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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林與生物科技組
論文宣讀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林四教室

廖宇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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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一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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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與水土保持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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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宣讀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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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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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一教室

林金樹

大學組論文宣讀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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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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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會議室

郭佩鈺

生態保育與水土保持組
論文宣讀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林三教室

蘇夢淮

育林與生物科技組
論文宣讀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林四教室

何坤益

經營與人文社會組
(含原住民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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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林一教室

陳朝圳

大學組論文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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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四教室

林敏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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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原住民相關議題)
論文宣讀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林一教室

顏添明

大學組論文宣讀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林五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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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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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摘要

共享森林生態系服務價值
林華慶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0050 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2 號

2005 年，千禧年生態系統評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以下簡稱
MA)定義生態系服務為 人類可從生態系中得到的益處(Ecosystem services are the
benefits people obtain from ecosystems.) ，並將生態系服務區 為供給 調節 支持
文化四大類別 森林是陸域最大的生態系，與人類生存所需基本資源及生物多樣
性有密 之關係，並提供無數的環境 和服務 由 聯合國森林策略規劃(2017-2030
年)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及 2010-2020 生物多樣性目標 等國際宣
言皆闡明，森林經營應強化發揮生態系服務
對應國際永續發展目標及關照森林對當 及後 提供經濟 社會 環境和文
化效益的趨勢，本局持續推動精進全林地管理 架構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 維
護生物多樣性 厚植森林資源等工作，確保生態台灣之基礎；並以人為核心，針
對與森林相關的林農 社區 原住民 產業等各類關係人，檢討現行政策，推動
各項簡政 便民 興利的措施，諸如振興人工林產業 發展森林副產物經營及林
下經濟 山 綠色經濟 生態旅遊與自然教育 落實原住民自然資源權利…等等，
具體實現森林生態系各種服務價值，讓森林利害關係人以至全民， 能共享森林
的利益

專題演講-1

專題演講-2

市林研究推廣現況及展望
張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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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落實樹木健康管理，林業試驗所積極建構人才 法
規範三個面向的規
劃，使樹木健康管理發揮最大應用性成效 人才培訓，積極輔導地方進行樹木保
護人員培訓，包括樹藝相關教 開發與樹藝師訓練，並與國際認證樹藝師及日本
樹木醫合作，除積極推動台灣加入國際樹藝協會 ISA，成為其第 32 個會員，並指
導國內辦理樹藝師培訓及認證考試，107 至今培育台灣具認證樹藝師 200 人次以
上；與日本樹木醫合作，包括技術交流 研討會辦理，並於 107 年出版台日樹木
醫手冊 在法 上，推動制定專業法規 建立專業人才考訓認證制度及指定專責
機關，為 市樹木管理之三必要機制 於 104 年催生推動制定專業法規，促成立
法院三讀通過森林法修正案-增列樹木保護專章，強化樹木的全面保護
森林法
推動樹木保護專章，中央林業單位不只保護森林，也關心 市林生態服務價值
市樹木是否健康，與其是否能發揮功能有密 相關， 市林之生態服務功能，
是目前國際間重要研究課題，研究者認為藉由健康 市綠色基礎建設，可對全世
界面對暖化與空污之困境做出 獻 因此 森林法 設立樹木專章，將受保護樹
木列為文化資產，希望透過法源依據，更繼而推動樹木保護人員認證及訂定相關
規範，除了可保護 市重要樹木文化資產，同時更希望能強化國內樹木健康管理
制度面 知識面及技術面，達落實樹木永續管理目標，使 市林生態服務功能發
揮最大效益，達維持地球永續與生物多樣性
強調一座健康的 市林，必須具有不同齡級的樹木及兼顧生物多樣性，才能
使樹木健康與穩定度達到最大值 由於樹木自新植到能發揮生態服務功能須耗時
許久，因此在 市林中如何保留和維持成熟樹體，有賴於良好健康維護管理，才
有助於樹木效益發揮達最大化，使其具有生態服務價值 因此，如何發揮 市林
生態服務價值，建構台灣 市林效益評估平台，給予樹木存在之量/質化價值，除
強化 市林管理與利用，未來國內應積極建構評估平台，透過評估平台，韌性管
理手段，打造韌性城市
林業試驗所近年來，積極與美國林務 i-Tree 團隊請益 i-Tree 是來自美國林
務 的軟體套件，為可提供 市及社區林業 析與效益評估工具 藉由 i-Tree 工
具，可量化 市林服務價值及評估 市林韌性結構，並可幫助地方強化他們的

專題演講-3

市林管理與推廣 透過 i-Tree 可了解當地樹木實際提供的生態系服務，並透過 i-Tree
使用者，可連結 市林管理活動 環境品質及社區的可居住性
建構台灣 市林健康管理系統，透過美國林務 i-Tree 系統導入及修正，進行
國內 市林效益評估，可提供評估國內 市林之生態效益價值，以及做為中央及
地方 市林規劃 韌性管理決策之依循 藉由平台可 析 市樹木帶來的空汙
謝 節能減碳 環境及生態維護等效益，量化生態系服務價值(涵養水源 固碳釋
氧 淨化環境) 經濟價值(樹木療癒產業 樹木醫學與樹藝產業 生態旅遊 高值
林產加工) 社會價值(傳統文化保存 美質 精神與心理之文化服務) 期能藉以
i-Tree 系統應用於國內 市林之研究，包括 1. 健全 市防救災體系，強化環境污
染監測技術，環境品質數據加值應用 (如 PM2.5 空污及綠色基盤極端氣候應變資
料庫建立)； 2. 精進建築科技技術研發，落實樹木保護制度(樹保制度建構與推動/
建置 市林維護管理標準化作業規範與法規) 建立 市林廢資 多元利用循環經
濟平台，循環經濟多元利用； 3. 營造身心健康支持環境~永續樂活 宜居環境
支援長照；4. 健全 市土地規劃，落實城市永續發展，推動社區綠建設 故期望
帶動 市林綠資源產業，並創造幸福 健康 安全韌性城市，為未來 市林研究
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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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

固碳效益及發展生質能潛力之探討
柯淳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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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號

伐後木質產品(Harvested wood products , HWP)的固碳效益對永續林業經營綜
效的重要性，目前已普受國際社會肯定，而目前國產 正極力推廣中 早期任何
伐採皆視為立即氧化，目前已經有簡單衰退法，大氣流量法，存量變化法 本研
究以目前國內森林資源調查及伐後木質產品使用現況為基礎，推估未來在加強造
林木運用的情形下，在不同伐後木質產品；紙張 製
板 使用比例變化下，
所能增加的固碳效益，目前國內紙張 製
板 使用比例為 70 % 18 % 12 %
本研究推估若能將造林木應用用為目前國內使用比例與 100%板 的兩種情境
下，2017-2065 年各可可增加碳吸存 2,879 與 7,113 Gg C，由此可見生產性人人工
林 的 固 碳 效 益 此 外 本 計 畫 也 推 估 伐 後 木 質 產 品 (Harvested wood products ,
HWP) ，在市場流通後，廢棄伐後木質產品作為生質能源的潛力 若能建構從育
林到再生生質能源的完整架構，將能落實永續循環經濟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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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1-S1-2 紙漿種類對家庭用紙吸水度之影響

Wood Islam Hafez, Han-Seung
Yang, William Tai Yin
Tze, Feng-Cheng Chang
彭元興、蕭孟官、盧 廷
雋、高慈妤

O11-S1-3 Characterization and adsorption potential
Lignosulfonate-based activated carbon fibers
O11-S1-4 竹加工剩餘資材氣化發電投資計畫之效益研究

of Szu-Han
Wang,
Feng-Cheng Chang
邱祈榮、汪松齡、林 裕
仁、李岱蓉、姚聖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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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南維、張惠婷、許富蘭

O11-S2-2 以漆酚為基質之有機-無機混成木材塗料
O11-S2-3 不同年輪傾斜角對柳杉製作壓縮木之性質影響

許秉程、張家偉、盧崑宗

O11-S2-4 土肉桂水萃物之複方劑的降血糖活性評估
O11-S2-5 金櫻子果實抽出物活性探索

王雅昀、謝瑀心、王升陽

O11-S2-6 熱處理改質國產原竹於農業資材產品開發

張哲綸、卓志隆
林均、蔡伯衡、王升陽
鄭雅文、趙偉成、李 志
璇、楊德新

O11-S3-1 國產柳杉造林木原木形質、製材利用率與製材品品 陳兪甯、趙偉成、鄭 雅
質之探討
文、張柏揚、楊德新
O11-S3-2 單板貼面紙屑板之基本性質探討
O11-S3-3 環氧樹脂/聚胺基甲酸酯聚摻合樹脂之性質

劉旭晟、李文昭

O11-S3-4 宜蘭農校遺址之出土木質遺物之樹種鑑別

鄭宇凱、羅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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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zing Saccharification Residues for Wood Adhesive
Islam Hafez1, Han-Seung Yang1, William Tai Yin Tze1,2*, Feng-Cheng Chang2
1

Bioproducts and Biosystems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04 Folwell
Avenue, 203 Kaufert Building, Saint Paul, MN 55108, USA.
2
School of Forestry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 Sec
4, Roosevelt Rd, Taipei, 10617.
*
Corresponding Author, wtze@umn.edu
Abstract
Saccharification, the process of releasing fermentable sugars from polysaccharides, is an
important step in producing bio-alcohols. The saccharification of woody biomass often
leaves behind lignin-rich residues. The overall goal of this study was to utilize the
residue by tapping the adhesive nature of its lignin without pre-purification. Specifically,
the effects of grinding (increasing surface areas) and chemical crosslinking on wood
bond strength was investigated for enzymatic saccharification residues of Aspen wood.
The residue was wet-milled to various particle sizes. A trifunctional carboxylic acid
(TCA), known to form ester linkages with the biomass hydroxyl groups, was added as a
crosslinker. The mixture was cured between two wood pieces as single lap joints by
hotpressjng for various time durations. Lap shear tests revealed that saccharification
residues exhibited stronger bonding to wood if they were pre-ground to smaller particles.
Addition of the TCA crosslinker further enhanced the dry and wet bond strength to
values comparable to an industrial phenol-formaldehyde resin. Infra-red spectroscopy
verified the formation of ester groups which strongly correlated to bond strength
evolution during hotpressing. Only a subtle improvement in wet bond strength was
observed when a bi-functional carboxylic acid was used in lieu of TCA. The implication
of this finding, together with results of supplemental experiments, will be discussed
pertaining to crosslinking. Overall,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a competitive, biobased
thermosetting adhesive from the solid waste stream of woody biomass saccharifr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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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生物材料與國產材推廣組(教師

研究人員)

紙漿種類對家庭用紙吸水度之影響
彭元興 1* 蕭孟官 1 盧廷雋 2
1
2
*

高慈妤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40227 台中 南區興大路 145 號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338 桃園 蘆竹區和平街 36 號
通訊作者，ysperng@nchu.edu.tw

摘要
本研究探討六種漂白針葉木漿 七種漂白闊葉木漿 五種廢紙漿與泰國竹漿，藉
以不同混合配比(BSKP/BHKP：0/100 25/75 50/50 25/75 0/100)之纖維型態對
紙張吸水高度之影響 實驗結果顯示，漂白針葉木漿的游離度 纖維粗細度與纖
維長度對吸水高度呈正相關性，另漂白闊葉木漿的游離度 纖維粗細度與纖維長
度對吸水高度亦呈正相關性；廢紙漿則是游離度與纖維長度會與紙張吸水高度呈
正相關性 整體而言，纖維粗細度越高的紙漿，吸水高度隨基重的上升而提升
在 混 合 配 比 實 驗 結 果 中 ， BSKP-3/BHKP-2 (25/75)組 的 吸 水 高 度 提 升 1.8%，
BSKP-3/BHKP-7 (75/25)組的吸水高度提升 3.5%，BSKP-2/BHKP-2 (50/50)組的吸
水 高 度 提 升 5.2% ， BSKP-5/BHKP-2 (25/75) 組 的 吸 水 高 度 提 升 5.5% ，
BSKP-5/BHKP-7 (25/75)組的吸水高度提升 6.4% 脫墨漿或便當盒與漂白木漿
(BSKP-3 及 BHKP-7)配比組中，吸水高度隨著漂白木漿的比例提高成正相關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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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生物材料與國產材推廣組(教師

研究人員)

Characterization and adsorption potential of
Lignosulfonate-based activated carbon fibers
Szu-Han Wang1, Feng-Cheng Chang1*
1

School of Forestry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 Sec
4, Roosevelt Rd, Taipei, 10617.
*
Corresponding Author, fcchang@ntu.edu.tw
Abstract
Lignosulfonate, the industrial waste derived from the pulping process, has been proved
to be a promising raw material for producing activated carbon fibers. The objectives of
the study are to examine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features of the lignosulfonate-based
activated carbon fiber and its adsorption capacity for various metal ions. The
lignosulfonate fiber was firstly prepared by the electrospinning technique, and further
went through a two-step carbonization and followed by an 800°C activation process to
fabricate active carbon fibers, where the activation agent was CO2. After the fabrication,
properties were investigated, including its surface morphology, specific surface area,
pore size distribution, elemental composition, and surface chemistry structure.
Moreover, its potential to adsorb metal ions was explored.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it
contains a competitive specific surface area (898.74 m2/g), and consists of mesopores in
major, and micropores in minor, indicating that the product is an effective adsorb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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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生物材料與國產材推廣組(教師

研究人員)

竹加工剩餘資材氣化發電投資計畫之效益研究
邱祈榮 1
1
2
*

汪松齡 1

林裕仁 2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森林利用組
通訊作者，ldr330@tfri.gov.tw

李岱蓉 2* 姚聖潔 2

10066 台北

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摘要
隨著無法良好處置廢棄物引致的環境問題 傳統能源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居
高不下，加上資源過度耗竭等困境逐漸引起社會高度關注，是以發展和推動可解
決上述挑戰的再生能源技術已成為炙手可熱的課題 如今台灣既高度仰賴進口能
源，境內竹剩餘資材量又大，故有研發且應用轉換廢棄物為再生能源技術之必要
性 本研究目的在於評估上吸式氣化發電系統，以竹山地區竹剩餘資材為原料的
投資計畫之成本與效益 本研究依據全竹山地區和該地區某竹製品公司每年的剩
餘資材量設置 單廠型氣化發電投資計畫 和 區域型氣化發電投資計畫 以單
廠型氣化發電規模而言，每年設備穩定運轉 1,000 hr，可發 80,000 度與生產 18 ton
的副產品，剩餘資材年消耗量為 300 ton 每年可創造 135 萬元的營業收入，扣除
建設成本 營運費用和其他雜費，其每年營運狀況呈虧損局面 其淨現值為負 672
萬元，需要長達 60 年以上才能 虧轉盈 區域型氣化發電投資計畫，每年設備運
轉 5,600 hr，可發 224 萬度電並生產超過 340 ton 副產品 此外，其每年主副產品
銷售收入達 3,791 萬元，扣除成本後，15 年內的淨現值高達 1.3 億元，內部報酬率
為 30.6%，只需要 4.2 年就可回收期初投資成本 相較之下，區域型竹剩餘資材氣
化發電投資計畫因規模較大，盈利空間也相對多，所以是良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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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生物材料與國產材推廣組(研究生)
金屬連結件於異樹種 CLT 接合之剪斷性能評估及 DIC 應用
宋雲煒 1
1
*

葉民權 1* 林玉麗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通信作者，yehmc@mail.npust.edu.tw

91201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

摘要
直交集成板(Cross-laminated timber, CLT)為可直接供作樓板 牆板之新型木質工程
材料 本研究採南方松為外層集成元，國產柳杉材為內層製成五層結構之 CLT 作
為牆板及樓板進行接合，以自攻螺絲直徑及使用數量 M6 為 18 28 支，M8 為 12
18 支，共 8 個條件，配合鋁合金連結件進行雙剪斷接合試驗，以探討在不同接合
方式 自攻螺絲直徑及使用數量對剪斷性能之影響 結果顯示，在牆-牆接合與牆樓板接合並無顯著性差異；自攻螺絲直徑以 M6-18 M8-18 作比較，M8 條件平均
在最大剪斷容量高於 M6 條件 37.26％ 在降伏容量高 26.31％ 在剛性高 31.58％
在能量吸收高 66.74％ 在極限降伏容量高 32.31％ 在延展性高 21.46％；自攻螺
絲使用數量的比較，在 M6 條件 28 支在最大剪斷容量較 18 支高 42.70％ 在降伏
容量高 43.94％ 在剛性高 39.21％ 在能量吸收高 69.71％ 在極限降伏容量高 43.18
％ 在延展性高 12.88％；在 M8 條件 18 支在最大剪斷容量較 12 支高 31.23％ 在
降伏容量高 36.47％ 在剛性高 65.24％ 在能量吸收高 31.50％ 在極限降伏容量
高 31.06％ 在延展性高 20.94％
其結果可知在自攻螺絲直徑及使用數量上皆
有顯著差異，其中 M6-28 之條件在各性能中皆有較好之表現 以 2D 數位影像關
係(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 DIC)技術進行 析，其結果可從影像得到接合部表面
受力產生之變化，以及連結件之應變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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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生物材料與國產材推廣組(研究生)
熱處理對合板物理機械及潛變性質之影響
許芳瑜 1
1
*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402 台中
通訊作者，eric@nchu.edu.tw

吳志鴻 1*

南區興大路 145 號

摘要
合板常用以替代實木作為建築用材料，其不僅可消除天然木材之缺點外，亦具有
加工容易等優點 然而，合板與木材相似均易受生物性及非生物性劣化因子影響，
故常需經物理或化學處理以改善其缺點；其中，對環境友善之熱處理技術近來即
十 受到重視 此外，合板主要可作為結構性用材，故其潛變行為之探討相當重
要 而傳統潛變試驗所需時間十 冗長，故本研究以放射松 Pinus radiata 單板
及酚 醛樹脂 Phenol formaldehyde resin，PF 作為試驗材料，並以不同溫度
160‒220℃ 對單板進行熱處理，除了探討不同熱處理溫度對合板物理機械性質
之影響外，亦利用短期加速潛變試驗搭配階段式等應力法 Stepped isostress
method，SSM 評估並預測合板之長期潛變行為 試驗結果顯示，熱處理單板之
結晶度會隨著試驗溫度增加而呈現先上升後下降 > 200oC 之趨勢 另外，合板
平行纖維方向之抗彎彈性模數方面，以 200oC 處理者具最大值 9.3 GPa ；膠合剪
力則隨著熱處理溫度提高而下降 此外，SSM 試驗結果顯示，熱處理溫度為
160‒200℃時，合板之潛變應變量 Creep strain 隨著熱處理溫度提高而下降；當
處理溫度達 200oC 後，其值則反之提高 另一方面，以 180oC 熱處理單板作為副
心板 NTNTN 或作為面底板及心板 TNTNT 所製備之合板，其抗彎強度及膠
合剪力均與 處理 5N 者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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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生物材料與國產材推廣組(研究生)
炒培前處理對苦茶油品質之影響
詹文君 1
1
2
3
*

邱翊 1

楊甯喻 2

蘇南維 3

張惠婷 1

許富蘭 2*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10617 台北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 10066 台北 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學系 10617 台北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通訊作者，flhsu@tfri.gov.tw

摘要
森林除了生產木材之外，還有樹脂 精油及菌類等森林特殊產物，而植物油也是
重要的森林特殊產物 油茶具有氣候適應力強 耐旱及保水固土等優點，故早期
推廣種植，其種子含油量高，可生產苦茶油 傳統上，壓榨苦茶油的前處理過程
繁瑣，包括果實採收 乾燥 脫除果殼與種殼 炒培或水蒸等，其中炒培或水蒸
等前處理可提高種子的出油量並改變其風味 然而，種子經不同溫度炒培亦會影
響所製苦茶油之性質 為了解不同種子炒培溫度對苦茶油品質之影響，本研究探
討大果油茶 (Camellia oleifera) 種子經過 80-120℃ 炒培後所得苦茶油之脂肪酸組
成 過氧化價 酸價 總酚類含量及氧化穩定性等性質 脂肪酸試驗使用 TMAH
(Tetramethylammonium hydroxide)法以氣相層析質譜儀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GC-MS)進行 析；酸價及過氧化價試驗 別係參考 CNS3647 與
CNS3650 使用滴定儀進行試驗；氧化穩定性試驗係參考 CNS14876 使用油脂氧化
穩定儀進行試驗；總酚類含量是使用 光光度計進行 析試驗 結果顯示，隨著
種子炒培溫度上升，苦茶油的脂肪酸組成比例及酸價沒有明顯的變化；過氧化價
有下降的趨勢；而總酚類含量及氧化穩定指數(Oil stability index, OSI)有上升的趨
勢
本試驗結果得知，大果油茶種子經過合適的炒培前處理，可以提高苦茶油
的抗氧化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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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生物材料與國產材推廣組(研究生)
以漆酚為基質之有機-無機混成木材塗料
許秉程 1

張家偉 1

盧崑宗 1*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402 台中 南區興大路 145 號
* 通訊作者，lukt@dragon.nchu.edu.tw
摘要
生漆係割取漆樹科植物所得之乳白色液體，為天然可再生的高 子塗料，其組成
包含 60~65%漆酚 Urushiol
20~25%水
5~7%樹膠質 Gum
2~5%含
物質 Nitrogenous compounds 及約 1%之漆酶 Laccase ，其中漆酚為具有不飽
和側鏈之鄰苯二酚 catechol ，將其自生漆 離即可製成各式塗料，但漆酚易與人
體皮膚蛋白質反應產生過敏反應，若將其改質後可避免引起漆瘡 本研究先將漆
酚進行環氧化反應，將漆酚 環氧 丙烷 Epichlorohydrin 及苯 基三乙基 化
銨 benzyltriethylammonium chloride 催化劑合成環氧漆酚 epoxy urushiol ，再
將環氧漆酚依環氧基/胺基比例=100/85 100/100 100/125 及 100/150 添加 3-胺基
丙基三乙氧基矽烷 3-aminopropyltrimethoxysilane, APTES 合成四種環氧漆酚
/APTES 有機-無機混成樹脂，再加入鹽酸及水作為硬化劑，藉 溶膠-凝膠反應
sol-gel 硬化成膜， 析其作為木材塗料之可行性 FTIR 及環氧當量 析結果
顯示，環氧漆酚與 APTES 之環氧基與胺基行加成反應可成功合成環氧漆酚/APTES
混成樹脂 添加硬化劑後，環氧漆酚/APTES 混成樹脂比例 100/150 者具有最短乾
燥時間 1 h ，塗膜硬度為 105 sec，質量保留率為 95.4%，拉伸強度為 1.0 Mpa，
且具有最高熱解溫度 478oC，於 700oC 時具最高焦碳殘留率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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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生物材料與國產材推廣組(研究生)
不同年輪傾斜角對柳杉製作壓縮木之性質影響
張哲綸 1
1
*

