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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肚台地保安林及碳存量變遷之研究 

葉洸雄(1)  林政侑(2)  林昭遠(3) 

摘 要 

生物呼出二氧化碳，而植物吸收進行光合作用生長，此過程在自然界中會達到平衡。近代

隨著不斷消耗天然資源及改變原有土地利用方式，造成而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進而造成全球

暖化現象嚴重；因此如何減少向大氣排放二氧化碳已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關注的一個重大政治經

濟問題。台灣紅土台地因鄰近都會區，為都會區增加碳存量之重點區位。本研究以大肚台地保

安林為研究樣區，利用 1995 及 2008 年兩期土地利用圖資，應用景觀生態指數分析及參照「綠

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估算碳存量，以了解碳存量與植群變遷的關係。結果顯示北區保安林受

火燒影響，林地面積逐漸退縮；南區保安林則因有造林計畫，受火燒事件影響較小，因此林地

碳存量相對較高。造林計畫雖能藉人力操作，避免草地擴張降低林地碳存量；但火燒強度干擾

之保安林地，其造林計畫之後續管理策略仍宜以最少干擾為原則，方能達到造林效果並維持原

有生態之目標。 

 (關鍵詞：景觀生態指數、碳存量、土地利用變遷、保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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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rrestrial pla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lobal carbon cycle by absorbing 
carbon dioxide (CO2) during photosynthesis. Recently, the overconsump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rapid land use changes resulting in CO2 emission and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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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ing situation become more serious. Thus, the CO2 emission reduction has 
become a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 The protection forests in Dadu terrace, 
which surrounded by urbanized area, were selected to be a case study. Landscape 
indices were calculated based on 1995 and 2008 land use maps and carbon storage 
was estimated according to “Green Building Interpretation and Assessment Manua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orest area of northern protection forest decreased due to 
wildfire comparing to southern protection forest. The carbon storage in southern 
protection forest is higher than that of northern protection forest. The reforestation 
project could maintain the balance of ecosystem,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forestland 
from invasion of grasses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carbon storage. However, 
concepts of minimizing disturbance should be emphasized to achieve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natural succession. 

前言 

工業與經濟高度發展過程易釋放碳庫

之碳含量，致大氣二氧化碳濃度迅速增加，

造成氣候變遷，各地極端氣候災害頻傳。國

際公約「京都議定書」於 2005年 2月 16 日

生效，明確限制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其中以

控制大氣二氧化碳濃度最為關鍵。碳平衡主

要是論述大氣、陸地及海洋等碳庫之循環與

變化，其中以陸地碳庫最易受人為影響而變

動(Batjes,1996)。 

全球都市發展蔓延過程，導致大量人口

移往都市地區，鄉村農作土地的轉用及人口

密集的結果，不僅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亦

減少綠地碳存量，甚而加劇都市環境議題，

改變生態環境系統，更干擾生物圈系統

(Imhoff,et al.,2004)。日益嚴重的氣候變遷及

空氣污染等環境問題，森林生態系所扮演的

減碳功能，逐漸受到重視。2012 年中龍鋼鐵

因擴廠計畫將增加空污及溫室氣體排放，以

捐贈綠化回饋造林經費 1,187 萬元作為抵

減，但其執行過程卻産生破壞森林原有生態

疑慮，提出檢討「保安林經營凖則」(賴品

瑀，2005)。回饋造林作為抵減計畫用意 

良善，但如何執行以達到真正抵減與恢復原

有生態乃值得探討。 

都市化將改變原始的植栽覆蓋與土地

組成，人口增加導致了都市地區擴張至周圍

天然與農業生態系統，此種土地使用改變情

形的增加對碳循環產生巨大衝擊，亦造成氣

候與生態系統改變原因之一(Sala,et 

al.,2000)。土地利用變遷主要因素有六個，

分別為森林砍伐、郊區都市化、交通建設、

沙漠化、密集農業行為、植林

(Forman,1995)。而台中大肚山台地為一明顯

受人為與自然干擾影響之區域，台中地區快

速發展擴張，許多交通幹道經過此地，進入

大肚山台地之人為活動逐日增加。此外；早

期因放牧引入大黍(天竺草)栽植，在乾濕分

明氣候條件下，常引發火燒而助長大黍入侵

相鄰的林地(嚴烽彰，2012)。大肚台地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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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衰退、阻礙植群之演替，生態的物種豐

