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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

新化林場大葉桃花心木人工林直徑分布量化
及碳吸存能力評估
顏添明

1*

林政融

2

謝傅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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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的目的在於量化大葉桃花心木人工林之林分直徑分布及評估碳貯存量，研究區域位
於臺灣南部的新化林場，隸屬於國立中興大學，該林分於1975年開始栽植，為監測林分的發展，本
研究於2019年開始設置3個永久樣區，並於2019及2020年進行兩次調查，調查時林分的林齡分別為
44及45年生。本研究採用胸高直徑建立樹高曲線式用以預測單木樹高，並應用Weibull機率密度函
數量化林分直徑分布，所得之Weibull函數a、b和c參數值分別為12.5、20.69和1.81，經KolmogorovSmirnov適合度測驗結果顯示Weibull函數可有效模擬林分之直徑分布。林分於45年生時之材積量及
3
-1
-1
碳貯存量分別為436.9 m ha 和235.6 Mg ha 。此外，在二次調查期間不論材積或碳貯存量皆呈現連

年生長量大於平均生長量，亦即此林分在材積生長和碳貯存能力仍具有很大的潛力，本研究所得之
結果可提供大葉桃花心木人工林經營之重要資訊。
【關鍵詞】樹高曲線式、Weibull機率密度函數、人工林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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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quantify diameter distribution and to assess carbon storage
capacity of a mahogany (Swietenia macrophylla) plantation established in 1975. The plantation is located
at the Hsinhua Forest Station of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outh Taiwan. To monitor stand
development, 3 permanent plots were installed in 2019 and surveyed in 2019 and 2020 when the stand ages
were 44 and 45 years old, respectively. The tree height equation was built based on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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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predicting individual tree height. The Weibull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was employed to quantify
diameter distribution and the parameters a, b and c were predicted to be 12.5, 20.69 and 1.81, respectively.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Weibull function was suitable for quantifying diameter distribution by the
Kolmogorov-Smirnov test. Moreover, volume and carbon storage at 45 years old were estimated to be 436.9
m3 ha-1 and 235.6 Mg ha-1, respectively. We also found that the current annual increment was higher than
the mean annual increment in volume and carbon storage during the two survey periods, indicated that this
stand still had potential in the increment of volume and carbon storage. Our findings provide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mahogany plantation management.
【Key words】tree height equation; Weibull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plantation management.

一、前言

之分布狀態 (Husch et al. 1982)。由於林木的胸

人工林 (plantation) 一般係以森林經營目

高直徑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DBH) 為林木

的為導向所建造的森林，在於滿足民眾需求及

重要性狀值之一，和材積及生物量間具有密切

謀求人類最大福祉，以提供不同面向的生態服

的相關性，因此DBH分布 (以下簡稱直徑分布

務 (ecological service)，諸如涵養水源、環境保

diameter distribution) 可用以表示林木大小的直

全、供給木材及副產物等多元化產物、提供人

徑分布狀態，尤其在樹種組成單一的純林中，

類休閒遊憩的場所、提供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林分直徑分布常用來表示林分結構 (Bailey &