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通訊作者，rockcho@seed.net.tw

卓志隆 1*

宜蘭縣宜蘭

神農路 1 段 1 號

摘要
壓縮木技術能將輕軟 密度較低樹種改質為高密度 高強度材料 本研究將柳杉
(Cryptomeria japonica) 無 節 材 ， 以 橫 斷 面 成 三 種 不 同 年 輪 傾 斜 角 (0°-30°
31°-60° 61°-90°)，將試材以不同壓縮率(10% 30% 50%)下製作壓縮木，再以不
同溫度(160℃-200℃)及 氣環境下進行熱處理 同時，利用速富利葉 析(FFT)
色差計等儀器，探討各條件柳杉壓縮木之物理性質及利用率 結果顯示，在不同
條件下熱處理之壓縮木質量損失率會隨著熱處理溫度增加而增加，在熱處理 200℃
之質量損失率約為 6% 壓縮木密度隨著壓縮率增加而增加，在壓縮率 50%之密度
增加率約 70%-90%之間，而年輪傾斜角 61°-90°，壓縮率 50%，無熱處理試材之密
度增加率為最高約 88.5% 經非破壞檢測橫向振動，動彈性模數(DMOET)會隨著壓
縮率增加而增加，熱處理溫度較無明顯影響，壓縮率 50%之試材約 11-13GPa 試
材色差會隨著熱處理溫度增加而顏色逐漸加深，在 180℃開始會有較明顯呈深色
試材製成壓縮木後，在試材平行於壓縮方向之縱 面會扭曲變形而無法利用加以
裁 去除，在年輪傾斜角 0°-30°，壓縮率 30%之試材會有較低的利用率(約 83-85%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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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生物材料與國產材推廣組(研究生)
土肉桂水萃物之複方劑的降血糖活性評估
王雅昀 1
1
*

謝瑀心 1

王升陽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系 402 台中 國光路 250 號
通訊作者，taiwanfir@dragon.nchu.edu.tw

摘要
全球糖尿病患者數逐年增加，而患者多必須終生以 物控制病情，表示此類 物
或保健食品的需求也將提高 肉桂在 理上具有中樞抑制與血壓抑制的作用，也
被認為有改善糖尿病的功效，其萃取物與主要化合物在降血糖及提升胰島素方面
長期被研究探討 台灣特有種的肉桂醛型土肉桂有高含量的肉桂醛，具有相當的
開發潛力 另一方面，牛樟芝具降血糖 調整血脂等與代謝調節相關的生物活性，
有減緩糖尿病症狀的潛力 為開發出有更佳調節血糖功效的複方劑型，本試驗利
用土肉桂葉及牛樟芝菌絲體的萃取物，以不同混合比例測試其對糖尿病模型動物
的療效 結果顯示，高油脂飲食造成小鼠的肝臟重量明顯增加，攝取牛樟芝能輕
微減緩此現象，其肝臟重量與臨床 物組較相近，而攝取土肉桂與複方劑能降低
肝臟中巨囊泡性脂肪病變的情況；且攝取牛樟芝 土肉桂或複方劑皆能夠減緩油
脂累積於附睪脂肪組織，脂肪組織的發炎狀況也有減緩的趨勢；更重要的是，攝
取牛樟芝 土肉桂或複方劑皆降低高脂飲食鼠的血糖濃度，投 後血糖值皆落在
標準範圍 綜上所述，土肉桂/牛樟芝複方劑具改善糖尿病動物模型的病症，值得
進一步探討與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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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生物材料與國產材推廣組(研究生)
金櫻子果實抽出物活性探索
林均 1
1
*

蔡伯衡 1

王升陽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系 402 台中 國光路 250 號
通訊作者，taiwanfir@dragon.nchu.edu.tw

摘要
金櫻子 Rosa laevigata 為薔薇科 Rosaceae 薔薇屬 Rosa 之植物，原生於台
灣全島低海 向陽山坡中 本研究透過不同 離技術以及儀器 析， 離與鑑定
金櫻子果實乙醇萃取物的成 ，並進行各種生物活性篩選 本研究結果顯示金櫻
子果實乙醇萃取物對於人類肝癌細胞株 HepG2 乳癌細胞株 MCF-7 前列腺
癌細胞株 LNCaP 及小鼠巨噬細胞 RAW 264.7 的半數抑制濃度 IC50 皆大
於 80 µg/ml 評估抗氧化活性的試驗數據中，金櫻子之各 離部均表現出不錯的
DPPH 自 基與超氧自 基的清除活性，在 DPPH 自 基方面以 EtOAc fraction 表
現最佳，IC50 為 16.5 µg/mL，是具有極佳的抗氧化保健食品的原料 顯示金櫻子
果實乙醇萃取物能有效清除 DPPH 以及超氧自 基，具良好的抗氧化活性 同時，
5α-還原酶活性試驗顯示於金櫻子果實乙醇抽出物之乙酸乙 可溶部可能具有
抑制良性前列腺增生活性之化合物 此外，已知胰島素阻抗所引發的生理代謝失
調會導致心臟病 第二型糖尿病，與腎衰竭等代謝症候群的發生，在本研究中發
現金櫻子果實乙醇萃取物能夠改善胰島素阻抗的情形 綜合以上結果可知，金櫻
子果實乙醇萃取物具有良好的生物活性，且無細胞毒性，因此具有開發為 用保
健產品之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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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生物材料與國產材推廣組(研究生)
熱處理改質國產原竹於農業資材產品開發
鄭雅文 1
1
2
*

趙偉成 1

李志璇 2

楊德新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系 402 台中 興大路 145 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100 臺北 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通訊作者，tehsinyang@nchu.edu.tw

摘要
傳統農業依植物成長需要，通常會以不等長度及徑級之支撐桿作為植栽之架具，
如香蕉支桿或攀 類棚架，而此類架具又以竹材為最大宗，相較於實木類或金屬
類材料加工成本較低，且質輕搬運便利 然而竹材為生物性材料，作為用於戶外
之農業資材易受氣候環境或生物性侵害，因此本研究以無化學添加及對環境友善
為出發點，施以熱處理改質技術，期能推廣應用於國產竹材加工利用產業 本研
究選用國內常用孟宗竹 Phyllostachys edulis 及桂竹 Phyllostachys makinoi 兩
種經濟竹種，以原竹方式將竹桿定長為 2.5 m，並依所設定之熱處理溫度與時間調
整製程進行竹材之改質，改質處理後則進一步針對不同竹材高度進行密度 竹材
外型特徵 包含竹徑 竹壁厚 及含水率等物理性質 析，另外也進行竹材之抗
彎與抗壓等機械性質評估 結果顯示，熱處理孟宗竹材及桂竹材密度皆有下降之
現象，此係竹料受熱降解所致 此外，熱處理孟宗竹材及桂竹材之抗彎強度有下
降之趨勢，但抗彎彈性模數則有上升之趨勢；在抗壓強度方面，熱處理孟宗竹材
及桂竹材則 有明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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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生物材料與國產材推廣組(研究生)
國產柳杉造林木原木形質
陳兪甯 1
1
*

趙偉成 1

製材利用率與製材品品質之探討
鄭雅文 1

張柏揚 1

楊德新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402 台中 南區興大路 145 號
通訊作者，tehsinyang@nchu.edu.tw

木材為有機生物性材料，具有可再生性 碳吸存能力 良好加工性及高比強度等
優點 在台灣，柳杉(Cryptomeria japonica)為最主要的國產造林樹種之一，同時亦
為優良之建築材料，為普及國產木材之使用，究明國產木材之性質實仍重要，本
研究擬參照 CNS 442 及 14630 標準進行原木及製材品 級，並透過建立原木製材
方式 原木形質 製材利用率與製材品品質之相互關係，藉以達到增進製材生產
效益之目的 本研究選用之柳杉原木，根據徑級區 材種後均屬大原木，並採用
框 鋸 法 (Cant sawing) 進 行 單 一 規 格 品 之 取 材 ， 裁 製 之 實 際 尺 寸 為 320.0
cm(長) × 20.0 cm(寬) × 4.0 cm(厚)，所得之平均製材利用率為 30.8%，平均原木尖削
度為 3.3 cm/m，進一步 析原木徑級 尖削度與製材利用率之關係後，顯示前者
與製材利用率相關性甚低，而後者則與製材利用率間具顯著高度負相關，故 此
可推測製材利用率受尖削度影響較大，且製材率偏低則可能為尖削度過大所致
另一方面，各等級原木所生產之製材品，均以 E50 級者佔主要比例，且無論以目
視 等與機械 等，均可見隨原木等級降低，低品質之製材品所佔比例有上升之
趨勢，最後 非破壞檢測法所測得之動彈性模數，亦顯示與抗彎彈性模數間具良
好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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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生物材料與國產材推廣組(研究生)
單板貼面紙屑板之基本性質探討
周良徽 1
1
*

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通訊作者，sflo@niu.edu.tw

羅盛峰 1*

260 宜蘭縣宜蘭

神農路一段一號

摘要
隨著環保意識高漲，可再生資源及環保建材的開發漸漸受重視，將廢棄物再利用
以減 對環境的污染 紙的原料來自木材，是一種可永續利用的材料，本報告乃
藉 單板貼面及添加聚乙二醇(PEG)以提高紙屑板之機械強度及降低吸濕性，本實
驗以辦公室碎紙機之回收紙屑， 別噴塗佈膠量 7 % 9 %及 11 %的環保型低 醛
尿素樹脂製作紙屑板，另以厚度 1.5 mm 單板表底貼面紙屑板，以及回收紙屑先噴
塗 5 % PEG 後再表底以單板貼面紙屑板，探討回收紙屑複合板之物理性質及機械
性質 實驗結果顯示，紙屑板 單板貼面紙屑板及添加 5 %PEG 的單板貼面紙屑
板之氣乾含水率 別為 6.86 % 7.37 %及 5.92 %，單板貼面紙屑板之吸水率及厚
度膨脹率相較於紙屑板， 別增加 10.5 %與 9.5 %，添加 5 %PEG 的單板貼面紙屑
板相較於單板貼面紙屑板之吸水率及厚度膨脹率則 別降低 1.47 %及增加 4.92
% 機械性質方面，紙屑板之 MOR 及 MOE 別為 5.76~10.23 MPa 及 0.36~0.84
GPa，單板貼面紙屑板之平行纖維方向的 MOR 及 MOE 別為 17.65~21.72 MPa
及 2.55~3.09 GPa，而添加 5 %PEG 的單板貼面紙屑板之平行纖維方向的 MOR 及
MOE 別為 11.15 ~15.07 MPa 及 1.99~2.97 GPa 紙屑板之吸水率及厚度膨脹率隨
著佈膠量增加 別下降 9.81 %及 6.28 %，而 MOR 及 MOE 隨著佈膠量增加 別提
高 3.5~31.7 %及 3.9~38.7 % 本實驗之初步結論為添加 PEG 可降低成板含水率及
吸水率，但會減 膠合劑與紙屑的接觸面積而影響強度，單板貼面可提高回收紙
屑板之機械強度， 來應用於非結構性用途是可行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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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生物材料與國產材推廣組(研究生)
環氧樹脂/聚胺基

酸

劉旭晟 1
1
*

聚摻合樹脂之性質
李文昭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40227 台中 南區興大路 145 號
通訊作者，wjlee@dragon.nchu.edu.tw

摘要
環氧樹脂 Epoxy resin；ER 具備優異的機械性質 熱性質 電性質 尺寸安定
性 耐腐蝕性和耐化學 品性，被廣泛用於表面塗料 結構膠合劑 絕緣材料
封裝材料，並為纖維複合材料重要的基材，然 ER 樹脂有性質硬脆，缺乏耐衝擊及
能量吸收能力 聚胺基 酸 樹脂 Polyurethane resin；PU 則為具備高韌性及衝
擊能量吸收能力的合成樹脂 若將此兩種樹脂透過聚摻合形成互穿聚合體網狀結
構物 Interpenetrating Polymer Networks；IPNs 則可結合兩種樹脂之優點而 展
材料之應用領域 本研究利用聚四 基醚二醇 PTMG-2000 與異氟爾 二異氰
酸
IPDI 反應形成含 NCO 基的預聚合樹脂，再加入乙二胺為鏈延長劑反應形
成 端為胺基的熱塑型 PU 樹脂 Thermoplastic PU；TPU ，隨後將 ER 樹脂與 PU
樹脂以重量比 100/0 100/2.5 100/5 100/7.5 100/10 混和，並添加三乙基四胺
TETA 為硬化劑製作 ER/TPU 聚摻合樹脂成型板，探討所調配聚摻合樹脂之反
應性及硬化成型板之物理 機械及熱性質 DSC 熱 析顯示， 添加硬化劑的
ER/PU 之架橋反應發生在 150℃以上，添加 TETA 則在室溫下即可開始反應，最快
速反應在 120℃ FTIR 析顯示成型板同時具備 ER 及 PU 結構，在 ER/PU 重量
比 100/2.5 時有最佳機械性質，而隨 PU 比例增加，其彎曲強度 彈性模數 破壞
能量及表面硬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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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生物材料與國產材推廣組(研究生)
宜蘭農校遺址之出土木質遺物之樹種鑑別
鄭宇凱 1
1
*

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通訊作者，sflo@niu.edu.tw

羅盛峰 1*

260 宜蘭縣宜蘭

神農路一段一號

摘要
本研究以宜蘭農校遺址之出土木質遺物作為研究對象， 於宜蘭地下水源豐沛，
大量木質文物因此得以留存，其中仍有保存完整的木鏟和木雕等，這是宜蘭地方
相當珍貴的文化資產 本研究所選取木質文物，自宜蘭縣政府文化局考古研究室
取得不成器之自然木兩組共 45 件，小尺寸試材 30 件，尺寸為長約 2~5.7 cm，
寬 2~12 cm，高厚約 0.5~1.9 cm；另大尺寸之試材，尺寸為長約 6~24 cm，寬 5~15
cm，高厚約 2.4~15 cm，將這些木質遺物進行 片觀察其特徵，並依據相關參考
文獻及比對相關既有之木材永久 片，鑑別出木質遺物標本之樹種 首先利用實
體顯微鏡及光學顯微鏡進行觀察，試材有 6 件屬於針葉材，其餘試材為闊葉材
初步鑑定結果針葉樹有紅檜，台灣扁柏及帝杉屬；而闊葉樹判定可能為殼斗科，
樟科等樹種 本研究在樹種鑑定之實驗過程中， 於選取之試材組織劣化嚴重不
利觀察，依照實體顯微鏡及 片觀察結果，不易製作永久 片，利用聚乙二醇(PEG)
或石蠟加固的方法，注入及固定試材來增加 片製作之成功率，提高觀察木材組
織特徵的辨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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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論文摘要集
生態保育與水土保持組

程序表
發表編號

題目

作者

O12-S1-1 南仁山溪谷樣區的小苗生長、樹冠覆蓋、與陸蟹分 胡正恆、宋國彰、趙國容
：以芮氏明溪蟹和黃灰澤蟹為例
李春霖、楊平世、王琄嬋
O12-S1-2 臺灣糞金龜海拔分佈與種類豐度變異之研究
O12-S1-3 以大數據資料分析高屏地區重要關注物種與關注 魏浚紘、廖偉翔、陳建
棲地之研究
璋、陳朝圳
O12-S1-4 Effects of anthropogenic disturbances on occupancy Shih-Ching Yen, Yu-Ten
of native mammals in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Ju, Pei-Jen Lee Shaner,
Hsiang Ling Chen
O12-S1-5 結合氣象衛星影像與地面觀測資料進行林地空氣 衛強、曹崇銘、鄭景鵬
污染分 相關性之研究
王相華、王玉婷、蘇聲欣
O12-S1-6 梅花鹿對墾丁高位珊瑚礁森林的擾動初探
O12-S2-1 三年生相思樹與臺灣赤楊根系型態與力學性質之 朱銘陽、顏伶芷、李嶸泰
比較
林秀蓉、曾彥學、曾喜育
O12-S2-2 北東眼山孔隙形成特徵及物種多樣性研究
O12-S2-3 多納崩塌地耐陰樹種苗木淨光合率及高生長率在 鍾安晴、郭耀綸、陳永
不同光環境的表現
修、林文智
O12-S2-4 蓮華
性

森林山脊上坡分

樹種有較高的葉部耐旱 余尚鈺、許展維、
祥、郭耀綸

O12-S2-5 雪山主東峰線步道沿線植物開花物候之探討

嘉

楊佳蓉、曾彥學、曾喜育

O12-S2-6 Carbon stocks and aboveground net primary Hung-Ru Lee, Pei-Cheng
productivity in old growth Japanese cedar and Taiwan Lee, Chih-Hsin Cheng
red cypress plantations in Xitou, central Taiwan
O12-S3-1 臺灣刺柏及玉山 柏的開花與結實物候調查
蘭山步道沿線植相之研究
O12-S3-2
O12-S3-3 台北

公

外來景觀樹之入侵潛力評估

陳弘筠、王志強
王鈺德、王志強
蕭冠慧、張琪如、陳明
群、王志強、蘇夢淮

O12-S3-4 臺灣山羌取食造林苗木之防治方法：以武陵廢耕地 柯志憲、王志強、邱清安
生態復育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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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生態保育與水土保持組(教師
南仁山溪谷樣區的小苗生長

樹冠覆蓋

研究人員)
與陸蟹

：

以芮氏明溪蟹和黃灰澤蟹為例
胡正恆 1
1
2
3
*

宋國彰 2

趙國容 3*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11114 台北 陽明山華岡路 55 號
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40201 台中 南區興大路 145 號
中興大學國際農學碩士學位學程，40201 台中 南區興大路 145 號
通訊作者，kjungchao@googlemail.com

.

摘要
南仁山為中央山脈最南段之餘脈延伸，其 溪谷樣區
於背風免受東北季風之
直接影響，樹冠高達 15-20m，為全島熱帶林中 育最高大者 此一咬人狗-垂榕(白
榕)植被型中，最主要的優勢種是垂榕(個體數佔 58.5％)，為典型的低地雨林結構
高度層疊的熱帶森林，各季節均有豐富的凋落物掉入林下密 的支持根或呼吸根
群中 而在樣區底層，有機碎屑主要仰賴陸蟹以不同方式捕食植物種子乃至花果，
陸蟹族群來自臺灣特有種的 黃灰澤蟹 與 芮氏明溪蟹 ，為內陸森林回收養
的獨特生態現象 在 2018 年夏季步行進入溪谷樣區南緣邊界下方的高崖溪底，固
定的東西向穿越線橫貫長約 100m 的 10 個河段，各河段內以蟹類
最豐富的位
置為中心，搜尋 5m 半徑內的 型區域可得：1.黃灰澤蟹部 僅採集到完整的空殼
14 枚，
於三大河段， 上游往下的岸上優勢母樹依序是茄冬 幹花榕 與垂
榕，提供龐大落果， 數母蟹並在雨季前向岸上搬遷 2.芮氏明溪蟹部 則捕獲幼
蟹 131 隻並予以上標；回捉時共得 88 隻，其中有舊標者 25 隻 捉放法應用
Lincoln-Petersen 指標估計小蟹族群在 429 隻以上，或 保守的 Chapman 指標估計
349 隻；回推約可得到 10 組以上的繁殖對 檢視每 10m 河段可容納 52.7±27.0 隻
小蟹，研究 現透過開挖洞穴螃蟹有機會促進了森林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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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糞金龜海拔

佈與種類豐度變異之研究

李春霖 1* 楊平世 2
1

2
3
*

研究人員)

王琄嬋 3

國立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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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段 12
號
國立台灣大學昆蟲學系 10617 臺北 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天主教私立輔仁大學生命科學系 242 新北 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通訊作者，chunlinli@ntu.edu.tw

摘要
海拔變化直接且快速地改變環境條件，進而影響到生物多樣性的組成 昆蟲是陸
域生態系中種類與數量最為龐大的生物類群，森林中 解脊椎動物排遺的昆蟲以
糞金龜為代表，除種類數多，糞金龜活動空間主要侷限在地表，因此國際間常以
糞金龜做為環境指標物種 本研究以金龜子科中的馬糞金龜亞科與糞金龜亞科兩
類群為對象，沿臺 21 線海拔 800-2,800 公尺間的東埔山森林中，以每 400 公尺海
拔為一間隔，共 6 個海拔梯度，各海拔設 3 個攔截板裝置收集糞金龜 自 106 年 4
月至 10 月共採獲蜉金龜亞科 12 種，糞金龜亞科 17 種；在所獲共 6,611 隻的糞金
龜類個體中，蜉金龜亞科的類群出現在所有的海拔梯度與月份，糞金龜亞科則最
高 佈至 2,000 公尺處，且多數糞金龜亞科種類僅侷限在兩個海拔梯度間；海拔
佈侷限於一個梯度的種類，其成蟲出現的時間較短；所有糞金龜最大的物種豐度
出現在 1,600 公尺(17 種)，2,800 公尺則最 (1 種)；不論那一個亞科，多數種類的
海拔 佈範圍在 1-2 個海拔梯度內，僅一種可跨越 5 個海拔梯度(1,200-2,800 公
尺)；海拔 佈越廣者，其所獲個體總數越多，但仍具有季節性 佈與出現個體數
上的變異；糞金龜物種海拔 代效應(蜉金龜與糞金龜亞科間的海拔
在海拔 1,600 至 2,000 公尺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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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轉移)出現

口頭 表-生態保育與水土保持組(教師
以大數據資料

析高屏地區重要關注物種與關注棲地之研究
魏浚紘 1

1
2
*

研究人員)

廖偉翔 1

陳建璋 2

陳朝圳 2*

冠昇生態有限公司 912 屏東縣內埔鄉學興路 192 巷 1 號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912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
通訊作者，cct@gisfore.npust.edu.tw