富度隨之降低，亦造成森林生態棲地減少，

衝擊當地遷徙之候鳥等(蔡智豪，2005)。本

研究以大肚台地保安林為樣區，經由景觀生

態指標與碳存量之分析，以瞭解植群與碳存

量之變化關係，期藉研究探討分析了解大肚

台地保安林造林計畫對該地區的影響。 

材料與方法 

一、材料 

本研究以大肚台地之保安林為樣區(圖

1~圖 3 及表 1)，其位於大甲溪和大肚溪之

間，海拔為 200～300 公尺，地質主要為紅

土堆積層、頭嵙山層。 

 

 

 

 

表 1 大肚台地保安林編號表        

Table 1. The Protection forest ID in Datu 
terrace 

分區 保安林編號 

北區保安林 第 1408、1409、1414、1425 號保安林 

南區保安林 第 1404 號保安林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圖 1 大肚台地保安林分布圖      
Figure 1. The protection forest at Datu 

terrace 

                     
圖 2 大肚台地北區保安林       (資料來源：NGIS 生態資源資料網站)                      

Figure 2.The northern protection forest at Datu terrace 

北區保安林 

南區保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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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大肚台地南區保安林  (資料來源：NGIS 生態資源資料網站)                                                         

Figure 3.The south protection forest at Datu terrace 

二、方法 

利用 1995與 2008年二期國土利用調查

圖資，針對大肚台地保安林區將各土地利用

類別透過 GIS系統得到面積範圍及植物群落

分布，並應用景觀生態指數與參照「綠建築

解說與評估手冊」(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2012)估算碳存量，以探討植群與碳存量變

化，經由相鄰嵌塊體邊緣特性歸納出植群變

遷趨勢及碳存量變化情形，分析流程如圖 4。 

 

 

 

 

 

 

 圖 4 研究流程 
Figure 4. Flowchart of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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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景觀生態指標 

景觀生態學領域在 1980 年代末期開始

廣泛討論與研究景觀指數，它能將複雜的景

觀格局透過數學方程式濃縮簡化為數值，反

映出真實世界景觀格局的訊息。由於景觀變

遷分析主要在探討景觀格局的組成元素與

分佈狀況的變化，而景觀指數恰能描繪並反

映出景觀的組成與分佈，因此景觀指數是用

來分析一地區景觀變遷程度的實用工具(李

盈潔，2008)。 

不同土地利用塊體的組成形態，具有不

同生態作用，影響物種遷徙、邊緣效應、孤

島化等。景觀指標原係用以探討生態棲地的

完整性與連續性，透過景觀指標可量化描述

這些型態的差異。此外；景觀指數也可顯示

地景變遷土地受到的各種空間作用(吳彩

珠，2011)。 

本研究以下列各項指標來探討大肚台

地保安林地植群之空間分布： 

1. 嵌塊體數目(Number of Patches, NP)  

用以表示地景上某一類土地覆蓋類型

數量，嵌塊體數目的愈多，地景之地物愈

零散。  

1

n

i
i

NP N
=

=∑
 

式中：Ni為第 i類之嵌塊體數目。 

2. 嵌塊體平均大小(mean patch size,MPS)  

用以描述某種土地覆蓋類型的大小分

布特徵。若該類為物種之棲地，則嵌塊體

愈大，對物種的保育能力愈好。在單一地

景中，則可比較出不同類型嵌塊體的破碎

程度。 

1 1( )
10,000

n

ij
j

i

a
MPS

N
==
∑

 

式中：aij為 i類嵌塊體中第 j 個之面

積，以平方公尺表示；Ni為第 i 類嵌塊體

數目。 

3. 邊緣密度(Edge Density,ED) 

 當 ED 愈大，表示地景愈破碎。 

A
eED ik=

 

