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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

惠蓀林場三種林分枯落物養分迴歸量之季節變化
顏江河

2

陳佳慧

1

3

【摘要】本研究以南投縣惠蓀林場關刀溪生態系相鄰的三種不同林型（天然林、次生林、杉木林）
為調查試區，自 1988 年 9 月至 1999 年 8 月利用收集網收集枯落物，探討枯落物養分濃度與迴歸量
之季節性變化。三種林分枯落物碳濃度平均在 40.27∼43.07 %，氮濃度在 0.86∼2.29 %，磷濃度在
0.06∼0.26 %，鉀濃度在 0.47∼1.31 %，鈣濃度在 0.25∼1.00 %，鎂濃度在 0.18∼0.27 % 間。全年
枯落物養分迴歸量碳為 1.93∼2.88 t/ha；氮為 41.48∼104.30 kg/ha，磷為 3.40∼8.93 kg/ha；鉀為
21.36∼66.55 kg/ha；鈣為 20.89∼61.45 kg/ha；鎂為 9.02∼18.04 kg/ha。枯落物養分迴歸量以天然闊
葉林最多，次生闊葉林次之，杉木人工林最少。
【關鍵字】枯落物、養分濃度、養分迴歸量、季節變化

Research paper

Seasonal Variation of Litterfall Nutrient Recycling Amount
1
in Three Forest Stands at Hue-Sun Forest Station
2

Chiang-Her Yen

3

Jia-Huey Chen

【Abstract】 The seasonal variation of litterfall nutrient concentration and nutrient recycled amount of
three different stands (natural hardwood, NS; secondary hardwood, SS; and China-fir plantation, CPS) in
the Hui-Sun Experimental Forest were monitored monthly by using littertrap approach from September
1988 to August 1999.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period, the litterfall nutrient concentration of carbon was
40.27 - 43.07 %, nitrogen 0.86-2.29 %, phosphorus 0.06-0.26 %, potassium 0.47-1.31 %, calcium 0.251.00, and magnesium 0.18-0.27 %. Annual amounts of these recycled nutrients in litterfall were
1.93-2.88 t/ha C, 41.48-104.30 kg/ha N, 3.40-8.93 kg/ha P, 21.36-66.55 kg/ha K, 20.99-61.45 kg/ha Ca,
and 9.02-18.04 kg/ha Mg. Total annual nutrient input from litterfall were NS> SS> CPS.
【Key words】litterfall, nutrient concentration, nutrient recycled amount, seasonal 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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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蓀林場三種林分枯落物養分迴歸量之季節變化

