分析(DCA)以及雙向指標種分析(TWINSPAN)進

行植群分類，計算每一樣區的演替度，如此便可得知各植群型在演替上的順序。結

果顯示演替度由低到高植群型分別為雀稗-類地毯草型、類地毯草型、類地毯草-芒

型、芒型、包籜矢竹型與紅楠型。似乎跟日本南部的植被演替階段相似，未來可多

調查其他地區的植被演替，進行演替度公式的改進。 

 

關鍵詞：演替度、降趨對應分析、雙向指標種分析、生長高度、生活年限、森林演

替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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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健康與不健康廣東薑根域土壤細菌群落組成的差異 

田以諾 1 吳羽婷 1＊ 

 
1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91201 屏東縣學府路 1 號。 
*通訊作者，yutingwu@mail.npust.edu.tw 

 

摘要 

 

廣東薑(Zingiber officinale)為薑科(Zingiberaceae)多年生草本植物，此物種具有

2000 多年的歷史，為最廣泛食用、藥用植物之一。臺灣大多種植廣東薑、竹薑，

而薑多以根莖種苗進行無性繁殖，但是連作薑田常發生連作障礙，主要以軟腐病菌

(Pythium myriotylum)、青枯病菌(Ralstonia solanacearum)為病害感染源;軟腐病菌會

造成薑種苗的根莖腐爛，而青枯病菌不僅會透過土壤進行傳播，還會造成鄰近區域

大面積感染，進而使植物整株乾枯死亡。本研究將以組織培養技術繁殖廣東薑苗並

接種有益細菌與菌根菌生產健狀薑苗，期望有效抵抗病原菌感染之風險。了解環境

中薑苗根域土壤特定有益菌群是首要工作．此兩處薑田之土壤細菌群落結構定序

分析共得 6,479 個高品質序列，經過資料庫比對後共得到 30 門，80 個綱，184 個

目，295 個科，634 個屬和 789 個種。從細菌門之層級來看以 Proteobacteria、Firmicutes、

Armatimonadetes 、 Bacteroidetes 、 Patescibacteria 為 最 優 勢 菌 群 ， 其 中 以

Enterobacter_hormaechei 、 Clostridium_magnum 為優勢菌。相關文獻指出

Enterobacter_hormaechei 菌種有助於植物根系、塊莖生長。。此外土壤細菌群落結

構明顯受到環境之 pH 值、有機質、有效磷、鈣離子影響(P<0.05)。 

 

關鍵詞：廣東薑、菌根菌、細菌群落結構、組織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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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植物物種調查與稀有種脆弱度評估－以新竹縣為例 

邱子芸 1、林奐宇 2、趙偉村 1* 

 
1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600355 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100051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 通訊作者，wcchao@ mail.ncyu.edu.tw 

 

摘要 

 

稀有種的保育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過往新竹縣所紀錄到的稀有種植物，因人

為活動開發，導致其生存受到威脅。為了瞭解稀有種在新竹縣的分布及評估其脆弱

程度，本研究於新竹設立 110 個樣區，調查其內的所有植物種類及記錄樣區周遭植

物；並收集歷史標本及調查資料，統整稀有種植物過去的分布紀錄，稀有種判定標

準是依照臺灣植物紅皮書名錄選取，物種脆弱度評估參考 Kingston and 

Waldren(2005)的方法來進行。 

根據過去及本次調查資料，共紀錄 175 科 603 屬 1,073 種維管束植物；在本次

樣區調查中植物組成優勢度(IVI 值)以相思樹(Acacia confusa)與九節木(Psychotria 

rubra)最為優勢，但所紀錄到的稀有種植物僅剩以往紀錄的 24％。在稀有種脆弱度

評估上，分數最高的物種多為數量稀少且棲地狹隘的物種，棲地類型多為濕地或草

生地的植物，這些地方也較容易受到人為干擾。而本次調查所記錄的稀有種較歷史

資料少，推測所選取的樣區多為林地，較少以荒地或溼地為主的樣區，需要進一步

調查來搜索這些物種是否還存在。而評估出脆弱度較高的物種，代表其滅絕風險相

對較高，急需要提出且規劃物種保護方針，此方針可作為未來相關保育政策之用。 

 

關鍵詞：棲地破碎化、人為開發、物種保育、淺山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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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嘉義縣阿里山林業生產合作社經營計畫區之植物組成調查 

黃子庭 1、趙偉村 1* 

 
1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600355 嘉義市東區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 
* 通訊作者，wcchao@mail.ncyu.edu.tw 

 

摘要 

 

在規劃林地的利用方式前，了解當地植物組成除了可知現行經營管理下的土

地使用方式與生物多樣性概況，更有做為未來永續經營之參考價值。本研究地區由

多人經營管理，土地使用方式多元導致形成非均質之森林。為完整瞭解目前土地使

用狀況，本研究採用點中心四分法(point-centered quarter method)調查物種組成。以

每隔 50 m 的距離規則取樣，記錄樣點四個方位之木本植物物種與胸高直徑。結果

共設置 162 個樣點，其中 48 個樣點因地理環境因素或人為設施阻隔導致無法進入

調查。本調查共紀錄 29 科 40 屬 50 種木本植物；其中有 12 種臺灣特有種、8 種歸

化種及 3 種栽培種。前五種相對密度優勢物種依序為檳榔(Areca catechu)、馬拉巴

栗(Pachira macrocarpa)、臺灣肖楠(Calocedrus macrolepis var. formosana)、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及大葉桃花心木(Swietenia macrophylla)；胸高斷面積優勢

則依序為檳榔、杉木、臺灣肖楠、梅(Prunus mume)及馬拉巴栗，顯示研究區植物組

成以經濟作物與造林樹種為主。原生樹種植株密度相對人工栽培物種少，主要組成

為水同木(Ficus fistulosa)、江某(Schefflera octophylla)、白匏子(Mallotus paniculatus 

var. paniculatus)及山香圓(Turpinia formosana)，然而此結果可能因調查樣點之環境

限制導致與實際數量有所差異。在面對非均質森林的植群調查時，四方位調查法的

應用相對於設立方格樣區在臺灣仍不多見，可行性也仍待未來更多的研究和討論。 

 

關鍵詞：點中心四分法、植物資源、社區林業、公興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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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不同介質對南湖杜鵑和紅星杜鵑的生長影響 

黃允龍 1、馮立榕 1、林瑞進 1,* 

 

1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600355 嘉義市東區學府路 300 號。 
* 通訊作者，linerm@mail.ncyu.edu.tw 

 

摘要 

 

南 湖 杜 鵑 (Rhododendron hyperythrum Hay.) 和 紅 星 杜 鵑 (Rhododendron 

pseudochrysanthum Hay.)都是台灣特有種喬木型杜鵑，如何推廣讓大眾認識台灣本

土的特有種杜鵑，並了解杜鵑適合在什麼樣的介質栽植，這是值得去探討；目前已

知紅星杜鵑為玉山杜鵑複合群中一員，而玉山杜鵑複合群與南湖杜鵑之間為近緣

但不同種，而兩種杜鵑是否會因為不同的介質環境而有所形態上的差異？以及杜

鵑屬植物係屬酸性植物，以純泥炭土和泥炭土加蛭石來比較，其中泥炭土加蛭石因

蛭石的添加使得 ph 值的上升，會有多大的差距呢？這會是影響未來大規模生產和

推廣兩種杜鵑給民眾的重要因素。本試驗利用南湖杜鵑及紅星杜鵑種子苗來探討

這 2 種植物在泥炭土及泥炭土與蛭石混合的介質中培育希望找出較適培育介質。

經培育 2 個月後得知，在總鮮重部分，以紅星杜鵑培養在泥炭土處理組可獲得鮮

重(0.47g)，其次是紅星杜鵑培養在泥炭土混合蛭石處理組(0.29g)、南湖杜鵑培養在

泥炭土處理組(0.2g)，最差為南湖杜鵑培養在泥炭土混合蛭石處理組(0.06g)；經過

使用 SPSS 程式分析後，測得兩種杜鵑在泥炭土或泥炭土混合蛭石中全株重和地上

部重皆有明顯差異性，而泥炭土的平均生長量皆比泥炭土混合蛭石更為優秀，因此

未來可在南湖杜鵑和紅星杜鵑的介質方面以純泥炭土向官方或民間推廣。 

 

關鍵詞：南湖杜鵑、紅星杜鵑、介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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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探討不同環境條件與杜鵑類菌根菌對南湖杜鵑幼苗生長之影

響 

黃允龍 1、林瑞進 1* 

 
1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600355 嘉義市東區學府路 300 號。 
* 通訊作者，linerm@mail.ncyu.edu.tw 

 

摘要 

 

南湖杜鵑 (Rhododendron hyperythrum Hayata)為台灣特有之杜鵑科杜鵑屬常綠

小喬木，近年來受人為影響、氣候變遷及分布地狹小等原因，使其有滅絕之疑慮，

故希望能藉由此試驗對南湖杜鵑之保育研究盡一份心力。本次試驗利用採集自南

湖山區五岩峰附近之南湖杜鵑蒴果，透過不同光度、養分及杜鵑類菌根菌之變化，

探討外在環境條件差異是否會影響南湖杜鵑幼苗之生長狀況。本試驗先將南湖杜

鵑幼苗分別接上 Rher、Rm7、RhYM3 等 3 株菌株及對照組，並置於 3 種不同光度

下，再分別以花寶 2 號及花寶 5 號等 2 種不同氮源之養份定時定量澆灌，並於開

始試驗後 3 個月採收實驗樣本進行分析。以 SPSS 分析並以 Duncan Method 檢定後

的結果顯示，不同光度對植株鮮重及葉綠素濃度皆有顯著差異，其中以光度

2,580lux 時最佳，但對苗高則無顯著差異；在菌株分面，不同菌株對於苗高、鮮重

皆有顯著差異，其中以 RhYM3 最佳，但在葉綠素濃度間則無顯著差異；而在養分

方面，因無對照組故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分析，分析結果顯示不同養分對於

葉綠素 b 及葉綠素 a+b 濃度有顯著差異，其中以花寶 5 號最佳，但對於植株苗高、

鮮重及葉綠素 a 濃度則無顯著差異。從以上結果可得知不同環境條件對於植株皆

有不同之影響，但三者間的交互影響關係則尚未得知。後續可再進行深入實驗與分

析，以了解不同環境間對於植株生長的交互關係。 

 