境等多元功能 (Davis et al. 2001; 顏添明 2013；

Dell 1973; Yen et al. 2010; Huang et al. 2015)。

陳朝圳&陳建璋 2015)。臺灣早期人工林的建

量化直徑分布可瞭解不同直徑級的分布狀態及

造大部分為天然林伐採後，在原伐木區域採用

不同直徑級之材積蓄積量，以提供森林經營的

相同之經濟樹種或適合該區域之經濟樹種進

具體資訊，Weibull機率密度函數為廣泛應用於

行造林，因此著重林木經濟性生產概念 (顏添

量化林分直徑分布的良好模式，具有模擬曲線

明 2013)。此外，也有些人工林的建造是為了

富彈性、參數可解釋曲線的幾何特性、累計分

國土保安及其他經濟生產以外的目的，如眾所

布函數易於求得等優點，因此不論應用於天然

周知的保安林及景觀林。然而不論人工林為何

林、人工林或竹林，皆有良好的量化效果，可

種經營目的，森林所能發揮之效能和森林的特

有效解釋不同林型之直徑分布 (Bailey & Dell

性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性，尤其是森林的結

1973; Yen et al. 2010; Huang et al. 2015; 李久先

構和蓄積量，不但可作為森林特性的重要指

&陳朝圳 1991；李久先&顏添明 1992；顏添明

標，可用以評估傳統的經濟效益，也可進而評

1999a, 1999b；李隆恩&顏添明 2010；孫百寬&

估公益性效能，如森林蓄積量可轉換為碳貯存

顏添明 2017)。

量，以瞭解森林對於全球暖化 (global warming)

本研究以大葉桃花心木 (Swietenia

的具體貢獻 (Yen et al. 2009, 2020; Yen & Wang

macrophylla) 人工林為研究對象，位於臺南市

2013; Chuang & Yen 2017; 林國銓等 2009；陳

新化區之新化林場，隸屬於國立中興大學實驗

忠義等 2012；洪千祐&顏添明 2015；莊采蓁

林管理處之四大林場之一，本試驗林場有大面

等 2019)。

積之大葉桃花心木純林及混交林，該樹種在臺

林分結構 (stand structure) 為森林區域 (一

灣南部地區生長良好，不但具生長快速的特

般常以林分為單位) 內，樹種組成及林木大小

性，其木材在利用上也很廣泛，因此有很高的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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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價值。大葉桃花心木也是目前政府推行平

114

地造林之重要樹種，由於過去不泛此樹種在

1. 建立樹高曲線式

本研究採用第一次調查所得之數據，全部大葉桃
139

區域大葉桃花心木之樹高曲線式，採用 DBH 為自變
(1982)、Clutter et al. (1983)、李久先&陳朝圳

取係參考自 Husch et al. (1982)、Clutter et al. (1983)、
(1988)、顏添明等 (2004)、Yen et al. (2008)，詳

生長收穫的相關研究 (馮豐隆&黃志成 1993；
115

如表2所示。模式模擬之良窳，本研究採用殘
明等(2004)、Yen
et al. (2008)，詳如表 2 所示。模式

al.
種生長快速，因此具有碳吸存潛力 (Tsai et116

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d
error)為指標，用以表示觀
(observed
values) 和理論
標，用以表示觀測值

鍾智昕等 2013；陳忠義等 2015)，且由於該樹

2012; 莊秉潔 2010；林金樹等 2012；蔡正一等

117
2012)。本研究主要以大葉桃花心木人工同齡

差均方根 (root mean squared error, RMSE) 為指
值 (predicted values) 之差異量，RMSE的計算

(predicted
的計算方式如(1)
方式如 (1)values)之差異量，RMSE
式所示 (Draper & Smith 1981)：

純林為研究對象，目的在於 (1) 建立本區域之
樹高曲線式；(2) 以Weibull機率密度函數模擬

118

林分之直徑分布及；(3) 分析林分之蓄積量及
碳貯存量。

二、材料與方法
(一) 研究區域

................................... (1)

RMSE＝
RMSE

119

(1) 式中，RMSE為殘差均方根，n為樣本數，
(1)式中，n
為樣本數； 為觀測值； 為理論值； 為

120

個數。
RMSE值越小，表示觀測值與理論值的差

本研究之試驗區域位於臺灣南部新化林
場 (東經120° 21’ 10.53”至120° 23’ 03.09”，北
121
緯23° 00’ 05.91” 至23° 01’ 46.15”)，隸屬於國