式中：eik為第 i種土地使用類別與第

k 種土地使用類別間之總邊緣長度；A為總

地景面積。 

4. 平均形狀指數（Mean Shape Index,MSI） 

MSI 考量周長與嵌塊體個數。嵌塊體

為邊緣長度是最重要的形狀參數之一，其

對生物物種的擴張有直接反映。某類嵌塊

體總長度和平均長度都是地景空間研究中

常用的統計參數，反映了地景的分割程度

和各地景要素間的接觸關係。如果 MSI的

值愈接近 1，則表示在網格資料中形狀愈

接近圓形，值愈大表示區塊形狀愈不規則。 

1

0.28n
ij

j ij

i

P
a

MSI
N

=

 
 
 
 =

∑

 

式中：aij表示第 i 類嵌塊體中第 j個

之面積；Ni為第 i 個類之嵌塊體數目；Pij

為第 i類嵌塊體中第 j 個之邊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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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碳存量分析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12)提出台灣各

類植栽單位面積 40 年碳存量之研究報告，

將綠化植栽分為生態複層、喬木、灌木等七

類，各植物一年固碳值從草坪每平方公尺固

定 0.5kg，到生態複層每平方公尺固定

30kg(如表 2 所示)。本文據此針對不同綠地

覆蓋植栽之比例推算各類綠地碳存量，藉以

了解大肚台地植群變遷對碳存量之影響。

表 2 不同植栽類型之碳存量 
Table2.Carbon storage for each plants type 

植栽類型 碳存量(kg/m2) 
植物 1 年碳存量 

(kg/m2) 
覆土深度 

生態複層 
大小喬木、灌木、花草密植混種區 

(喬木間距 3m 以下) 
1200 30 

1m 以上 

喬木 

闊葉大喬木 900 22.5 

闊葉小喬木、針葉喬木、疏葉喬木 600 15 

棕櫚類 400 10 

灌木 (每 m2至少 4 株以上) 300 7.5 
0.5m 以上 

多年生蔓藤 100 2.5 

草生花圃、自然野草地、水生植物、草坪 20 0.5 0.3m 以上 

資料來源：「綠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12) 

 

 
圖 5 大肚台地保安林北區 1995 年及 2008 年之土地利用 

Figure 5. Land-use map of northern protection forest at Datu terrace in 1995 an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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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大肚台地保安林南區 1995 年及 2008 年之土地利用 

Figure 6. Land-use map of southern protection forest at Datu terrace in 1995 and 2008 
 

結果 

 1995 及 2008 年大肚台地南區及

北區保安林植群空間分布(圖 5~6)，進

行景觀生態指標(圖 7~8)及碳存量分

析(圖 9~10)；為分析植群間變遷的情

形，有關景觀生態指標分析，將以草

生地及林地分析討論。 

一、 北區保安林 

(一) 草生地植群 

 經由景觀生態指標分析結果，本

區草生地嵌塊體數目(NP)由 1995 年 3

個增加至 2008 年 65 個，平均嵌塊體

大小(MPS)由 0.3ha 升至 6.28ha，表示

草生地分布增加且有集中趨勢，邊緣

密 度 (ED) 由 3.58m/ha 大 幅 升 至

222.8m/ha 顯示草生地影響範圍逐漸

擴大且優勢增加，而平均形狀指數

(MSI)變化不大。 

(二) 林地植群 

林地嵌塊體數目(NP)由 52個降至

46 個且平均嵌塊體大小 (MPS)由

5.15ha降至 2.58ha，邊緣密度(ED)由

396.9m/ha降至 96.04m/ha，表示林地

在植群變遷過程中分布面積逐漸減少

且集中，而平均形狀指數(MSI)變化不

大。 

由 NP、MPS、ED 及 MSI 四項指數

相互比較可了解北區草生地的入侵造

成林地的縮減與損秏，而草生地也在

此過程中産生集中並擴大領土範圍，

故北區主要植群由林地變為草生地，

且已成為本區優勢植群。 

二、 南區保安林 

(一) 草生地植群 

分析結果其草生地嵌塊體數目

(NP)由 1995年 7個增加至 2008年 107

個，平均嵌塊體大小(MPS)由 9.63ha

降至 1.02ha，表示其草生地分布增加

且呈破碎趨勢，邊緣密度 (ED)由

32.8m/ha 大幅升至 72.7m/ha 顯示草

生地影響範圍逐漸增加，而平均形狀

指數(MSI)由 2.01 降至 1.25，顯示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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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體形狀發展趨漸平整。 