關鍵詞：南湖杜鵑、杜鵑類菌根菌、光度、養分 

  



32 

 

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森林共生真菌資源：台灣三種松科特有種林木之外生菌根真

菌多樣性 

劉人丞 1、汪碧涵 1* 

 

1.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407224 台中市台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 通訊作者，phwang@thu.edu.tw 

 

摘要 

 

台灣雲杉 Picea morrisonicola、台灣鐵杉 Tsuga chinensis var. formosana 和台灣

冷杉 Abies kawakamii 為我國高海拔森林的優勢松科樹種，都是外生菌根樹種。外

生菌根真菌有助林木健康、耐受逆境與穩定森林生態系。本研究調查這三種台灣特

有種松科植物，以高通量定序分析共調查九座高海拔森林的林木的外生菌根真菌

相，分析樹種與共生菌種的偏好，描述各樹種的重要共生真菌的種類與分布。結果

表明，台灣冷杉、台灣鐵杉和台灣雲杉分別有 45、42 和 42 種外生菌根真菌，共計

84 種，其中 37 種跨宿主共生，47 種只在一種樹發現。台灣冷杉和台灣鐵杉有 34

個共有種 (均>80%)，佔 80% 相對豐度，為偏好共享菌根真菌的樹種；台灣雲杉

則有獨特的菌根真菌偏好，共生者中 31 種 (74%) 只與台灣雲杉共生，占 90% 相

對豐度，且在各樣區都有其中 22 種共生的核心菌種。台灣冷杉和台灣鐵杉對 EMF

的選擇策略，共生菌種因地而異，對 EMF 菌種專一性低；台灣雲杉對 EMF 菌種

專一性高，建議育苗提供特定菌種以提高苗木出栽成功率。瞭解森林的共生菌資源，

有助於對保育特有種森林和穩定森林生態系，獲知各樹種所需的優勢菌種，可供造

林樹種選擇與森林更新參考，利於林業經營管理應用。 

 

關鍵詞：台灣冷杉、台灣鐵杉、台灣雲杉、高通量定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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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大園前空軍基地土壤種子庫潛在植物組成初探 

江婷羽 1、吳柏孜 1、范素瑋 2、趙偉村 1* 

 
1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600355 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100051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通訊作者，wcchao@mail.ncyu.edu.tw 

 

摘要 

 

大園前空軍基地為桃園航空城預定地，於 2021 年 9 月大園前空軍基地的植物

調查中，依據植物紅皮書名錄，總計有 12 種稀有物種。因此，為了瞭解該地之植

物組成，利用土壤種子庫能夠保存種子的特性，進行潛在植物組成之調查，以利為

後續保育規劃提供參考。本研究於 2021 年 9 月於 4 個區塊取 87 處土壤樣本，並

且於 2022 年 3 月開始進行發芽試驗。發芽試驗為將土壤平鋪至滅菌土壤上，每日

澆水，記錄發芽之物種及數量。直到 8 月底總共記錄到 6,482 筆發芽紀錄。無法辨

認物種之數量為 1,698 株，大多為莎草科(Cyperaceae)及禾本科(Poaceae)。可辨認物

種為 4,784 株，分屬 17 科 23 屬 26 種：為 6 種歸化種、20 種原生種，其大多數物

種為草本植物，僅有一種蕨類。前三優勢物種分別為海金沙(Lygodium japonicum)、

雷公根(Centella asiatica)及短葉水蜈蚣(Kyllinga brevifolia)，共占可辨認物種株數的

60%。另外試驗當中長出之稀有植物有長葉茅膏菜(Drosera indica)與小葉四葉葎

(Galium trifidum)，分別株數為 46 株及 21 株，在可辨認物種中占 1%及 0.4%，且

觀察出這兩種稀有物種集中於特定區塊。經由本研究觀察稀有物種的分布及數量，

可以了解當地的潛在植物組成，並在未來保育規劃上，將稀有物種繁茂的區域進行

保留，以維持當地的物種多樣性。 

 

關鍵詞：土地開發、植被更新、物種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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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光度及養分對金毛杜鵑實生苗之效益 

羅俊閎 1、林瑞進 1,* 

 
1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600355 嘉義市東區學府路 300 號。 
* 通訊作者，電子信箱：linerm@mail.ncyu.edu.tw 

 

摘要 

 

金毛杜鵑(Rhododendron oldhamii Maxim)為台灣特有種原生杜鵑，廣泛分布於

全台，低海拔至高山皆可見其蹤跡，花色為磚紅色。因杜鵑花屬植物其種子發芽不

易且成苗率不高，故目前繁殖金毛杜鵑苗木以扦插苗為主，缺點是會造成遺傳歧異

度降低。本次試驗利用金毛杜鵑實生苗在不同光度及養分下進行培育，檢測其生長

生理狀態，試驗由 3 種不同光照強度(2540、1250、560 lux)與 3 種養分處理(花寶 2

號、花寶 5 號)及無添加養分，定期定量添加養分直至試驗結束。經 3 個月試驗後

選取樣本並進行 SPSS 分析 Duncan Method 檢定結果得知在不同光度下苗高、總鮮

重、地上部鮮重皆有顯著差異，苗高、總鮮重及地上部鮮重隨著光度提升而有升高

的趨勢，以光度 2540lux 時最佳，地下部鮮重則無顯著差異；在養分方面，不同養

分對苗高、鮮重皆有顯著差異，苗木生長量皆以花寶 5 號最具效果。上述結果可得

知在光度及養分處理下對金毛杜鵑實生苗皆有不同影響，兩因子交互作用下以光

度在 2540lux 下且添加花寶 5 號之金毛杜鵑為最佳環境因子，期望能供於杜鵑花屬

植物復育、保育與綠化推廣之參考。 

 

關鍵詞：金毛杜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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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國立成功大學常見樹木之根盤穩定度基礎研究 

方伊琳 1,* 姚昭智 2李嶸泰 3 

 
1國立成功大學。701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事務組。 
2國立成功大學。701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建築系。 
3國立嘉義大學。600 嘉義市東區學府路 300 號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通訊作者，10907002@gs.ncku.edu.tw 

 

摘要 

 

近年，臺灣常發生路樹倒塌，許多研究認為路樹傾倒主要原因為強降雨致使植

物根系周圍的淺層土壤含水飽和度增加，降低樹木根系於土壤中之錨定力，但近年

來，樹木傾倒事件甚至是在無風無雨的情況下發生，故有關樹木安全性評估在國內

日漸受到重視，林業及政府單位積極推動樹木倒伏機制及提供樹木風險評估方法，

讓樹木管理人員有評估樹木結構安全的標準。 

各個樹種之結構強度差異性頗大，本研究延續之前的結構強度評估理論，針對

成大校園中常見樹木進行現地樹木拉伸試驗研究，探討並建立校園中常見樹種的

根盤穩定度標準值，期可提供評估的重要性指標。 

本研究探討 DBH 小於50 cm 之校園內常見樹種共8種樹木：小葉欖仁

(Terminalia mantaly)、阿勃勒(Cassia fistula)、毛柿(Diospyros philippensis)、大葉山

欖(Palaquium formosanum)、茄苳(Bischofia javanica)、苦楝(Melia azedarach)、大花

紫薇(Lagerstroemia speciosa)及羅望子(Tamarindus indica)，每種測試20株，共計160

株，進行 VTA 目視風險評估法、土壤硬度及樹木拉伸現地實驗。 

實驗結果顯示成大校園內的土壤硬度介於10-25 mm，皆適合根系生長，而實

驗樹木經 VTA 法量化後，不健康植株有25株，以樹根盤剛度探討顯示每一種樹木

皆有所差異，而其中，低於-1.5個標準差的樹木共有6株，的確為根部受到損傷或是

棲地關係導致根系發展受到阻礙。本研究成果可用以提前預防樹木倒伏，緩解風險。 

 

關鍵詞：樹木風險評估、樹木拉伸、根盤穩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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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不同木工 DIY 體驗活動對心理狀態之影響 

詹為巽 1*、林柏亨 2、高偉誠 1、林俊成 3、林振榮 2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林業經濟組。100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森林利用組。 100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主任秘書。 100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 通訊作者，frog@tfri.gov.tw 

 

摘要 

 