122
立中興大學實驗林管理處所轄之四大實驗林場
之一，行政區界屬於臺南市新化區礁坑里，林
場之總面積為505.05 ha，而屬新化林場所轄之
123

國有林地面積佔373.92 ha (本林場有部份屬私

124
有林地)，林場共劃分為10個林班。本林場雖
為實驗林，但在森林功能劃分上屬於保安林，

125

主要涵養臺南市虎頭埤水庫之水源 (馮豐隆等

1997；中興大學實驗林管理處 2020)，本研究
126

Yi為觀測值，Ŷl為理論值，p為模式參數個數

異量小，亦即模式的配適效果較佳。本研究將
選擇RMSE值最小者為代表，進行本研究區域

RMSE 值越小，表示觀測值與理論值的差異量小

後續樹高之推估。

2. 以Weibull機率密度函數模擬林分之直徑分布
本研究將選擇
RMSE 值最小者為代表，進行本研究
為量化本研究區域之直徑分布，本次研究
採用三參數之 Weibull 機率密度函數模擬林分

2. 以 Weibull 機率密度函數模擬林分之直徑分布
之直徑分布，由於各樣區之株數不多，因此將

3個樣區的株數整合進行模擬，有關Weibull機
為量化本研究區域之直徑分布，本次研究採用
率密度函數及其累積分布的型態如 (2)、(3) 式

數模擬林分之直徑分布，由於各樣區之株數不多，因
所示 (Bailey & Dell 1973)：
 ሺ௫ିሻ ିଵ

ሺ௫ିሻ 

Weibull
128 行模擬，有關
fሺxሻ ൌ  ቂሺ௫ିሻ
ቃିଵ ex機率密度函數及其累積分布的
p ቄെ ቂሺ௫ିሻ ቃ ቅ
f (x) ൌ  ቂ  ቃ
128
fሺxሻ
ex p ቄെ ቂ  ቃ ቅ ... (2)
之試驗地位於第1林班，為1975年進行林相改



127 Dell 1973)：
良所栽植之大葉桃花心木人工林。
(二)研究方法

129
本研究於2019年1月14日至20日於第1林班
129

之大葉桃花心木人工林設置3個面積0.05 ha (20

m×25 m) 之永久樣區並設有8 m緩衝帶，並進
130
行每木調查，包括DBH及樹高等基本資料，
130
並於隔年 (2020年1月12日至18日) 進行再次調

131
131
1. 建立樹高曲線式
132
本研究採用第一次調查所得之數據，全部
132
大葉桃花心木計94株，用以建立本區域大葉桃
133
花心木之樹高曲線式，採用DBH為自變數，樹
133
高為因變數，模式的選取係參考自Husch et al.
134
134
135
135
136
查。

ሺ௫ିሻ 

ܨሺݔሻ ൌ 1 െ ex p ቄെ ቂሺ௫ିሻ ቃ ቅ ................ (3)
ܨሺݔሻ ൌ 1 െ ex p ቄെ ቂ  ቃ ቅ


(2)、(3)式中，x為林木之胸高直徑，a、b、c

5

(2)、(3)式中，x 為林木之胸高直徑，a、b、c 為模
為林木之胸高直徑，a、b、c 為模

為模式參數
(2)、(3)式中，x

本研究採用最小平方法 (least-squares

estimatio
本研究採用最小平方法(least-squares
estimatio
求解方法中，需先行求解a參數，本研究a參數
LSE 求解方法中，需先行求解 a 參數，本研究 a 參
的求解採用最小直徑法，即採用林分調查所
LSE 求解方法中，需先行求解 a 參數，本研究 a 參
得之最小DBH值作為a參數值。參數求解，主
用林分調查所得之最小 DBH 值作為 a 參數值。參
(2004)、Lei (2008)、Huang
et al.
要參考自Cao
用林分調查所得之最小
DBH 值作為
a 參數值。參數
(2015)。於參數求解後，模擬效果的評估採用
Lei (2008) 、 Huang et al. (2015) 。 於 參 數 求
Lei (2008) 、 Huang et al. (2015) 。 於 參 數 求
Kolmogorov-Smirnov (K-S)適合度測驗檢測其適合
Kolmogorov-Smirnov (K-S)適合度測驗檢測其適合
次調查的時間相近，林分直徑分布的差異不大，
estimation,
LSE) 求解Weibull函數參數，LSE
本研究採用最小平方法(least-squ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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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mogorov-Smirnov (K-S) 適合度測驗檢測其