一、前言

林場第三林班三種相鄰林分，枯落物組成養分

森林枯落物（litterfall）定義為死亡的植物

濃度與養分迴歸量的季節變化。試驗結果可瞭

器官，包括葉片、枝條、花、果實及種子等組

解本生態系中不同林分間的養分循環，作為該

成份，死亡的地下部雖會造成土壤環境的改

生態系養分輸出及林分吸收的闡釋基礎。

變，但一般枯落物的探討並不包括此部份。未
經人為干擾之森林地表枯落物主要由兩種因素
造成：一為老化及季節性凋落，這類枯落物在

二、材料與方法
（一）樣區概況
本試驗地詳如顏江河與陳佳慧（1999）所

凋落前經植物體進行養分轉移（nutrients
translocation）
，尤其是氮、磷、鉀、鎂等可移
動性元素，其含量會低於新鮮落葉（Vogt et

述之概況。
（二）不同林分之枯落物養分分析

al., 1986） ； 另 一 因 素 則 是 較 大 型 的 干 擾

枯落物的收集同顏江河與陳佳慧

（disturbance）
，如颱風及倒樹，造成大量的植

（1999）
，即分別在試驗地架設收集網，每月收

物器官脫離植物體之凋落現象。此類突然掉落

集枯落物，經烘乾秤重後，將同一重複的 3 個

的植物體未經養分轉移，含有較高濃度的養

收集網的樣本，依不同枯落物組成（葉部、枝

分，且可能縮短養分被微生物固定的時間，此

條、繁殖體、其他）混合均勻，從每一重複取

類枯落物被認為可能是森林受到干擾後，在林

出約 0.25 g 樣本，再混合四個重複的樣本進行

相恢復初期重要的養分來源（Whigham et al.,

養分分析，包括有機碳、凱氏氮、磷、鉀、

1991）
。由不同因素所產生的枯落物，其養分

鈣、鎂等，每一混合樣本重複分析 4 次，分析

組成比例不同，在地表分解的情形及對森林的

方法如下。

影響亦不甚相同，Meentemerey 和 Tompson

1.有機碳的測定

（1982）指出森林枯落物可作為估計生產力的

取 0.1 g 乾燥樣本，置於 500 mL 錐瓶內加

重要指標，同時為土壤動物和微生物重要棲息

入 15 mL 1 N K 2Cr 2O 7 與 20 mL 濃硫酸，於

場所，易影響森林植群的更新與幼苗的生長

150 ℃ 沙盤中 10 分鐘，冷卻後，加入 150 mL

（Facelli et al., 1991）
，因此枯落物對森林社會

純水及 85 % H3PO4 10 mL 與 3∼4 滴 Ferroin

與族群動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角色。
國內有關於森林枯落物及其養分循環之研
究尚屬少數，且每一研究的試驗樣區均只有單

指 示 劑 ， 以 0.2 N Fe(NH 4 ) 2 (SO 4 ) 2 滴 定
（MacDonald, 1977）
。
2.凱氏全氮、磷、鉀、鈣、鎂的測定

一林型（張峻德與徐正鍾，1987；高毓斌，

取 約 0.2 g 乾 燥 樣 本 ， 以 Moore 與

1985；姜家華與劉興旺，1989；林世宗，

C h a p m a n （ 1 9 8 6 ）方 法 消 化 後 定 積 至

1998；劉湘搖，1994；林國銓，1997）
。本試

100 mL 。凱氏全氮分析取 50 mL 樣液經凱氏

驗地位於惠蓀林場第三林班，惠蓀林場海拔由

氮蒸餾裝置蒸餾定量。剩餘的 50 mL 樣液經過

454 m 到 2,419 m，垂直落差達 1,965 m，兼含

濾後（whatman no.42），分別進行磷、鉀、

亞熱帶、暖溫帶、溫帶等氣候型，極能代表台

鈣、鎂的測定。磷含量的測定以鉬藍

灣中部之森林植物組成（呂金誠和歐辰雄，

（ molybdenum blue） 法 測 定 （ Olsen and

1996）
。試驗地海拔約在 1,100 m 到 1,600 m

Sommers, 1982）
。鉀、鈣和鎂含量的測定以原

間，屬暖溫帶區，張華洲（1997）亦曾在本試

子 吸 收 光 譜 儀 （ Hitachi Z-5300 polarized

驗地進行一年的枯落量調查。本報告延續上一

zeeman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photometer）測

篇研究（顏江河與陳佳慧，1999）
，探討惠蓀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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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據處理