摘要
林務局推動 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畫 主要鏈結中央山脈與海岸生態系，
營造動物通道，友善生態環境造林，形成生態廊道，於國土生態綠網內之聚落與
農業區推動友善環境生產， 區營造，保全里山與里海之生物與文化多樣性，建
構 森 川 里 海 之國土生態綠色網絡 本研究透過高屏地區生態情報圖
淺山重要生態環境脆弱度與風險進行區域類型判定 社區林業資料 大數據 析
資料與生態 物種或保育議題之相關育樂類新聞資料彙整，尋找重要關注物種與
關注棲地 結果顯示，高屏地區淺山範圍內共包括 1,290 種植物與 353 種動物生物
多樣性高，生態情報圖共有珍貴稀有植物共收集 1,313 筆資料，共計 148 種；保育
類動物共收集 14,746 筆資料，共 87 種，根據大數據 析兩萬多筆資料盤點結果顯
示，高屏地區淺山範圍關注物種包括穿山
領角鴞 螃蟹(路蟹)等，其次為臺灣
水鹿 草鴞 黑鳶 臺灣獼猴 紅尾伯勞 雨傘節 白鼻心 眼鏡蛇 外來種植
物等，關注棲地包括柴山 半屏山 淺山森林生態系 農村生態系 溪流生態系
濕地生態系等 透過大數據 析進行關注棲地 關注物種與保育類 析確實可了
解大眾對各關注棲地 關注物種與保育類之看法與變化趨勢，並釐清迫 之保育
課題，以維護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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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

Effects of anthropogenic disturbances on occupancy of native
mammals in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Shih-Ching Yen1, Yu-Ten Ju1, Pei-Jen Lee Shaner2, Hsiang Ling Chen3*
1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50, Lane
155, Sec. 3, Keelung Rd., Taipei 106, Taiwan
2
School of Life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88, Sec. 4, Ting-Chow Rd,
Taipei 116, Taiwan
3
Department of Forestr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145, Xingda Rd., Taichung
402, Taiwan
*
Corresponding Author, hsiangling@dragon.nchu.edu.tw
Abstract
With rapid urbanization worldwide, even protected areas are under intense human
pressure. Human settlements within or surrounding protected areas, as well as the
accompaniment of introduction of invasive carnivores, dogs Canis familiaris and cats
Felis catus, may alter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native species. We focused on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a protected area surrounded by a large metropolis while
serving the goal to conserve lowland ecosystems in Taiwan. We used a field camera
system to obtain occurrence data of native mammals (>1 kg) and invasive carnivores.
We applied multi-species hierarchical occupancy modeling to evaluate the spatial and
responses of the native mammals to two forms of anthropogenic disturbances: distance
to human settlements, and activity levels of free-roaming dogs and cats. We recorded
5,975 detections of nine mammal species. We found that species richness and
occupancies of the native mammal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istance to human
settlements and activity level of free-roaming dogs, with the dogs showing a stronger
effect than human settlements.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free-roaming dogs can be a
major form of anthropogenic threats to wildlife for protected areas in close proximity to
metropolita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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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

結合氣象衛星影像與地面觀測資料進行林地空氣污染

相

關性之研究
衛強 1*
1
*

曹崇銘 1

鄭景鵬 1

國立臺灣大學實驗林管理處 副研究員 55750 南投縣竹山鎮前山路一段 12 號
通訊作者，d87622005@ntu.edu.tw

摘要
本研究利用 2016 年度溪頭-杉林溪地區地面測站冬季與夏季連續 48 小時之 SO2 與
O3 濃度資料和相對應時間之向日葵 8 號衛星波段資料， 析兩者在不同測站與季
節兩者污染物濃度與衛星網格雲頂溫度之相關性，研擬未來以衛星影像資料推求
污染物濃度之可行性 經 析結果顯示兩季兩者之相關係數仍有差異：以小時均
值而言第一季 SO2 以苗圃站之相關係數 0.679 為最高，第二季 O3 以天文台相關係
數為-0.521 為最高；以 10 鐘空氣污染物與衛星雲頂溫度而言其相關性略低；以
空間尺度而言，單站與集水區均值兩者之趨勢並不明顯；以溪頭谷地之不同海拔
高度測站資料而言，其相關性仍有所差異 研究後續將透過長期連續之觀測資料
來探索在未設站位置利用衛星資料推求其餘空污濃度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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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

梅花鹿對墾丁高位珊瑚礁森林的擾動初探
王相華 1* 王玉婷 1
1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10066 台北
通訊作者，hhwang9@gmail.com.

蘇聲欣 1
南海路 53 號

摘要
鹿科動物對植物有咬食(browsing) 剝皮(bark-stripping)及磨角(fraying)行為，當其
族群密度過大時，會對生態系造成巨大影響，故有學者認為大型鹿科動物是生態
系的基石物種(Keystone species) 墾丁國家公 管理處自 1984 年進行梅花鹿復
育，並於 1994 年開始在墾丁國家公 內陸續野放 野放後鹿隻適應良好，其族群
數量激增，目前已有許多鹿隻對生態 農作地危害報導 墾丁高位珊瑚礁自然保
留區 位於梅花鹿野放區域內
有研究顯示，此一森林的幼齡稚樹數量在梅花
鹿野放後銳減 本研究於 2014 年 3-4 月間在墾丁高位珊瑚礁 10ha 動態樣區內設置
4 條 180 x 10 m 樣帶，紀錄被磨損樹木的種類 胸徑 磨損長度 磨損寬度 磨損
高度(上方 下方) 在 2013 年標定的 3,207 株樣木(DBH ≧ 1cm)中，記錄到 244
株樣木受到樹皮磨損的傷害，受損率為 7.6%，受磨損樹幹的受害平均高度 於離
地面 30 -90 cm 處；樹幹有被磨損且受害嚴重的多為小徑級(1-5 公 )的樹木，與前
述動態樣區複查的結果(幼齡稚樹大量死亡)相呼應，顯示梅花鹿的確對此一森林造
成明顯的擾動 為避免鹿隻造成森林植被及農作損害，日本每年平均有數萬頭鹿
被移除；如不進行族群控制，墾丁地區野放的梅花鹿對此一森林保留區之擾動影
響可能會逐漸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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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生相思樹與臺灣赤楊根系型態與力學性質之比較
朱銘陽 1
1

顏伶芷 1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 通訊作者，jtlee@mail.ncyu.edu.tw

李嶸泰 1*

60004 嘉義

學府路 300 號

摘要
相思樹(Acacia confusa)與臺灣赤楊(Alnus formosana)為本土固氮樹種，能適應貧瘠
土壤且抗旱，是水土保持的重要樹種 本研究旨在利用全根挖掘法調查坡地造林
三年生相思樹與臺灣赤楊之根系型態，並以現地拉拔 單根剪力及拉伸試驗，比
較二樹種根部力學性質之差異性，以供選擇崩塌地復育造林樹種之參考依據 研
究結果顯示，三年生相思樹之根系型態屬於 R 型(直角型)，而臺灣赤楊之根系型態
屬於 VH 型(垂直與水平型) 二樹種在上坡向的側根生長顯著大於下坡向者 相思
樹之莖乾重 總根長 根尖數 根長密度及比根長均顯著高於臺灣赤楊者 相思
樹根系之平均最大拉拔抗力和臨界應力均顯著高於臺灣赤楊者，顯示相思樹根系
具有較高之錨固力 二樹種根系之最大拉拔抗力與莖基直徑及根乾重呈線性相
關；其單根之最大抗拉力和抗剪力均隨根徑之增加而增加，呈冪函數正相關，反
之其單根抗拉強度和抗剪強度均隨根徑之增加而降低，呈對數函數負相關 相思
樹單根之最大抗拉力 抗剪力 抗拉強度及抗剪強度均顯著高於臺灣赤楊者 本
研究證實相思樹根系之生長性狀及力學性質均優於臺灣赤楊者，可優先選擇作為
崩塌地造林樹種

口頭

表-生態保育與水土保持組-7

口頭 表-生態保育與水土保持組(研究生)
北東眼山孔隙形成特徵及物種多樣性研究
林秀蓉 1
1
*

彥學 1

喜育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系 台中 南區興大路 145 號
通訊作者，erecta@dragon.nchu.edu.tw

摘要
本研究針對臺灣中部北東眼山的天然闊葉林，於該地區設置了 3 條樣帶，調查其
孔隙的形成方式 面積大小及孔隙干擾等特徵，於孔隙長軸及短軸中心設置 4×4 m2
的樣區，再細 為 2×2 m2 小區進行地被層物種之調查， 析不同面積的孔隙與非
孔隙地區下的物種多樣性差異 結果共紀錄了 14 個孔隙與 3 個非孔隙，孔隙面積
在 39-563 m2 之間 將依孔隙面積大小不同細 為： - 級為小孔隙 <50ｍ2
(n=1)；50-75ｍ2(n=5) ； - 級為中孔隙 75-150ｍ2 (n=4) ； - 級為大孔隙
>150ｍ2 (n=4) 等 3 類，生成孔隙的原因以根拔(Uprooted) (50%) 所占比例為最
高其次為幹折(Snapped-off) (38%)最後為枯立(Standing dead) (12%) 大孔隙主要
在上坡處，中 小孔隙主要
在下坡處 地被物種組成上大孔隙共出現 48 種，
中孔隙 38 種，小孔隙 35 種，而非孔隙出現 25 種 地被植群組成與孔隙面積大小
間的關係，經降趨對應 析(DCA)結果顯示，在孔隙地被植群組成與非孔隙間無明
顯差異 此研究的初步結果，可做為未來進一步探討孔隙內微環境影響因子之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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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納崩塌地耐陰樹種苗木淨光合率及高生長率在不同光環境
的表現
鍾安晴 1,2
1
2
*

郭耀綸 1* 陳永修 2

林文智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91201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六龜研究中心 84443 高雄 六龜區中興里 198 號
通訊作者，ylkuo@mail.npust.edu.tw

摘要
高雄多納林道九年前崩塌形成的次生林，林內已有耐陰樹種苗木建立 本研究在
2018 年 8 月雨季期間，測定該處 4 種耐陰樹種， 別生長在不同光環境下天然更
新苗木的淨光合作用率，並計算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8 月各單株相對高生長率
研究目的在於了解光資源的提高是否會增加這些耐陰樹種苗木的光合作用率及生
長量 此外，也想了解生長在高光環境的植株，生理及生長表現是否會遭強光抑
制 結果 現，供試樹種小芽新木薑子(Neolitsea parvigemma) 小梗木薑子(Litsea
hypophaea) 樟葉槭(Acer albopurpurascens)生長在不同光環境植株的淨光合作用
率，均隨植株微環境光量的提高而顯著增加，且高光環境之植株 遭光抑制 菲
律賓樟(Machilus philippinensis)的淨光合作用率也多隨相對光量提高而增加，但生
長在強光下的部 植株出現光抑制現象 綜上所述，供試 4 種耐陰樹種苗木在土
壤水 充足的雨季，其淨光合作用率與光資源呈正相關，照到高光時可能藉蒸散
降溫，不至於受到嚴重光抑制 推測在乾季缺水期間這些耐陰樹種苗木較易遭嚴
重光抑制 此外，供試樹種苗木單株一年間的相對高生長率，與苗木接收到的光
資源並無顯著正相關，多在相對光量 10 ~ 50%時有較高的生長量 本研究也 現
菲律賓樟單株的相對高生長率與淨光合作用率間具有顯著正相關，但另 3 樹種並
未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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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生態保育與水土保持組(研究生)
蓮華

森林山脊上坡
余尚鈺 1

1
*

許展維 1

樹種有較高的葉部耐旱性
嘉祥 1

郭耀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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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lkuo@mail.npust.edu.tw

摘要
本研究於蓮華 森林動態樣區，測定
在不同坡位 23 樹種的葉部耐旱性 研究
目的為了解
在水份較缺乏的山脊上坡生育地樹種，在遺傳上是否具有較高的
耐旱能力 此外，也探討同一樹種生長在不同坡位的植株，其葉部耐旱性是否具
顯著差異 於 2018 年乾季期間， 多次採取各樹種植株上層枝葉，以台式乾燥法，
重複測定葉片的水勢與重量，繪製壓力-體積曲線，計算膨壓喪失點葉部水勢(πtlp)
結果 現生長在山脊上坡的火燒栲(Castanopsis fargesii)及桃實百日青(Podocarpus
nakaii)，葉部耐旱性最高，πtlp 別為-2.79 及-2.77 MPa 不同坡位
樹種間比較，
現8種
於上坡，6 種
於中坡的樹種，平均 πtlp 別為-2.66 及-2.55 MPa，
均顯著低於
在下坡的 5 樹種(-2.26 MPa)及 4 種廣泛
樹種(-2.55 MPa) 本研
究也 現供試 6 樹種生長在上 中 下坡的植株，其 πtlp 也有顯著差異，同一樹種
上坡植株葉部耐旱性會高於下坡植株 合併本研究 23 樹種及 2017 年 22 樹種乾季
期間測得共計 45 樹種 πtlp 的數據， 現蓮華 森林山脊上坡樹種有顯著較低的
πtlp-(-2.69± 0.03 MPa)，下坡溪谷
樹種的 πtlp 顯著最高(-2.17± 0.05 MPa)，而中
坡樹種的 πtlp 居中(-2.51± 0.02 MPa) 研究結果證實蓮華 森林，
在山脊上坡
生育地的樹種，在遺傳上具有較高的耐旱能力，這可能是這些樹種群聚在水份缺
乏棲位的重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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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生態保育與水土保持組(研究生)
雪山主東峰線步道沿線植物開花物候之探討
楊佳蓉 1
1
*

彥學 1

喜育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系 台中 南區興大路 145 號
通訊作者，erecta@dragon.nchu.edu.tw

摘要
植物物候提供植物相在時序的反應，長時間觀察有助了解植物生長
育及繁殖
過程的變化，及其與氣候 環境間的關係 本研究自 2012 年 3 月至 2018 年 5 月，
沿雪山主東峰線步道進行每月一次植物開花結實物候普查 結果 現，6-9 月為研
究區開花高峰期，逐月結實種數趨勢和開花種數變化類似，但約晚 1-2 個月
Spearman 等級相關 析顯示，逐月開花與結實物種數和溫度呈顯著正相關，與降
雨相關不顯著 2012 年溫度變化與長期趨勢最相近，3-6 月開花物種數變化是研究
期間最佳表現，可供年度間比較基礎；受 2013 年 2 月冬季極端高溫和 3-4 月春季
降雪影響，5-6 月開花物種數是 7 年間最低 自 2015 年起，夏 季明顯高溫，開
花種數高峰有延後趨勢；受到 2016 與 2017 年 8-11 月明顯高溫影響，2 年度 9-11
月開花物種數明顯較其他年度多 此外，2015 年 5-6 月極端高溫加上降雨明顯低
於平均值，造成 6 月開花物種數明顯較
2016 與 2018 年春季月均溫變化相近，
但受 2018 年 4 月上旬冰霰影響，4-5 月開花物種數較 2016 年低 冬季相對高溫可
能促使早春開花植物熱量累積較早達成，打破花芽休眠而提早開花，但易受初春
低溫寒害影響；晚春低溫降雪致使夏季植物開花遲滯； 季高溫促進植物生長季
延長，進而導致植物花期延長 氣候變遷確實對雪山地區植物開花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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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生態保育與水土保持組(研究生)

Carbon stocks and aboveground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in
old growth Japanese cedar and Taiwan red cypress
plantations in Xitou, central Taiwan
Hung-Ru Lee1*, Pei-Cheng Lee1, and Chih-Hsin Cheng1
1

School of Forestry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 Sec
4, Roosevelt Rd, Taipei, 10617.
*
Corresponding Author, r05625025@ntu.edu.tw
Abstract
Forest ecosystems is a key component of the global C pools and cycle. The rates of C
change normally declined and approached equilibrium during the later stage of stand
development. Thus, the old growth forest/plantations are commonly viewed as stands
with significant C stocks but scarce net carbon sink.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d the old
growth Japanese cedar (Chrytomeria japonica) and Taiwan red cypress (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 plantations in Xitou, and aimed to understand their C stocks and
aboveground net primary production (ANPP). Six old growth stands with stand age
between 61 and 91 years old were selected, five Japanese cedar stands and one Taiwan
red cypress. For each stand, three 20 x 20 m plots were established for determining the
diameters at breast height (DBH), canopy height and stand tree densities. C stocks was
calculated using allometric equation and ANPP was estimated with the sum of annual
tree growth and litter fall. Living tree biomass C stocks in Japanese cedar stands ranged
between 200 and 273 Mg C ha-1 and 146 Mg C ha-1 in Taiwan red cypress stand.
Aboveground NPP of Japanese cedar stands ranged between 2.4 and 4.0 Mg C ha-1
year-1 and 4.1 Mg C ha-1 in Taiwan red cypress stand.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existing
old growth coniferous plantations in Xitou are still developing and their live tree
biomass C continues to accumu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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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生態保育與水土保持組(研究生)
臺灣刺柏及玉山

柏的開花與結實物候調查

陳弘筠 1
1
*

王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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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研 究 調 查 合 山 區 臺 灣 刺 柏 (Juniperus formosana) 及 玉 山 柏 (Juniperus
morrisonicola)的開花與結實物候，並以觀察 拍照的方式記錄，並利用電子掃描
顯微鏡觀察兩者的花芽在各時期的變化 研究結果顯示，臺灣刺柏雄毬花 3 月開
始抽出花芽至 6 月底雄毬花開放後乾枯；雌毬花從 6 月至隔年 2 月間，花芽大小
並無明顯變化；刺柏的雌毬花每月皆有種實陸續生成及 育，但成熟度不一 玉
山 柏之雄毬花及雌毬花在 9-10 月抽出花芽後即進入休眠狀態至隔年 2 月底；3
月間開始開放，5 月上旬雄毬花開始乾枯；4 月中雌毬花開始 育為種實，6 月毬
果不再膨大，至隔年才成熟 本研究顯示，臺灣刺柏的花 育不具休眠期，且雌
植株上全年皆有成熟度不一的種實且數量多，而玉山 柏的花 育具有明顯休眠
期，種實成熟時間長，且數量較
兩者不同的開花物候及種實 育特徵可能受
生育之海拔高度及氣溫影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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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生態保育與水土保持組(研究生)
蘭山步道沿線植相之研究
王鈺德 1
1
*

王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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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作者，ccwang1128@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針對臺東縣東河鄉 蘭山 山步道進行沿線植物相調查，目的為建立植物
資源清單以及各物種所
之海拔；並以本區木本植物的組成， 別與各地理氣
候區已 表之相關報告比較，藉以評估本區所屬的植群帶範圍並比較植群
海
拔之差異 結果共記錄維管束植物 114 科 296 屬 441 種；並記錄稀有植物 17 種，
其中包含瀕臨滅絕(Endangered)1 種為小垂枝馬尾杉；易受害(Vulnerable)6 種，有
銀脈爵床 恆春紅豆樹 早 氏鼠尾草
代氏黃芩 臺灣香檬
蘭山 勒德
藤；接近威脅(Near Threatened)8 種，有連珠蕨 臺灣鷗蔓 垂絲衛矛 狹葉木薑
子 森氏鐵線蓮 臺灣梭羅木 小白蛾蘭 銀線蓮；資料不足(Data Deficient)2 種，
為山合 及胡氏肉桂 且經比對後 現本區植群
海拔較臺灣中部地區之同一
植群帶低，植被帶略呈壓縮狀態，部 櫟林帶組成物種
海拔下降，並與楠櫧
林帶混生，推測本區為楠櫧林帶與櫟林帶間的推移帶；因本區為東部海岸山脈，
其植被壓縮的原因可能為東北季風吹拂及雲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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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生態保育與水土保持組(研究生)
台北
蕭冠慧 1
1
2
3
*

公

外來景觀樹之入侵潛力評估

張琪如 2

陳明群 2

王志強 1

蘇夢淮 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91201 屏東縣內埔鄉老奔村學府路 1 號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 11114 陽明山華岡路 55 號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11114 陽明山華岡路 55 號
通訊作者，smh2@faculty.pccu.edu.tw

摘要
外來入侵生物議題至 越來越受到關注與重視，不僅影響生物多樣性，亦造成經
濟上的損失 在景觀工程中，會因觀賞與設計的需要，引進外來種植栽作為景觀
樹木，因而增加了生物入侵的機會 為了解公 景觀樹木的入侵潛力，本研究根
據公 面積以及公 與天然林之距離 2 項因素，選出 8 座位於台北 的公 ，進
行全面的成樹及木本小苗種類和數量調查 入侵潛力評估方式，利用小苗相對豐
度 種實傳播方式和小苗與母樹距離等 3 項因素，以 級方式計 後，再累計總
作為入侵潛力指標 結果 現，小苗的原生-外來種相對豐度，在大面積公 呈
正相關，小面積公 呈負相關；公 與天然林之距離不論長短，皆呈正相關 入
侵潛力評估結果顯示，龍眼綜合評估 數最高，其次依序為檸檬 陰香 春不老
和黑板樹 其中須注意的是，出現陰香小苗的 4 座公 中有 3 座沒有記錄到母樹，
且該種類在各公 入侵指數為 7 至 9，顯示其具有較強的散播能力和適應力 依據
結果，在降低外來種樹木入侵機會的前提下，建議應該以設置小面積公 為主，
植栽選擇也應避免龍眼 檸檬 陰香 春不老及黑板樹等具高入侵潛力的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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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山羌取食造林苗木之防治方法：以武陵廢耕地生態復育為例
柯志憲 1
1
2
*

王志強 1

邱清安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 號
國立中興大學實驗林管理處，台中 南區國光路 250 號 理工大樓 3 樓
通訊作者，cachiu@nchu.edu.tw

摘要
鹿科動物在近年來的活動範圍有所擴張，其數量也劇烈地增加 而其對於樹木的
危害，又以脆弱之幼苗及稚樹時期最為明顯，本研究於武陵地區廢耕地進行生態
復育工作時，為防止臺灣山羌對於武陵廢耕地復育區之苗木造成危害，參考前人
之研究，再配合現地之調查，以尋找對應臺灣山羌危害防治之策略 鹿隻攝食行
為的選擇差異主要受植物本身的物理與化學防禦影響，植物體本身的形質差異
反芻動物自身的消化系統以及棲地的差異性也會影響鹿隻的取食偏好；依據調查
結果，武陵地區的臺灣山羌在不同種的苗木間具有不同取食偏好，其未取食九芎
三斗石櫟 白雞油 笑靨花等 4 種樹種，而朴樹 櫸 假長葉楠 玉山假沙梨
青楓等 5 種則為山羌較喜食之高偏好樹種，故在臺灣山羌活動頻繁之區域應選擇
其不喜食之樹種栽植；當苗木高度大於 1m 時，其受臺灣山羌取食的比例大幅下
降，因此栽植大於 1m 之植株也能大幅降低山羌取食對苗木之影響；此外，建造圍
籬 種植抗性 耐性的樹種 是值得嘗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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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herical Panoramas for Extracting Tree Distance and Lam, Mei-Kuei Lu
Diameter
O13-S1-2 臺灣山櫻花遺傳多樣性分析
O13-S1-3 Fungal assemblage
Castanopsis carlesii

of

rotted

柳雨德、吳家禎、林世宗
heartwood

of Yu-ting
Wu,
Witoon
Purahong,
Ausana
Mapook , Chaur-Tzuhn
Chen
O13-S1-4 雞 糞 生 物 炭 對 土 壤 性 質 與 楓 香 (Liquidambar 李駿毅、蔡呈奇
formosana)苗木生長的影響
O13-S1-5 激勃素處理對槲櫟微體繁殖芽體抽長之影響
O13-S1-6 食茱萸之倍半萜類合成酶基因選殖與功能鑑定