本研究為探討不同類型之木工 DIY 活動對於參與者的心理影響，分別針對參

與「按摩精油」、「種子鑰匙圈」以及「木材電燒」等 3 種不同木工 DIY 活動之

民眾進行調查，分析於活動體驗前與體驗後之心理變化是否有顯著差異。本研究採

用盤斯情緒量表(profile of mood status, POMS)調查參與者心理狀態，POMS 量表包

含「困惑」、「活力」、「疲勞」、「憤怒」、「自尊」、「緊張」及「沮喪」等

7 項構面共 37 題項，調查方式係由活動參與者於體驗前以及結束後，分別填寫

POMS 量表問卷，再針對 POMS 量表各構面前測及後測結果，使用成對樣本 T 檢

定進行分析。本研究回收有效問卷分別為「按摩精油」40 份、「種子鑰匙圈」33

份以及「木材電燒」49 份。研究結果顯示，參與「按摩精油」活動後共 6 項構面

有顯著差異，其中僅「沮喪」構面無顯著差異；參與「木材電燒」活動後共 5 項構

面有顯著差異，其中「憤怒」與「沮喪」構面無顯著差異；而參與「種子鑰匙圈」

活動後則僅有「疲勞」構面具有顯著差異，表示參與「按摩精油」以及「木材電燒」

活動對於心理變化較有效果，可提升正面情緒並降低負面情緒。 

 

關鍵詞：盤斯情緒量表、木工 DIY、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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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臺灣森林生長收穫模式資料庫之建置 

蘇聲欣 1*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福山研究中心。264013 宜蘭縣員山鄉湖西村雙埤

路福山 1 號。 
* 通訊作者，sush@tfri.gov.tw 

 

摘要 

 

森林的生長與收穫向來為森林學研究的重要核心。舉凡木材生產、森林生物量

及養分，乃至於生態系服務機能(例如碳吸存及碳儲存)的估算，都與森林、林木的

生長量或收穫量息息相關。欲推估或預測森林、林木的生長，有賴於收集林木生長

資料，並據以建立林分或單木層級之各類生長收穫模式。過去國內歷來學者已進行

許多生長收穫模式研究，然而至今仍未進行完整回顧並建置成數位化資料庫以供

查詢使用。 

本研究以建置一個以文獻為基礎、全面開放取用(open access)的森林生長收穫

模式資料庫為目標，系統性查詢國內自 1947 年迄今 70 多年來之主要林學期刊、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森林調查工作手冊等文獻篇目，從中收集生長收穫模式資料。

本研究目前已完成 55 篇文獻之數據化工作，收集到 1,283 筆模式，包含有 34 個樹

種以及 29 個未區分至樹種層級類群的資料。資料庫內容涵蓋模式、模式統計性質、

各項變數的詮釋資訊(metadata)、試驗地的地點及植被基本資訊、樹種學名資訊、

來源文獻與其他項目等共計 59 個資料欄位。 

本研究整合歷來文獻之成果，建置為一個格式統一、方便即用(ready for use)，

並且可以回溯引證來源文獻(referenced data sources)的資料庫。本研究之成果未來

將整理成資料報告(data paper)形式發表，以提供外界自由下載、分享、使用、改作

資料庫。 

 

關鍵詞：生長收穫模式、資料庫、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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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濕地土地陸化之分析—以大波池國家級重要濕地為例 

江秉鴻 1、李明儒 2、王志強 2、陳建璋 2、魏浚紘 2* 

 

1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綜合研究所化學與環境研究室 電業生態保育研究組。   

 23847 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 84 號。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91201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 

*通訊作者，aw711212@gmail.com 

 

摘要 

 

大坡池重要濕地是新武呂溪沖積扇扇端湧泉而形成之，係為臺東縣境內著名

的內陸型濕地(國家級)，自「濕地保育法」通過後，即指定為國家級重要濕地，近

年發現濕地似有陸化(continentization)現象，尤其可能發生於春耕及降雨情境下，濕

地陸化不僅會影響原有濕地生態改變，更可能造先驅物種甚至是外來入侵物種入

侵，為掌握濕地面積變遷情形，透過實地勘查及無人機影像(2020-2021)拍攝並搭配

農航所所提供之圖片(2008-2019)，對大坡池重要濕地進行土地利用分類調查，分類

項目包括水生植物、樹木、水體、建物、陸地、溝渠、農田、道路及裸露地等 9 類，

以了解溼地變化情況。透過土地覆蓋型圖並以套疊分析探討大坡池濕地各年代土

地使用情形及變遷情形。結果顯示，大坡池總體面積約為 41.10 ha，2021 年陸地具

有最大面積(12.62 ha)，其次為水生植物(11.76 ha，下方可能是水體、泥沼環境或土

壤)水生植物覆蓋廣泛，則綜觀 2008-2021 年土地利用變遷情形，雖水體與水生植

物面積從 2008 年(25.37 ha)至 2018 年(27.52 ha)變化不大，但水生植物面積卻增加

2.42 倍，水體覆蓋面積則從 2008 年的 18.41 ha 到 2021 年的 9.19 ha 逐漸下降；其

中水域面積陸化與濕地上之水生植物分布面積有較大之關聯性，水體受到壓縮，是

因水生植物的大量生長將導致濕地淺水區域快速被占據並加速陸化之現象。本研

究於調查期間所觀察，透過清除外來水生植物可減緩此現象之發生，若無進行相關

管理策略，則可能導致濕地過於陸化情況加劇。 

 

關鍵詞：陸化、大坡池、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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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私有林農對林產業振興政策認知與林地經營現況 

詹為巽 1*、林佑儒 1、吳孟珊 1、王培蓉 2、林俊成 3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林業經濟組。100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森林經營組。 100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主任秘書。 100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 通訊作者，frog@tfri.gov.tw 

 

摘要 

 

本研究為探討近年推動林業永續多元輔導方案後對於私有林農之影響，本

研究針對私有林農對於林地之經營現況、面臨困境，以及相關輔導方案之認知與是

否影響其後續林地經營意願等進行調查分析。本研究以農林漁牧普查之私有林農

為母體進行抽樣調查，最終回收有效樣本 391 份。分析結果顯示林農管理之林地

所有權部分，有 64.7%之林農林地為私有地，其次為租地(林務局與國產署) 占

43.2%；約 33%的林農有參與過相關的獎勵造林計畫，且僅約 1%的林農有參加林

業合作社；林地經營現況部分，54.5%有進行森林撫育作業，但僅 17.1%有進行伐

採作業。林農對於林地經營面臨困境部分，經主成分分析可歸類為「林地經營實

務」、「社會觀感」與「保育生態」等三大構面，其中又以「林地經營實務」為林

農認為面臨的問題，例如「缺乏資金」、「雇工不易」與「缺乏輔導」等項目。其

次「保育生態」中「為了保育山林」亦為林農認為林地未進行經營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有關「社會觀感」部分如「社會風氣不認同」與「民眾觀感不佳」等項目則較不

是林地經營面臨的困難項目。此外多數林農並不知道林產業振興相關政策，其中最

多林農知道的政策為獎勵輔導造林辦法(37.4%)，同時除「林產物產銷追溯與產銷

履歷認驗證輔助」外，是否知道各項振興政策與是否會提升其經營意願並無顯著關

係。 

 

關鍵詞：私有林農、林產業振興方案、經營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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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國內製材進口流向分析 

吳孟珊 1、詹為巽 1、黃愷茹 1、林俊成 1、陳豐熙 2、陳溢宏 1*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台北市 10066 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2 聯美林業股份有限公司。彰化縣線西鄉彰濱東八路 8 號。 
*通訊作者，joseph@tfri.gov.tw 

 

摘要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統計與預測，世界林產品的需求將不斷提高。在面對如

何達成永續森林經營、減緩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影響與衝擊、促進木材合法性、減少

非法砍伐等議題及健全國內林產業市場，相關資訊的完整性及正確性相當重要。本

研究採用 FAO 分類標準及定義，以實體當量材積為單位，依財政部關務署海關進

出口貿易統計資料，分析進行近年來主要製材進口國家之數量與價值。並由中華民

國木材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引介主要製材進口商 13 家作為調查對象，完成 2021 年

國內進口製材流向分析。研究結果顯示 2003 - 2021年間，製材進口量平均每年 1,174

千 m3，而進口價值平均每年約新台幣 9,800 百萬元，主要以針葉樹製材為主。2021

年製材進口量 1376 千 m3，65.4%用於包裝材、16.7%為工程材、10%為細木工材料、

7.9%為景觀裝修材。前 5 名進口國為加拿大(33.6%)、歐盟(16.8%)、烏克蘭(9.3%)、

紐西蘭(7.2%)，以及馬來西亞(6.1%)，來源涵蓋世界各地。隨著外銷景氣復甦，包

裝用材需求增加，製材進口量亦會增加，雖然 2020 年的黑天鵝事件(新冠病毒)造

成全球經濟衰退，但影響多大，尚待評估中。 

 

關鍵詞：製材、進口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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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私有林農經營目標與資訊需求之研究 

吳孟珊 1*、王培蓉 1、盧學甫 1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台北市 10066 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 通訊作者，wumengshan@tfri.gov.tw 

 

摘要 

 

國內私有林經營面臨經營規模過小、人力老化、生產機具未與時俱進、勞動成

本增加、林道系統未能支持、以及經營成本高等諸多困境。為針對私有林農的需求，

發展立即性、高效率、高準確性的決策支持系統，提高私有林農的經營意願，促進

私有林發展。本研究調查私有林農的經營目標與資訊需求，做為決策支援系統建置

架構規劃之參考。研究以郵寄問卷方式進行調查，調查母體為臺灣地區(不含金門

縣、澎湖縣、連江縣)符合 104 年林業普查經營組織型態之林戶，調查期間自 110

年 10 月 7 日至 109 年 11 月 12 日止，有效問卷共 422 份。調查結果顯示林農經營

目標以文化與保育型優先、其次為休閒型、再者為投資型，所得型經營目標排名最

後。對經營基本資訊的需求，以林地基本資訊為優先，其次為林分相關資訊，最後

為生產資訊。對經營規劃資訊的需求，以作業規劃資訊為優先，其次才為未來發展。 

 

關鍵詞：經營目標、資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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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台北都會區建築叢林下的蕨類 

傅玲 1、黃志弘 1、黃曜謀 2*  

 
1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設計學院。10608 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1 號。 

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10079 台北市中正區三元街 67 號。 

*通訊作者，huangym@tfri.gov.tw。 

 

摘要 

 

在台灣，即使像台北這種高度城市化的都會區裡，也可見到蕨類的天然蹤跡，

顛覆了人們對蕨類植物一般都是生長在陰暗潮濕森林角落的刻版印象，藉由探索

這群蕨類在水泥叢林中生存機制，將是未來都會區建築綠化親生命性設計基礎。本

研究於 2022 年 5-8 月調查台北都會區依附建物生長的蕨類種類、區域、方位、棲

位與材料等生境進行調查，尋求未來可應用於都會區建築的蕨類及其生態特性。結

果顯示，台北地區 9 個行政區 199 處生長蕨類的樣區內，共紀錄 18 種蕨類，其中

出現頻度超過 5%的 6 個物種，依頻度高低排序，分別為鱗蓋鳳尾蕨(Pteris vittata 

L.)、鳳尾蕨(Pteris multifida Poir.)與鐵線蕨(Adiantum capillus-veneris L.)、南洋山蘇

花 (Asplenium setoi N.Murak. & Seriz.)、野小毛蕨 (Christella dentata (Forssk.) 

