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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

台灣中部天然闊葉林細根之動態研究
黃筱茜

1

劉瓊霦

1,*

【摘要】本試驗從2011年6月至2012年5月，於台灣中部南投地區 (北東眼山、惠蓀林場及蓮華池)，
-1
不同海拔天然闊葉林進行細根生物量之動態調查。細根月平均生物量以惠蓀林場最高 (2.02 Mg ha )
-1
-1
，其次是蓮華池 (1.81 Mg ha )，最低則是北東眼山 (1.52 Mg ha )。細根置換速率也以惠蓀林場最高

(0.91 year-1)，其次為蓮華池 (0.76 year-1)，最低為北東眼山 (0.68 year-1)。本試驗結果顯示，細根產量
增加，置換速率提高，細根分解時間減少，將使得惠蓀林場森林生態系養分循環加速。
【關鍵詞】海拔、細根、細根置換、養分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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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 Root Dynamics of Natural Hardwoods in Centr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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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fine root dynamics of three natural hardwoods,
Mt. Peitungyen; Hui-sun experiment forest and Lienhauchi in central Taiwan from June 2011 to May 2012.
Fine root biomass was the highest in Hui-sun experiment forest (2.02 Mg ha-1), following in Mt. Peitungyen
(1.81 Mg ha-1) and the lowest in Lienhauchi (1.52 Mg ha-1). Fine root turnover rate was the highest in Huisun experiment forest (0.91 year-1), and the lowest in Mt. Peitungyen (0.68 year-1). Results showed that
increased fine root production and biomass resulted in fine root turnover increased, accelerated nutrient
cycling in Hui-sun experiment forest.
【Key words】elevation, fine root, fine root turnover, nutrient cycling.

一、前言

物量組成 (樹幹、枝條及葉部) 最大儲存碳潛

森林生物量及土壤被認為具有短期及長

能的部位。而林木地下部生物量、地被植群、

期的碳儲存的能力 (Houghton, 2005)。在森林

枯立木和木質殘體，也同樣能提供相當大的碳

生態系中，地上部生物量通常被認為是林木生

儲存能力，如果忽略這些次要的生物量及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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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可能會嚴重低估森林生態系總碳儲存量。