林冠里、廖宇賡
莊竣崴、曲芳華

O13-S2-1 Mycorrhizal Fungi Associated with Larix Sibirica of Davaajav
Dalkhsuren,
Mongolia
Jung-Tai Lee, Ming-Jen
Lee
O13-S2-2 Molecular evaluation of intervarietal hybrids between Chiun-Jr Huang, Yu-Mei
Chamaecyparis obtusa var. formosana and C. obtusa Hung, Chia-Chen Wu,
var. obtusa
Chang-Hsin
Wang,
Chi-Tsong
Chen,
Fang-Hua
Chu,
Chi-Hsiang Chao
O13-S2-3 Development of Stand Table Projection for Taiwania Ho-Tung Lin, Tzeng Yih
cryptomerioides under Different Thinning Intensities Lam
O13-S2-4 雲林平原區綠色廊道之探討─新虎尾溪流域植群多 何宗恆、何坤益
樣性之研究
謝名彥、何坤益
O13-S2-5 竹南海岸林分更新與生物多樣性之探究
O13-S2-6 探討暗色隔膜內生菌對中興苗圃牛樟扦插苗生長 陳浩宇、林宛柔、潘宏
之影響
裕、康素菁、劉昭吟、林
瑞進
O13-S3-1 恆春海岸林樹種的生理耐旱性

口頭發表-育林與生物科技組-i

江嘉祥、許展維、余尚
鈺、郭耀綸

程序表
發表編號

題目

作者

O13-S3-2 不同介質 pH 值對光臘樹 (Fraxinus griffithii) 苗木 陳品宇、陳凱琳、劉瓊霦
生理及生長之影響
O13-S3-3 參與臺灣杉心材形之細胞程序性凋亡和 Taiwanin A 曹乃文、丁亦柔、林弘、
生合成基因之挖掘
江念庭、孫英玄、曲芳
華、王升陽
O13-S3-4 平地造林之林分發展與林木競爭

口頭發表-育林與生物科技組-ii

李咅蓁、鄭智馨

口頭發表-育林與生物科技組(教師

研究人員)

A Stereodendrometer: Use of Stereoscopy with Spherical
Panoramas for Extracting Tree Distance and Diameter
Bo-Hao Perng1, Tzeng Yih Lam1*, Mei-Kuei Lu1
1

School of Forestry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 Sec
4, Roosevelt Rd, Taipei, 10617.
*
Corresponding Author, tylam@ntu.edu.tw
Abstract
This study adapted the principle of stereoscopy to extract tree distance and diameter
under forest canopies from spherical panoramas. The proposed novel method requires
two spherical panoramas taken at a known vertical distance. The geometry was
comprehensively laid out and was the first to be reported. Twenty-three plots were
randomly established in planted forests. Sample trees were selected with a small basal
area factor (BAF) for measuring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and horizontal distance. A
larger BAF was used to subsample trees for upper stem diameters at 2 and 3 m. Only
fully visible trees were used in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precision generally
decreased with trees further away from a plot center. Tree distance could be accurately
and precisely estimated up to a distance of about 10 m from. For tree diameters, they
could be accurately and precisely estimated when a tree was within 5 m from plot center
or its diameter was less than 20 cm. A likely source of error is the failure to maintain the
required vertical displacement between panoramas, which was challenging in the field
due to difficult terrain and heavy equipment. With continued advancement in
photography equipment, shooting spherical panorama becomes easier. Our proposed
method could potentially lead to a citizen science based forest resources monitoring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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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山櫻花遺傳多樣性
柳雨德 1
1
2
*

吳家

2

研究人員)
析

林世宗 1*

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宜蘭縣宜蘭 神農路一段 1 號
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育林組 10066 台北 南海路 53 號
通訊作者，stlin@niu.edu.tw

摘要
臺灣原生櫻花樹種中，山櫻花性狀表現最具多樣化，且
最為廣泛 花期最長，
亦可能與其他櫻花樹種有雜交的情況 為了探究山櫻花的性狀與遺傳多樣性，本
研究取台灣各地山櫻花樣木 103 株，利用次世代定序資料開發 SSR 子標誌，
析探究臺灣地區山櫻花的遺傳多樣性及遺傳結構 由次世代定序資料開發出 12 個
於山櫻花具有多型性的 nSSR 子標誌，與 3 個同屬植物之 nSSR 子標誌進行臺
灣地區山櫻花遺傳多樣性 析 15 個 nSSR 基因座中有 9 個高度多型性基因座 5
個中度多型性基因座及 1 個低度多型性基因座，其中 11 個基因座偏離哈溫平衡
以 103 株山櫻花之遺傳多樣性檢測 析，等位基因數(Na)為 8.533±0.861 有效等
位基因數(Ne)為 3.209±0.460 異性合子觀測值(Ho)為 0.474±0.051 及異性合子期望
值(He)為 0.578±0.06，近親交配指數(FIS)顯示目前臺灣地區山櫻花族群有近親交配
的現象，於瓶頸效應檢定顯示臺灣地區山櫻花族群 經歷瓶頸效應 由山櫻花當
地樣本群間之遺傳 化指數(FST)呈現有地域遺傳 化現象，以樣木之聚類 析
主座標 析及貝氏 群 析(∆K=4)顯示臺灣地區山櫻花族群遺傳結構可 為三個
群， 別為北部群 東北部群 西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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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gal assemblage of rotted heartwood of Castanopsis carlesii
Yu-ting Wu1*, Witoon Purahong2, Ausana Mapook2,3, Chaur-Tzuhn Chen1
1

Department of Forestry,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
1, Shefu Rd, Neipu, Pingtung, Taiwan 91201
2
UFZ-Helmholtz 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Research, Department of Soil
Ecology,Theodor-Lieser-Str. 4, D-06120 Halle (Saale), Germany;
3
Center of Excellence in Fungal Research,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Chiang Rai
57100, Thailand
*

Corresponding Author, yutingwu@mail.npust.edu.tw

Abstract
Forest thinning is an important silvicutural approach to strengthen forest growth and to
avoid pathogen attack in forest management. Trees attacked by fungal pathogens can
cause severe heart-wood decay and even hollows in the trunks. The damage usually do
not immediately change the appearance or growth of the trees, it is therefore easily
ignored. Castanopsis carlesii is one of the ubiquitous economic tree species in forests of
south Taiwan. Currently it has been frequently found that the heart-wood of C. carlesii
severely decayed without any appearance change in a tropical secondary forest.
Decayed heart-wood of growing trees is usually caused by fungal pathogens, in order to
disentangle the complete pathogenic fungal assemblage, deep sequencing of ITS
amplicons by PacBio RSII are approached. After stringent quality check of sequences, a
total of 24,096 quality-filtered sequences, ranged 500-1000bp were obtained. 441
observed OTU richness including 213 singletons. The assemblage was dominated by
Basidiomycota (49.4%), followed by Ascomycota (18.8%) and Mucoromycota (0.3%).
Among the observed OTUs, we have identified 57 pathogens with Trichoderma
harzianum as the most dominant species while 147 saprotrophs and 13
pathotroph-saprotroph were with Porogramme albocincta and Rhodotorula sp. as the
most dominant specie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not only fungal pathogenic
information which causes heart-wood rot of C. pachyloma but also suggest that thinning
is indeed a necessary strategy to avoid pathogen infection in fores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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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糞生物炭對土壤性質與楓香(Liquidambar formosana)苗木
生長的影響
李駿毅 1,2
1
2
*

蔡呈奇 1*

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26047 宜蘭縣宜蘭 神農路一段 1 號
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約僱森林護管員 26548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北路 118 號
通訊作者，cctsai@niu.edu.tw

摘要
生物炭(Biochar)可以改善土壤的物理化學特性，提升土壤的生產力，已被視為可有
效改善土壤品質之土壤改良劑 本研究的目的為評估雞糞生物炭是否適合作為苗
木栽培的介質，降低化學肥料的使用 以盆栽試驗，將兩種雞糞生物炭 350℃及
550℃製備 添加在國立宜蘭大學延文實驗林場苗圃地之土壤中，依重量比例 別
添加 0.2 0.5 1 2.5 5 10 20 50%，共 8 種生物炭添加量；另有化肥處理組
每個處理組 8 重複 50%添加處理組為 5 重複 ，包括無添加的對照組，試驗處理
共 138 盆 苗木種植試驗於每周定期量測株高與苗徑，計算纖弱指數(Sturdiness
Quotient, SQ)，並監測土壤之 pH 值與電導度值(EC)，以了解生物炭添加後土壤 pH
與 EC 的動態變化 種植試驗期間為 2016 年 4 月~2017 年 10 月，在 2016 年 8 月
時，先收穫各個處理組 3 盆苗木與土壤 50%添加處理組收穫兩盆 ，進入實驗室
析土壤及苗木根莖葉的化學成
2017 年 8 月時，第二次收穫 最後至 2017 年
10 月底時剩餘盆栽皆收穫 整 而言，雞糞生物炭能夠提升酸性土壤的 pH 值，
土壤 EC 值能維持長時間的穩定，相較於化肥處理組，有更長效性的效果 以生長
勢 收穫植
土壤性質以及實際可行的施用量為考量，350℃生物炭添加 0.5%，
550℃生物炭添加 1%為較合適的添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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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勃素處理對槲櫟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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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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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60004 嘉義
通訊作者，ykliao@mail.ncyu.edu.tw

學府路 300 號

摘要
槲櫟(Quercus aliena var. aliena)為殼斗科(Fagaceae)落葉樹種，在臺灣僅
於新竹
縣新豐鄉牛牯嶺山區，族群數量稀 且
面積狹隘，因生長競爭失利及疫病感
染，恐有消失之虞，亟需進行遺傳資源之保育 本研究室目前已完整建立槲櫟微
繁殖系統，期能有效保存其種質資源，惟其繁殖效率有待改善，即有之方法以
節 莖 為 培 殖 置 於 GD1 培 養 基 中 添 加 17.67 µM 硝 酸 銀 及 0.88 µM
6-benzylaminopurine (BAP)培養 2 週(增殖階段)，第 3 週至第 8 週則降低 BAP 濃度
至 0.44 µM (抽長階段) 每次增殖有部份芽 能 利伸長至可利用之大芽程度(＞
1.5 cm)，剩餘之小芽(≤1.5 cm)經添加活性碳(activated charcoal)處理仍無法有效促進
抽長 為減抑此 困擾，將取自槲櫟幼齡苗木及成熟植株的枝幹萌櫱作為受測材
料，在增殖或抽長培養階段添加 gibberellic acid (GA3)，並以未添加者為對照組
當濃度為 0.5 µM 時，有最多大芽產生，所占比例較對照組多 18% 芽 組織以石
蠟 片觀察，經 GA3 處理後形成之大芽，其 細胞(pith cell)伸長長度較大，但細
胞 裂數目無顯著增加 細胞伸長現象主要發生在距頂芽 0.2 cm 處，對照組細胞
則在離頂芽 0.4 cm 處始見伸長 本研究證實 GA3 有顯著促進槲櫟芽 抽長之功
效，可有效增加大芽比例供發根及馴化操作而提升繁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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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芳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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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區羅斯

路四段 1 號

摘要
食茱萸 (Zanthoxylum ailanthoides) 為臺灣中低海拔常見之花椒屬 (Zanthoxylum)
植物，為中至大型喬木，具有食用與 用價值 本研究選用南投縣望鄉部落之食
茱萸葉部，食茱萸葉部具有濃烈香氣，且前人研究已鑑定食茱萸葉部精油含有豐
富的萜類化合物，因此我們選定揮發性萜類作為目標，希望能找到這些氣味成
的生合成基因與這些萜類化合物的應用價值 本研究先從葉部萃取物了解其揮發
性萜類組成，再以次世代定序獲得轉錄組資訊，搭配全長基因的選殖，獲得五個
倍半萜類合成酶候選基因 全長基因構築至載 於大腸桿菌 (Escherichia coli) 進
行蛋白質表現，純化後的蛋白質進行 外酵素反應 (in vitro assay)，再藉由氣相層
析質譜儀 (Gas chromatography - mass spectrometry, GC-MS) 析各萜類合成酶基
因所產生的產物，確認其可能的功能性 本研究選殖出的基因有三個之主要產物
為 Germacrene D ， 其 餘 兩 個 基 因 的 主 產 物 別 為 trans-α-Bergamotene 以 及
α-Humulene，其中 Germacrene D 和 α-Humulene 在酵素反應獲得的產物與樣本萃
取所獲得的結果相符 Germacrene D 在本研究選殖的三個基因 是主要產物，可
能為食茱萸葉部重要成 之一，前人研究指出其在植物中可作為吸引昆蟲的訊號
子；而 Germacrene D 和 α-Humulene 可能具有抗腫瘤的生物活性，也為其
用價值提供 子層次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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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corrhizal Fungi Associated with Larix Sibirica of Mongolia
Davaajav Dalkhsuren1, Jung-Tai Lee1*, Ming-Jen Lee1
1

Department of Forestry and Natural Resources,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No 300,
Syuefu Rd, Chiayi City, 60004.
*
Corresponding Author, jtlee@mail.ncyu.edu.tw
Abstract
Siberian larch (Larix sibirica Ledeb.), widespread in the mountains of west Siberia from
500 m to 2,400 m, is the most dominant tree species in Mongolia. Growth and survival
rates of Siberian larch seedlings are low due to drought and poor soil fertility.
Mycorrhizal fungi are known to enhance seedling growth and survival by improving
water and nutrient uptake. This study was focused on the isolation of ectomycorrhizal
fungi (ECMF) and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AMF) associated with Siberian larch,
and resynthesis of mycorrhizas in order to improve growth and survival of larch
seedlings. ECMF was isolated using agar plate method with MMN medium, whereas
AMF was isolated from rhizosperical soils using wet sieving and decanting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ree strains of ECMF were isolated, purified and molecularly
identified as Cenecoccum geophilum, Lachnum brevipilosum, and Meliniomyces bicolor.
On the other hand, one strain of AMF was isolated and identified as Glomus deserticola.
Inocula of ECMF and AMF were multiplied with fungal mycelium and single spore pot
culture methods, respectively. ECMF mycelium and AMF spores were used to
reinoculate larch seedlings, respectively. Four months after inoculation, mantle, hyphae,
and Hartig net were observed in roots of ECMF inoculated seedlings, whereas
arbuscules and vesicles were detected in root cortical cells of AMF inoculated seedlings.
This clearly demonstrates that the isolated ECMF and AMF can form mycorrhizas with
Siberian larch seed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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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cular evaluation of intervarietal hybrids between
Chamaecyparis obtusa var. formosana and C. obtusa var.
obtusa
Chiun-Jr Huang1,2, Yu-Mei Hung2, Chia-Chen Wu3,1, Chang-Hsin Wang4,1
Chi-Tsong Chen2, Fang-Hua Chu1, Chi-Hsiang Chao2*
1

School of Forestry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
Sec. 4, Roosevelt Rd., Taipei, 10617.
2
Department of Forensic Science, Investigation Bureau, Ministry of Justice, No. 74,
Zhonghua Rd., New Taipei City, 23149.
3
Silviculture Division, Taiwan 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No.53, Nanhai Rd., Taipei, 10066.
4
Chiayi Forest District Office, Forestry Bureau,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No.1, Linsen W. Rd., Chiayi, 60049.
*
Corresponding Author, jchao3290@gmail.com. Abstract
Abstract
Chamaecyparis obtusa var. formosana and Chamaecyparis obtusa var. obtusa are
naturally allopatric taxa,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essential oil composition supports
allopatric speciation in their evolution. It’s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genus Chamaecyparis
by phenotype, because of extremely similar morphology between species.
Chamaecyparis obtusa var. formosana, var. obtusa and C. obtusa var. obtusa × C.
obtusa var. formosana grown in the plantation planted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1895-1945) were sampled by molecular markers. The intervarietal hybrids are more
robust than their parents that might be heterosis or allopolyploidy. We used the
alpha-pinene synthase (APS) gene intron 1 and several simple sequence repeat (SSR)
markers that can identify different taxa of Chamaecyparis in this plantation. To confirm
the direction of pollen flow, indirect evidence of paternal inherited chloroplast DNA
indicated that C. obtusa var. formosana was the pollen provider. These results can
supply taxonomy evidence to define C. obtusa var. formosana and var. obtusa. (This
work was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Ministry of Justice, Taiwan, grant no.
107-1301-05-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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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Stand Table Projection for 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under Different Thinning Intensities
Ho-Tung Lin1*, Tzeng Yih Lam1
1

School of Forestry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 Sec
4, Roosevelt Rd, Taipei, 10617.
*
Corresponding Author, r06625018@ntu.edu.tw
Abstract
This study developed a stand table projection system for 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under different thinning intensities. The data for model construction is from the
Liouguei Experimental Forests established by the Taiwan Forest Research Institute
(TFRI), which is 2 ha in size and split into 36 experimental plots. The proposed stand
table system consists of two components: (1) a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component
for predicting diameter distribution, and (2) a survival function component for
predicting tree density. First, two parameters Weibull (2Weibull), three parameters
Weibull (3Weibull), Gamma, Normal, and Johnson SB distributions are fitted to the
diameter distributions. Goodness of fit is evaluated by percent bias between observed
and predicted diameter sum and information criteria. As a result, 3Weibull is selected as
the best fitted model. Parameters of fitted 3Weibull models are estimated from stand
variables such as stand density, stand age, dominant height, stand basal area and
thinning intensity by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The survival function component
is constructed from a generalized logistic model to predict mortality rate of a stand.
Then, an algebraic difference equation is used to estimate reduction in stand density.
The final proposed stand table projection model is validated with data from another
Taiwania 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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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平原區綠色廊道之探討─
新虎尾溪流域植群多樣性之研究
何宗恆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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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通訊作者，kyho@mail.ncyu.edu.tw

何坤益 1*

嘉義

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

摘要
調查串連斗六台地與雲林海岸林間之新虎尾溪植群組成與生態環境，沿溪流往上
游濱岸林間設置 22 處 周邊廢耕地 5 處及風俗林 5 處之監測樣區，調查每木 DBH
地被覆蓋度及海拔高度 距海遠近 土壤 pH 值 EC 值及質地等環境因子 結果
共記錄到 94 種維管束植物， 別為 39 科 82 屬，上層優勢種主要為構樹(Broussonetia
papyrifera) 血桐(Macaranga tanarius)及苦楝(Melia azedarach)等，Simpson 氏優勢
度指數介於 1 - 0.25，其中大於 0.7 之樣區達 10 區，表示上層呈現優勢種較集中的
趨勢 地被層多為禾本科及菊科，其 Simpson 氏優勢度指數介於 1 - 0.15，其中大
於 0.7 之樣區僅 3 區，表示各樣區優勢度較不集中，各種
較均勻，僅出海口區
受
影響而限制單一物種生長 樣區大多為壤土或砂質壤土，pH 值介於中性至
中 性，EC 值除了位於接近出海口的編號 1 樣區大於 4.24 dS/m 之外，其餘樣區
皆屬較低 度危害區域 繪出各植群型與環境因子的
圖後得知，植群於土壤
質地選擇性僅對特定林型有影響，其餘樣區較不顯著，EC 值與 pH 值將是決定植
群 化的兩 重要因素 初步於新虎尾溪濱岸林植群型之 類採用群團 析法以
及列表比較法將林 組成 為三個林型， 別為 A：蘆葦─五節芒型(Phragmites
australis - Miscanthus floridulus type) B：銀合 ─白茅型(Leucaena leucocephala Imperata cylindrica type) C：構樹型(Broussonetia papyrifera type)，構樹型又可再
細 為 C1：苦楝─狼尾草亞型(Melia azedarach - Pennisetum alopecuroides subtype)
以及 C2：血桐─密花白飯樹亞型(Macaranga tanarius - Flueggea virosa subtype)，
各型具有植群發育階段之演 更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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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與生物多樣性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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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

摘要
竹南海岸林為斯氏紫斑蝶(Euploea Sylvester)春季繁殖地，近年來由於氣候變遷使海
岸線退縮，對於當地生態造成衝擊 目前林 內木麻黃呈現成熟狀態，與紫斑蝶
食草武靴 (Gymnema sylvestre)生態棲地之影響 為期持續林 發育而尋求最適復
育作業，掌握林 結構及組成有利於更新樹種之選育 本研究採用多樣區法，於
成熟林 內設置 29 個 10✕10 m2 方型樣區，樣區內植物採取全面調查方式，同時
記錄武靴 攀附樹
攀附高度 武薛 上方遮蔽度 武靴 胸高直徑 計算木
本植物之重要度指數(importance value index, IVI)與地被植物之重要值(importance
value, IV)，以 PC-ORD 6.0 進行歸群 析 結果海岸林之植群有 27 科 35 屬 35 種，
可 為朴樹-木麻黃型(Celtis sinensis-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type) 黃槿-扛香 型
(Hibiscus tiliaceus -Mallotus repandus type) 朴樹-苦楝型(Celtis sinensis - Melia
azedarach type) 黃槿-木麻黃型(Hibiscus tiliaceus-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type)
Spearman 相關性檢定顯示，武靴 攀附樹 與攀附高度 胸高直徑具相關性，上
方遮蔽度與胸高直徑具相關性 林 地被層之生物多樣性較木本植物高；攀附於
木麻黃之武靴 有較高的攀附高度及胸高直徑，其生長狀況較黃槿及其他樹種良
好 林 更新建議採用二階段更新方式，第一階段以木麻黃與武靴 為主，待二
者於林地建立成功後，第二階段再導入調查所發現之原生樹種及蝴蝶蜜源樹種，
維持海岸林紫斑蝶生態及林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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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育林與生物科技組(研究生)
探討暗色隔膜內生菌對中興苗圃牛樟扦插苗生長之影響
陳浩宇 1
1
2
3
4
*

林宛柔 2

潘宏裕 3

康素菁 4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60004 嘉義
食品科學研究所生物資源保存及研究中心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數學系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嘉義林區管理處
林瑞進，linerm@mail.ncyu.edu.tw