Brownsey & Jermy)、腎蕨(Nephrolepis cordifolia (L.) C.Presl)。蕨類出現在住宅區比

例最高(41.0%)、住商混合區次之(26.8%)；出現蕨類之樣區方位南向跟北向面比例

最多(21.1%, 19.1%)，並無明顯集中現象(vector r = 0.087ns, circular statistics)。在 5

種建築棲位當中，以牆角及牆面出現比例最多(47.3%, 26.8%)。生長基質中以水泥

居多及磚塊佔大宗(39.2%, 37.0%)。透過實地調查，證實近 20 種台灣原生蕨類植物

可在幾近無土且人為嚴重干擾的環境中找到生存之道，為落實都市健康建築、發展

城市生物多樣性提供新的可行性規劃方向。 

 

關鍵詞：生物多樣性、健康建築、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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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臺灣西海岸臺中市大安區及大甲區漁港營造防風林芻議 

陳瑋晨 1*、金佐蒔 2 

 
1 陳瑋晨。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 號 5 樓。 
2 金佐蒔。黑潮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臺中市烏日區三和里高鐵五路 156 號 4

樓之 3。 
* 通訊作者，iamweichen@gmail.com 

 

摘要 

 

臺灣西海岸冬季東北季風強勁，易將北方的海沙捲起侵襲漁港，甚至淤積船

道，臺中市政府近年來積極在漁港北邊營造防風林，減輕漁民負擔。本研究於

2020 年辦理大安區五甲漁港及 2021 年辦理大甲區松柏漁港防風林造林，種植樹

種為；為探討防風林內各植物的適應性，以大安區與大甲區防風林為對象，調查

防風林內的組成結構與變動，並以大甲區對照防風籬使用與否造林成效。結果顯

示該防風林以黃槿存活為優勢，是主要存活樹種，株數密度高，但近一年生之林

木生長細長，平均胸徑與樹高為 1.54cm 與 52 cm。木麻黃僅存活於防風林內側近

防風籬之地區，且呈零星分佈，平均胸徑為 1.21cm，林木形質狀況不佳，多有頂

折，平均樹高僅 45.71 cm。大安區試驗區黃槿死亡率 11 ％，木麻黃 72 ％；合

併大甲地區對照實驗 2021 與 2022 年度調查比較，於 2022 未編列人工灌水經費

下，黃槿存活率仍為 73％，而木麻黃為 41 ％。故西海岸地區種植黃槿為最適樹

種，次為木麻黃與草海桐，未在使用防風籬之情況下黃槿存活率為 56%，生長高

度為 11.8cm，使用防風籬之情況下存活率約可提升，生長狀況亦較佳。本研究顯

示在海岸第一線之高丘丘頂以黃槿為成活率最高之樹種。 

 

關鍵詞：防風林、生長監測、造林樹種、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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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玉蘭幹綿蚜取食對烏心石光合作用的影響 

葉信廷 1、陳忠義 2* 

 
1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557 南投縣竹山鎮前山路一段

12 號。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91201 屏東縣學府路 1 號。 

* 通訊作者，cichen@mail.npust.edu.tw 

 

摘要 

 

植食作用(herbivory)可能對植物的生存、生長、繁殖和光合作用等性能表現造

成顯著的影響，進而影響生態系統中植物種群的增長減少。昆蟲為臺灣森林中最常

見的植食性動物之一，但依其不同的取食功能群，對植物性能表現的影響程度不一。

玉蘭幹綿蚜(Formasaphis micheliae，屬於半翅目 Hemiptera、常蚜科 Aphididae)常在

秋冬季節於烏心石(Michelia compressa)樹幹上吸食樹液造成危害。本研究選在國立

臺灣大學實驗林管理處之水里營林區 14 林班 98-5 號造林地內進行試驗，以 10 

株被玉蘭幹綿蚜危害之烏心石為試驗樣木，分為兩組，每組各 5 株，其中一組以

藥劑防治蚜蟲；在 2021 年 10 月至 11 月間，分別量測兩組樣木藥劑防治前、後之

蚜蟲危害情形與光合作用變化量。以 Student’s t-test 檢定是否噴灑藥劑及藥劑防治

前後之差異，在藥劑防治之前，兩組樣木間的蚜蟲密度、危害指標、光合作用速率

沒有顯著差異；而在藥劑防治後，兩組間的蚜蟲密度、危害指標有顯著差異

(P<0.0001)，而光合作用速率沒有顯著差異；結果顯示共 7 株樣木在第二次量測的

光合作用速率微幅下降，但是兩組間下降的幅度沒有顯著差異。本研究結果發現玉

蘭幹綿蚜吸食烏心石樹幹的汁液，但造成寄主植物的光合作用速率微幅下降或影

響不顯著，亦與前人研究一致。 

 

關鍵詞：蚜蟲、光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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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土壤夯實度對茄苳根系生長及力學特性之影響 

吳佳嬑 1、徐玉珊 1、李嶸泰 2* 

 
1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600355 嘉義市學府路 300 號。 
2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600355 嘉義市學府路 300 號。 
*通訊作者，jtlee@mail.ncyu.edu.tw 

 

摘要 

 

台灣近年無預警路樹倒伏事件增加，往往造成人們的生命產財受損，土壤夯實

往往會加劇該問題，使加速行道樹衰退。土壤夯實的發生是在栽種過程中，為了定

植而進行輕微的夯實，然而城市中交通的震動、建築的施工甚至是踩踏，都會使原

先土壤夯實強度增加，使其根系愈加難以發展，甚至是衰退。因此本研究採用工程

植栽的流程，以由林務局在 2020 年推出 106 種臺灣原生植物於園藝、景觀應用樹

種名錄的茄苳(Bischofia javanica)作為研究樹種透過探討在輕度夯實及中度夯實下

根系生長狀況。 

結果顯示種植在中度夯實的茄苳其根系較輕度夯實的根系短且易碎，除此之

外根系無向下擴展，因受到土壤夯實的設限。抗拉拔值兩者並無明顯差異。與 Dinis 

et al.(2015)相似，提到植物在土壤夯實約為 1.38 Mpa，細根就很難分布，甚至不會

在該層分布，且幼年期的主根受限，會一直影響到成熟樹木，使其錨固作用能力變

弱，而倒伏。除此之外，他提到統計上之所以沒有顯著性，因與前人研究相比，花

費時間較短而導致。因此工程栽種的行道樹若是採用幼苗，其主根缺陷會一直影響

到成熟木的根系力學上，造成未來倒伏風險。改善土壤結構便能解決此問題。 

 

關鍵詞：茄苳、根系力學、土壤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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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應用手持式光達於都市林林木碳儲存量調查之研究-以宜蘭運

動公園為例 

陳廷安 1、黃謹毅 2、曾榮崧 3、鍾智昕 1* 

 
1 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260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 號。 
2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260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 號。 
3 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100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 113 號 3

樓。 
* 通訊作者，chchung@ems.niu.edu.tw 

 

摘要 

 

全球正面臨由氣候暖化所帶來各種極端氣候事件衝擊，造成許多的生態、生產

與生活面的危害。採取各種不同淨零碳排的策略，成為政府與產業減碳工作中重要

的一環，首先必須面對碳的盤查、計算與複測，嘗試人力需求且耗時的工作。光達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LiDAR)是一種主動式的遙感技術，藉由光速往返目

標物的時間獲取目標物件之相對距離，藉以蒐集環境 3D 點雲資訊。運用光達感測

器取得的空間資料，可以同時計算空間中各個物件的形狀尺寸資訊，其可輔助林業

調查工作，並可提供快速的數化盤查、空間定位、保存複查和資訊共享等優點。本

研究以佔地面積約 27 公頃的宜蘭運動公園為研究對象，所栽植之林木以闊葉樹為

主，包含台灣欒樹、阿勃勒、欖仁樹、小葉欖仁和黑板樹等。利用手持式光達

(GeoSLAM Horizon)對研究區全區掃描，約為花費 140 分鐘，並使用以建築物的相

對位置進行空間對位，以確保林木空間精確性，並利用光達點雲資料橫剖進行胸徑

的量測，與垂直測量每一株林木之樹高，以作為後續材積計算與碳儲存量之資料。

由光達點雲資料，總共測量 2246 棵樹，胸徑平均為 0.33 m(std=0.14)、樹高平均 8.08 

m(std=3.31)，材積式形數使用 0.45 得平均材積為 0.41 m3(std=0.43)。以林務局的闊

葉樹材積推估式與 IPCC 所制定的碳量推估公式，並進一步轉換為二氧化碳當量，

推估得宜蘭運動公園平均單株林木二氧化碳當量(CO2e)為 341.6 公斤，總二氧化碳

儲存量為 1252.6 噸，平均每年可固定約 28.5 噸的二氧化碳。 

 