碳與氮，較地上部枯落物多出18-58%，若忽略

其中林木地下部生物量部份組成為細根，細根

細根的生長、死亡與分解，土壤有機質與養分

將水分及養分自土壤吸收至植物體，為植物生

循環將被低估 20-80%。因此，對於森林生態

理極為重要的組成 (Fogel, 1983)。以生態角度

系的養分循環與碳收支而言，細根的養分貯存

觀看，細根是生態系統中碳及養份循環的重要

量與分解作用是不可忽略的重點。因此，本試

組成部分 (Matamala et al., 2003)。細根生命週

驗以臺灣中部的蓮華池、惠蓀林場及北東眼山

期短、尚未木質化、直徑小且會與菌根共生，

天然闊葉林為研究對象，進行為期一年的細根

為森林生態系地下部碳匯重要的組成，每年

生物量動態調查，三試驗地點分別位於不同海

有75%以上的淨初生產力分配至細根 (Gill and

拔，氣候條件不同，可藉以評估在不同環境條

Jackson, 2000)。樹種不同，根系發展的特質

件下，天然闊葉林之年細根生物量、年細根產

也不同，就功能而言，細根指具有根尖 (root

量、細根置換速率及細根養分含量等之差異，

tip)、直徑小且尚未有次級生長的根 (Berg and

將有助於瞭解比較不同海拔天然闊葉林的養分

McClaugherty, 2003)。但在野外不易區分細根

循環機制。

是否已具有次級生長，通常將細根定義為直徑
小於或等於 2 mm 的根，而大於 2 mm 者則為

二、材料與方法

粗根 (Vogt et al., 1996)。

(一) 樣區概況

全球細根研究顯示，細根產量與細根置

三處試驗地的氣候資料如表1所示，其中

換速率皆隨環境因子而改變，細根產量隨年

北東眼山天然闊葉林屬於中興大學高冷地園

均溫與年雨量增加，細根置換速率也從寒帶

藝試驗場管轄，為惠蓀林場內東峰溪集水區

至熱帶增加 (Gill and Jackson, 2000; Finér et al.,

東側稜線的最高點，位於東經121°07’42”，北

2011)。森林生態系林木細根有很高的年輸入

緯24°04’24”，海拔高度約為2,098 m。試驗期

量及置換速率，因此細根置換及生產是森林生

間2011年年均溫11.9℃，年雨量2,100 mm；

態系養分循環中非常重要的過程。近20年的細

2012年年均溫12.9℃，年雨量2,438 mm。列

根動態相關研究資料指出，溫帶地區森林生態

屬於山地常綠闊葉林群系，林木優勢科主要

系的細根置換過程，形成的土壤有機質貢獻量

為殼斗科 (Fagaceae)、樟科 (Lauraceae)、茶

比地上部枯落物高。Vogt等 (1996) 指出在部分

科 (Theaceae)、杜鵑花科 (Ericaceae)、杜英科

溫帶森林生態系中，細根分解釋放到土壤中的

(Elaeocarpaceae) (邱祈榮等，2009)。

表1. 台灣中部不同海拔天然闊葉林試驗地氣候資料
Table 1. The climate of natural hardwoods among three elevations in central Taiwan
試驗地

緯度

經度

海拔
(m)

年
(year)

年均溫
(℃)

年雨量
(mm)

北東眼山

24°04’24”N

121°07’42”E

2,098

2011

11.9

2,100

2012

12.9

2,438

2011

19.9

2,357

2012

19.9

1,570

2011

19.8

1,582

2012

20.3

1,981

惠蓀林場
蓮華池

24°04’31”N
23°55’51”N

121°02’05”E
120°53’34”E

1,066
782

林業研究季刊 37(4)：249-258, 2015

251

惠蓀林場天然闊葉林位於關刀溪水源

於下部山地—低地次生常綠闊葉林群系，主要

地，中興大學惠蓀實驗林場之第三林班，東

為樟科、殼斗科、五加科、茶科、茜草科 (邱

經121°02’5”，北緯24°04’31”，海拔高度約

祈榮等，2009)。

為1,066 m。試驗期間2011年氣象資料年均溫

(二) 土壤化學性質

19.9℃，年雨量2,357 mm，2012年氣象資料年

表2為呂淑瑋 (2010) 於三試驗地進行土

均溫19.9℃，年雨量1,570 mm。列屬於下部山

壤化學性質之比較，土壤有效性磷 (15.61

地常綠闊葉林群系，林木優勢科主要為樟科、

mg kg -1 ) 及鹽基飽和度 (12.4%) 皆以北東眼

殼斗科、茶科、紫金牛科、茜草科 (Rubiaceae)

-1
山較高，而總氮 (3.84 mg g )、總碳 (45.32 mg

(邱祈榮等，2009)。

g-1) 及碳氮比 (11.74) 皆為三試驗地中最低。惠

蓮華池天然闊葉林樣區位於林業試驗

-1
蓀林場陽離子交換容量 (20.43 meq 100g )、總

所蓮華池分所第五號試驗集水區內，東經

-1
-1
氮 (5.56 mg g )、總碳 (97.32 mg g ) 及碳氮比

120°53’34”，北緯23°55’51”，海拔高度約

(17.37) 皆為三試驗地中最高。蓮華池土壤鹽基

為782 m。試驗期間2011年氣象資料年均溫

-1
飽和度 (4.4%) 及土壤有效性磷 (10.53 mg kg )

19.8℃，年雨量為1,582 mm；而2012年氣象資

皆較低。

料年均溫為20.3℃，年雨量為1,981 mm。列屬

表2. 台灣中部南投地區不同海拔天然闊葉林試驗地土壤化學性質 (呂淑瑋，2010)
Table 2. The soil chemistry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hardwoods among three elevations in central Taiwan
(cm)

CEC1

pH

深度

BS2 交換性陽離子 (meq/100g) 有效性磷 Total N Total C C/N

(KCl) (H2O) (meq/100g) (%)

Ca

K

Mg

Na

(mg/kg)

(mg/g) (mg/g)