expansion factors, BCEFs)、(4) 地下部生物量與

適合度 (Sokal & Rohlf 2012)。由於二次調查的

地上部生物量之比值、(5) 林木碳含量百分比

時間相近，林分直徑分布的差異不大，本研究

(percent carbon content, PCC)或碳含量碳轉換係

採用第二次調查的資料進行模擬。

數。有關此計算式可以 (6) 式表示 (高裕閔&王

3. 林分蓄積量、生長量、碳貯存量及碳吸存量

兆桓 2014)。

之推估
本研究林分蓄積量的推估係以單株林木材

CS=A×V×BCEFs×(1+R)×PCC ....................... (5)

積合計進行計算，單株林木材積則是以林木之

(5) 式中，CS為森林碳貯存量 (Mg)，A為森林

DBH及樹高為基礎，即由DBH及樹高配合材

3
-1
面積 (ha)，V為林木樹幹材積 (m ha )，BCEFs

積式推估材積。林木之材積式採用林務局第三

為樹幹材積轉換為地上部生物量之擴展係數，

次全國森林資源調查所採用貴重闊葉樹種材積

R為森林地下部生物量與地上部生物量比值，

式，其公式如 (4) 式所示 (林務局 1995)。

PCC為林木碳含量百分比 (%)

V=0.000035555×H×DBH2 ................................ (4)
3

本研究之資料來自樣區面積之推估，因
此以每ha表示，林木樹幹材積則是依材積式

(4) 式中，V為林木材積 (m )，H為樹高 (m)，

計算單株合計，BCEFs參考行政院環境保護

DBH為胸高直徑 (cm)

署 (2019) 之闊葉樹建議值0.92，該值的意義

本研究有兩次調查資料，第一次調查資料

為：(樹幹絕乾重量/樹幹體積)×(地上部生物

具有每木調查之DBH和樹高，而第二次調查僅

量與樹幹生物量之比值)，森林地下部生物量

具DBH，為讓林木的樹高在兩次調查期間的趨

與地上部生物量比值亦參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勢呈一致性，本研究二次調查皆採用DBH為基

(2019) 之闊葉樹建議值0.24，PCC為47.26% (林

礎，以所建立之樹高曲線式進行樹高推估，再

裕仁等 2002)。

將DBH及樹高配合 (4) 式推估材積。

本研究分別計算兩次調查期間之蓄積量及

林分碳貯存量之推估係以材積量法為基

碳貯量，期間之生長量為兩次調查蓄積量之差

礎，一般以材積量法推估林分碳貯存量必需

(第二次調查減第一次調查)；期間碳吸存量為

考量幾個要素，(1) 森林面積、(2) 森林材積、

兩次調查碳貯量之差 (第二次調查減第一次調

(3) 將材積量轉換為樹幹或地上部 (葉、枝、

查)。

幹) 生物量之擴展係數 (biomass conversion and
表1. 本研究區域大葉桃花心木人工林兩次調查之林分性狀值。
Table 1. The stand characteristics of two repeated survey data for the Swietenia macrophylla plantation of
this study area.
調查時間
2019 年 1 月

2020 年 1 月

性狀值1)

樣本數

平均值±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N (trees ha )

3

653.3±205.3

480

880

BA (m2 ha-1)

3

52.7±11.2

45.9

65.7

H (m)

3

15.7±1.4

14.4

17.2

3

653.3±205.3

480

880

3

54.9±11.0

46.6

67.3

-1

N (trees ha-1)
2

-1

BA (m ha )
1)