三種林分不同枯落物碳濃度在 40.27∼

養分測定後的濃度換算成重量百分比，

43.07 % 之間，天然闊葉林枯落物碳濃度是繁

用這些標準化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以 SPSS 視

殖部＞葉部＞枝條＞其他，杉木人工林為葉

窗 8.0 版分析軟體，進行不同林分間枯落物組

部＞其他＞繁殖部＞枝條，在次生闊葉林則

成分的養分含量的變方分析（ANOVA）與多

為繁殖部＞其他＞葉部＞枝條；氮濃度在

變域分析，再以 Duncan 多域性檢定判定兩者

0.86∼2.29 % 之間，磷濃度在 0.06∼0.26 % 之

間的是否達顯著水準差異。

間，三個林分枯落物氮與磷濃度都是其他＞
繁殖部＞葉部＞枝條；鉀濃度在 0.47∼1.31 %

三、結果

之間，三個林分枯落物鉀濃度皆是繁殖部＞

惠蓀林場三種林分枯落物的養分濃度如

葉部＞其他＞枝條；鈣濃度在 0.25∼1.00 %

表 1 至表 3。枯落物碳濃度在月份間的變動，

之間，天然闊葉林鈣濃度其他＞葉部＞枝條

因林分不同而有差異，天然闊葉林在 12、8

＞繁殖部，杉木人工林為葉部＞其他＞枝條

月濃度較高，10、4 月較低；杉木人工林 7、

＞繁殖部，次生闊葉林則為葉部＞枝條＞其

8 月較高，10、5 月較低；次生闊葉林 3、8

他＞繁殖部；鎂濃度在 0.18∼0.27 % 之間，

月較高，4 月時最低。枯落物氮濃度在月份間

三個林分枯落物鎂濃度都是葉部＞其他＝繁

的變動，除了 1、2 月之外，天然闊葉林的氮

殖部＞枝條。

濃度皆高於另二林分，天然闊葉林在 3、4 月

不同月份間的養分迴歸量則如表 4 至

濃度較高，1 月較低；杉木人工林則在 9、1

表 6。 全 年 枯 落 物 碳 迴 歸 量 以 天 然 闊 葉 林

月濃度較高，10 月濃度較低；次生闊葉林在

2.89 t/ha yr 為最高，杉木人工林 1.93 t/ha yr 最

1、2 月濃度較高，10、4 月濃度較低。枯落

低，三個林分枯落物的碳迴歸量皆以葉部＞

物磷濃度在月份間的變動，天然闊葉林磷濃

枝條＞繁殖部＞其他。碳迴歸量一年有雙高

度皆高於另二林分，天然闊葉林在 4、8 月濃

峰期，一在 10 月，另一在 6 月，以杉木人工

度較高，1、2 月濃度較低；杉木人工林則在

林的 10 月份碳迴歸量最高達 1068 kg/ha，為

9、12 月濃度較高，10、6 月濃度較低；次生

該林分最低迴歸量（11 月）的 188 倍；天然

闊葉林在 12、3月濃度較高，10、6月濃度較

闊葉林則在 3 月有最高碳迴歸量達

低。枯落物鉀濃度月份間的變動，除了 1 月

400.5 kg/ha，為該林分最低迴歸量（11 月）的

之外，鉀濃度為天然闊葉林＞次生闊葉林＞

3.4 倍；次生闊葉林在 6 月份有最高碳迴歸量

杉木人工林，在天然闊葉林 2 月濃度較高，

達 661.6 kg/ha，為最低迴歸量（1 月）的

5∼7 月濃度較低；杉木人工林則在 1 月濃度

11.1 倍。全年枯落物氮迴歸量以天然闊葉林

較高，5∼6月濃度較低；次生闊葉林 1∼2 月

104.3 kg/ha yr 為最高，杉木人工林 41.5 kg/ha

濃度較高，6、8 月濃度較低。枯落物鈣濃度

yr 最低，氮的迴歸量則以葉部＞枝條＞繁殖

月份間的變動，在天然闊葉林 2 月濃度較

部＞其他。三個林分枯落物氮迴歸量，一年

高，7 月濃度較低；杉木人工林則在 9 月濃度

間同樣有雙高峰期，一在 10 月，另一在 3、6

較高，7月濃度較低；次生闊葉林整年間變動

月 ， 以 杉 木 人 工 林 的 10 月 氮 迴 歸 量 19.8

較少。枯落物鎂濃度月份間的變動，除了次

kg/ha 最高，為該林分最低迴歸量（11月）的

生闊葉林外，另二林分的鎂濃度濃度全年變

115 倍；天然闊葉林在 3 月有最高氮迴歸量達

化量少，在次生闊葉林以 10 月濃度較高，其

15.5 kg/ha，為該林分最低迴歸量（11月）的

餘月份差異不大。

3.8 倍；次生闊葉林在 6 月有最高氮迴歸量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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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惠蓀林場天然闊葉林不同月份（1998/9∼1999/8）枯落物的養分濃度