北東眼山 0-15 cm 3.51

4.17

18.05

12.4 0.33 0.40 1.37 0.14

15.61

3.84

45.32 11.74

惠蓀林場 0-15 cm 3.20

3.81

20.43

6.7 0.53 0.28 0.50 0.07

12.55

5.56

97.32 17.37

0-15 cm 3.09

3.69

19.37

4.4 0.27 0.21 0.20 0.17

10.53

4.94

68.43 13.81

蓮華池

註：1. 陽離子交換容量
2. 鹽基飽和度

(三) 細根生物量調查

水震盪清洗，使附著於根上的砂土分離。由於

細根生物量的調查由2011年6月開始，每

本實驗只探討細根 (直徑 ≤ 2 mm)，因此須將直

月收集至2012年5月。採樣前先將枯落物層移

徑＞2 mm的根挑出，僅收集位於兩層篩網上的

除，採樣深度為0-10 cm，因試驗地土壤含石

細根，置於65℃烘箱7日，進行秤重、磨粉 (通

率較高，因此採樣深度不均一。每個月以內圈

過2 mm 孔徑) 及後續養分分析。

直徑約4.8 cm，長約5.5 cm之鋼管，進行土圓

(四) 養分分析

筒採樣。各試驗地分別採樣6個樣本，每個月

將磨粉 (通過2 mm 孔徑) 後之細根，秤取

三試驗地共有18個樣本。將土壤及根的混和樣

約4.8-5.2 mg乾燥樣本，置入4 × 4 × 11 mm

本風乾後以孔徑 2.00 mm (Mesh No. 10)、0.42

的專用錫盒 (tin boat) 內，摺疊包裝後以元素

mm (Mesh No. 40) 之篩網過篩，為了避免少量

分析儀 (CHNOS Elemental analyzer, vario EL,

的細根 (≤ 2 mm) 因過篩而流失，因此需要檢視

Germany) 分析樣本碳和氮含量。另秤取約0.1

過篩後的樣本，並揀選其中的細根，再用蒸餾

g 乾燥植體樣本，置於100 ml 凱氏燒瓶，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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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1 ml H2SO4 (96%)、5 ml HNO3 (65%) 及

本研究以SAS 9.2，進行t Test’s (LSD) 檢

1 ml HClO4 (60%) 緩慢加熱至375℃進行濕性

定，檢測各試驗地月份間細根生物量、細根養

灰化，約2小時至溶液澄清，再以濾紙過濾後

分含量，並將試驗地各月細根生物量、細根之

定積50 ml。取出之濾液以感應耦合電漿-原子

碳、氮、磷、鉀、鈣及鎂養分濃度與環境因子

發射光譜儀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atomic

進行Pearson相關係數檢定。

emission Sepectrometry, ICP-AES, Leeman Labs.
USA) 進行磷、鉀、鈣及鎂之測定。

三、結果

(五) 數據整理及分析

(一) 細根生物量季節變化

細根生物量 (Fine root biomass, FRB)

台灣中部南投地區天然闊葉林 (北東眼

-1

(kg ha )：將每月3處各樣點採樣細根乾重
2

山、惠蓀林場和蓮華池) 於2011年6月至2012

-2

(g)÷(core口徑半徑) (m )×π×10加總後之平

年5月間細根生物量變化情形 (圖1)，試驗期

均值。

間三試驗地在不同月份間皆沒有顯著差異，
除了2011年7月惠蓀林場細根生物量 (2,200.00

細根年產量 (Fine root production, FRP) (kg
-1

-1

ha year )：將一年內之最大細根生物量減去最

kg ha-1) 比蓮華池 (1,161.91 kg ha-1) 及北東眼山

小細根生物量即得之 (Edwards and Harris, 1977;

(1,261.41 kg ha-1) 高。試驗期間，北東眼山細

McClaugherty et al., 1982)。

根生物量介於1,161.91-2,192.91 kg ha ，惠蓀林

-1

-1
場介於1,264.77-3094.46 kg ha ，蓮華池則介於

細根置換速率 (Fine root turnover rate, FRT)
(year-1)：FRP / FRB。

1,124.30-2501.88 kg ha-1。

細根壽命 (Longevity)：1 / F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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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台灣中部南投地區天然闊葉林 (北東眼山、惠蓀林場和蓮華池)，於2011年6月至2012年5月細根
生物量季節變動。
Fig. 1. Dynamics of fine root biomass at three natural hardwoods, Mt. Peitungyen, Hui-sun experiment
forest and Lienhauchi in central Taiwan from June 2011 to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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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別為1,031.00、1,829.67及1,377.58 kg ha y ，