N為林分株數，BA為胸高斷面積，H為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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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高分布，如圖1所示。由圖1可知，3個樣區內

(一) 林分性狀值

立木之DBH和樹高的關係趨勢相近，因此後續

有關本研究區域兩次調查期間之林分性狀
值，如表1所示。

的研究中將合併此3個樣區的資料為觀測值，
建立樹高曲線式。

本區域之大葉桃花心木為1975年所栽植之
大葉桃花心木，第1次調查時間為2019年，林
分為44年生，調查對象為DBH大於10 cm以上
-1
的林木，株數為653.3±205.3 trees ha ，胸高
2
-1
斷面積為52.7±11.2 m ha ，林木平均樹高為

15.7±1.4 m。本次調查的資料也發現，除於樣
區1有黑板樹 (Alstonia scholaris) 1株 (DBH 17.6
cm)、樣區2有龍眼樹 (Dimocarpus longan) 1株
(DBH 20.8 cm) 及樣區3有龍眼樹2株 (DBH 22.8
及25.0 cm) 外，其餘林木皆為大葉桃花心木，
由此可知此林分在樹種的均質性很高，為大葉
桃花心木純林。第2次調查時間為2020年，林
分為45年生，株數和第1次調查完全相同，並
未發生枯死林木，胸高斷面積較前次調查增
2
-1
加，為54.9±11.0 m ha ，樹高在此次並未調

圖1. 本研究3個樣區內之立木胸高直徑和樹高
之關係。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and tree height of standing
trees within the 3 plots of this study
area.

查，因此後續將以第1次調查所得之資料，建
立樹高曲線式，進行林木樹高之推估。
(二) 樹高曲線式

本研究以7種樹高曲線式推估林木DBH和
樹高的關係，所得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

本研究第1次調查3個樣區立木之DBH和樹

知，7種樹高曲線式模擬結果所得之RMSE值很

表2. 本研究區域大葉桃花心木樹高曲線式之推估結果。
Table 2. The tree height equations for prediction of Swietenia macrophylla in this study area.
編號
1
2

1)

H = a +b×logDBH
H = a × DBH

b
b

3

H = 1.3 + a × DBH

4

H=

5

H = 1.3 +

6

H = 1.3 + a × DBH + b × DBH 2

7
1)

模式

DBH
a+b×DBH

2

DBH
a+b×DBH

2

a+b×logDBH

H=e

H為樹高，DBH為胸高直徑，a、b為模式參數

Parameter a

Parameter b

RMSE (m)

-13.453

19.743

2.387

2.391

0.549

2.397

1.855

0.597

2.400

2.124

0.181

2.390

2.434

0.181

2.387

0.636

-0.005

2.391

0.872

1.263

2.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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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範圍自2.387至2.400 m，此值小表示理