劉昭吟 4

林瑞進 1*

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

摘要/Abstract
牛樟(Cinnamomum kanehirae)為國內重要的造林樹種，而牛樟扦插苗為全省苗木的
主要來源；目前已證實暗色隔膜內生菌能與牛樟共生，亦能促進牛樟苗木生長
因此，本試驗首次利用研究室已具效益的菌株，直接應用至苗圃現場，希望證實
菌株應用至苗圃現場的實際效益 本次試驗利用 4 株菌株並以 2 種接種源進行苗
木接種來探討牛樟扦插苗於苗圃現場上的效益 經培養 7 個月後，結果顯示，接
種 CkDB5 CkYL14 和 CkYC14 菌株對於牛樟扦插苗在苗高淨生長量 生物量(鮮
重及乾重) 總葉面積 葉綠素濃度 植 內氮和磷含量等，均與對照組呈現顯著
性差異(p＜0.05)；其中，在生物量的表現；在液態接種源處理，總鮮重的最大值是
在 CkYC14 組(41.31±10.71 g)，最小值是在未接種組(21.81±4.87 g)，兩者相差約
189%；在固態接種源處理，總鮮重的最大值是在 CkYL14 組(42.37±12.43 g)，最小
值是在未接種組(22.46±5.77 g)，兩者相差約 188% 在根部生長上亦具顯著差異(p
＜0.05)；在液態接種源處理，根鮮重的最大值是在 CkYC14 組(24.52±10.44 g)，最
小值是在未接種組(8.47±3.79 g)，兩者相差約 289%；在固態接種源處理，根鮮重
的最大值是在 CkYL14 組(24.11±9.80 g)，最小值是在未接種組(7.92±3.19 g)，兩者
相差 304% 綜合上述結果證實，暗色隔膜內生菌可促進牛樟扦插苗生長，尤其在
根部生長效益更為顯著 期待暗色隔膜內生菌能成為林業新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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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育林與生物科技組(研究生)
恆春海岸林樹種的生理耐旱性
江嘉祥 1

許展維 1

余尚鈺 1

郭耀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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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lkuo@mail.npust.edu.tw
摘要
恆春半島每年有長達半年的乾季，海邊環境又有
生理乾旱逆境 因此，生長
在恆春西海岸的樹種應極具生理的耐旱性 本研究以兩 試驗檢驗恆春海岸林樹
種的生理耐旱能力 第一 試驗在乾季期間採取海岸現地 22 種樹種枝葉，測定各
樹種的膨壓喪失點葉部水勢(πtlp)，代表其葉部耐旱能力 第二 試驗在屏科大苗圃
進行盆栽苗長期斷水試驗，測定各樹種淨光合作用率降至 0 之時的黎明前葉部水
勢(Ψ0)，數值越低者生理耐旱性越高 結果發現供試 22 樹種 πtlp 的範圍在-2.33 ~
-2.87 MPa，其中有 10 種的 πtlp ≦-2.70 MPa，為極耐旱的樹種，包括構樹(Broussonetia
papyrifera) 銀葉樹(Heritiera littoralis) 紅柴(Aglaia formosana) 草海桐(Scaevola
sericea)及木麻黃(Casuarina equisetifolia)等 另有 7 樹種的 πtlp 在-2.5 ~ -2.69 MPa
之間，屬耐旱樹種，其餘 5 種屬中等耐旱樹種 整 而言，供試樹種葉部沒有不
耐旱的表現 藉長期斷水處理發現供試 10 樹種有 6 種的黎明前葉部水勢要低至-7.0
MPa 以下，淨光合作用率才會降至 0，包括紅柴 樹青(Planchonella obovate) 鐵
色(Drypetes littoralis) 瓊崖海棠(Calophyllum inophyllum) 相思樹(Acacia confuse)
及止宮樹(Allophylus timorensis)，生理耐旱性極高 此外，本研究也發現該 10 樹種
πtlp 與 Ψ0 具有極顯著正相關，顯示此兩 生理參數均可供判斷樹種的生理耐旱性
πtlp 的測定較方便，但只顯示葉部的生理耐旱性 Ψ0 數值需要 1 至數月的斷水處理，
費時雖久，但可顯示全植株的耐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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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育林與生物科技組(研究生)
不同介質 pH 值對光臘樹(Fraxinus griffithii)苗木生理及生長
之影響
陳品宇 1
1
*

陳凱琳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40227 台中
通訊作者，cpliu@nchu.edu.tw

劉瓊霦 1*

南區興大路 145 號

摘要
隨著環境變化及人為活動影響下，土壤劣化問題日益嚴重 土壤 pH 值為植物生長
過程中重要的環境因子之一，過高或過低的 pH 值均會影響土壤中養 之有效性及
其他土壤之物理 化學與生物特性，本研究利用水耕單一化環境因子方式，探討
在不同 pH 值的介質下對光臘樹(Fraxinus griffithii)苗木形質生長及生理反應的影
響 實驗結果顯示，在形質生長方面，根鮮重 根鮮重比及地下部/地上部等三
參數呈顯著差異，其他形質生長參數皆無顯著差別，根部生長大致趨勢為在 性
環境之生長較中性及酸性環境佳；生理反應方面，光臘樹葉綠素與類胡蘿蔔素濃
度於酸性及中性環境下較高， 性介質環境濃度明顯降低；葉部 POD 則於 性環
境下有較高的活性；可溶糖與澱粉在各 pH 值間則無明顯差異；可溶蛋白於地上部
無顯著差別，地下部則是於 性環境下含量顯著較高 綜合各 形質與生理反應
參數，光臘樹於 性介質中葉綠素合成明顯受到影響，POD 活性亦顯示植物面臨
環境逆境，從根部鮮重及根部可溶蛋白含量結果推測光臘樹於 性介質下，將資
源投入於地下部，維持植 滲透及養 與水 之吸收，以適應 性環境逆境 未
來可再進行光合作用 呼吸作用及細胞膜之 H+-ATPase 活性檢測，進一步瞭解植
物於環境逆境下之適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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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育林與生物科技組(研究生)
參與臺灣杉心材形之細胞程序性凋亡和 Taiwanin A 生合成基
因之挖掘
曹乃文 1

丁亦柔 1

林弘 1

江念庭 2

孫英玄 1

曲芳華 2

王升陽 1*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40227 台中 南區興大路 145 號
2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10617 台北 羅斯 路 4 段 1 號
*
通訊作者，taiwanfir@dragon.nchu.edu.tw
摘要
程序性細胞死亡(PCD)，在植物成長過程中扮演重要之角色； PCD 參與植物自然
發育及植物在逆境下自我保護之機制 有報告指出在木本植物心材形成過程中，
被認為即是植物細胞走向 PCD 之過程 也有研究發現林木心材形成時，同時也會
累積大量地二次代謝物 目前對於二次代謝物之生合成路徑仍然不甚清楚，特別
是木酚素這一類具有優良生物活性之化合物 因此，本研究即欲了解臺灣杉在心
材形成時參與誘導木質細胞進行 PCD 之基因類型，並且找出可能參與主要木酚
素，taiwanin A，生合成調控之基因 本次試驗首先建立臺灣杉心邊材之轉錄 資
料庫，接著參考 Olvera-Carrillo 等人發表之阿拉伯芥中啟動 PCD 相關之表現基因，
以篩選出臺灣杉中類似基因之表現，並據研究之 類進行 析 另外，本次試驗
針對出雲山苗圃中 32 個基因型之臺灣杉進行全基因 定序，再利用生物資訊篩選
出單核甘酸多型性(SNP)之基因標記，同時也測定這 32 個基因型臺灣杉中 taiwanin
A 之含量，將 SNPs 與 taiwanin A 含量以生物資訊進行廣義線性模型(GLM) 析，
比對出與 taiwanin A 含量相關之基因 本次研究發現，臺灣杉心材形成時誘導植物
細胞 PCD 之 類與基因毒性型和生物因子型最為相近，taiwanin A 生合成之調控
基因前 10 個相關基因中，有 6 個為已知功能之類似基因及 4 個為未知功能之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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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育林與生物科技組(教師及研究人員)
平地造林之林

發展與林木競爭

李咅蓁 1* 鄭智馨 1
1
*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通訊作者，peichenlee@ntu.edu.tw

10617 台北

羅斯

路4段1號

摘要
隨著人工林面積的增加，有關人工林林 的研究受到重視 本研究調查 4 個樹種
的平地造林樣區於 2014 年至 2018 年之林 特性和颱風干擾後的生物損失量，並
進一步探討林木間的生長競爭 4 年期間，水黃皮與白雞油樣區的平均胸高直徑
胸高斷面積與淨生物量均呈現增加的趨勢，樹高則呈現 許改變，平均樹高增加
量為 0.3 m，林 密度則 別減 100 – 125 trees ha-1 阿勃勒樣區的林 性質亦呈
現增加的趨勢，然而受到颱風的影響，阿勃勒有比水黃皮和白雞油高的生物損失
量 (-15.7 ± 2.0 Mg ha-1, p < 0.05)，不過因其生長迅速，淨生物量 (8.9 ± 4.2 Mg ha-1)
與受颱風影響較小的水黃皮和白雞油間無顯著差異 (p > 0.05) 苦楝受到颱風影響
嚴重，除了平均胸高直徑增加量和生物生長量與其他樣區無顯著差異外 (p >
0.05)，其他性質均與其他 3 個樣區呈現顯著差異 (p < 0.05) 結果顯示，受到颱風
的干擾，苦楝由固碳轉為碳釋放，反觀阿勃勒 白雞油與水黃皮仍能持續發揮森
林固碳之作用 競爭結果顯示水黃皮和白雞油的生物量與競爭指數間的相關性 (R2
= 0.6372; R2 = 0.5351) 高於生物碳與胸徑大小間的相關性 (R2 = 0.577; R2 =
0.4145)，顯示不只林木本身的大小會影響林木生長趨勢，其與鄰近樹木彼此的胸
徑大小與距離遠近，亦會影響樹木的生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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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森林資源永續發展研討會

口頭發表
論文摘要集
經營與人文社會組
(包含原住民相關議題)

程序表
發表編號

題目

作者

O14-S1-1 保護留區環境教育培力：以南澳闊葉樹林自然保留 高偉誠、劉奇璋
區為例
O14-S1-2 疏伐作業對於台南關廟地區大葉桃花心木林分結 彭炳勳、唐盛林、邱志
構變化之影響
明、詹于萱、陳朝圳
O14-S1-3 應用社經脆弱度指標於山
南投縣為例

地區災害風險評估-以 成瑋、林俊成、王培蓉

O14-S1-4 比較地面光達與手持式移動光達於
徑及樹高測量的功效

市林胸高直 謝漢欽、湯適謙、潘巍
中、潘孝隆、陳瑋旋

王培蓉、林俊成、吳孟珊
O14-S1-5 高風險山 居民環境態度與風險認知初探
O14-S1-6 公、私有林森林經營輔導實務案例及林農認知程度 陳建璋、羅弘霖、陳朝圳
調查
O14-S2-1 惠蓀國家森林遊樂區美景價值之抗議性樣本分析
O14-S2-2 雪山地區臺灣冷杉之 積式推估

林彥妤、柳婉郁
李佩樺、曾彥學、曾喜育

O14-S2-3 考量碳給付與伐採強度下純林轉為混合林經濟效 林佑儒、柳婉郁
益之分析
O14-S2-4 筍農選擇銷售通路因素之探討-以臺中市潭子區綠 洪伍陽、顏添明
竹筍產銷為例
O14-S2-5 民眾對林木伐採態度及其影響因子之探討-以臺中 黃喬鉯、顏添明
市為例
O14-S2-6 惠蓀國家森林遊樂區經營績效之分析-IRPA、IAA 陳品溱、柳婉郁
分析法之應用
O14-S2-7 氣候變遷教育融入高中碳循環課程
O14-S3-1 運用競爭指數探討楓香人工林生長與競爭之關係

劉奇璋、陳瑋菱
廖科澄、顏添明

O14-S3-2 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提高臺灣大眾環境素養的實 許嘉軒、林德恩、劉奇璋
踐社群
陳奐存、余家斌
O14-S3-3 森林浴體驗對於睡眠品質影響之研究
O14-S3-4 考慮土地利用轉換下台灣森林生態系服務價值之 莊晴、柳婉郁
評估
O14-S3-5 探討水環境巡守志工參與河川生態監測培力的動 林嘉恩、劉奇璋
機、學習過程與學習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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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表
發表編號

題目

作者

O14-S3-6 探討 BBS TW 公民科學家的參與動機、學習歷程與 彭詩婷、方偉達、劉奇璋
學習成果
O14-S4-1 陽明山國家公園鹿角坑生態保護區經營管理效能 鍾莉文、盧道杰
評量
O14-S4-2 山林燒墾、原住民發展、及生物與文化多樣性保育 巴清雄、盧道杰
- 屏東縣霧台部落的個案研究
O14-S4-3 臺灣保護區經營管理效能初探
O14-S4-4 民眾對茶油產業認知之探討

楊邵閔、盧道杰
謝偉民

O14-S4-5 以法院裁判書探討木 盜伐之影響因素-以臺北、士 吳名哲、黃名媛
林和新北地方法院為例
O14-S4-6 臺東縣公有地受保護樹木之調查研究-以 8 個鄉鎮 陳鈺茹、王志強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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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經營與人文社會組(教師 研究人員)
保護留區環境教育培力：以南澳闊葉樹林自然保留區為例
高偉誠 1* 劉奇璋 1
國立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10617 台北
*
通訊作者，vul3cjp1108@gmail.com
1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摘要
南澳闊葉樹林自然保留區歷年以累積許多學術研究成果，顯示其生態資源和演化
過程之重要性，惟近年訪客有增加趨勢，據瞭解亦有未經申請而私自進入之情事
此保留區也與金洋部落居民的生活圈重疊，引起了緊張關係 為了協助地方落實
保留區之生態環境教育，互助互惠爭取在地居民對自然保保留區的支持，故召募
當地生態解說人員並進行培力訓練，協助設計環境教育活動，規劃適當遊程路線，
以降低對自然保留區的遊憩壓力，並成立單一接待窗口，提升當地以環境教育為
骨幹之生態旅遊經濟收益 此培力目前還在進行階段，學員們前六堂的課程之中
學習環境保護留區之定義以及實際於導覽期間的技巧與辦法，也在講師的帶領之
下進入南澳闊葉樹林自然保留區觀察內部動植物之種類，經 紀錄以及建檔之後
納入成為導覽摺頁的內容，為了與金洋部落之文化結合，近期還在訪談部落內的
耆老這些保留區內的動植物在泰雅族傳統文化之中所 表的意涵以及使用方式
南澳闊葉樹林自然保留區經 此教育培力之後將可以帶動提升此部落經濟效益與
內部居民對於此區域之重視 期望能以此為例，使其他自然保護留區有更多 展
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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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經營與人文社會組(教師 研究人員)
疏

作業對於台南關廟地區大葉桃花心木林分結構變化之影響
彭炳勳 1

1
2
*

唐盛林 1

邱志明 1

詹于萱 2

陳朝圳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森林經營組 10066 台北 南海路 5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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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gisfore.npust.edu.tw

摘要
可果美公司民國 100 年於擁有之關廟農場進行下層疏 ，疏 率 於 25-45%，本
研究設置永久樣區於 100-106 年間調查 14 至 20 年生之幼齡林之桃花心木，以 3
參數 Weibull 機率密度函數進行分析，採最大概似法進行疏 前 後不同疏 度之
徑級分 模擬，結果顯示，經 K-S 檢定其 Dn 值均小於臨界值(D0.05)，所推估之
Weibull 機率密度函 數於不同 時期之林 分徑級分 推估良 好，檢測 通過率達
100%，表示此方法可有效表示各時期之林分徑級分 情形，各 Weibull 函數參數
方面，a 值年平均增加量疏 區 於 0.81-0.93，均大於對照區 0.26，b 值於疏 前
後 疏 後 6 年，對照區的變化為 13.5 13.5 14.5，留存 1,200 株/ha 為 12.9 10.0
12.2，留存 1,000 株/ha 為 9.9 10.7 9.1，留存 800 株/ha 為 13.6 12.3 14.7，對
照區 留存 800 1,200 株/ha 樣區，下層疏 後使分 曲線基部範圍變小(b 值變小)，
後隨林齡增加而變大；另留存 1,000 株/ha 者是 1,800 株/ha 調整而來，疏 強度
高(株數疏 率 42.2%，斷面積疏 率 26%)，疏 後胸徑分 趨向較大徑級，b 值
隨徑級分 增加，但疏 後 1 年調查 現小徑級留存木大量枯死，b 值 10.7 降
為 7.9，推測應為疏 強度過高使立地環境快速改變，留存木適應不良枯死，造成
徑級分 縮短，b 值先變小，之後再隨林齡增加而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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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經營與人文社會組(教師 研究人員)
應用社經脆弱度指標於山

地區災害風險評估

—以南投縣為例
成瑋 1
1
*

林俊成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10066 台北
通訊作者，pjwang@tfri.gov.tw

王培蓉 1*
南海路 53 號

摘要
天然災害風險高低取決於天然災害程度與脆弱度高低之交互影響，而脆弱度則受
實體環境 社會經濟條件而有所不同 脆弱度(vulnerability)可分為生態脆弱度與社
會脆弱度兩大概念，後者為探討人類社會系統對於災害的應變和預防的能力，而
若加上經濟產業的考量則合成社會經濟脆弱度(Socio-economic vulnerability)；一個
地區的人口結構 產業特性及資源分配等特性是影響 地區的社會經濟脆弱度的
重要因素 本研究從脆弱度定義選出具 表性的指標變數 24 ，經指標單位調整
前後的熵權重，計算南投縣各鄉鎮社會經濟脆弱度值數(SeVI) 依權重值排序結
果，得到原住民人口比率 醫院救護車輛數，以及工商及服務業全年生產總額等
三 因素為影響 區域脆弱度的最主要因素；依南投縣各鄉鎮 的社會經濟脆弱
度值數排序，則以仁愛鄉 信義鄉 集集鎮與水里鄉的社會經濟脆弱度為最高
本研究透過社經脆弱度指標，得以評估高風險區位及脆弱度的主要因子，可做為
後續政策調整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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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經營與人文社會組(教師 研究人員)
比較地面光達與手持式移動光達於

林

胸高直徑及樹高測量的功效
謝漢欽 1* 湯適謙 1
1
*

潘巍中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10066 台北
通訊作者，mickey@tfri.gov.tw

潘孝隆 1

陳瑋旋 1

南海路 53 號

摘要
為能客觀且快速提供
林木測量的重要屬性，做為評估
林生態系調節功能
之服務價值評估的重要基礎資訊 本研究以台北植物園裸子植物區的 18 個樹種 110
棵樹木為研究對象，採用 FARO Focus 350 地面雷射掃描儀及 Geo SLAM 手持式移
動雷射掃描儀掃描試驗區的 3D 全景，獲得每木的 3D 點雲 分別在 Lidar360 林業
點雲處理工具模組系統上，以半自動演算方式測量林木的胸高直徑(DBH)及樹高
(H)，將兩種掃描儀求得的 DBH 及 H 與實地傳統直徑尺測量的 DBH 及雷射測高儀
測量的 H 進行配對統計值平均值比較及線性迴歸分析 結果 現 FARO Focus 350
不論在 DBH 及 H 量測值 比 Geo SLAM 接近實測值，其 DBH 平均小於實測值
1.91cm，H 平均值略高於實測值 0.37m；DBH 與實測值迴歸的估計標準誤差(RMS)
為 1.55cm，H 為 0.797m，其量測精度未來可以應用在
林的樣區調查上 手持
式 Geo SLAM 操作容易，配合走動式掃描可避免掃描遮蔽效應，並能配合手機或
PDA 展現及時運算及繪圖的優點，較適用於 3D 場景的建置，唯目前的掃描的點
雲密度及有效掃描距離仍有限制，僅適用於 H 低於 10m 之有效量測 後續研究將
對這兩種雷射掃描儀的點雲資料應用於樹木枝下高 樹冠高 樹冠幅及葉面積屬
於
林木重要的調查 目進行測計功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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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經營與人文社會組(教師 研究人員)
高風險山

居民環境態度與風險認知初探
王培蓉 1* 林俊成 1

1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10066 台北
通訊作者，pjwang@tfri.gov.tw

吳孟珊 1
南海路 53 號

摘要
全球氣候變遷所導致的極端氣候，為山 地區帶來重大災害 尤其臺灣屬於高災
害風險地區，颱風 地震 崩塌 土石流等天災， 以山坡地開 ，造成環境脆
弱度提高，整體環境對於災害的承載能力降低， 社稷民生暴露於高風險 為此，
本研究從風險調適的觀點，選擇南投縣為研究區位，分析不同空間尺度之風險等
級；再從中挑選高社經風險區位，採用質性與民眾問卷調查方法，提出隱性指標
對社區受災的解釋能力 區位選擇以仁愛鄉 信義鄉 集集鎮與水里鄉的社會經
濟脆弱度為最高，再從中篩選相鄰的水里鄉上安
信義鄉人和
豐丘
地
利 等兩鄉四 ，進行環境風險認知與土地利用行為的分析 問卷設計旨在比較
不同性別 族群與區位在 氣候變遷感知
對氣候風險的趨避行為 以及 對
氣候災害的知識與調適策略 三個大題 的差異；結果可驗證原住民對災害區位
的傳統生態知識 對土地低度利用及風險分散等作法，有助於提高社區恢 力與
強化韌性，對高脆弱度的小尺度防災規劃，可提供更細膩的操作策略

口頭

表-經營與人文社會組-5

口頭 表-經營與人文社會組(教師 研究人員)
公

私有林森林經營輔導實務案例及林農認知程度調查
陳建璋 1

1
2
*

羅弘霖 2

陳朝圳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912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
亞太熱帶農業研究中心 912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
通訊作者，cct@gisfore.npust.edu.tw

摘要
臺灣全島陸域面積約為 360 萬公頃，其中具 記之林地(國有林 公有林及私有林)
面積近 200 萬公頃，故如何整合林地之生態環境現況，並以森林永續經營之理念，
配合現行法 規章進行林地經營之時間與空間規劃，實為重要 本研究結合產
官 學三方之輔導及協助，針對花蓮縣水璉
高雄縣旗山鎮 南投縣竹山鄉
臺東縣大武鄉及苗栗縣大湖鄉等各縣 政府之公 私有林區域聚集林農參於共同
經營之相關會議，並於會議中進行資料收集，建立公私有林森林經營的作業流程，
後續以問卷調查方式調查森林經營之認同程度，並探討林農對於林業政策認知程
度及營林之意願等，使得林務管理單位可進行區域性之森林永續經營 結果顯示，
透過環境資源調查及林農想法彙整進行森林經營規劃，並撰寫森林經營計畫書，
對於林地後續之經營有實質幫助，而森林經營之認同程度問卷，經調查後共取得
95 份有效問卷，分析後得知，60%林農認為對於林業政策具有一定瞭解，而 70%
具有營林之意願，但對於進行疏 撫育，其意願程度尚不高，其認為疏 撫育利
不及費及疏 木現階段並無 場需求，故未來可藉 公私有林經營輔導及協助，
進行疏 木規劃及產銷，使得活化森林並增加林農的營林意願，達森林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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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經營與人文社會組(研究生)
惠蓀國家森林遊樂區美景價值之抗議性樣本分析
林彥妤 1
1
*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40227 台中
通訊作者，wyliu@nchu.edu.tw