(二) 細根置換速率
2011年6月至2012年5月試驗期間，北東眼

將其除以平均年生物量即得置換速率。置換速

山、惠蓀林場及蓮華池細根最大月生物量 (表

-1
率最高為惠蓀林場 (0.91 year )，其次為蓮華

3) 分別為2,192.91、3,094.45及2,501.88 kg ha-1

-1
-1
池 (0.76 year )，最低為北東眼山 (0.68 year )。

，最小月生物量分別為1,161.91、1,264.77及

相反地，細根分解時間最長為北東眼山 (1.48

-1

1,124.29 kg ha ，以最大月細根生物量減去最

年)，其次為蓮華池 (1.32年)，最短為惠蓀林場

小月細根生物量所求得之值為細根年產量，分

(1.10年)。

表3. 台灣中部南投地區天然闊葉林 (北東眼山、惠蓀林場和蓮華池) 2011年6月至2012年5月細根之年
-1
-1
-1
產量 (kg ha year )、置換速率 (year ) 及細根壽命 (year)

Table 3. The fine root production (kg ha-1 year-1), fine root turnover rate (year-1) and longevity (year) of
natural hardwoods among three elevations (Mt. Peitungyen, Hui-sun experiment forest and
Lienhauchi) in central Taiwan
地點

北東眼山

惠蓀林場

蓮華池

Jun-2011

1391.22

2021.04

2039.58

Jul

1161.91

2200.00

1261.41

Aug

2192.91

3094.46

2049.11

Sep

1511.34

2329.68

2399.70

Oct

1248.91

2477.28

2501.88

Nov

1777.32

1590.22

2030.82

Dec

1261.50

2092.74

1184.41

Jan-2012

1684.13

2332.08

1689.09

Feb

1339.73

1518.01

1832.93

Mar

1688.18

1580.81

1691.12

Apr

1369.70

1695.27

1967.13

1627.65

1264.77

1124.30

細根年產量 (kg ha year )

1031.00

1829.67

1377.58

-1
平均月細根生物量 (kg ha )

時間

May
-1

-1

1521.21

2016.36

1814.29

-1

置換速率 (year )

0.68

0.91

0.76

細根壽命 (year)

1.48

1.10

1.32

註：各月份平均細根生物量 (n=6)。

(三) 細根碳及其它養分含量及現存量

東眼山 (37.07%)，氮及磷含量於三試驗地無差

試驗期間細根碳及其它養分含量平均值

異；鉀含量以北東眼山 (0.34%) 最高，蓮華池

如表4，其中以碳含量最高，試驗地細根養分

(0.23%) 次之，惠蓀林場 (0.16%) 最低；鈣含量

含量皆以碳 > 氮 > 鉀 > 鈣 > 鎂或磷，碳含量

以北東眼山 (0.13%) 最高，惠蓀林場 (0.08%)

以惠蓀林場 (41.64%) > 蓮華池 (37.11%) 及北

最低；鎂含量則以蓮華池 (0.05%) 最高，惠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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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場 (0.03%) 最低。碳氮比以惠蓀林場 (25.73)

> 北東眼山 (24.35) > 蓮華池 (23.48)。

表4. 台灣中部南投地區天然闊葉林 (北東眼山、惠蓀林場和蓮華池) 於2011年6月至2012年5月細根養
-1
分含量 (%) 與每公頃現存量 (kg ha )

Table 4. The total nutrient (kg ha-1) and nutrient content (%) at natural hardwoods among three elevations
(Mt. Peitungyen, Hui-sun experiment forest and Lienhauchi) in central Taiwan
北東眼山
元素

含量
(%)

惠蓀林場

現存量
(kg ha-1)

含量
(%)

現存量
(kg ha-1)

蓮華池
含量
(%)

現存量
(kg ha-1)