Table 1. The nutrient concentration of litterfall collected from natural hardwood stand at Hue-Sun forest station .(1998/9∼1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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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惠蓀林場杉木人工林不同月份（1998/9∼1999/8）枯落物的養分濃度
Table 2. The nutrient concentration of litterfall collected from China-fir plantation at Hue-Sun forest station. (1998/9∼1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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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惠蓀林場次生闊葉林不同月份（1998/9∼1999/8）枯落物的養分濃度
Table 3. The nutrient concentration of litterfall collected from secondary hardwood stand at Hue-Sun forest station .(1998/9∼1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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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惠蓀林場天然闊葉林不同月份（1998.9~1999.8）的枯落物之養分迴歸量（kg/ha）
Table 4. The monthly nutrient recycled amount (kg/ha) of litterfall collected from natural
hardwood stand at Hue-Sun forest station .(1998/9∼1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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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惠蓀林場杉木人工林不同月份（1998.9~1999.8）的枯落物之養分迴歸量（kg/ha）
Table 5. The monthly nutrient nutrient recycled amount (kg/ha) of litterfall collected from Chinafir plantation stand at Hue-Sun forest station. (1998/9∼1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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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惠蓀林場次生闊葉林不同月份（1998.9~1999.8）的枯落物之養分迴歸量（kg/ha）
Table 6. The monthly nutrient recycled amount (kg/ha) of litterfall collected from secondary
hardwood stand at Hue-Sun forest station .(1998/9∼1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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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kg/ha，為該林分最低輸入量（1 月）的