函數可有效描述大葉桃花心木之直徑分布。茲

論值和觀測值的差異量小，即模式的模擬效果

將觀測值之分布與模擬所得之Weibull分布繪製

較佳。整體而言，7種樹高曲線式模擬所得之

成圖，所得之結果如圖3所示。
Weibull函數之a參數表示林分中可能存在

效果差異不大，其中又以模式1及5的RMSE值
最小。

最小DBH之林木，本研究在此參數的設定直接

為瞭解理論值和觀測值之差異，茲將觀測

採用調查資料中之最小林木DBH (12.5 cm) 為a

值和不同模式的關係繪製成圖2所示。由圖2可

參數值；b參數為影響分布範圍，本研究模擬

知，林木之樣本數為94株，其DBH分布之值域

所得之b參數為20.69；c參數為影響分布曲線之

分布為11.7-60.4 cm，7種樹高曲線式在此值域的

型態，本研究模擬所得之c參數為1.81，當該參

分布範圍內軌跡相近，不同模式在曲線的兩端

數值的值域為1 < c < 3.6時，屬於正偏歪分布

微有差異，在7種模式中，以模式1及5的RMSE

(positively skewed distributions) (Bailey & Dell

值最小，皆為2.387 m，唯模式1在林木DBH

1973; Huang et al. 2015)，然而b、c參數會彼此

< 4.8 cm時，樹高會呈現負值，為此模式的缺

交互影響，有時較難以採用單一參數進行解

點，因此後續的研究將採用模式5進行模擬。

釋，應綜合進行考量。

圖2. 大葉桃花心木樣木之觀測值和7種樹高曲
線式之關係 (n=94)，模式編號請參考表
1。
Figur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bservation
and 7 tree height curves for the
Swietenia macrophylla (n=94) and the
number of model please refer to Table 1.

圖3. 大葉桃花心木人工林之觀測值和Weibull
分布。
Figure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bservation
a n d We i b u l l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f o r t h e
Swietenia macrophylla plantation.

(三) Weibull機率密度函數模擬林分之直徑分布
本研究以Weibull函數採用LSE法模擬大葉
桃花心木之直徑分布，所得模式之a、b、c參
數值分別為12.5、20.69、1.81，將觀測值之累
積分布和Weibull函數之累積分布 ((3)式) 進行
K-S檢定，所得之D n值為0.0403，而K-S檢定
α=0.05的臨界值為D.05= 0.0878，Dn < D.05表示
觀測值之分布符合Weibull分布，亦即Weibull

(四)林分蓄積及碳貯存量
本研究林分材積量係以單株林木材積合計
進行推估，根據兩次調查之DBH，配合表2之
模式5推估樹高，再以公式 (5) 計算材積。根據
以上方法計算所得之林分材積，配合公式 (6)
計算林分之碳貯存量，有關二次調查所得之林
分材積量及碳貯存量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林分44年生之材積量為425.7
3

m ha-1，碳貯存量為229.5 Mg ha-1；45年生之
3
-1
材積量為436.9 m ha ，碳貯存量為235.6 Mg

林業研究季刊 42(3)：137-146,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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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大葉桃花心木人工林兩次調查之全林分材積量及碳貯存量。
Table 3. The volume and carbon storage of whole stand between two survey periods for the Swietenia
macrophylla plantation.
調查次數

項目

樣本數

平均值±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第1次調查

3
-1
材積量(m ha )

3

425.7±70.3

376.8

506.3

-1
碳貯存量(Mg ha )

3

229.5±37.9

203.2

273.0

3
-1
材積量(m ha )

3

436.9±73.9

404.7

521.5

-1
碳貯存量(Mg ha )

3

235.6±39.6

207.3

281.2

第2次調查

ha -1。茲以二次調查期間樣區材積和碳貯存之
連年增加量 (current annual increment, CAI) 和
第二次調查45年生樣區此兩性狀值之年平均
增加量 (mean annual increment, MAI) 進行比
較，所得之結果如圖4所示。由圖4可知，林分
3
-1
二次調查期間材積之CAI為11.21±3.77 m ha

year-1，MAI為9.71±1.64 m3 ha-1 year-1，CAI >
MAI表示林分的發展仍具有潛力；而碳貯存
-1
-1
量之CAI為6.04±2.03 Mg ha year ， MAI為

5.23±0.89 Mg ha-1 year-1，其趨勢和材積生長量
相同，亦為CAI > MAI，由於本研究採用材積
推估碳貯存量，因此碳貯量和材積量的變化具
一致性。
由於大葉桃花心木為臺灣之重要樹種，因
此過去曾有許多研究著重於此樹種的生長收穫
及碳貯存量之相關研究，唯大部分以幼齡林為
主，如馮豐隆&黃志成 (1993) 探討新化林埸大
葉桃花心木人工林生長收穫，7、10、12、14
年生林分之蓄積量為18.97、90.97、137.36、
135.54 m 3 ha -1，如將其換算MAI為2.71-11.45
m3 ha-1 year-1，本研究所得45年生之MAI仍高達
9.71 m3 ha-1 year-1。另外，有關於碳吸存量的研
究，Tsai et al. (2012) 曾建立本區域大葉桃花心
木幼齡林之地上及地下部單木層級之生物量相
對關係式，可應用於單木層級生物量之推估，
進而計算碳貯存量。洪千祐&顏添明 (2015) 分
析過去發表於期刊之臺灣地區人工闊葉樹林，
-1
-1
所得之碳吸存量為2.20±1.07 Mg ha year ，