37.07 ± 2.49 y 658.45 ± 176.97 ab

41.64 ± 1.84 x 834.84 ± 40.42 a

37.11 ± 2.49 y 593.98 ±30.30 b

1.52 ± 0.13 x

27.13 ± 7.59 ab

1.62 ± 0.13 x

31.94 ± 9.67 a

1.57 ± 0.17 x

25.26 ± 6.00 b

P

0.04 ± 0.01 x

0.74 ± 0.15 a

0.04 ± 0.01 x

0.79 ± 0.24 a

0.04 ± 0.01 x

0.66 ± 0.24 a

K

0.34 ± 0.1 x

5.88 ± 1.45 a

0.16 ± 0.04 z

3.03 ± 1.17 b

0.23 ± 0.03 y

3.74 ± 0.88 b

Ca

0.13 ± 0.08 x

1.96 ± 1.31 a

0.08 ±0.03 y

1.47 ± 0.91 a

0.09 ± 0.04 xy

1.28 ± 0.49 a

Mg

0.04 ± 0.02 xy

0.67 ± 0.31 a

0.03 ± 0.01 y

0.67 ± 0.36 a

0.05 ± 0.01 x

0.86 ± 0.27 a

C

24.35 X

C/N

25.73 X

23.48 X

註：1. 橫列平均數後之字母 (x, y, z) 若不同表3地點LSD test檢定結果含量間具顯著差異 (p < 0.05)。
2. 橫列平均數後之字母 (a, b) 若不同表3地點LSD test檢定結果現存量間具顯著差異 (p < 0.05)。

細根碳現存量以惠蓀林場最高 (834.84 kg

高於本研究，推測應是臺灣東北部雨量明顯比

ha-1)，蓮華池最低 (593.98 kg ha-1)；氮養分現

中部高所導致結果。愛沙尼亞60年生挪威雲杉

-1
存量以惠蓀林場最高 (31.94 kg ha )，蓮華池最

試驗地0-40 cm 小於2 mm細根生物量，以連續

-1

低 (25.26 kg ha )；磷、鈣及鎂養分現存量於三

-1
採樣法1年的結果為1,420 kg ha ， 在嵌入生長

試驗地間無差異；鉀養分以北東眼山現存量最

環法1年生及2年生細根分別為525 及700 kg ha

-1
高 (5.88 kg ha )，惠蓀林場及蓮華池各別為3.03

(Ostonen et al., 2005)。Jha和Mohapatra (2010)

-1

-1

在印度研究4種樹種土壤30 cm深度的細根生物

及3.74 kg ha 。

量，分別為97、189、175及235 g m-2，本試驗

四、討論

之結果有較高之現象，這可能和現地樹種、氣

(一) 細根生物量

候條件及採樣估算方法不同有關。

本研究在台灣中部南投地區不同海拔天然

細根研究的方法可依採樣方式、估算方

闊葉林進行細根生物量調查，平均細根生物量

式不同，會造成結果上的差異。採樣方式可分

-1

以惠蓀林場細根生物量最高 (2016.36 kg ha )，

為連續採樣法、嵌入生長環法、氮收支法、微

-1

根管法等，估計方式中，連續採樣法即包含最

-1

根生物量最低 (1521.21 kg ha )。比較其他地區

大─最小生物量估計、細根的活根及死根平均

之細根生物量，臺灣福山闊葉林細根生物量估

改變生物量差異、動態細根比較法。也有學

北東眼山次之 (1814.29 kg ha )，蓮華池平均細

-1

算為6,800 kg ha (Lin et al., 2005)，鴛鴦湖保

者針對不同採樣方式，比較細根估計，發現

-1
留區臺灣扁柏細根生物量為 6,200 kg ha (朱慧

嵌入生長環法對細根的估計具低估的可能，

君，2005)，此二處試驗地細根生物量皆明顯

在估計細根生物量時應該更審慎評估 (Finér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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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11)。本研究係以連續採樣法採取北東眼