他，天然闊葉林則以葉部＞繁殖部＞枝條＞其

8.5 倍。全年枯落物磷迴歸量以天然闊葉林

他。磷的迴歸量在次生闊葉林和杉木人工林以

8.93 kg/ha yr 為最高，杉木人工林 3.40 kg/ha yr

葉部＞枝條＞繁殖部＞其他，天然闊葉林則以

最低。三個林分枯落物迴歸量，一年間同樣有

葉部＞繁殖部＞枝條＞其他。鉀的迴歸量在次

雙高峰期，一在 10 月，另一在 3∼6 月，以杉

生闊葉林和杉木人工林以葉部＞枝條＞繁殖

木人工林的 10月磷迴歸量最高達 1.52 kg/ha，

部＞其他，天然闊葉林則以葉部＞繁殖部＞枝

為該林分最低迴歸量（11月）的 101 倍；天然

條＞其他。鈣迴歸量在三種林分皆以葉部＞枝

闊葉林在 3 月有最高磷迴歸量達 1.32 kg/ha，

條＞繁殖部＞其他。鎂迴歸量三種林分皆以葉

為該林分最低迴歸量（1 月）的 4 倍；次生闊

部＞枝條＞繁殖部＞其他。六種檢測的養分全

葉林在 6 月有最高磷迴歸量達 0.84 kg/ha，為

年迴歸量都以天然闊葉林＞次生闊葉林＞杉木

該林分最低迴歸量（1 月）的 7.7 倍。三個林

人工林。

分枯落物鉀迴歸量，一年間同樣有雙高峰期，

以 Pearson 相關雙尾檢定養分濃度和月降

一在 10 月，另一在 3、6 月，以杉木人工林的

雨量及三種林分不同枯落物組成分的枯落量間

10 月鉀迴歸量最高達 11.49 kg/ha，為該林分最

的相關分析（表 7）
，結果顯示月降雨量和枯落

低迴歸量（11 月）的 155 倍；天然闊葉林在 3

物的鉀、鈣養分濃度有顯著的負相關

月有最高鉀迴歸量達 9.58 kg/ha，為該林分最

（R2＝-0.735 和 R2＝-0.582）
，即當降雨量高

低迴歸量（11 月）的 3.6 倍；次生闊葉林在 6

時，枯落物所含的鈣和鉀濃度有下降的趨勢。

月有最高鉀迴歸量達 9.51 kg/ha，為該林分最

氮濃度和杉木人工林的葉與枝條枯落量有極顯

低迴歸量（1 月）的 6.5 倍。三個林分枯落物

著的負相關（R2＝-0.712 和 R2＝-0.733）
，以

鈣迴歸量，一年間同樣有雙高峰期，一在 10

及次生闊葉林的枝條與繁殖體枯落量有顯著的

月，另一在 3、6 月，以杉木人工林的 10 月氮

負相關（R2＝-0.694 和 R2＝-0.612）；磷濃度

迴歸量最高達 11.28 kg/ha，為該林分最低輸入

則和杉木人工林的葉、枝條、繁殖體枯落量有

量（11 月）的 154 倍；天然闊葉林在 3 月有最

顯著的負相關（R2＝-0.678、R2＝-0.694 和

高鈣迴歸量達 9.46 kg/ha，為最低輸入量（11

R2＝-0.637）；鎂濃度和杉木人工林的繁殖體

月）的 3.6 倍，次生闊葉林 10 月有最鈣迴歸量

枯落量有顯著的負相關（R2＝-0.584）
。枯落物

達 4.08 kg/ha，為該林分最低迴歸量（1 月）的

養分濃度間的相關檢定（表 8）
，氮濃度和磷、

5.8 倍。三個林分枯落物鎂迴歸量，同樣在 10

鈣 濃 度 有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 R2＝ 0.759 和

月與 3、6 月有雙高峰期，以杉木人工林的10

R2＝0.581）；鉀濃度和鈣濃度有顯著的正相

月份鎂迴歸量最高達 5.06 kg/ha，為該林分最

關（R2＝0.580）
。

低迴歸量（11 月）的 195 倍；天然闊葉林在 3
月有最高鎂迴歸量達 2.39 kg/ha，為該林分最

四、討論

低輸入量（11 月）的 3.2 倍；次生闊葉林 10

枯落物各組成分的養分濃度，通常以葉部

月有最高鎂迴歸量達 4.08 kg/ha，為該林分最

最高，枝條部分次之（林世宗，1998）
，唯獨

低迴歸量（1 月）的 11 倍。

在開花結果時，氮、磷、鉀才有堆積在生殖器

枯落物碳的迴歸量在三種林分皆以葉部＞

官的現象（Scott et al., 1992）
，本試驗地的三種

枝條＞繁殖部＞其他。氮的迴歸量在次生闊葉

林分皆有此現象，即繁殖體的氮、磷、鉀濃度

林和杉木人工林以葉部＞枝條＞繁殖部＞其

高於葉和枝條。天然闊葉林的葉部、繁殖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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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養分濃度與月降雨量（mm）及枯落成分枯落量間（kg/ha mo）相關分析結果
Table 7. The correlation matrix of nutrient concentration with monthly precipitation (mm)
and litterfall amount. (kg/ha mo)
月降