圖4. 大葉桃花心木人工林 (a) 材積及 (b) 碳貯存
之連年生長量 (CAI) 和平均生長量 (MAI)。
Figure 4. The current annual increment (CAI) and
mean annual increment (MAI) of (a)
volume and (b) carbon storage for the
Swietenia macrophylla 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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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得之結果高於此平均值很多，此結果

Bailey RL, Dell TR (1973) Quantifying diameter

顯示大葉桃花心木為具有相當碳吸存潛力的樹

distributions with Weibull function. Forest

種，至45年生仍有很高的碳吸存能力。

Sciences 19: 97-104.
Cao QV (2004) Predicting parameters of a Weibull
function for modeling diameter distribution.

四、結論
本研究以南部地區新化林場之大葉桃花心
木人工林為研究對象，探討林分直徑分布和推

Forest Science 50: 682-685
Chuang TJ, Yen TM (2017) Public views on the

估林分碳貯存量，所得之結論如下：

value of forests in relation to forestation

(一) 本研究以7種樹高曲線式推估林木DBH和

projects—a case study in central Taiwan.

樹高的關係，所得之RMSE值很接近，其
DBH
a+b×DBH

2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78: 173-179.

的推估效果較

Clutter JL, Fortson JC, Pienaar LV, Brister GH,

佳，因此選擇此模式做為推估單株層級樹

Bailey RL (1983) Timber management: A

高之基礎。

quantitative approach. John Wiley & Sons,

中又以 H = 1.3 +

(二) 本研究以Weibull函數量化林分之直徑分

New York.

布，所得模式之a、b、c參數值分別為

Davis LS, Johnson KN, Bettinger PS, Howard TE

12.5、20.69、1.81，林分屬於正偏歪分

(2001) Forest Management. McGraw-Hill,

布 ， 經 K -S 檢 定顯示觀測值之分布符合

New York.

Weibull分布，亦即Weibull函數可有效描述

analysis. 2nd Edition. John Wiley & Sons,

大葉桃花心木之直徑分布。
3

-1

(三) 林分44年生之材積量為425.7 m ha ，碳貯
-1

存量為229.5 Mg ha ；45年生之材積量為
3

-1

Draper NR, Smith H (1981) Applied regression

-1

New York.
Huang KL, Wang CH, Yen TM, Li LE (2015)

436.9 m ha ，碳貯存量為235.6 Mg ha 。

Evaluation of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Weibull

在二次調查期間不論材積或碳貯存量皆呈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with different

現連年生長 (增加) 量大於平均生長 (增加)

approaches for diameter distributions of

量，亦即此林分不論在材積生長和碳貯存

plantations of four conifer species. Taiwan

能力仍具有很大的潛力。

Journal of Forest Science 30(1): 1-13.

(四) 本研究之調查期間僅歷經一年的間隔，所

Husch B, Miller CJ, Beers TW (1982) Forest

反映之生長表現較為有限，未來仍需長期

Mensuration. Krieger Publishing, New York.

蒐集永久樣區的資料，進行林分發展之監

Lei Y (2008) Evaluation of three methods

測及分析，以瞭解大葉桃花心木在碳貯存

for estimating the Weibull distribution

量的變化。

parameters of Chinese pine (Pinus
tabulaeformis). Journal of Forest Science 54:

致謝

56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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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kal RR, Rohlf FJ (2012) Biometr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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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tatistic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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