長主要受到水分限制，值得注意的是，細根在

山、惠蓀林場及蓮華池土壤表層0-10 cm左右之

雨季增加的產量與枯落物分解的時期接近，推

細根，只針對表層土壤中細根生物量、養分含

測枯落物養分釋放期間與細根生長量具強烈的

量及現存量進行估算，未來可進一步對亞熱帶

相關性 (Sayer et al., 2006)。

森林生態系中林木細根垂直分布做深入探討。

(二) 細根養分含量及現存量

Schenk 和Jackson (2002b) 指出全球細根生物量

地下部養分含量受到許多因子所影響，養

的垂直分布，在寒帶森林98%分布於58 cm土

分現存量則會隨土壤養分狀況而改變，當土壤

壤層內，溫帶森林分布於104-121 cm 土壤層以

的養分現存量降低時，根系所含的養分含量會

上，熱帶森林分布於91-94 cm土壤層以上，而

隨之下降 (Burk and Raynal, 1994)，也有研究指

細根生物量主要有50%會分布於寒帶森林土壤

出不同植被覆蓋，會影響土壤有機碳的含量，

12 cm以上，溫帶森林的土壤21-23cm以上，熱

進而影響根系的碳含量 (Mendoza-Vega et al.,

帶森林的土壤14-19 cm 以上。

2003)。另採樣方式不同，也會造成估算結果

三試驗地土壤表層0-10 cm左右之細根，

差異，如本研究與福山地區 (Lin et al., 2005) 與

若與同年地被枯枝落葉層、枯落物量之研究相

鴛鴦湖保留區臺灣扁柏天然針葉林 (朱慧君，

較 (黃筱茜，2012)，惠蓀林場樣區土壤含石率

2005) 所估算出的細根生物量具差異，因本研

高，雨量與另外2處地點相比也較高，易發生

究只採取森林地表0-10 cm範圍內之細根做估

淋洗作用，使土壤養分較低，2010年9月受颱

算，與整棵挖掘或挖坑計算深層土壤中根系，

風侵襲後，造成枯落物量遽增，這些因子皆可

推估出的粗根與細根濃度當然不同。本試驗結

能導致本樣區中所含的養分降低，使樣區中林

果碳含量皆低於福山地區 (Lin et al., 2005) 與

木增加細根生物量，以獲取充足的養分供應生

鴛鴦湖保留區 (朱慧君，2005)，氮現存量則

長之所需 (朱慧君，2005)。Sayer等 (2006)曾針

是相似，磷現存量與其他研究 (表11) 比則是

對不同厚度枯落物層覆蓋，研究土壤中細根生

相對低，鉀存量與國內研究 (0.16-0.17%) 相比

物量分布情形，發現枯落物層越厚，能被分解

較高 (0.17-0.34%)，甚至高於印度不同樹種之

之養分越多，由於整株林木細根生物量之比例

鉀現存量 (0.20-0.24%)，鈣現存量則是比國內

不會改變，細根為獲取養分，分布於枯落物層

其它地區低，鎂現存量與鴛鴦湖保留區 (朱慧

的細根生物量比例會增加，相教於土壤中的細

君，2005) 之結果相近，而低於福山地區 (Lin

根生物量則會減少。

et al., 2005)。細根碳及其他養分現存量與含量

在季節性變化方面，北東眼山細根生物

及細根生物量有關，由於福山地區 (Lin et al.,

量月變化以10月最高，5月最低；惠蓀林場細

2005) 與鴛鴦湖保留區臺灣扁柏天然針葉林 (朱

根生物量月變化以8月最高，同樣5月最低；蓮

慧君，2005) 之細根碳養分含量及現存量皆較

華池細根生物量月變化同樣以8月最高，而最

本研究高，因為採樣方式不同，估計的深度都

低則是出現在7月，雖然三試驗地細根沒有明

會造成結果差異。本試驗磷、鉀現存量與印度

顯的季節變化。但仍有一些較乾旱地點的研究

地區4種不同樹種相比有較相似之含量 (Jha and

指出細根產量與土壤含水率具有明顯正相關

Mohapatra, 2010)。

(Numa and Oscar, 2000; Carolyn et al., 2004)。

(三) 細根置換速率

枯落物與細根的生長在森林中皆具有明顯季節

細根的置換是碳及養分回歸至土壤的一個

性，土壤中細根產量在雨季開始時產量最高，

重要途徑 (Norby and Jackson, 2000)，另土壤

維持至雨季前半期，乾季開始後則逐漸減少

養分及有機物經由根輸入，是維持土壤肥力及

(Yavitt and Wright, 2001)。雖然乾季間細根的生

碳封存的重要條件 (Jha and Mohapatra,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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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不同樹種的細根生物量、產量、置換速率

-1
以惠蓀林場最高 (31.94 kg ha )，蓮華池最低

及養分動態，可以提供更新造林或恢復荒地造

(25.26 kg ha-1)；磷、鈣及鎂養分現存量於3地

林較適宜樹種之條件選擇。森林生態系林木細

點間無顯著差異；鉀養分以北東眼山現存量最

根有很高的年輸入量及置換速率，因此細根置

-1
高 (5.88 kg ha )，惠蓀林場及蓮華池分別為3.03

換及生產是森林生態系養分循環中非常重要的

及3.74 kg ha 。

-1

過程。Gill和Jackson (2000) 指出，陸域生態系
的根系置換速率，0-3 mm的細根介於0.0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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