關鍵詞:氣候變遷、光達、都市林、淨零碳排、二氧化碳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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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智慧型工具於改善林業調查工作之時間效益評估  

黃謹毅 1、汪澤宏 2、陳廷安 3、卓志隆 3、鍾智昕 3* 

 
1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260007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 號。 
2 林業試驗所森林保護組。100051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3 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260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 號。 
* 通訊作者，chchung@ems.niu.edu.tw 

 

摘要 

 

森林調查與監測資料，是提供國家森林經營與碳管理行動策略的重要依據。森

林調查無論是全林調查或是樣區調查，現地的作業調查員，經常需要逐一的量測蒐

集林地上的林木特徵，包括林木株數、胸高直徑、樹高等數據資料，傳統的林木資

源調查費時與需求大量人力，增加森林經營管理與木材收穫的作業成本。一般林木

測量方式以使用傳統測量設備(例:捲尺、測高桿)搭配記錄員抄錄調查資料，在作業

效率與資料精度上，容易受到人為因素影響。目前有許多的智慧科技提供多種創新

方式，透過數位化輸入與多元感測能力的方式蒐集林地資料，其準確性甚至可能超

過傳統方法。本研究於宜蘭縣和平事業區第 61、62 班柳杉造林地，設置 3 個 20m 

X 25m 樣區，以傳統工具與智慧型工具進行胸高直徑與樹高實測總計測量 113 株

林木，每株單木的胸高直徑以傳統工具與智慧型工具測所量花費時間的相似，皆約

1.39 分鐘(sd=0.26)，將 2 種工具的測量胸徑的資料進行 T 檢定的結果，無顯著差

異。傳統測高桿在測量樹高，平均每株約花費 3.6 分鐘(sd=0.35)，使用智慧型雷射

測距儀則約花費 2.9 分鐘(sd=0.26)，花費時間相似，將 2 種工具的測量樹高的資料

進行 T 檢定的結果，無顯著差異。然而傳統測量以紙本記錄的資料，還需花費資

料登打時間，每株林木約為 0.38 分鐘(sd=0.06)，即 3 個樣區在登打資料需多花費

約 43 分鐘。結果顯示，運用智慧型工具，雖無法減少外業測量胸徑工作時間，但

可節省 1 個紀錄的人力、資料登打的時間與減少登打時的錯誤率，減少後續資料

再應用時所產生的問題。另外還具有即時計算林分平均胸徑、林分密度、胸高直徑

分布圖、連結雲端資料庫等優點，可以提供森林經營者或作業人員取即時資訊，做

為現場作業與經營管理之參考依據。 

 

關鍵詞: 智慧型工具、林份調查、胸高直徑、樹高、時間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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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以溼地營造建構永續水田生態系 

吳羽婷 1,2*、陳炤杰 2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學系。91201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 
2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 號  

* 通訊作者，yutingwu@mail.npust.edu.tw。 

 

摘要 

 

本研究嘗試將恆春鎮龍鑾潭附近的有機水田區營造成湛水田以提供秋季過境

此地的水鳥棲息及覓食。水鳥在水田裡留下的排泄物是天然的基肥，有利水稻生長。

應用人鳥互利的操作方式來建構永續水田生態系。不過水鳥對於水田土壤之優化

效果尚未有相關資料，因此推動本研究的進行。選定試驗水稻田後，2021 年 5 月

第一期稻作收割，8 月底開始將試驗組水田整地灌水，營造成濕地環境，而對照組

(有機及慣行各有一樣區)則保持原本休耕狀態。在 2021 年 9-10 月秋季候鳥過境期

間，試驗組一直維持湛水田狀態，以吸引水鳥進入水田中棲息利用。在灌水前後我

們定期做水鳥數量監測，並進行土壤採樣，檢測土壤肥力及土壤細菌群落結構之變

化。結果顯示，灌水之後試驗組水鳥數量顯著增加，而對照組則變化不大。土壤物

理化學性質分析顯示，試驗組水田土壤有效磷、鈣離子、全氮量與陽離子交換能力

皆有顯著增加(P < 0.05)。土壤細菌群落結構有顯著地改變(ANOSIM, r= 0.426; P < 

0.001)，而這些改變顯著受到土壤肥力指標包括全氮量、有機質、銨離子的影響(P 

< 0.05)。此外，功能性水鳥與細菌的多樣性之間呈顯著負相關(P < 0.001)。研究總

結顯示試驗組水田因營造成湛水田，能吸引較多水鳥進入，其排泄物也隨時間不斷

累積增加，進而提升土壤肥力，甚至明顯改變土壤菌相。有益菌群包括 Paenibacillus 

mucilaginosus, Lachnospiraceae_AC2044 與 Allorhizobium-Neorhizobium-

Pararhizobium-Rhizobium 等在試驗組水田處理後才出現，對照組水田之變化則不明

顯。水田收穫後，試驗田的產量也較高，預期結果可以用來推廣農民，在休耕期將

水田營造成湛水田以吸引水鳥利用。如此一來，一方面可提升土壤肥力，減少肥料

使用，另一方面則可促進農田生態化，提升水鳥保育等多面向效果，是永續農業的

可行方法之一。 

 

關鍵詞: 水田生態系、細菌群落結構、土壤肥力、水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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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新興林下經濟作物-臺灣白及與臺灣胡椒組織培養系統建立 

謝孟哲 1、石珮萱 1、吳羽婷 1 2*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學系研究生、助理及副教授。91201 屏東縣內埔鄉老埤

村學府路 1 號。  

2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副教授。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 號 

第一教學大樓 9F。 

* 通訊作者，yutingwu@mail.npust.edu.tw。 

 

摘要 

 

臺灣白及(Bletilla formosana)為蘭科(Orchidaceae)白及屬(Bletilla)的臺灣原生多

年生草本野生蘭花，白及屬植物的乾燥根莖在藥典是重要的中藥材，根莖內的多醣

具有抗腫瘤、保護胃黏膜與促進傷口癒合等功效。臺灣胡椒(Pothomorphe umbellata)

為臺灣原生的胡椒科植物，多見於南部低海拔地區，傳統用途為舒緩風濕症、舒筋

等藥用功能。其葉片深受東部地區魯凱族及排灣族民族喜愛，作為日常飲食調味

劑。此兩種作物極具經濟利用價值，為新興林下經濟作物，本研究開發組織培養技

術流程，量產具耐陰性潛力之種苗。臺灣白及於試驗設計中的 BHS 培養基中生長

2 個月後，並利用設計之 BHG 培養基進行繼代培養 12-16 周即可馴化出瓶，馴化

出瓶存活率達 70%，透過有規劃性的組織培養繁殖計畫可在 24-32 周後供應產業

臺灣白及種苗需求。臺灣胡椒以葉片作為培植體，測試了滅菌條件及 13  種不同

生長調節種類與濃度的培養基，以誘導癒傷組織及後續的植株再生。葉片以 1%次

氯酸鈉水溶液滅菌 10 分鐘，並於 D4、DB1、DR2 培養基接續培養 17 周後，可得

0%汙染率及生長良好之幼苗。本研究成果提供了穩定且優良的種苗生產策略，種

苗供應是林下經濟產業發展的重要利基。 

 

關鍵詞: 臺灣白及、臺灣胡椒、林下經濟、組織培養、種苗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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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不同蜜源蜂蜜的抗氧化能力與免疫細胞活性分析 

趙偉村 1、廖慧芬 2* 

 
1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600355 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 
2 國立嘉義大學生化科技學系。600355 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 
* 通訊作者，liaohf@mail.ncyu.edu.tw 

 

摘要 

 

林下養蜂為林務局之林下經濟政策之一，蜂農到不同森林養蜂以增加國內蜂

產品的多樣性。為瞭解不同蜜源蜂蜜的差異，本研究收集東方蜂(Apis cerana) 2 個

與西方蜂(Apis mellifera)13 個蜂蜜樣品，西方蜂蜜為咸豐草蜜、玉荷包蜜、紅柴蜜

(水錦樹蜜)、龍眼蜜、白千層蜜、樟櫟群叢蜜、玉桂花蜜、栗子蜜及白桕蜜，分析

其抗氧化及 Raw264.7 巨噬細胞活性。 

各蜜種抗氧化力以白千層蜜、樟櫟群叢蜜、栗子蜜及白桕蜜表現最強，其總酚

含量大多也較高。測試細胞生長，低濃度下東方蜂蜜可刺激生長，高濃度時則生長

減緩；而所有西方蜂蜜則低濃度時無明顯差異，但高濃度時具有抑制作用，以白千

層蜜的生長抑制最強。測試巨噬細胞產生過氧化物，顯示無 LPS 刺激時，蜂蜜都

具有程度不等的免疫提升力；而 LPS 誘導發炎反應下，白千層蜜、樟櫟群叢蜜、

栗子蜜及白桕蜜具有較強抑制發炎功能。NO 生成分析顯示無 LPS 刺激時，所有蜂

蜜與對照組結果相似，而在 LPS 誘導發炎反應下，白千層蜜具有較強抑制發炎能

力。綜合顯示東方蜂蜜具有較強的細胞生長促進活性，而西方蜂蜜中以白千層蜜具

有明顯的抗氧化力與調節免疫。栗子蜜、白桕蜜及樟櫟群叢蜜也比其他蜜源有較強

的生物活性。本研究建立生物活性研究模式，並提供初步的數據印證，可作為日後

蜜源開發參考。 

 