(二) 林地植群 

林地嵌塊體數目(NP)維持 9 個且

平均嵌塊體大小(MPS) 由 54.91ha 升

至 61.68ha，顯示林地分布變化不大，

邊 緣 密 度 (ED) 由 96.15ha 升 至

100.7ha，表示林地在植群變遷過程中

尚維持優勢，而平均形狀指數(MSI)變

化不大。 

根據一人一樹認養網站資料顯示

(表 3)，本區有執行造林計畫，且認養

率及相關新聞報導(表 4)指出此項計

畫執行成效佳，故本區植群變化不明

顯。 

表 3 一人一樹造林計劃成效整理  

Table 3. Adopted rate of the one 

person one tree plantation program 
認養

林地

編號 

面積

(ha) 

植栽 

時期 

認養率

(%) 
地點 

6 40 2002.04 91.4 

大肚

鄉萬

陵段 

7 40 2002.04 96.5 

8 20 2002.04 99.1 

      資料來源：一人一樹認養網站

表 4 大肚山造林事件整理 

Table 4. Headline news of afforestation events at Datu terrace 

發表日期 新聞標題 出處 

2002/1/4 
和泰汽車響應「一人一樹認養造林活動」認捐一百萬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官方網站新聞 

2002/3/26 
一人一樹認養造林植樹活動，已陸續於全台展開 

2006/4/20 
大肚山一人一樹長大了，歡迎認養人回來參觀 

2007/7/09 
荒野變森林 一人一樹認養造林～六年有成 

2007/7/16 
〈中部〉1人 1樹認養 5年禿山綠油油 

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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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大肚台地保安林北區 1995 年及 2008 年之景觀生態指標 

Figure 7. Landscape ecology indices of the northern protection forest at Datu terrace in 1995 and 2008 

 

  

  
圖 8大肚台地保安林南區 1995 年及 2008 年之景觀生態指標 

Figure 8. Landscape ecology indices of the southern protection forest at Datu terrace in 1995 an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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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大肚台地保安北區 1995 年及 2008年之碳存量                                    

Figure 9. Carbon storage of the northern protection forest at Datu terrace in 1995 and 2008 

 

 
圖 10 大肚台地保安南區 1995 年及 2008年之碳存量 

Figure 10. Carbon storage of the southern protection forest at Datu terrace in 1995 and 2008 



葉洸雄、林政侑、林昭遠： 
大肚台地保安林及碳存量變遷之研究 

1661 

碳存量分析 

一、 北區保安林 

1995 年至 2008 年草生地植群碳存量

由 180公噸增加至 81,594公噸，而林地植

群碳存量由 1,605,420 公噸降至 712,260

公噸。 

整體來說本區碳存量從 1995 年至

2008年呈現減少現象，分析主要原因為歷

年火災(表 5)造成林地減少而草生地增

加，草生地面積雖然明顯增加，其碳存量

增加量仍無法補足林地消失的碳存量，因

此若能於火災後適時導入喬、灌木類，對

於碳存量及保安林生態的恢復將有明顯的

效果。

表 5 大肚山台地野火統計資料 

Table5. Statistics of wildfire events at Datu terrace 

相關資料 張集豪(2003) 
(引自台中協和

消防隊) 

曾仁鍵(2004) 
(引自林務局南投

林管處台中工作

站) 

台中縣 
消防局 
(2003) 

林務局南投林

管處台中工作

站(2003) 