柳婉郁 1*
南區興大路 145 號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評估惠蓀國家森林遊樂區之美景價值，並探討是否具有抗議性想法
與社經背景之相關性，並進行區別分析 Heckman 二階段選擇模型 羅吉斯迴歸
四種 OLS 迴歸分析 本研究採用非 場價值評估法中的願付價格法來評估美景價
值 本研究共計 放 250 份問卷，回收之有效問卷共計 223 份，問卷回收率為
89.2% 研究結果顯示惠蓀遊客每人每年冬季美景價值為 2,884 元，夏季美景價值
為 2,905 元，分別乘上 2016 年惠蓀各月份之遊客人次，計算結果得到惠蓀國家森
林遊樂區之美景總價值為 473,978,430–474,755,774 元，顯示惠蓀美景十分具有價
值 而在排除抗議性樣本後之每人平均每年願付價格皆增加，其中以青蛙石步道
及松風山步道增加的願付價格最多，分別為 50.8 元/年/人 47 元/年/人 惠蓀國家
森林遊樂區的冬 夏季總美景價值也增加為 541,008,036 元/年與 540,092,920 元/
年 本研究共 223 位受試者中，其中 52 位具有抗議性想法，以青蛙石步道之抗議
性樣本數最多；松風山步道與湯公碑步道次高；台灣藍鵲及螢火蟲之抗議性樣本
數最
抗議性想法各類別的數量以 應 政府單位支付 最多，共 131 位，佔
49.2%；次之為 已繳稅，即可作為贊助 ，共 72 位，佔 27% 而根據各迴歸結果
顯示：年齡越低 月所得越高 居住外地 停留時間越久的遊客，越有可能具有
抗議性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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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經營與人文社會組(研究生)
雪山地區臺灣冷杉之
李佩樺 1
1
*

曾彥學 1

積式推估

曾喜育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台中 南區興大路 145 號
通訊作者，erecta@dragon.nchu.edu.tw

摘要
臺灣冷杉(Abies kawakamii)為分 臺灣亞高山海拔 3000-3600 m 的特有種，多形成
幾近單一優勢種之純林 臺灣冷杉因以生態保育為主之低密度林業經營方式，生
產收獲相關研究較 ；最早 積式為民國 52 年 楊寶霖和石子 利用航空照片判
釋林分密度，以視差法量測樹高來估計林分 積量 林務局葉楷勳在民國 62 年以
地面樣區取樣所得林木 積建立臺灣冷杉 積式，此亦為目前臺灣冷杉蓄積推估
所採用的 積式 受 2015 年蘇迪勒颱風影響，雪山地區臺灣冷杉的風倒木數量豐
富，因此本研究以此為 料，透過區分求積法計算各樣本的幹 積，套用 6 種
積式以選取最適者，建立臺灣冷杉 積式與蓄積量推估 目前已完成 6 棵臺灣冷
杉樹幹解析，胸徑 於 32.5-83 cm，樹高 於 17.7-35.8 m，樹齡 於 149-239 年，
數據處理以每 10 年為單位，共得 119 筆樹高及胸高直徑推估資料及單木 積值
積式分析測試 現，以 Schumacher formula 在小徑木及大徑木的配適較好，
Generalized combined variable formula 在中等徑木有較佳配適結果 評估各 統計
參照值，以及解析觀測值帶入 積式的數據分 ，並比對 1936 年八谷正義於志佳
陽地區量測之 積值， 現 Schumacher formula 為目前分析的最佳 積式， 積式
為 V=0.0001042D1.68943 H1.06495 未來應新增樣本數，以測試最佳 積式的準確性，
並校正大徑級的生長趨勢，以重新編列 積式提供進行驗證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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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經營與人文社會組(研究生)
考量碳給付與

採強度下純林轉為混合林經濟效益之分析
林佑儒 1

1
2
*

柳婉郁 2*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學生 402 台中 南區興大路 145 號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專任教授 402 台中 南區興大路 145 號
通訊作者，wyliu@nchu.edu.tw

摘要
同齡純林搭配皆 作業為傳統生產木 為目標之森林經營模式，但此經營方式並
不符合多目標永續經營，而混合林經營是一種符合 多樣性 之育林策略，本研
究之目的為探討同齡純林轉為混合林之經營模式，模擬柳杉之同齡純林在固定的
採強度下進行 採作業，並補植原生闊葉樹種-樟樹，木 收入與碳給付為林主
之主要收入，扣除造林 管理撫育以及 採成本後進行折現計算土地期望價值，
並分析不同的 採時間
採強度與碳價格等關鍵變數的影響 以本研究之模擬
計算結果探討如何提升同齡純林轉為混合林之價值，可藉 降低造林 管理撫育
以及 採成本，提高碳價格，藉此提升木 收入與碳給付，雖然增加 採強度可
提高柳杉林之 採量與種植樟樹之面積，提高木 收入與碳給付，但隨著 採強
度提升， 採作業進行的同時亦對森林生態造成嚴重衝擊，若只顧提高林地之產
值，將喪失改變同齡純林之林相，營造混合林之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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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經營與人文社會組(研究生)
筍農選擇銷售通路因素之探討
潭子區綠竹筍產銷為例

-以臺中

洪伍陽 1
1.
*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40227 臺中
通訊作者，tmyen@nchu.edu.tw

顏添明 1*
南區興大路 145 號

摘要
綠竹筍為臺灣食用的重要筍種之一，其總產值在 2017 年農產品批
場交易高達
1.6 億，遠較其他筍種為高，具有高經濟價值，根據過去研究竹筍產銷模式可分為
四種，傳統直銷 盤商收購 共同運銷及網路銷售 這四種產銷模式在銷售特性
不同，筍農可依經營特性及經濟規模選擇產銷方式 過去較 研究探討筍農選擇
產銷模式的原因，然而此資訊在竹筍產銷分析上很重要，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筍
農選擇銷售通路因素，並以臺中 潭子區為例，此地區為綠竹筍重要產地，研究
採用半結構式訪談蒐集資料，分析筍農對銷售通路的看法及選擇產銷通路的影響
因素 受訪者以中老年筍農為主，其對於傳統方式銷售較為孰悉，認為網路銷售
方面風險高 網路使用困難及可能成本提高等問題，所以其接受度不高 受訪者
選擇銷售通路會受到價格 便利性 種植面積及背景所影響 在價格方面，直接
銷售比盤商收購能獲高收益；在便利性上，竹筍交 盤商進行分級，並承擔銷售
風險，對筍農而言為較便利的處理方式；在種植面積的大小上，可瞭解竹筍收益
可是否可做為主要收入的來源 綜合上述，筍農對於網路銷售多呈負面看法，仍
以熟悉銷售通路，如傳統直銷 盤商收購為主要選擇，但對共同運銷的認知仍有
所不足

口頭

表-經營與人文社會組-10

口頭 表-經營與人文社會組(研究生)
民眾對林木

採態度及其影響因子之探討-以臺中
黃喬鉯 1

1
*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40227 臺中
通訊作者，tmyen@nchu.edu.tw

為例

顏添明 1*
南區興大路 145 號

摘要
目前臺灣木 自給率不到 1%，因此提高木 自給率有其必要性，森林若未能實施
正常 採收穫，將不利於 揮森林之多元功能及永續經營，因此合理的收穫規劃
為當前森林經營之重要課題，過去林木收穫常受到來自民眾的壓力與質疑，所以
進行政策擬訂或經營規劃時，應將民眾對林木 採的態度納入考量，以利政策的
推行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民眾對林木 採的態度及其影響之因子，以臺中
為例進行問卷調查，問卷內容包括：環境價值 森林價值 林木 採態度及個人
背景四個部份，調查時間於 2018 年 7 月，共 放問卷 180 份，回收有效問卷 169
份 研究所得結果顯示，在環境價值與森林價值的部份，受訪者普遍認同自然資
源有限及森林具有環境保育功能的概念；而在林木 採態度部份，多數受訪者認
為天然林不可進行 採，但人工林則可進行 採；此外，多數受訪者也認為在永
續經營及環境生態保育的前提下，森林可以適度的進行 採 在影響民眾對於林
木 採態度的因子中，森林價值會影響民眾之 採態度，較認同森林價值(環境保
育及經濟利益)者，也會較認同森林可以進行合理的 採；在受訪者的背景 目中，
女性較不認同林木可以進行 採 本研究所得之結果將可供相關單位作為林木
採政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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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經營與人文社會組(研究生)
惠蓀國家森林遊樂區經營績效之分析
-IRPA IAA 分析法之應用
陳品溱 1
1
*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402 台中
通訊作者，wyliu@nchu.edu.tw

柳婉郁 1*

國光路 250 號

摘要
隨著經濟提升，國民對於旅遊需求提高，且根據交通部觀光局 (2016) 統計資料顯
示，旅遊從事活動以 自然賞景活動 比例最高，佔 62.8%，故森林遊憩需求現
成為重要一環 本研究以問卷方式對於惠蓀國家森林遊樂區的遊客進行調查，而
對於惠蓀經營管理者而言，良好的服務品質有利於提升遊客的滿意度，故利用有
效的服務品質衡量工具以得知服務品質改善優先 序，進而增加遊客之滿意度，
有 於此，本研究之目的是利用 IRPA IAA 分析方法所推估出惠蓀內的服務品質
優先改良 序的結果進行探討，以及得知惠蓀遊客的滿意度與忠誠度狀況 研究
結果顯示：(1) 遊客對於惠蓀的服務品質以自然資源構面 (動植物種類豐富；林相
美觀；自然資源獨特性；空氣品質；河川水質乾淨程度) 及身心影響構面 (放鬆身
心與減輕壓力；進行環境教育；增進社交情感) 的滿意度平均值較高 (2) IRPA 分
析及 IAA 分析結果中，以惠蓀國家森林遊樂區之價格構面 (商品；餐飲；門票)
公共設施構面 (廁所 涼亭及 憩椅子 垃圾桶之數量配置；無障礙空間設施)
衛生環境品質構面 (住宿；餐廳) 及經營管理構面 (安全警告標示清楚；行銷取得
便利) 等服務品質屬性需優先改善，以提升遊客對於惠蓀之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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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經營與人文社會組(研究生)
氣候變遷教育融入高中碳
劉奇璋 1
1
*

環課程

陳瑋菱 1*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10617 台北
通訊作者，t971008@ms.sfhs.ntpc.edu.tw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摘要
臺灣在空間上為受氣候與環境變遷衝擊的致災高風險區域，對於國人實施氣候變
遷教育之工作以因應未來新的困境為刻不容緩 本研究借鏡美國 PINEMAP(The
Pine Integrated Network: Education,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Project) 計畫中的中
學教育 SFCC(Southeastern Forests and Climate Change) 課程模組，結合森林資源與
氣候變遷的科學概念，配合高中一年級基礎生物 碳 環 課程，加入以地方為
基礎之環境教育設計，探討不同實驗組別之參與學員於碳 環 氣候變遷之學習
成效及其環境素養之差異 研究以課程前 後問卷調查法進行學習成效之量測
結果顯示融入氣候變遷議題於碳 環課程中之學員(n=36, n=40)其對碳 環及氣候
變遷知識之學習成效顯著高於未融入氣候變遷議題之學員(n=35)，而其中以地方為
基礎之環境教育課程設計之組別(n=40)，其上述兩 知識之學習成效亦顯著優於僅
使用 SFCC 課程模組所提供之課程內容之組別(n=36) 說明除了融入氣候變遷議
題有助於碳 環知識的學習外，以地方為基礎的課程設計更能顯著提升學員的學
習成效 研究於環境素養各構面的評估中，除了環境概念知識內涵外，其餘向度
如：環境覺知與環境敏感度 環境行動經驗及行為意圖，包含整體環境素養之平
均成績，於各組內皆有顯著進步，但於組間的差異並不明顯；環境倫理與價值觀
之構面則於各組內及組間皆無顯著差異，相關原因探討將以未來之質性研究分析
作為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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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經營與人文社會組(研究生)
運用競爭指數探討楓香人工林生長與競爭之關係
廖科澄 1
1
*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系 40227 台中
通訊作者，tmyen@nchu.edu.tw

顏添明 2*

南區興大路 145 號

摘要
在同齡林的純林中，林木競爭作用為影響單木生長的重要因子 人工林的 展以
幼齡林生長較為快速，競爭對生長的影響也較為明顯，因此探討兩者間的相關性
有其必要性 楓香(Liquidambar formosana)為具有經濟價值的樹種，且造林面積在
臺灣分 廣泛，為重要的闊葉樹造林樹種 本研究以中興大學惠蓀林場 7 年生楓
香人工林為對象，設置 4 個永久樣區，以單木的觀點，採用距離獨立(Glover
Lorimer Daniels)與距離相依指數(Hegyi 平均生長空間)並配合不同的搜尋半徑
(3.05 3.99 4.89 5.64 6.31)，探討競爭作用與平均生長量之相關性並建立迴歸
式 結果顯示，楓香人工林已呈鬱閉狀態(林分鬱閉度達 115%)，在各種性態值之
平均生長與競爭指數的相關分析中，胸徑 樹高 樹冠長 樹冠半徑
積與胸
高斷面積與所有的指數 具有顯著相關，唯平均生長空間指數與樹高 枝下高和
樹冠長和 Glover 指數與枝下高的相關性未呈顯著 就整體而言，以胸徑與競爭指
數的相關性最高 在各種性態值之平均生長迴歸式中，不論在距離獨立指數或是
距離相依指數 具有良好的效果 在幼齡期的楓香人工林中，兩種競爭指數皆可
解釋競爭對生長的影響
於本研究目前僅有一次調查資料，未來將進行後續調
查，以建立楓香幼齡林之競爭與生長之關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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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經營與人文社會組(研究生)
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提高臺灣大眾環境素養的實踐社群
許嘉軒 1
1
2
*

林德恩 2

劉奇璋 1*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通訊作者，chichangliu@ntu.edu.tw

公民科學在近年來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被視為科學研究的重要途徑之一 公民科
學計劃往往可以幫助科學家進行大尺度的資料蒐集，進而達成顯赫的科學 獻
然而，亦有許多的研究顯示，公民科學計畫不僅僅對於科學有所 獻，對於社會
資本的提升 評估政策制定的可行性 甚至是參與在其中的志工(或稱公民科學家)
的科學及環境素養有所提升 因此本文將以臺灣在地的公民科學計畫－臺灣動物
路死觀察網(以下稱路殺社)，作為個案研究對象 本文以資料分析和觀察及訪談的
方式，探討其內部運作方式與實踐社群理論間的對應關係 結果顯示，路殺社團
員們 展出一套共享的工作方式，並完成某些特定的行動；參與的成員們 對其
特定的主題有較深的知識或熱情，而這類社群的成員所包含的個人角色與經驗
不盡相同；對於實踐社群的三大要素－範疇(domain) 社群(community)以及實踐
(practice) 有相呼應的社團宗旨與行動等 此外，路殺社對於台灣大眾之環境素養
提升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於公民科學在近年來才逐漸興起，故以實踐社群
理論來探討公民科學計畫的內部運作模式的研究較
本文將成為未來公民科學
計畫研究的開端，盼對往後之相關研究有所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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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經營與人文社會組(研究生)
森林浴體驗對於睡眠品質影響之研究
陳奐存 1* 余家斌 1
1
*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通訊作者，d06625002@ntu.edu.tw

10617 台北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摘要
接觸自然在文獻中已經證實可促進生心理健康有益於公共衛生 現 國內 24.39%
之 15 歲以上民眾正面臨失眠等問題，睡眠品質不良會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之風險
並引 情緒 記憶力等問題 目前雖有研究指出森林浴體驗改善主觀的睡眠品質，
但在客觀指標上僅 total sleep time 與 immobile time 等指標有顯著差異 精確的睡
眠品質必須以醫療級睡眠檢測系統(Polysomnography, PSG)等儀器進行量測，故為
了更有效的了解睡眠品質的改善情形，本研究以和 PSG 呈高相關信度的 Fitbit 手
環收集資料，並連續觀察森林浴前後 2 週的睡眠狀態，透過森林浴前，中，後的
變化，更進一步了解森林浴體驗改善睡眠品質的效果 本研究以溪頭自然教育中
心為研究地點進行兩天一夜的森林浴體驗，共 16 位學生作為受試者，平均年齡
24.06±6.52 歲，睡眠品質資料收集使用 Fitbit Alta HR 運動手環收集不同階段睡眠
狀態，分別為醒著 快速動眼期 輕度睡眠 深度睡眠與總睡眠時間 受試者於
實驗過程中皆全程穿戴手環，並在森林浴前兩週 森林浴當日 森林浴後兩週等
三個時段進行數據收集 實驗結果顯示總睡眠平均時間 輕度睡眠平均時間及深
度睡眠平均時間在森林浴前 後時段有顯著提升，研究結果證明森林浴體驗能夠
提升睡眠品質，亦建議能夠作為改善國人睡眠問題之可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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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經營與人文社會組(研究生)
考慮土地利用轉換下台灣森林生態系服務價值之評估
莊晴 1
1
*

柳婉郁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系，台灣台中 南區興大路 250 號
通訊作者 Email: wyliu@nchu.edu.tw

摘要
近年來環境改變和氣候變遷，全球對於環境議題的關注增加，各國也逐漸制定和
施行環境相關的政策，在各個對於對環境的政策中，生態系服務給付 (Payment of
Ecosystem Services, PES) 是近年來重要的議題 生態系服務給付(PES)的政策中，
針對土地利用轉換的生態系服務給付(PES)為近期成為研究重點之一，因為土地利
用變更 (Land-Use Change) 亦會對生態系統服務 (ES) 的價值造成改變然而目前
較多的研究著重於參與生態系服務給付政策之意願 或是生態系服務之價值研
究，較 會針對土地利用轉換之生態系服務給付政策和金額進行研究 故本研究
將針對台灣土地利用行轉換之生態系服務系統之給付金額進行探討，以檳榔園
耕農地以及裸露地為對象，評估不同的土地利用類型之轉換造林，針對生物多
樣性 碳儲存以及病蟲害防治之生態系服務，探討其生態系服務給付之金額之範
圍，本研究以選擇試驗法計算生態系服務之給付金額上限，且 結果可 現台灣
民眾，願意支付較高的金額進行檳榔園的土地利用轉換，對於在 耕農地的土地
利用部分則較無轉換之意願 本研究之結果，可做為未來政府在建立以土地利用
轉換之生態系服務給付相關政策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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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經營與人文社會組(研究生)
探討水環境巡守志工參與河川生態監測培力的動機 學習過程
與學習產出
林嘉恩 1* 劉奇璋 1
國立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
通訊作者，r06625050@ntu.edu.tw
1

10617 台北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摘要
公民科學的目標為增進參與者 即志工 對於科學方法的認識，改變對於科學及
環境的態度 志工透過參與培訓課程學習相關知識，並實地進行科學研究 動機
是志工得以加入並持續參與的核心，也是持續在其中學習的基礎，因此，在擬訂
公民科學計畫時，需要考量志工的參與動機及學習歷程，以便更有效地招募志工
維持他們的參與程度和學習熱情 本研究旨在探討志工參與公民科學之動機 學
習歷程與學習產出 為達成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問卷 參與式觀察及半結構
式訪談等方式進行 志工參與水環境巡守隊及培力課程的動機包含：認同環境保
育之理念 接觸戶外的同時也能為環境盡一份心力 學習新知充實自我，並且實
踐保護環境的理想 學習生態監測相關知識時，學習與生活經驗相連結 透過與
他人相互幫忙 現地實際操作等方式學習 參與水環境巡守隊後環境素養改變，
從原本對於河川周圍 生的事情無感，轉為積極投入參與，並對於環境周遭的變
化變得敏感，且會與他人分享及討論環境相關議題 水環境巡守隊志工參與河流
生態監測，學習環境知識，記錄環境變遷 透過環境行動傳達相關保育相關概念，
以促進公民參與 期望能提供未來水環境巡守隊辦理河川生態監測之規劃與修正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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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經營與人文社會組(研究生)
探討 BBS TW 公民科學家的參與動機
彭詩婷 1* 方偉達 1

1
2
*

學習歷程與學習成果

劉奇璋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11677 台北 文山區汀州路四段 88 號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助理教授 10617 台北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通訊作者，ingya0228@gmail.com

摘要
公民科學係指 科學家主導與分析，讓參與的群眾一同收集大尺度的生態研究資
料 公民科學所擁有的優勢除了補足傳統以科學家資料蒐集緩 困難的問題，同
時可作為大眾接觸環境教育的重要媒
然而目前國內關於公民科學的研究 偏
向於如何更有效組 公民科學家，與探討公民科學家蒐集的數據是否夠精確能直
接利用，但對於公民科學家的參與狀況卻甚 被研究 有 於上述的問題，本研
究以 BBS TW(臺灣繁殖鳥類大調查)公民科學計畫為研究對象，將藉
Falk 和
Dierking 提出的自 選擇學習(Free-choice learning)理論中的學習模式，了解公民科
學家的學習歷程中受那些因素影響 主要運用量性的問卷調查，輔以質性的參與
觀察和半結構式訪談，針對公民科學家參與時的參與動機 學習歷程與學習成果
進行深入探討 在預試問卷中 BBS TW 的公民科學家最初的參與動機以能夠親近
自然 可以為生態盡一份力等因素最多，但同時背景知識的不足也影響著新手的
參與意願 在學習狀況上，會 現多數參與者有賞鳥習 ，且調查時多與朋友一
同調查，相互詢問鳥音鳥種是學習的主要方式之一 期望藉 研究結果了解公民
科學家後，對公民科學計畫提出建議，以利其更有效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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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經營與人文社會組(研究生)
陽明山國家公園鹿角坑生態保護區經營管理效能評量
鍾莉文 1* 盧道杰 1
1
*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10617 台北
通訊作者，dandaa1202@gmail.com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摘要
本研究採用增進我們的襲產方法 (Enhancing our Heritage)，以文獻回顧 訪談 焦
點團體及參與式工作坊等質性方法，從 2017 年 2 至 12 月，共訪談 18 位 20 人次
權益關係人，舉辦 6 次工作坊，來評量陽明山國家公園鹿角坑生態保護區經營管
理效能 結果顯示，其價值或宜以地景，尤其是火山為主；生物多樣性價值則著
重野生動物庇護所與溪流生態系等 壓力主要為公用設備及服務 目 採集陸生
植物及外來種等，還屬輕微 參與的權益關係人主要為政府機關，保育志工及學
術團隊 計畫書的表現尚可，然因缺乏可直接導引經營管理工作的策略框架，主
要價值與目標不明確，也沒整體的監測機制 員工能力良好，經營管理動作主要
集中於楓林瀑
待加強處有：經營管理規劃 監測與評量 回報等，軍方與電
台區的資料取得也待加強 跟磺嘴山生態保護區的評量結果比較，鹿角坑生態保
護區的壓力多了：房屋及
化 公用設備及服務 目 採集陸生植物等 目；
沒有：本土問題物種 可再生能源 兩個個案經營管理效能評量結果顯示：生態
保護區缺乏經營管理規劃，未有明確的主要價值與目標，缺乏經營管理施行框架
這或是國家公園規劃體系後續應積極面對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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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經營與人文社會組(研究生)
山林燒墾 原住民