關鍵詞: 林下經濟、養蜂、國產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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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台灣竹產業貿易與市場調查分析 

羅丹笛 1、黃名媛 1*、黃盈賓 2、劉玥樺 2 

 

1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600355 嘉義市東區學府路 300 號。 

2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中分院。540219 南投縣南投市文獻路 2 號。 

*通訊作者，myhuang@mail.ncyu.edu.tw 

 

摘要 

 

台灣竹產業在經濟發展曾為重要地位，然因塑膠之應用，進口竹材、竹產品之

競爭以及薪資調漲等，使竹產業自 1980 年代後呈衰退至今。如何解決竹產業低迷

情況，提升竹產品效能與產值，為目前台灣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課題。本研究首先

以 2003-2021 年關務署之貿易資料，瞭解竹產品之進出口概況。其次，從產業端對

竹產業相關業者進行問卷調查，以瞭解業者經營狀況。結果顯示，台灣竹產品出口

額排序前 4 名分別為美國、日本、中國及歐盟，其中主要出口至中國之產品大部分

為竹筍及竹材，出口至美國、日本及歐盟之產品則以竹筷、竹製餐具、竹板材、竹

製家具等加工產品為主。而在問卷調查方面，由經濟部工業局之工廠登記資料及工

研院之竹材產業鏈商家資料為依據，然因業者填寫意願低落，2022 年 1 月至今僅

回收 11 份問卷可知，受訪業者中以獨資居多。廠商生產產品種類包括生活用品、

裝置藝術、建築裝潢、傳統廟會燈籠、竹炭及竹鹽等。受訪業者多以內銷為主，主

要遭遇的經營困難包括物料成本太高、原料供應不穩定、削價競爭激烈等。受訪業

者認為政府可以透過加強竹產業的人才培訓、輔導技術發展、開發更高效能的加工

機械並推廣竹製品的使用來輔助產業發展。期望本研究之結果，將可提供政策制定

時之重要依據。 

 

關鍵詞: 竹產業、貿易、加工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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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陽明山國家公園鹿角坑生態保護區植物種類變遷與分布 

蘇夢淮 1*、楊絜宇 1、呂碧鳳 2、華予菁 3、陳宏豪 3 

 
1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111 臺北市華岡路 55 號。 
2臺灣植物分類學會。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3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112 臺北市竹子湖路 1-20 號。 

*通訊作者，lizard.su@gmail.com 

 

摘要 

 

鹿角坑生態保護區為陽明山國家公園區內最大的保護區，面積約 1,474 公頃，

海拔由最低處馬槽溪的 225m 攀升至最高處竹子山頂 1,103m。本研究希望藉由現

地調查了解其植物生態資源，並與過去資料進行比較，了解其變化與可能成因，提

供保育政策擬定的參考。由於本保護區以竹子山與小觀音山兩座火山為主體，水系

因火山錐狀地形呈現輻射分布，故本研究設置 10 條依照水系走向的穿越線，進行

植物種類調查。結果共記錄到 132 科 337 屬 534 種維管束植物，當中 75 種為特

有，依據環評法與臺灣植物紅皮書認定的稀有植物共 15 種，以環評法第 1 級的紅

星杜鵑、紅皮書 EN(瀕危)級的竹柏、十大功勞等級較高。與過去相較，共新紀錄

330 種，另有 25 種未能發現。以穿越線為單位，檢驗各穿越線之植物種類，結果

發現物種數與穿越線長度呈現顯著正相關，但與海拔落差則無顯著相關。再以物種

為單位，進行其分布穿越線分析，結果發現僅分布於 1 條穿越線的種類最多，共

160 種，而分布於 1 與 2 條穿越線的物種數，就佔全部 53%，並有隨分布的穿越線

越多，物種數越少的趨勢。由於穿越線間隔距離不遠，研判與陽明山區在國家公園

成立前，遭受的大規模造林與農墾有關。據此建議持續本保護區之保護措施，以協

助侷限分布種類，能夠跨越地理障礙，擴展其分布範圍。 

 

關鍵詞: 鹿角坑生態保護區、植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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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臺灣肖楠與中國翠柏的微衛星體分子標誌篩選與開發 

卿巧菱 1、吳家禎*、賴承筠 1 

 
1 農委會林業試驗所育林組。 

*通訊作者: chiachen@tfri.gov.tw 

 

摘要 

臺灣肖楠（Calocedrus formosana Florin）是柏科（Cupressaceae）翠柏屬的常綠

喬木，為臺灣特有種，樹型優美，常用於景觀或造林，且其木材質地優良、氣味芬

芳，具有高經濟價值。過去臺灣肖楠造林苗木供不應求，中國翠柏（C. macrolepis 

Kurz）因為與臺灣肖楠難以由外觀分辨，被從中國、越南等地區進口種子培育，而

冒充成為臺灣肖楠，導致造林時臺灣肖楠人工林內混入翠柏，造成本地生態衝擊或

樹種混摻問題。 

微衛星體（microsatellite）又稱簡單重複序列（simple sequence repeat, SSR），

分布在基因編碼區以及非編碼區，多由 2 至 6 個鹼基為一個單位重複 5 至 50 次形

成的序列，其變異程度大，且為共顯性遺傳，可用於遺傳歧異度分析，親緣關係分

析和估算族群內基因交流或變異程度。 

本實驗萃取臺灣南投金龍山、魚池蓮華池之中國翠柏和數個不同地區之臺灣

肖楠共 12 株樣本 DNA 作為初探。並由 NCBI（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資料庫取得北美肖楠（C. decurrens Florin）的轉錄體基因組序列，並

利用 GMATA 軟體找出 SSR 區域並設計分子標誌，以聚合酶連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從多核苷酸重複開始，測試 60 組 SSR 分子標誌，先得到再現性高

的 31 組分子標誌後，再以毛細管電泳(3730 DNA analyzer)進行基因型分析，最終

找出 10 組分子標誌具有多型性。未來希望這些 SSR 分子標誌能夠輔助鑑定臺灣肖

楠與中國翠柏，或是應用於雜交研究，後續可作為選拔育種、族群遺傳研究的分子

工具。 

 

關鍵詞: 臺灣肖楠、中國翠柏、簡單重複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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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應用次世代定序技術(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分析台北

植物園蜜蜂採集花粉之特性 

趙怡珊 1、林謙佑 2*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116 臺北市文山區汀州路四段 88 號。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100051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 通訊作者，cylin@tfri.gov.tw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高度開發城市中都會型植物園內，義大利蜂(Apis mellifera)、

東方蜂（Apis cerana）兩種蜜蜂的花粉利用食性差異。藉由收集台北植物園蜜蜂採

集花粉，萃取其中 DNA 進行次世代定序，鑑定其中的植物物種，釐清都市蜜蜂訪

花的特性與季節物候生態表現。台北植物園開放區域植栽紀錄有開花植物 685 個

屬，共 1284 種植物，研究發現蜜蜂採集花粉植物，義大利蜂 73 屬 77 種；東方蜂

為 37 屬 38 種，兩種蜂共 87 屬 93 種，其中有 22 種重疊。義大利蜂與東方蜂物種

利用率分別 6.9%為 3.4%，共佔 8.4%，和過去文獻報導的比例相似，都不是很高。

比較台北植物園花粉採集清單中，外來種植物約占 55%，原生植物約占 42%，無

法確認 3%。其中高比例的外來種，可能因為植物園植栽展示和科學教育需求而種

植大量外來種。東方蜂是台灣原生的本土蜂種，花粉採集並沒有對本土植物有較高

偏好，但有較高比例的棕櫚科植物花粉紀錄。本研究結果顯示，藉由蜜蜂採集的花

粉分析環境潛在粉源是可行的，但是應用於植物相調查可能相當有限。另一方面由

確實採集回巢花粉資料探討蜜蜂採集花粉的偏好，較單純植物物候調查所呈現的

訊息更具可實踐性質，可優先作為蜜蜂友善利用的建議。在部分存在缺乏粉源季節

的地區，本研究資訊可做為補充植栽的參考。 

 

關鍵詞: 次世代定序技術、義大利蜂、東方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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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建立以滲透勢計法量化臺灣樹種葉部耐旱性的方法之初探 

洪庭毅 1*、李俊佑 1、林冠穎 1、張勵婉 2、吳家慈 2、黃群涵 1、徐露玉 2、余尚鈺
2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育林組。100060 台北市中正區三元街 67 號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森林保護組。100060 台北市中正區三元街 67 號 

* 通訊作者，b03612005@tfri.gov.tw 

 

摘要 

 

膨壓喪失點葉部水勢 (πtlp) 為預測植物葉部耐旱性的經典生理性狀。傳統

上，係藉壓力室計取得 πtlp，惟過程耗時耗力。滲透勢計法 (osmometer method) 

可快速測量與πtlp 高度相關的飽和滲透勢 (πo )，並藉以πo 與πtlp 兩者關係的

回歸模型來快速推估πtlp。然而，前人研究的回歸模型幾無涵蓋亞熱帶地區的樹

種，且許多影響πo 測值的因子，如葉碇大小及保存時間仍有待探討。本研究旨在

建立臺灣樹種之葉部耐旱性的回歸模型，並探討影響πo 的因子。本研究自臺北市

公園、苗栗丘陵及宜蘭霧林採集共 30 種樹種，以壓力室計與滲透勢計分別測量各

樹種的πtlp 及πo。另選擇三種不同葉部形態之樹種，分析葉碇大小及保存時間對

於πo 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以πo 預測πtlp 的回歸模型公式為πtlp = -1.51 + 0.58 