天然闊葉林

雨量

葉

枝條

杉木人工林

繁殖體

葉

枝條

次生闊葉林
繁殖體

繁殖體

-0.498

0.330

-0.488

0.170

P

-0.126

0.200

-0.364

0.078

-0.678*

-0.694*

-0.637*

-0.147

-0.527

-0.497

C

0.186

-0.660

0.069

-0.265

-0.366

0.392

-0.290

-0.026

0.027

-0.489

K

-0.735**

-0.222

-0.274

0.051

-0.295

-0.285

-0.208

-0.512

-0.512

-0.325

Ca

-0.582*

-0.221

-0.474

0.346

-0.245

-0.272

0.103

-0.450

-0.374

-0.205

0.482

-0.584*

-0.297

-0.200

0.575

0.002

-0.324

0.559

0.493

-0.549

枝條

N

Mg -0.331

-0.733**

葉

-0.712**

-0.391

-0.694*

-0.612*

註：*表示達 0.05 顯著水準；**表示達 0.01 顯著水準

表 8. 養分濃度（%）間相關分析結果
Table 8. The correlation matrix of nutrient concentration.
C

N

P

K

Ca

Mg

C
N

0.334

P

0.319

K

-0.321

0.469

0.079

Ca

-0.032

0.581*

0.146

0.580*

Mg

-0.445

0.005

-0.253

0.367

0.759**

0.421

註：*表示達 0.05 顯著水準；**表示達 0.01 顯著水準

杉木人工林的枝條、繁殖體和次生闊葉林的

之離子態，當有結果的情形時，葉部的鉀會

所有部位組成分的養分濃度皆為 C＞N＞K＞

被輸送至果實，造成葉部濃度降低，果實中

Ca＞Mg＞P，但天然闊葉林的枝條、其他成

的鉀濃度升高的現象。

分以及杉木人工林的葉部與其他成分的養分

本研究結果與棲蘭山森林（林世宗，

濃度則為 C＞N＞Ca＞K＞Mg＞P。三種林分

1998）相比較（表 9）
，天然闊葉林的繁殖體

的繁殖體濃度與棲蘭山闊葉林的繁殖體濃度

及其他部位的磷濃度以及葉部的鉀濃度呈較

（林世宗，1998）和霧社、溪頭杉木林的毬果

高趨勢，但枝、葉的鈣濃度則較低，其餘的

濃度（張峻德和徐正鍾，1987；姜家華和

養分濃度皆與棲蘭山闊葉林相近，再與福山

劉興旺，1989）
，皆有鉀濃度高於鈣濃度的情

闊葉林（林國銓，1997）比較，除了葉部的

形，在植物體中，鉀多位於生長旺盛之部

氮濃度較低之外，其餘養分濃度皆高於福山

位，尤以花粉管、幼芽、幼葉及根尖等部之

闊葉林。本研究結果養分濃度也顯著高於南

分生組織（易希道，1996）
，且鉀為可移動性

仁山亞熱帶雨林（劉湘搖，1994）
。杉木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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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本研究結果與不同試驗地枯落物的養分濃度比較
Table 9. The compare of litterfall nutrient concentration in this study to other sit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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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的養分濃度與霧社杉木林相比較（張峻德

蘭山闊葉林也有相同的情況（林世宗，

和徐正鍾，1987）
，枝條部位的鈣濃度較低，

1998）
。

其他養分濃度皆高於霧社杉木林，其他成分

林木聚積的養分，會以落葉和樹冠淋溶

的養分濃度則有或高或低的差異。次生闊葉

方式迴歸，其中氮、磷、鈣、鎂回歸途徑以

林的養分濃度和其他闊葉林相較，氮和鈣濃

枝葉掉落為主，鉀則以冠層淋洗佔高百分

度有較低的現象，而鉀濃度有較高的情形。

比。因為鉀在整個養分循環過程中，不與有

冬末春初時，養分濃度呈現一高峰，可

機化合物相結合，故不經由礦質化作用自有

能與此時為植物生長季，進行換葉萌芽與開

機物釋放，因此冠層淋洗回歸之養分移動性

花，其生理機制旺盛，植物體可能會含有較

高，其循環速率亦較落下枝葉所含之養分快

高的養分濃度。但在 5∼7 月時，養分濃度有

速（程煒兒、沈慈安，1987；吳仲民等，

降低的現象，推測與此時月降雨量較高有關

1994；Lovett and Lindbreg, 1984）
。將本研究

（表7）
，養分易被雨水淋溶，造成濃度降低的

綜合劉瓊霦與許博行（1999）在同一試驗地

現象。夏末秋初時養分濃度則有另一高峰出

所測穿落水及幹流水的年輸入量，可得知天

現，此時為植物的高覆蓋度時期（周文郅，

然闊葉林中，枯落物的鉀每年迴歸量為

1999）
，漸進入林木生長緩慢期與林木果實發

66.55 kg/ha（表10）
，穿落水及幹流水（以下

育成熟階段，植體內儲存較高養分濃度，棲

以淋溶表示）的鉀每年輸入量 46.91 kg/ha，

表 10. 惠蓀林場三種林分枯落物不同組成份輸入量佔養分輸入量的比例
Table 10. The ratio of different litterfall to total nutrient input in three stands at Hue-Sun forest station.
N

P

K

(kg/ha)

%

(kg/ha)

%

葉

55.86

53.56

4.41

49.32

枝

18.83

18.05

1.31

繁殖體

20.16

19.32

其他

9.45

9.06

合計

104.30

100.00

Ca

(kg/ha)