展 及生物與文化多樣性保育- 屏東縣霧
台部落的個案研究
巴清雄 1* 盧道杰 2

1
2
*

國立臺灣大學農藝學系 10617 台北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10617 台北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通訊作者，d94621102@g.ntu.edu.tw

摘要
本研究以屏東魯凱族霧臺部落為例，自 2005-17 年，採用質性研究取徑，透過參與
觀察 訪談及公眾參與式地理資訊系統，跟航照圖分析，描述與探討其山 燒墾
地景的變遷與在文化與生物多樣性上的作用，及其未來的保育機制
結果顯示，霧臺農民
傳承混植 輪耕的山 燒墾方式，搭配部落內的社會體
制與 俗儀典，交換訊息與集體決策，是集體的土地資源利用，不僅提供部落族
人全時的糧食，保存作物多樣性，也維護生物多樣性，有調適氣候變遷的機制，
也是原住民旅遊的特色之一 本研究認為，霧台部落過去憑藉著淡水水源不穩定
單位農地小 純手工等與運輸的高成本，克服私有地居多與工業農業引進的問題，
配合觀光 展與文化祭儀需求，維持住霧台的山 燒墾地景 2000s 以後，部落觀
光 展日益興盛，政府也推出友善環境農業計畫，加上社會養生風氣，已有部分
退 族人與年輕人返鄉，大大減緩山 燒墾地景的縮減 本研究建議肯認部落自
主的山 燒墾實踐，強化社會與自然系統的連結，將山 燒墾地景納入防災系統，
增加社區保育的政策支持，適當修 維護農路系統，或可提高霧臺傳統山 燒墾
地景的永續性，以能持續在文化與生物多樣性保育及山區原住民 展上，扮演主
動積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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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經營與人文社會組(研究生)
臺灣保護區經營管理效能初探
楊邵閔 1* 盧道杰 1
1
*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通訊作者，adadolphus@gmail.com

10617 台北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摘要
本研究於 2008-2011 年間，應用世界自然基金會 (WWF) 的保護區經營管理快速評
量與優先設定法 (RAPPAM)，綜整評量臺灣林務局設置超過五年以上的 43 座保
護區 (含自然保留區 自然保護區及野生動物保護區)，分析所面臨壓力與經營管
理效能，期供經營管理機關政策與實務參考
研究結果指出，保護區經營管理壓力 來自人類行為，生物資源的使用 生普遍，
累積綜合影響力亦高；汙染的累積綜合影響力
領先其他 目；改變自然系統
物種入侵及難題也是保護區較常見且嚴重的壓力 個別保護區多無法單獨應對這
些壓力，各級主管機關需以整體性思維優先防範 保護區經營管理效能評量結果
指出， 規劃 元素所屬各主題，普遍具有不錯的表現
投入 元素：溝通與資
訊 基礎設施表現不錯，惟在員工及 務得分偏低 過程 元素：經營管理決策
表現不錯，惟在經營管理計畫及監測 研究與評價得分偏低
本研究建議保護區經營管理機關應加強經營管理計畫，包括基礎資源調查 經營
管理事 與保護區面臨之壓力的聯結等 同時，善用既有的 保護區系統以外，
但同樣能夠促進保育成果的政策工具，以突破保育人力與物力資源不足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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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經營與人文社會組(研究生)
民眾對茶油產業認知之探討
謝偉民 1*
1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10610 台北
通訊作者，g1201206@gmail.com

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摘要
台灣民眾在選購茶油產品時，其來源和品質為優先考量，因此瞭解消費者其產業
的認知程度，成為探討茶油產業的重要課題 如何讓消費者在評估商品的過程中
產生較高的認同，並提升其在心目中之價值， 故本研究應用統計分析，來探討台
灣民眾對於茶油相關商品的認知度 本採用問卷調查法，抽取台灣地區的民眾為
調查對象，以研究者所編製的量表為工具，共 出調查問卷 450 份，有效回收問
卷 412 份，有效回收率為 91.6% 採用的統計方法主要包括：次數分配 t 檢定，
以及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問卷資料分析 問卷設計之內容，涵蓋： 食農食
安
社會經濟
產業 展 ，以及 環境保育 等四個主要構面 調查結果顯
示，受訪民眾對國內茶油產業認知部分，不同性別在環境保育方面，達顯著差異；
不同年齡階層則在四個構面上，皆有顯著差異；不同的教育程度在 社會經濟
產業 展 ，以及 環境保育 ，皆有顯著差異；職業狀況則在社會經濟，達顯
著差異；居住地點的不同則在產業 展方面，達到顯著差異 整體而言，國內茶
油產業呈現多種面向，需有不同的創新思維，才能達到產業的永續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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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經營與人文社會組(研究生)

以法院裁判書探討木

盜 之影響因素─以臺北 士林和新北
地方法院為例
吳名哲 1

1
*

黃名媛 2*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通訊作者，myhuang@mail.ncyu.edu.tw

摘要
於民間對珍貴樹種各種用途的需求，使得盜 案件數不斷增加 過去國內關於
盜 的文獻，多應用質性研究深度訪談調查法，對盜 的 生與影響因素進行探
討 因此，本研究透過整理前人研究所提及的影響盜 因素，結合相關盜 統計
資料及法院裁判書的分析，瞭解與量化盜 案件中各影響因素的程度 其中法院
裁判書為司法正式官方文件，其內容對於對犯罪事實 刑事偵查過程 判決結果
等均 加記載 本研究整理臺北 士林與新北地方法院中，與盜 案件相關的裁
判書，進一步系統分析裁判書中與盜 之相關資訊，將其分為裁判基本資料 盜
相關因素 被告資料與所獲判決 結果 現在 2006 年後，臺北地區的盜
生
數逐漸增多，且盜 者多具前科或為累犯，而林產價值 現場巡護強度和交通易
達性同樣是盜 因素之一，警方與民眾在現場對犯罪進行中的即時 現有重要作
用 研究結果期望能提供相關單位作為政策擬定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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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表-經營與人文社會組(研究生)
臺東縣公有地受保護樹木之調查研究-以 8 個鄉鎮為例
陳鈺茹 1
1
*

王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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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針對臺東縣卑南鄉 鹿野鄉 達仁鄉 關山鎮 大武鄉 金峰鄉 太麻里
鄉及臺東 ，共 8 個鄉鎮的公有機關學校樹木進行生長環境 健康狀況調查及風
險評估 記錄樹種資訊及位置定位，匯整 8 個鄉鎮之受保護樹木清單並對其周邊
環境進行調查記錄 匯整出臺東縣受保護樹木之現況，並建議列為保護且給予管
理上之建議，提供更優質的養護技術和更有效率的作業管理 研究結果共記錄了
186 株建議列入受保護之樹木，列入原因依照 森林以外之樹木普查方法及受保護
樹木認定標準 ，樹齡達 100 年以上之樹木共記錄 17 株；樹胸圍達闊葉樹標準
4.7m 針葉樹標準 2.4m 以上共記錄 16 株樹木；樹胸徑達標準之樹木共有 17 株；
樹冠投影面積達 400m2 以上共記錄 6 株，其餘多以具有生態及教育意義為主，並
建議勿過度修剪及改善樹木樹幹基部鋪面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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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森林資源永續發展研討會

口頭發表
論文摘要集
大學組

程序表
發表編號

題目

作者

O20-S1-1 臺灣三種海岸砂生植物耐砂埋特性及其根系力學 林靜娟、張軒瑄、李嶸泰
特性之研究
O20-S1-2 氣候變遷下遊客之地方依戀與旅遊意願影響之研 俞鈜文、柳婉郁
究-武陵國家森林遊樂區為例
O20-S1-3 Close-range
Photogrammetry
with
Spherical Mei-Kuei Lu, Tzeng Yih
Panoramas for Estimating Tree Positions and Lam,
Bo-Hao Perng,
Attributes
Ho-Tung Lin
林虔隆、洪紹翔
O20-S1-4 台北市陽明山華岡區域櫻花種實特性之研究
O20-S1-5 南投月桃地下莖萃取物之活性探討
O20-S1-6 桂竹及刺竹根化學成分與其力學特性關係之研究

施映伶、林均、王升陽
周良虹、章之嘉、李嶸泰

O20-S2-1 杜鵑類菌根菌及暗色隔膜內生菌對金毛杜鵑生長 朱軒儀、許玉貞、黃 迺
與抗脂肪肝成分之影響
育、潘宏裕、張谷璜、張
怡萱、劉癸君、林瑞進
O20-S2-2 香蕉灣海岸林 40 年來演 位階退化
O20-S2-3 南投月桃精油抑制黑色素生成之活性

林倉億、王相華、郭耀綸
黃 芊 綾 、 Kumar, K. J.
Senthil 、 李 蕙 如 、 吳 佩
臻、王升陽

O20-S2-4 惠蓀實驗林場小面積杉木人工林伐採地與其鄰近 張芷寧、林嘉言、 喜育
森林土壤種子庫比較
O20-S2-6 Effects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and Dosage of Yu-Ting Huang, Yi-Chun
Poly-hydroxyl Pentaerythritol on the Properties of PU Chen
Foams Prepared from Castor Oil
市森林生態價值之評估-以新化林場為例
林佑政、柳婉郁
O20-S3-1
O20-S3-2 氣候資訊對於遊客人數影響之研究-以惠蓀森林遊 黃彥翔、柳婉郁
樂區為例
O20-S3-3 因應氣候變遷下森林管理調適與認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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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建成、柳婉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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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大學組
臺灣三種海岸砂生植物耐砂埋特性及其根系力學特性之研究
林靜娟 1

張軒瑄 1

李嶸泰 1*

1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60004 嘉義
* 通訊作者，jtlee@mail.ncyu.edu.tw

學府路 300 號

摘要
臺灣西部海岸為砂岸地形，由於河流之堆積作用，形成砂丘 砂粒易隨風移動掩
埋沿岸砂丘植物(foredune plant)，破壞海岸植物生態，增長沙塵暴 因此，在海岸
砂丘栽植可耐砂埋之砂生植物以定砂及防風，作為保護內陸生態系之 障 本研
究以不同砂埋深度進行砂生植物之耐砂埋試驗，探討馬鞍 (Ipomoea pescaprae)
濱刺麥 (Spinifex littoreus ) 及海埔姜(Vitex rotundifolia) 等三種台灣本土砂生植物
(psammophytes) 之葉部脯胺酸及可溶性糖之變化趨勢，並測定其根系拉拔抗力
單根抗拉強度及單根抗剪強度，以瞭解三種砂生植物之砂埋耐性及根系力學特
性 研究結果顯示馬鞍 及海埔姜之砂埋耐性高於濱刺麥者 三種植物之拉拔抗
力無顯著差異，海埔姜之單根抗拉力顯著大於馬鞍 及濱刺麥，三者之單根抗拉
強度皆具顯著差異，濱刺麥最大，海埔姜次之，馬鞍 則最小，海埔姜之單根抗
剪力顯著大於馬鞍 及濱刺麥者，而濱刺麥之單根抗剪強度顯著大於馬鞍 及海
埔姜者 三種植物之單根抗拉力及單根抗剪力皆隨根徑增加而增加且呈正冪函數
相關，而三種植物之單根抗拉強度及單根抗剪強度皆隨根徑增加而降低且呈負對
數函數相關 本研究結果可做為海岸前沿防風定砂生態工程作業時，選擇定砂植
物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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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遊客之地方依戀與旅遊意願影響之研究
-武陵國家森林遊樂區為例
俞鈜文 1
1
*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402 台中
通訊作者 wyliu@nchu.edu.tw

柳婉郁 1*

國光路 250 號

摘要
氣候變遷是當代全球強烈關 的議題，在聯合國大會中甚至提出氣候變遷是人們
在 21 世紀中所必須急 解決與關 的世界議題 在 IPCC(Intergover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第四次大會中的報告又指出，旅遊業是在全球氣候變遷下最容易受
影響的產業之一，故顯示出針對氣候變遷影響旅遊業之研究是具重要意義的，並
協助園區經營者提供 來適應氣候變遷之政策決策上的依據 本研究以問卷方式
對於武陵國家森林遊樂區的遊客進行旅遊意願之調查 研究在氣候變遷下，遊客
之旅遊意願與遊憩時之活動抉擇是否因氣候變遷適應政策後而有所影響，並以地
方依戀程度將遊客去做劃 ，並比較其差異性 研究結果顯示(1)不同的地方依戀
程度之遊客在重遊意願程度指標皆有顯著的差異 (2)在氣候變遷條件下，遊客之
旅遊意願除了熱浪侵襲皆是呈現負面的影響，又為土石流發生影響最為嚴重 另
外，除了寒害 森林大火 動物流感外，在不同地方依戀程度下皆有顯著性的差
異 (3)實施適應政策後遊客之旅遊意願皆有顯著性的提升，且又以熱浪 動物流
感 蚊子之條件下，不同地方依戀程度之旅遊意願依舊有顯著性的差別 本研究
之結論顯示出實施氣候變遷之適應政策後，將有助於提升遊客之旅遊意願，以降
低氣候變遷對旅遊業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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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range Photogrammetry with Spherical Panoramas for
Estimating Tree Positions and Attributes
Mei-Kuei Lu1*, Tzeng Yih Lam1, Bo-Hao Perng1, Ho-Tung Lin1
1

School of Forestry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 Sec
4, Roosevelt Rd, Taipei, 10617.
*
Corresponding Author, b04605072@ntu.edu.tw
Abstract
This study proposed three close-range photogrammetry methods to estimate tree
positions and tree diameters from spherical panoramas. The three methods are based on
trigonometry principles (TRIGO), trigonometry principles based on slope correction
(TRIGOSLP), and pinhole camera model (TARGET). Twenty-three plots were
randomly established in planted forests. Sample trees were selected with a small basal
area factor (BAF) for measuring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and horizontal distance. A
larger BAF was used to subsample trees for upper stem diameters at 2 and 3 m. Only
fully visible trees were used in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RIGO performed the
worst in estimating tree positions and tree diameters. TRIGOSLP improved the results
of TRIGO to certain extent and was overall accurate but suffered from imprecision.
TARGET performed the best in terms of accuracy and precision in estimating tree
distances, tree azimuth, tree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and upper stem diameters. A
drawback with TARGET method is that a reference board with known width and height
has to be attached to each sample tree, which will be used for scaling. This would
undoubtedly increase field effort in visiting each sample tree and nailing a reference
board, but the trade-off is obtaining nondestructive measures of upper stem diameters,
and possibly tree volume and t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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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陽明山華岡區域櫻花種實特性之研究
林虔隆 1* 洪紹翔 1

1

*

中國文化大學農學院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11147 台北
室
通訊作者，cllin@faculty.pccu.edu.tw.

華岡路 55 號大功館 312

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陽明山華岡區域櫻花林木胸徑與種實特性(包括鮮重 長度 寬度
與厚度)相關性，以利日後櫻花培育所需選種資訊 於桃花源與中國文化大學大倫
館旁之櫻花樹選取樣木，量測胸徑並採集種實藉以了解其在地區與樣木間之差
異 以地區為第一層而樣木為第二層之層級 類法進行種子特性之變異數 析，
變源如達 5%顯著水準，則以最小顯著差異法進行均數間比較；然後進行樣木胸徑
－種子特性間相關 析，相關係數如達 5%顯著水準，則進行樣木胸徑－種子特性
間迴歸 析 結果顯示：在地區間，桃花源種子之鮮重(0.1572g) 寬度(6.70mm)
與厚度(5.50mm)三者和大倫館者(0.1535g, 6.04mm 與 4.87mm)無差異，但長度
(9.54mm vs.7.78mm)則呈現顯著差異 在樣木間，種子的鮮重 長度 寬度與厚度
四者皆呈極顯著差異，以大倫館 5.1 號樣木種子較重且較大(種子的鮮重 長度
寬度與厚度 別為 0.1855g, 9.06mm, 7.63mm 與 5.91mm) 在相關係數部 ，樣木
胸徑 別與種子的寬度和厚度呈顯著負相關；種子的長度 寬度和厚度兩兩間皆
呈極顯著正相關；在迴歸 析部 ，樣木胸徑與種子厚度 種子的長度與厚度
種子的寬度與厚度三者呈現簡單直線迴歸，種子的長度與寬度甚至呈現二次曲線
之迴歸關係 由此可知：櫻花種子在何處採集，種子特性差異不大，但種子鮮重
較重者，種子較大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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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月桃地下莖萃取物之活性探討
施映伶 1
1
2
*

林均 2

王升陽 2*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40227 台中 南區國光路 250 號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40227 台中 南區國光路 250 號
通訊作者

摘要
台灣特有種南投月桃(Alpinia nantoensis) 類上屬薑科月桃屬植物，
於台灣中
部山區，傳統上用於食用 觀賞並具有 用價值，但至目前為止，對於南投月桃
植物活性成 的研究卻不多見 因此本研究即針對南投月桃地下莖萃取物之抗癌
活性與抗發炎特性進行探討 首先將南投月桃乙醇萃取物以液相-液相 配萃取獲
得不同極性的可溶部，續以活性導引的 離策略 Bioactivity-guided fractionation
procedure 結合管柱層析於乙酸乙酯可溶部中的得到具活性次 離部 乙酸乙酯
與正 烷比值為 1/9 的沖提萃取物 由細胞毒性試驗 MTT assay 結果發現，此
次 離部表現出對 HepG2 細胞有顯著毒殺作用，於低濃度 30 µg/ml 即表現顯
著的毒殺活性 另外，以抑制 LPS 誘導巨噬細胞產生一氧化氮生成能力做為指標
的抗發炎活性試驗中亦發現，在不毒殺細胞的劑量下 40 µg/ml ，此次 離部也
可有效抑制 LPS 誘導 RAW 264.7 巨噬細胞的發炎反應 進一步的 離 鑑定發現
本
離 部 的 主 成
為 alpinetin chalcone, 2’,4’,6’-trimethoxychalcone,
5,7-dimethoxyflavanone, cis-3,5-dimethoxystilbene 7,8-dihydro-5,6-dehydrokawain 等
酚類化合物，但確 活性成 及作用機轉尚待 來探索 綜合以上結果顯示，南
投月桃萃取物有很好的毒殺肝癌細胞及抗發炎作用，具有開發成對抗惡性腫瘤和
抗發炎相關疾病的有效活性 物

口頭發表-大學組-5

口頭發表-大學組
桂竹及刺竹根化學成
周良虹 1
1

與其力學特性關係之研究
章之嘉 1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
通訊作者，jtlee@mail.ncyu.edu.tw

李嶸泰 1*

60004 嘉義

學府路 300 號

摘要
桂竹(Phyllostachys makinoi Hayata, Makino bamboo)及刺竹(Bambusa stenostachya
Hackel, Thomy bamboo)均為臺灣原生禾本科植物，因耐貧瘠和耐乾旱的特性，對
環境的適應力極強，
範圍廣泛，加上竹林根系盤根錯節相互連結成緊密網狀，
可以鞏固土砂―防止沖蝕，因此是水土保持的重要植物 本研究之目的乃在於探
討桂竹及刺竹根之主要化學成 (木質素及纖維素)與力學特性之關係 試驗結果顯
示，桂竹及刺竹的根抗拉力及根抗剪力隨著直徑的增加，皆呈現正幂函數上升趨
勢；兩者根抗拉強度及根抗剪強度則隨著直徑的增加，呈現負對數函數下降趨勢
在化學成 與力學特性關係方面，隨著桂竹及刺竹根徑上升，木質素含量降低
纖維素含量增加；桂竹及刺竹根徑下降，兩者之木質素含量增加 纖維素含量降
低 由此得知，根部的纖維素及木質素含量會影響桂竹及刺竹根抗拉強度及抗剪
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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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鵑類菌根菌及暗色隔膜內生菌
對金毛杜鵑生長與抗脂肪肝成

之影響

朱軒儀 1 許玉貞 1 黃迺育 2 潘宏裕 3
張谷璜 1 張怡萱 4 劉癸君 4 林瑞進 1*
1
2
3
4
*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60004 嘉義 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化學系 60004 嘉義 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數學系 60004 嘉義 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10066 臺北 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林瑞進，linerm@mail.ncyu.edu.tw

摘要
金毛杜鵑(Rhododendron oldhamii Maxim.)為杜鵑花科杜鵑花屬的台灣特有種植
物，目前 被證實其葉部萃取物具有抗脂肪肝的成
杜鵑類菌根菌及暗色隔膜
內生菌 被證實對杜鵑科植物具有促進生長及存活的功效，亦被證實能提升寄主
植物二次代謝物的能力 因此，本研究利用著名杜鵑類菌根菌及暗色隔膜內生菌，
並添加常用花寶 2 號及 5 號為肥料，希望找出最佳組合，不僅能幫助金毛杜鵑苗
木生長，亦能提升對脂肪肝的有效成
金毛杜鵑種子苗經培養 60 天後，所有苗
木生長良好；經染根觀察，Oima 和 Rher 接種組 可觀察到菌絲複合體之杜鵑類菌
根菌構造，Rk1 接種組可觀察到微菌核之暗色隔膜內生菌構造；在不同菌株與養
對金毛杜鵑生長的影響，經 析結果以在苗高 根長 葉數 地上部鮮重 地下
部鮮重和總鮮重等部 ， 是以 Oima 接種苗最好，且呈現顯著性差異(p＜0.05)；
其中在總鮮重部 ，最大值為添加花寶 2 號的 Oima 接種苗(328.83±68.07 mg)，最
小值為添加花寶 5 號的對照組(3.92±0.88 mg)，最大值將近是最小值的 100 倍 綜
合上述，Oima 菌株在金毛杜鵑的培育上是非常重要的促進生長因子，另添加花寶
2 號雖然可使金毛杜鵑在地上部鮮重及總鮮重上表現最為優異；但依據苗木品質觀
點，花寶 5 號在促進地上部生長上，僅次於花寶 2 號，但在促進地下部鮮重的表
現上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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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灣海岸林 40 年來演
林倉億 1
1
2
*