火燒年份區間 
月份 1997~2002 1991~2003 1993~2002 1994~2002 

1 月 76 15 56 4 
2 月 73 26 60 8 
3 月 62 10 52 2 
4 月 32 5 45 1 
5 月 14 1 12 0 
6 月 6 0 5 0 
7 月 12 2 8 0 
8 月 12 3 14 0 
9 月 27 1 27 0 

10 月 54 21 55 2 
11 月 98 24 61 4 
12 月 53 12 39 2 
合計 519 120 434 23 

表格整理自蔡智豪(2005) 

 

二、 南區保安林 

1995 年至 2008 年草生地植群碳存量

由 13,482 公噸增加至 21,852 公噸，而林

地植群碳存量由 2,965,140 公噸增加至

3,330,720公噸。  

本區 1995年至 2008年碳存量成長原

因為造林計畫之實施，使得本區植群變化

不大，但林地面積有增加之趨勢，然由景

觀生態指數分析結果顯示，本區草生植群

有逐漸擴張且破碎化趨勢發展，表示若本

區無實施造林計畫，則植群變遷情形可能

將與北區相同。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5WiFI/search?q=auc=%22%E8%94%A1%E6%99%BA%E8%B1%AA%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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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大肚台地 1995年~2008年碳存量變化

統計表 

Table 6. Statistics of carbon storage changes 
in 1995 and 2008 at Datu terrace 

 北區保安林 南區保安林 

草生地 11.89 1.22 

林  地 -130.45 53.39 

    (單位：t*ha-1*yr-1) 

討論 

大肚台地草生地的增加，其原因為該

地區乾溼季分明的氣候，每年 10 月旱季來

臨時，天竺草枯萎累積大量輕質燃料，易

引火而迅速擴張火勢，由於頻繁的野火使

相思樹林地被取代為草地 (林笈克等

2001；林朝欽等，2005)；又因禾草根系受

土層保護，火燒致死率低，因此能於火燒

後快速萌芽生長，進而擴張其立地領域(陳

秋正，1996)，雖草地仍有植生覆蓋，但草

生地之碳存量不如林地。經由南區保安林

分析即可得知執行造林計畫對於碳存量有

不錯成效；而大肚山因鄰臨台中都會區，

容易受人為開發而造成空污及溫室氣體增

加，故增加大肚台地碳存量可改善氣候與

空氣品質。 

由碳存量及景觀指標變化關係可知

(表 7)，NP與 ED 與碳存量變化趨勢相同，

NP 與 ED 值愈大表示該嵌塊體逐漸入侵其

他嵌塊體且面積亦隨之擴大，因此林地或

草生地之植被面積增加皆會使碳存量增

加。 

表 7 大肚台地南、北保安林碳存量與景觀

生態指數之關係 

Table 7.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storage and landscape ecology indices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protection forests at 

Datu terrace 

類別 

 
變化率 

北區保安林 南區保安林 

草生地 林地 草生地 林地 

碳存量 ＋ － ＋ ＋ 

NP ＋ － ＋ ＋ 

MPS ＋ － － ＋ 

ED ＋ －      ＋ ＋ 

MSI ＋ － － － 

備註： ＋：正成長   －：負成長 

南區保安林之造林計畫以導入喬木為

主，且其撫育造林作業採伐除非目的植物

之方式，並非以複層林林相為目標進行造

林。若要提高碳存量應以複層林相為最

佳，然達成自然演替生態複層的時間皆需

較長的時間；因此對於檢討「保安林經營

凖則」應有其必要性，造林計畫執行方式

應該是對原有環境來進行最小的擾動，以

達成造林的效果並維持原有生態自然演替

功能。 

結論 

綜合分析 1995 年至 2008 年大肚台地保

安林植群變遷結果分述如下： 

1. 草生地已成為北區保安林優勢植

群；而南區保安林植群則依舊以林地為

主。 

2. 造林計畫可維持植群間的平衡並增

加碳存量，若執行造林計畫時考量日後

能自然演替為生態複層時，其碳存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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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會更佳。 

3. 保安林因具有保育、防災及不易受人

為干擾之特性，故在經營管理上若考量

高碳存量方向來進行，將可成為台中地

區的都市之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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