Mg

%

(kg/ha)

%

(kg/ha)

%

36.45

54.77

37.64

61.25

10.41

57.71

14.65

12.05

18.11

14.31

23.29

3.90

21.62

2.19

24.50

14.43

21.68

5.66

9.21

2.66

14.75

1.02

11.41

3.63

5.45

3.85

6.27

1.07

5.93

8.94

100.00

66.55

100.00

61.45

100.00

18.04

100.00

天然闊葉林

杉木人工林
葉

25.15

60.63

2.12

62.35

12.62

59.08

14.12

67.59

5.41

59.98

枝

8.74

21.07

0.68

20.00

5.57

26.08

4.83

23.12

2.57

28.49

繁殖體

5.33

12.85

0.42

12.35

2.44

11.42

1.16

5.55

0.73

8.09

其他

2.25

5.42

0.18

5.29

0.73

3.42

0.77

3.69

0.31

3.44

合計

41.48

100.00

3.40

100.00

21.36

100.00

20.89

100.00

9.02

100.00

次生闊葉林
葉

49.02

63.11

2.92

60.08

32.59

69.15

15.86

62.27

11.07

62.68

枝

16.45

21.18

0.89

18.31

8.65

18.35

7.35

28.86

4.70

26.61

繁殖體

6.92

8.91

0.64

13.17

3.88

8.23

1.26

4.95

1.18

6.68

其他

5.29

6.81

0.41

8.44

2.00

4.24

1.01

3.97

0.71

4.02

合計

77.68

100.00

4.86

100.00

47.13

100.00

25.47

100.00

17.6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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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惠蓀林場三種林分枯落物和淋溶的養分年輸入量
Table 11. Annual nutrient input of litterfall and precipitation in three stands at Hue-Sun forest
station.
K
kg/ha

Ca
%

kg/ha

Mg
%

kg/ha

%

天然闊葉林
枯落物

66.55

58.65

61.45

81.81

18.04

66.18

淋溶

46.91

41.35

13.66

18.19

9.22

33.82

總輸入量

113.46

100.0

75.11

100.0

27.26

100.0

杉木人工林
枯落物

21.36

44.97

20.89

62.19

9.02

65.60

淋溶

26.14

55.03

12.70

37.81

4.73

35.43

總輸入量

47.50

100.0

33.59

100.0

13.75

100.0

次生闊葉林
枯落物

47.13

45.67

25.47

67.45

17.66

71.93

淋溶

56.06

54.33

11.29

32.55

6.89

28.07

總輸入量

103.19

100.0

37.76

100.0

24.55

100.0

枯落物鉀的迴歸量占該林分的 58.65 %（表

該林分的 71.93 %。三種林分的鉀、鈣年迴歸

11）；杉木人工林枯落物的鉀每年迴歸量為

量為天然闊葉林高於另二林分；鎂年迴歸量則

21.36 kg/ha，淋溶為 26.14 kg/ha，枯落物占該

杉木人工林低於另二林分。

林分的 44.97 %；次生闊葉林枯落物的鉀迴歸

本試驗枯落物中葉部的養分輸入量所占比

量為 47.13 kg/ha，淋溶為 56.06 kg/ha，枯落物

率高於其他組成分，是本生態系林木養分迴歸

占該林分的 45.67 %。天然闊葉林枯落物鈣的

的主要途徑，其次為枝條、繁殖體和其他。全

年迴歸量為 61.45 kg/ha，淋溶為 13.66 %，枯

年養分迴歸量為天然闊葉林＞次生闊葉林＞杉

落物占該林分的 81.81 %；杉木人工林鈣的枯

木人工林。三種林分的養分迴歸量皆以氮最

落 物 年 迴 歸 量 為 20.89 kg/ha， 淋 溶 為

多，其次為鉀、鈣、鎂、磷。

12.70 kg/ha，枯落物占該林分的 62.19 %；次生
闊葉林枯落物的鈣迴歸量為 25.47 kg/ha，淋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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