πo (R2adj = 0.53, AIC= -3.486, p<0.001)，顯示πtlp 與πo 之間存在顯著的線性關

係，然而模型係數與前人存有差異，推測部分受測樹種含有乳汁或較密的二級脈，

可能影響模型。另結果顯示葉碇大小確實會影響πo，且此影響應與二級脈的質外

體稀釋效應有關。葉碇保存試驗則顯示經 14 天的-80°C 保存的葉碇測值與立即測

值無顯著差異。滲透勢計法快速、便捷且具應用潛力，惟仍需進一步討論影響回歸

模型預測能力的原因，方能提供更適用臺灣的回歸模型。 

 

關鍵詞: 膨壓喪失點葉部水勢、葉部耐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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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Sentinel 2 影像應用於銀合歡入侵分佈之測繪 

呂明倫、黃靜宜*、陳志輝、張仁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55244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東路 1 號。 
*通訊作者，lily@tesri.gov.tw。 

 

摘要 

 

基於衛星載具進行的遙測，能為外來入侵植物建立經濟又高效的分佈監控模

式，故如何有效地應用衛星影像偵測入侵植物，至今仍是備受重視的科學議題。由

歐洲太空總署(European Space Agency)發射的 Sentinel 2 衛星，兼具多光譜與高空

間解析力的優勢，是具潛力提升影像分類準確度的新興產品。本研究以南台灣墾丁

地區的銀合歡(Leucaena leucocephala)為目標，利用 Sentinel 2 的多光譜影像生產預

測變項，搭配遙測技術中，演算效能較佳的單類分類法(one-class classification)建構

分類模型，測繪該物種的入侵分佈。結果顯示，本研究建構的分類模型中，主要影

響銀合歡分佈的變項為冠層含水量、紅光與常態化差異植生指標(NDVI)，並且計

算分類後的真實技能統計值(true skill statistics)為 0.78，準確度接近「優越」標準，

因此，對於銀合歡分佈範圍的掌握，結合 Sentinel 2 與單類分類法是一種準確度及

效能兼具的測繪方式。 

 

關鍵詞: 入侵植物、監控、墾丁、遙測、單類分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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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運用小模型集成法模擬川上氏忍冬之分布動態 

呂明倫、黃靜宜*、陳志輝、張仁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55244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東路 1 號。 
*通訊作者，lily@tesri.gov.tw。 

 

摘要 

 

氣候變遷對高山的受威脅植物物種構成嚴重危機，川上氏忍冬 (Lonicera 

kawakamii)為分佈在臺灣高山的特有種植物，目前”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

將其列為易危物種。本研究使用近年發展出的小模型集成法(ensembles of small 

model)，預測川上氏忍冬的潛在分佈，以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 6 次評估報

告中的共享社會經濟途徑(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 SSP)做為未來氣候變遷情

境(2085 年代)，預測適宜棲地之時空動態。研究結果顯示，氣候為影響川上氏忍冬

分佈的主要因子，並且其適宜的氣候棲位包含低溫、日較差大和適度的降水量。根

據輕度(SSP585)與重度(SSP585)暖化情境下的預測結果顯示，臺灣的高山地區因氣

候變暖，川上氏忍冬的適宜棲地大幅縮小，因此，該物種可能存在滅絕風險。本研

究成果有助於鑑定未來適宜棲地的轉移，並提供因應氣候變遷的保育方針。 

 

關鍵詞: 氣候變遷、特有種、易危、時空動態、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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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氣候變遷下美洲含羞草入侵防治的空間規劃 

黃靜宜 1、王素芬 2、呂明倫 1* 

 
1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55244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東路 1 號。 
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50007 彰化市進德路 1 號。 

* 通訊作者，alan@tesri.gov.tw 

 

摘要 

 

氣候變遷可能驅使入侵生物的分布擴張，入侵擴散空間格局很大成分取決於

適宜棲地在地景中的連接程度，因此，有效鑑別高連接作用的地景特徵，並將其納

入空間防治優先性的規劃考量，應可最大程度阻斷其分布擴張。本研究以美洲含羞

草(Mimosa diplotricha)為目標種，透過生態棲位與擴散約束模式，模擬氣候條件所

驅動的入侵分布動態，並整合結構與功能連接度，建構氣候變遷下的空間防治策

略。研究結果顯示，美洲含羞草偏好日夜溫度波動明顯的溫暖環境，暖化可能有利

其分布擴張，預估未來將朝當前適宜棲地的北面持續擴張，惟促進擴散的關鍵途

徑，將因暖化程度不同，而有所差異。整體而言，無論何種暖化情境，現有棲地範

圍的北緣，皆應優先獲得控制，此外，隨暖化情勢的加劇，則更應側重未來促進擴

散風險區位的防禦。 

 

關鍵詞: 入侵生物、生態棲位、防治策略、暖化、擴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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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模擬氣候變遷下南美蟛蜞菊之擴散分布 

黃靜宜、呂明倫*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55244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東路 1 號。 
* 通訊作者，alan@tesri.gov.tw 

 

摘要 

 

氣候變遷會促使外來入侵物種的分布擴張，威脅原生棲地的生物多樣性，因

此，預測入侵物種的擴散範圍，被視為是防治策略成功與否之關鍵。本研究選擇百

大入侵種之一的南美蟛蜞菊(Sphagneticola trilobata)做為目標種，整合生態棲位建模

與擴散約束模型”MigClim”，以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第 6 次評估報告中的共享社會經濟途徑(shared socio-

economic pathways, SSPs)做為未來氣候變遷情境(2090 年代)，預測物種適宜棲地之

時空動態。研究結果顯示，南美蟛蜞菊相對偏好短期溫差(日較差)大，但長期溫差

(溫度季節性與等溫性)波動不明顯的高溫生態棲位，尤其最暖月最高溫達 30°C 以

上區位之適宜性最佳。進一步以所建構的模型進行分布預測，結果發現未來氣候暖

化的狀態下，南美蟛蜞菊仍具擴散潛力，台灣西半部中低海拔的淺山至平原一帶，

將是高入侵風險區位，特別是在重度暖化的情境下(SSP585)，不僅利於南美蟛蜞菊

可定殖棲地的擴增，亦將有助於棲地連接度的提升，可能促使族群基因流動更為頻

繁。 

 

關鍵詞: 生物多樣性、百大入侵種、共享社會經濟途徑、棲地連接度、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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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輔導團隊協助林管處執行國有人工林伐採作業計畫 

王顥翔 1、詹于萱 2、魏浚紘 3、陳朝圳 4、陳建璋 5*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91201 屏東縣學府路 1 號。 
*  通訊作者，zzzjohn@mail.npust.edu.tw 

 

摘要 

 

在森林永續經營認證融入伐採計畫方面，透過 FSC 原則與準則架構下，於伐

採前、中、後逐步進行臺灣現行伐採計畫與疏伐作業流程之檢討，並依 FSC 原則

產生林產物伐採作業流程(伐採前中後期)。依據全民造林運動建議之輪伐期，將潮

州事業區第 33、34 林班造林地透過區劃輪伐法計算年伐採容許量(20 年)，並依照

FSC 森經營原則，2022 年伐區以蓄積法及生長率法預先界定年度伐採量，其所界

定結果分別為生長率：5,840 m3、蓄積法：8,859.9 m3，根據樣區調查資料顯示 2022

年度伐區總蓄積量為 4,452.21 m3，符合年伐採容許量界定範圍。依照作業流程，

伐採前須進行樣區調查以確立對生態環境面之衝擊，結果顯示，伐區木本植物共調

查 41 科 8 種，主要優勢木本植物為相思樹(Acacia confusa)、光蠟樹(Fraxinus 

griffithii)、山黃梔(Gardenia jasminoides)等木本植物為優勢；草本植物伐採前共調查

38 科 73 種。主要優勢草本植物皆以大花咸豐草(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e)、長穗

木(Stachytarpheta indica)、耳葉鴨跖草(Commelina auriculata)等草本植物為優勢，而

在伐採後共調查 11科 14種，主要優勢草本植物為大花咸豐草、食茱萸(Zanthoxylum 

ailanthoides var. ailanthoides)、冇骨消(Sambucus chinensis.)及長穗木，而在動物調查

方面，紅外線自相機共記錄 13 種哺乳動物及 2 種鳥類，優勢動物皆以臺灣山羌

(Muntiacus reevesi)、臺灣獼猴(Macaca cyclopis)和鼬獾(Melogale moschata)為主，而

伐採前後物種數無顯著差異，動物亦於施工後會返回棲地使用原棲息環境；水土流

失監測方面，將所有樣區之土方沖蝕量與洪峰流量進行皮爾森相關係數分析，在

95%的顯著水準下，其 r= -0.374，分析結果顯示，潮州事業區之洪峰量與計畫區之

土方平均沖蝕量並無顯著相關。針對人文社會面，透過伐採說明會及社會影響評估

問卷發放所分析出之結果，伐採作業並未對周邊社區部落造成生活或資源上的影

響，但伐採區域於規劃時，若有原住民之遺址，則立即調整伐區範圍，將部落居民

有疑慮之伐採區域暫緩執行，並提供當地當地居民工作機會。整體而言，FSC 原則

與準則架構下進行伐採規劃與作業合乎時宜，而透過先進技術如 UAV 遙測系統、

光達系統及智慧輪尺技術於樣區調查之作業，並比較其所適用之範圍及特性，結果

顯示智慧輪尺的操作方式與現行伐採調查方法最為接近，在後續內業處理上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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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尺可直接產製林木材積與樣區蓄積報表，可直接進入後續利用率與價金計算，且

其在操作門檻上較為簡單，因此較容易與現行伐採調查方法接軌。 

 

關鍵詞: 多年期伐採、人工林經營、高科技調查技術、樣區調查、FSC 森林經營原

則、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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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新竹縣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區域衛星影像辨識技術 

葉大裕1 、連婉茹2、李宏君2、葉力瑋2、彭炳勳3* 

 
1 新竹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30210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2 瑞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3553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186號11樓之4。 
3 林業試驗所森林經營組。100051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53號。 
* 通訊作者，E mail: bspeng@tfri.gov.tw 

 

摘要 

 

本次研究為利用衛星影像(Maxar，WorldView-2)辨識技術進行新竹縣五峰鄉、

尖石鄉、橫山鄉、關西鎮等四鄉鎮之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辨識作業，判斷禁伐補

償申請案件之土地是否保留天然林木或造林地，且無荒廢、濫墾、濫伐之情事，目

的在於尋找一個可行的判釋方式，降低人力現地調查的時間成本與野外勘查風險。 

因山區林相環境複雜，為了簡化實驗模型，將樣區分為 4 種類別，包含針闊葉

混合林、竹林、草生地以及非植生區(如道路、建物等人為開發區域)。4 種特徵樣

本劃分為訓練集(Training set)與驗證集(Validation set)，將訓練樣本透過反向傳播和

梯度下降法來調整模型參數，並透過混淆矩陣(Confusion matrix)計算模型分類的準

確程度，後續使用 OBIA 結合坡度、坡向、山體陰影、地表複雜度等地形因子條

件，將影像像元區塊轉為影像物件，篩選出各類別的合理分布區域，達到準確分類

的成果。 

透過深度學習之卷積神經網路(CNN)，結合地形因子條件篩選與物件式影像分

類技術(OBIA)，經實證可達到良好之成效，從訓練模型計算所得到的混淆矩陣 F1-

Score 數植為 83.65%，整體模型準確度(Accuracy)為 86.79%，最終再利用物件式影

像分類數值的設定以及人工校正過後，整體分類準確度能夠達到 90%以上，有效

協助現場人員判釋土地使用情況，降低人力負擔與現地調查之風險。 

 

關鍵詞: 原住民保留地、衛星影像辨識技術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E7%91%9E%E7%AB%A3%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EF%BC%88RiChi+Technology+Inc.%EF%BC%89/@24.996698,121.4867693,18z/data=!3m1!4b1!4m5!3m4!1s0x346802812e471799:0x131f3c13ce1a947!8m2!3d24.9966956!4d121.4878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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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各國近年造林政策之分析與借鏡 

王培蓉 1*、婁安琪 1、呂文馨 1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森林經營組。100051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 通訊作者，pjwang@tfri.gov.tw 

 

摘要 

 

近年來，聯合國與已開發工業國家將提高森林面積做為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

重要選項，在此背景下，各國林業部門紛紛提出造林與森林管理的策略，甚而直接

提出明確可計量的造林面積與栽植株數，作為預期目標。 

本研究探究各國所宣稱的造林目標及如何達成的執行方法，分析其內容，並對

成效加以檢視，做為國內造林政策之擬定提供參考。研究方法為自各國政府網站與

國際造林植樹活動網站等處，蒐集 13 國 1990 年後具明確目標之造林政策資料，

對其目標與執行內容進行整理，並透過聯合國糧農組織各國森林面積資料及各國

官方報告等公開資訊，檢驗其造林成效。 

結果顯示，以 2020 年底為分界，之前的造林目標大多為增加森林面積或覆蓋

率，之後尚在執行中的目標則較不侷限於面積增加，而取向提高既有森林品質，諸

如恢復或改善既有森林狀態、不強調集中栽植的株數增長量等，都佔了相當的比

例。本研究比較目標與成效後，發現各國過往造林目標並不盡能達成，原因包含預

算削減，以及其他產業與森林政策衝突等。透過分析造林政策執行內容獲知，欲達

成造林目標的政策激勵，常採用具鼓勵性質的補助或借貸、森林知識宣導與從業者

培訓、林產技術研發、靈活應用的森林融資工具等，都有助於造林政策的推動與落

實。 

 

關鍵詞: 造林政策、林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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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研究人員) 

 

臺灣西部海岸保安林保護需求指標 

黃明俊 1、黃麗萍 2、何坤益 1*、吳佳嬑 1 

 
1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600355 嘉義市東區學府路 300 號。 
2 林務局林政管理組組長。10050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2 號。 
* 通訊作者，kyho@mail.ncyu.edu.tw 

 

摘要 

 本研究針對臺灣西部海岸 33 處保安林作為研究分析對象，以雷人傑與簡連貴

(2012)於全臺海岸地區所進行脆弱度與風險評估方法之研究成果為基礎。收集環境、

土地利用類型、氣象資料等 10 項評估因子進行 CVI 值分析，可以發現 CVI 值較

高，其海岸保護功較差，對海岸保安林會造成相當嚴重之危害，不僅影響樹木之形

質受損，連帶影響到保安林所帶來之防風、防潮、保持水土等公益功能。而 CVI 值

得分較低，即海岸保安林保護能相當良好，其中海提完整、林分比率高、受到強風

暴兩時能夠為保安林提供良好之海岸保護措施。其分析結果仍需要透過政府與民

間共同監測，並根據海岸保安林之現況進行調查，探討環境保護需求在空間與時間

上的動態演變，同時可瞭解海岸防護功能強弱之分布情形，俾能提供防減災策略擬

定之參考，作為未來規劃環境調適策略之參考指標，以維持各保安林對逆境壓力應

有之適應性功能。 

 

關鍵詞: 適應性、脆弱度、西部保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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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公共工程施工及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評估-以臺北市山坡地

溪溝改善及設施維護工程為例 

謝佳宏、許立達、陳仲賢、周傳鈴、李昀芮、李宥賞、李正大、余志洋、羅承

恩、林敏宜*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系。1114 臺北市士林區華岡路 55 號。 
* 通訊作者，minyi@ulive.pccu.edu.tw. 

 

摘要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目的為減輕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之負面影響。透過蒐

集及現場勘查施作區域生態環境，評估生態課題與生態保全對象，研擬生態保育措

施。本研究以臺北市山坡地溪溝改善及設施維護工程之馬槽溪上游為例，進行施工

及維護管理階段之生態檢核，根據文獻蒐集與生態調查結果，提供適時調整生態保

育措施。施工前生態調查顯示樣區為原始闊葉林邊緣與次生林混合狀態，水棲生物

指標評估水質屬於未受或稍受污染至輕度污染。生態保全對象為此區段流域下游

之溪流河床底質環境與溪岸植被，應迴避開發維持生態棲地之完整性；鄰近施工範

圍建議縮小施工範圍，盡量維持生態廊道與棲地之完整性，避免棲地破碎化；工程

使用友善材質，減輕對河床底質與溪岸植被干擾，維持動物廊道與水質清澈；施工

完後回填土石及補植原生植被，營造增加同質性棲地作為補償。施工中生態調查，

施工造成地景改變，影響動物遷移棲息，整體生物多樣性下降。施工後原生植被復

育持續進行作為補償。完工後水域環境溪床營造多樣棲地，包括淺瀨及水潭等，目

視可見利於多種水生生物棲息，維護管理階段整體環境已逐漸恢復並增加棲地多

樣性。本樣區具多種水棲保育類動物，顯示此處水域生態環境佳，建議設置長期生

態監測及環境教育解說設施。 

 

關鍵詞: 生態檢核、生物指標、生態工法、溪流生態、生態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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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研究人員) 

日本林業女力與山村振興之研究 

徐中芃 1*、王培蓉 1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森林經營組。10066 台北市南海路 53 號。 
* 通訊作者，peng@tfri.gov.tw 

 

在政府的努力與年輕世代的投入下，近年來日本林業正逐步走出迥異於傳統

林業的樣態。根據 1995 年~2020 年國勢調查，年輕的林業從業人口正逐漸增加。

林業機械的現代化與作業自動化讓年輕族群願意開始從事林業，年輕從業人口增

加的主要關鍵可分為二，一為促進雇用政策上的推動，例如綠色雇用與地方振興協

力隊；二為林業型態的多樣性與柔軟性，例如自伐型林業。值得關注的是，日本從

法令面與政策面著手，讓我們可看見愈來愈多女性從業人員在林業現場上的活躍

表現。根據林業白書，有愈來愈多的女性是透過取得林業機械的相關證照來參與素

材生產或森林調查。前揭國勢調查也顯示，女性林業從業人口在近 10 年呈現微幅

增加。本研究針對現代林業的封面調查(2006-2019 年)的 75 名女性(18-45 歲)中，

顯示有 21 名是從事伐採工作，其中 16 名為未滿 30 歲。此外，女性在時代演進中，

也逐漸從附屬的角色轉而成為自主性的獨立團體，這些團體以女性觀點出發，進行

各種林業推廣與林業經營的改善，讓更多女性認識及參與林業。不管是林業現場的

女性從業人員或是致力於推廣林業的女性團體，透過多元化經營林業，從林業中被

環境感動並與社區建立緊密生活連結，讓面臨人口老化與外流危機的農山村區域

有了活化與創生的可能。雖然日本女性從事林業工作的人數有所增長，但男性仍占

絕大比例。根據國際林業性別研究指出，女性的參與對提升森林資源的多元運用、

較具永續的經營模式以及提高對氣候變遷的社會靭性均有助益，隨著日本年輕女

性走入林業，此一現象值得吾人持續關注以做為理論印證。 

 

關鍵詞: 林業、山村振興、女性、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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