王相華 2

位階退化

郭耀綸 1*

國立 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91201 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森林保護組 10079 臺北 中正區三元街 67 號
通訊作者，ylkuo@mail.npust.edu.tw

摘要
生態學的植群演 觀念，認為演 早期的林 多由非耐陰樹種佔優勢，到演 後
期則由耐陰樹種佔優勢 然而，如何判斷某林 的演 位階呢？我們提出藉林
各組成樹種的耐陰等級，以及各樹種的重要值指數，可量化該林 的演 位階
本研究以墾丁國家公園香蕉灣海岸林為例，計算該處 1.5 ha 林 由 1974 年到 2012
年間，林 耐陰指數的變化 該指數的計算，首先要確定各別樹種的耐陰等級，
依先驅 陽性 中度耐陰 耐陰 極耐陰 5 等級， 別給予 0, 0.25, 0.5, 0.75, 1.0
的量化值 其次，計算各樹種在該林 的重要值指數(累加為 100%) 最後，累加
此林 各樹種耐陰等級量化值與重要值指數兩項的乘積，可得該林 的耐陰指
數 該數值介於 0～100 之間，數值 0 表示所有樹種皆為先驅種，數值 100 表示該
林 完全由極耐陰樹種組成 計算結果得知香蕉灣海岸林在 1974, 1980, 1984, 2005,
2012 年的林 耐陰指數， 別為 44.1, 43.1, 41.9, 31.9, 34.4 此結果顯示該海岸林
在 1984 至 2005 年期間，林 耐陰指數有明顯降低，呈現演 退化現象，至 2012
年仍 恢復 該林 在 1984 年之前，先驅樹種累計的重要值指數 在 10%以下
然而，在 2005 及 2012 年調查時，因銀合
血桐及蟲 等先驅樹種大量入侵，
該類樹種的重要值指數 別提高至 30.1 及 26.1%，造成香蕉灣海岸林演 位階退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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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月桃精油抑制黑色素生成之活性
黃芊綾 1
1
2
*

Kumar, K. J. Senthil2

李蕙如 2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402 台中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系 402 台中 國光路 250 號
通訊作者，taiwanfir@dragon.nchu.edu.tw

吳佩臻 2

王升陽 2*

國光路 250 號

摘要
南投月桃 Alpinia nantoensis F. Y. Lu & Y. W. Kuo
類上屬薑科 月桃屬植物，
為台灣特有種 Endemic species ，
於中部中海拔山區，先前的研究中發現月
桃屬植物具有鎮靜 抗高血壓 抗氧化 抗菌及抗癌功能，但於美白相關研究較
有人進行探討 近年來由於大氣層結構破壞，使得紫外線對人體傷害也大幅增
加，致使雀斑 黑痣等黑色素沉積物產生，嚴重者甚至導致皮膚相關疾病，對人
體健康造成危害 本研究選定南投月桃地上部和地下部精油， 析成 並測定抑
制黑色素生成的效果，利用水蒸餾法萃取出精油，經氣相層析質譜儀 GC/MS
析確定其主成 有 -Pinene
-Pinene 1,8-Cineole Camphene Limonene
p-Cymene Camphene hydrate Camphor Caryophyllene oxide 等 續將精油進行
抑制酪胺酸酶活性實驗，發現並無顯著活性，無法有效透過抑制酪胺酸酶活性來
抑制黑色素生成 接著利用 B16F10 小鼠黑色素瘤細胞進行細胞存活率 析試驗，
其濃度 別為 5 10 20 40 80 160 µg/mL，其結果顯示各種濃度皆不具有細
胞毒性，於是以促黑激素
-melanocyte-stimulating hormone, α-MSH 誘導 B16F10
產生黑色素，再加入不同濃度之月桃精油觀察，發現在 160 µg/mL 時可抑制黑色
素生成效果，顯示在南投月桃精油可於細胞模式中抑制黑色素的生成 精油中的
活性成 及確 的作用機制將在 來的研究中持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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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蓀實驗林場小面積杉木人工林

採地與其鄰近森林土壤種

子庫比較
張芷寧 1* 林嘉言 1
1
*

喜育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402 台中 南區國光路 250 號
通訊作者，cheetahmei22@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在小於 10 ha 集水區之杉木 採地(約 採後 1 年半) 杉木人工林與次生林
各設置 5 個 15 m × 15 m 的樣區，進行地上部植群調查，並在樣區中心隨機選取 1
個 15 cm × 15 cm 之土壤種子庫樣區，依枯落物和 0-5 5-10 10-15 15-20 cm 的
土層取樣 採用種子發芽試驗法計算發芽之種子數 地上部植群調查發現 49 科 74
屬 102 種植物，柏拉木 廣葉鋸齒雙蓋蕨 琉球雞 樹 黃
鬼杪欏等為 3 種
林地共同優勢的地被植物；地被植群降趨對應 析顯示，3 林地之地被組成各自形
成一群 土壤種子庫共調查 400 棵種子苗， 屬 19 科 31 屬 31 種 種子儲量主要
集中在土壤 0-5cm 處，約佔 41%；種子儲量前三名為揚波 繖花
野牡丹，約
佔 60% 3 種林地的種子庫種類與儲量 別是杉木 採區 19 種，種子密度 1,422.2
顆/m2，杉木人工林 12 種，種子密度 373.3 顆/m2，次生林 22 種，種子密度 1,760.0
顆/m2 降趨對應 析 析顯示，3 種林地的種子庫組成區 不明顯；典型對應
析顯示，全天光 坡度和水 梯度與種子庫組成有關；Sorensen 相似性指數 析發
現，土壤種子庫和地被組成相似性極低 此外，土壤種子庫主要組成如揚波和山
鹽菁等木本植物 出現於 採區的地被，可能顯示著杉木 採後的時間過短，此
類種子尚 發芽所致，欲瞭解其原因需後續更進一步的研究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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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and Dosage of Poly-hydroxyl
Pentaerythritol on the Properties of PU Foams Prepared from
Castor Oil
Yu-Ting Huang1, Yi-Chun Chen1*
1

*

Department of Forestr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145 Xingda Rd., South
Dist., Taichung City 402, Taiwan
Corresponding Author: chenyc@nchu.edu.tw

Abstract
Polyurethane (PU) foam has been applied to different fields, such as aeronautics,
structural materials and household supplies. In this project, we aim at discussing the
effects of multi-functional polyols on bio-based PU foam. Renewable resource castor oil
uses as polyols and differ from conventional chemicals which are dwindling
petroleum-based materials. Pentaerythritol, dipentaerythritol and tripentaerythritol, are
added as a multi-functional polyol of four, six, eight hydroxyl groups. Adding water,
organosiloxane, dibutyl tin dilaurate as a blowing agent, surfactant and catalyst in order
to prepare for the bio-PU foam. The NCO/OH molar ratio is set to 1.5 and 2.0,
respectively. The amounts of the blowing agent, catalyst and surfactant are adjusted to
maximize the industrial application and commercial benefits. The effects of PU foam
prepared with different kinds and molar ratio of polyhydroxyl pentaerythritol can be
investigated. By measuring the cream time, height of foam, end of rise time, shrink time,
tack free time, volume expansion and density, the basic properties of PU foam were
measured and indicated the new bio-PU foams have high potential to replace current PU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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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態價值之評估-以新化林場為例
林佑政 1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408 台中
* 通訊作者 wyliu@nchu.edu.tw

柳婉郁 1*

文心南一路 198 號

摘要
森林具有許多功能，除了可以減輕環境不利的影響外，亦可提供民眾 閒遊
憩的地點，其在
生態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近年來更被廣泛研究運用於
發展及森林公園管理的決策上 本研究的目的為評估新化林場之生態價值，並進
一步探討受試者的年齡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 個人每月所得以及接觸綠地之頻
率等社經背景對於生態價值之願付價格是否有顯著影響 本研究以問卷發放的方
式於新化林場對遊客進行調查，並採用條件評估法中的支付卡法來評估生態價
值，研究結果顯示新化林場遊客每人每年願付之生態價值為 802 元，但是若扣掉
可能有抗議性想法的樣本之後願付價格會從 802 元提升至 944 元 進一步對遊客
性別 教育程度等社經背景進行 析，結果顯示： 男性 之平均願付價格較高，
年齡為 60 歲以上 較高，以教育程度為 高中職 較高，接觸綠地之頻率以 一
週 2-3 次 之平均願付價格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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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資訊對於遊客人數影響之研究
-以惠蓀森林遊樂區為例
黃彥翔 1
1
*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402 台中
通訊作者 wyliu@nchu.edu.tw

柳婉郁 1*

國光路 250 號

摘要
近年研究顯示，天氣和遊客間存在極大的關係 更進一步的了解不同天氣變數
可能性的氣候變遷，會如何影響不同旅遊季節(旺季 次旺季 淡季)的遊客人數，
能幫助園區規畫者和管理者，更清楚在人為導致的全球氣候變遷下的商業機會和
風險 本研究 析由惠蓀國家森林遊樂區提供之每日遊客數量及每日天氣資料，
將一年 12 個月依照遊客數量多寡， 成 3 個旅遊季節：旺季(2 7 8 10 月) 次
旺季(1 4 5 11 12 月) 淡季(3 6 9 月)，運用天氣變數及不同虛擬變數 (如
周 與否)，組成 3 個遊客人數(人次/日)的多元迴歸模型，以利用當日天氣資料
周 與否等，預測當日遊客數量，以利園區管理者制定適當決策 最後本研究將
評估氣候變遷對遊客人數之影響，在 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第五次評估報告中，是以 代表濃度途徑(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s, RCPs) (途徑所指的是濃度的變化歷程)來重新定義四組 來變遷的情
境 本研究將模擬可能的不同氣候變遷條件，以評估在不同氣候變遷情境下，遊
客人數的改變 本研究之研究成果能提供給森林遊樂區經營者及後續研究者參考

口頭發表-大學組-13

口頭發表-大學組
因應氣候變遷下森林管理調適與認知之研究
巫建成 1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402 台中
* 通訊作者，wyliu@nchu.edu.tw

柳婉郁 1*

國光路 250 號

摘要
氣候變遷對森林之影響非常廣泛，其造成影響極可能削弱森林提供基本生態系統
服務之能力 因此，為減 對森林所造成之負面影響，人們應更加瞭解其重要性，
而森林相關政策與管理亦須對此進行調整 本研究主要以問卷形式對台灣 22 縣
民眾進行調查，研析台灣民眾對氣候變遷之關心與瞭解程度，以及民眾對適應性
森林管理之認知 本研究之試訪問卷結果顯示：(1)多數受訪者認為氣候變遷 是
既定事實，且過半數受訪者 經歷過極端天氣事件，其中最常提及之事件為極端
降雨；(2)多數受訪者認為氣候變遷會影響台灣森林，最常被提及之影響為極端事
件機率的增加，次之則為林木組成與生命力的變化；(3)多數受訪者認為森林管理
方式須因應氣候變遷進行調整，並表示在森林管理層面上，較應採取之措施為促
進混合林的建立及監測損害；(4)在森林所有者或管理者 採取適應性森林管理之
因素方面，多數受訪者認為他們不夠重視氣候變遷對森林之影響，以及無權改變
管理層，最後受訪者認為政府應進行適應性政策與相關補貼激勵措施，且現行政
策亦須進行針對性調整 本研究結果顯現台灣民眾對氣候變遷與森林管理的重
視，以及對適應性森林管理的支持，同時顯示林業相關部門應施行適應措施，並
加強相關資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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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
論文摘要集
生物材料組

程序表
發表編號

題目

作者

P10-01-01 不同萃取方式對崇左金花茶抽出物抗氧化活性之 鄭森松、顏佩翎、張上
影響
鎮、劉素玲
P10-01-02 伽羅木醇型土肉桂葉子精油之抗氧化及抗阿茲海 顏佩翎、魏嘉徵、廖秀
默症功效
娟、張上鎮
P10-01-03 相思樹各部位抽出物開發為天然木材光安定劑之 張資正、張上鎮
評估
P10-01-04 有限元素法分析軸承轉子動力系統之臨界轉速
P10-01-05 有限元素法應用於定向粒片板挫曲分析之研究

李世豪

P10-01-06 樹花與樹葉的芬多精組成及釋出量之比較

林群雅、張上鎮

李世豪

P10-01-07 Developing a Commercial Multiple Hearth Furnace Keng-Tung Wu
for Mass Production of Wood-based Biochar
P10-01-08 應用中小徑木製造蓖麻油基質聚胺基甲酸酯膠合 陳羿樺、吳承澔、陳奕君
粒片板
P10-02-01 發酵廢棄物高粱酒糟研發成食品防潮劑之潛力評 楊淼涵、李文茹、吳思
估
敬、林翰謙
P10-02-02 發酵廢棄物高粱酒糟開發成油煙吸附機能性材料 廖家萱、林立昇、李文
之研究
茹、林翰謙
P10-02-03 烹飪時間對苦茶油品質與氧化穩定性之影響

邱翊、詹文君、楊甯喻、
張惠婷、許富蘭

P10-02-04 不同溶劑萃取處理後臺灣櫸修枝材之活性碳製造

劉素玲、阮巽雯、鄭森
松、盧崑宗

謝旭東、林立杰、夏滄琪
P10-02-05 白蟻誘引餌站之設計研製與效果評估
P10-02-06 環保、低毒性化合物浸漬木材之抗白蟻性及耐腐朽 王苡瑄、周佳瑀、謝旭
性探討
東、林立杰、夏滄琪
P10-02-07 以纖維素奈米纖維製作氣凝膠及碳材氣凝膠
P10-02-08 玉山圓柏精油成分分析及其抗發炎活性

李旭晴、陳欣辰、張豐丞
曹乃文、王升陽

P10-02-09 利用 UV-B 照射增加土肉桂立木葉子活性化合物含 華敦禮、張上鎮、葉汀峰
量之初探
P10-02-10 木質生質物於內通式流體化床進行氣化之研究

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i

張維峻、邱耀平、東吟
靜、吳耿東、楊凱成、陳
柏壯、簡瑞與

程序表
發表編號

題目

作者

P10-02-11 菇類廢棄栽培基質造粒於氣泡式流體化床進行快 江虹儀、東吟靜、吳耿
速裂解製備生質燃油之研究
東、張維峻
P10-02-12 木質紋路於汽車中控台對消費者的視覺意象之研 林傳偉、李安勝、李凰寧
究
張立明、李安勝、李凰寧
P10-02-13 木材運用在醫院櫥櫃門片之視覺意象研究
P10-02-14 含生質物 PF 樹脂氣凝膠及碳凝膠製作及性質分析 洪梓桔、李文昭
李晟豪、李文昭
P10-02-15 含生質物酚醛樹脂氣凝膠製作木陶瓷之性質
P10-02-16 以不同比例之奈米纖維/奈米微晶複合材料取代清 林育陞、郭佩鈺
玻璃之初探

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ii

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教師 研究人員)
不同萃取方式對崇左金花茶抽出物抗
鄭森松 1* 顏佩翎 2
1
2
*

張上鎮 2

化活性之影響

劉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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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10617 台北 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通訊作者，sscheng@ntu.edu.tw

摘要
金花茶组植物(Camellia sect. Chrysantha) 為山茶科(Theaceae)山茶屬(Camellia)植
物，原產中國廣西，屬於名貴的藥用植物，其花可作茶飲，且花含有黄
茶多
酚 茶多糖 皂
茶 酸等活性成 ，具有抗菌 抗癌 降血脂 抗 化等藥
理作用，被中國譽為“國寶神茶” 崇左金花茶(C. chungtsoensis) 是金花茶組植物的
一個品種，目前並無文獻探討其相關活性 因此，本研究利用不同萃取方式評估
崇左金花茶花抽出物之抗 化活性，抗 化活性評估包括 DPPH 自 基清除試驗
和總抗 化能力試驗；此外，並測定其總酚類和總黃 類化合物含量之差異 試
驗結果顯示，新鮮崇左金花茶花熱水抽出物 (FHWF) 之收率最高 (53.9%)，其次
新鮮崇左金花茶花乙醇抽出物 (FEF) 收率為 47.3%，而乾燥崇左金花茶花熱水抽
出物 (FHWD) 之收率最低 (46.5%) 至於總酚類和總黃 類化合物含量，FEF 的
總酚類和總黃 類化合物含量 別為 110.8 mg CAE/g 和 10.9 mg RE/g，均比 FHWF
和 FHWD 二者高 至於三者之抗 化活性，結果顯示 FHWD (IC50 = 40.5 µg/mL)
清除 DPPH 自 基能力較 FEF (IC50 = 44.3 µg/mL) 和 FHWF (IC50 = 47.3 µg/mL)
佳；另外，FHWD 的總抗 化能力也較其它二者的能力佳，其 TEAC 值為 0.19 mM
綜合上述結果顯示，乾燥崇左金花茶花熱水抽出物之抗 化效果最佳，可作為天
然保健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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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教師 研究人員)
伽羅木醇型土肉桂葉子精油之抗
顏佩翎 1
1
2
3
*

魏嘉徵 2

化及抗阿茲海默症功效

廖秀娟 1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食品安全與健康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10617 臺北
通訊作者，peter@ntu.edu.tw

張上鎮 3*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摘要
阿茲海默症為最常見的神經退化性疾病，其致病過程與 化壓力及 Amyloid β (Aβ)
引起的毒性有關 土肉桂 (Cinnamomum osmophloeum) 葉子精油可依照組成 區
成不同化學品系，其中，伽羅木醇型土肉桂 (C. osmophloeum ct. linalool) 葉子精
油富含 S-(+)-Linalool，但尚未有探討 S-(+)-Linalool 之抗 化及抗阿茲海默症功
效之研究 本研究利用模式生物 － Caenorhabditis elegans 評估伽羅木醇型土肉
桂葉子精油之體內抗 化能力及其減緩 Aβ 毒性之功效
化壓力試驗採用胡桃
醌及高溫誘導野生型 C. elegans 產生 化壓力，當 C. elegans 存活率愈低表示
化壓力愈大 Aβ 毒性試驗則選用表達人類 Aβ 基因之 C. elegans，當 C. elegans
癱瘓程度愈高表示 Aβ 累積所引起的毒性愈大
化壓力試驗結果得知，在胡
桃醌及高溫壓力環境中，伽羅木醇型土肉桂葉子精油及 S-(+)-Linalool 均能有效提
高 C. elegans 存活率 另
Aβ 毒性試驗結果得知，S-(+)-Linalool 能顯著減緩
Aβ 毒性所引起的癱瘓 本研究結果證實，伽羅木醇型土肉桂葉子精油及其主成
S-(+)-Linalool 均能抑制體內 化壓力，而 S-(+)-Linalool 亦具有治療神經退化性疾
病之潛力，其作用機制非常值得持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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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教師 研究人員)
相思樹各部位抽出物開發為天然木材光安定劑之評估
張資正1
1
2
*

張上鎮2*

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通訊作者，peter@ntu.edu.tw

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係評估相思樹 Acacia confusa 心材 邊材 樹皮與枝條抽出物開
發為天然光安定劑之可行性
加速耐光試驗結果得知，各部位抽出物皆具有抑
制木質素光劣化之能力，尤以心材抽出物的效果最佳，樹皮次之
各部位抽出
物多酚類化合物含量 黃 類化合物含量及光安定能力 析結果得知，心材抽出
物含有較多的多酚類及黃 類化合物，使其紫外光吸收能力 單態 淬滅能力及
酚 自 基捕捉能力皆不錯，因此能有效抑制木質素光劣化；至於樹皮抽出物則
因具有豐富的多酚類化合物及縮合單寧，因此，其單態 淬滅能力及酚 自 基
捕捉能力均佳，故能有效抑制木質素光劣化 此外， 於心材 樹皮及枝條抽出
物抑制有色羰基劣化衍生物生成之能力亦不錯，因此能有效抑制木材光變色，尤
以心材抽出物最佳
上述結果可知，相思樹心材及樹皮抽出物具有開發成天然
木材光安定劑之潛力，尤以心材抽出物的效果最佳，非常值得未來加以開發與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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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教師 研究人員)
有限元素法

析軸承轉子動力系統之臨界轉速
李世豪 1*

1
*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李世豪，shlee@mail.ncyu.edu.tw

60008 嘉義

學府路 300 號

摘要
軸承內之轉子廣泛應用於旋轉機械裝置，轉子運轉中會發生振動，轉子所產生振
動現象在工業界一直是非常惱人棘手之問題 若機械長期存有不正常振動現象，
一定會造成機械損壞 對於有些旋轉機械雖經過動平衡方法處理，但是當轉速超
過某個值時，轉軸仍發生異常劇烈振動現象，而此轉速即是本研究所要 析之臨
界轉速 本研究嘗試以有限元素-ANSYS-進行旋轉機械振動 析，建立一套明確
且有效率軸承轉子動力系統之臨界轉速 析流程 目前國內使用有限元素進行轉
子動力學之學術研究與實務與國外尚有一段差距，面對全球化競爭，急起直追積
極投入研究是刻不容緩之事 本研究探討有限元素 析轉子-軸承系統之臨界轉
速，該系統是 2 個轉盤
4 根轉軸與 2 個軸承所組成 對各種型鋼建模，所有
軸承為鋼材，彈性模數 E=2.1E11Pa，波松比 µ=0.3，密度為 7800 kg/m3 透過有限
元素法 析轉子-軸承系統之臨界轉速，轉子-軸承系統在給定轉速範圍內，藉 坎
貝爾圖 析，圖中頻率曲線與提取轉速直線的交點，即為臨界轉速，總計提取 5
個臨界轉速， 別為 1514,1872,3216,4306,7501 rpm 成功地將有限元素應用於轉
子-軸承系統 析，確實掌握轉子-軸承系統振動特性 期許此研究成果將有助於轉
子-軸承系統之設計 開發與性能評估，並提供業界開發轉子-軸承系統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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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教師 研究人員)
有限元素法應用於定向粒片板挫曲

析之研究

李世豪 1*
1
*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李世豪，shlee@mail.ncyu.edu.tw

60008 嘉義

學府路 300 號

摘要
挫曲 析是研究結構或構件的平衡狀態是否穩定之問題 若對穩定載重之結構增
加一微小載重，卻造成結構 原穩定平衡狀態經不穩定而達另一穩定平衡狀態，
此稱為挫曲，而其所對應之載重稱為臨界載重 挫曲不僅使工程結構發生過大變
形，而且往往造成結構破壞 無論是構件或者是整個結構系統皆不容許發生，因
此，挫曲 析也就顯得尤其重要 況且目前國內使用有限元素進行此學術研究與
實務與國外尚有一段差距，面對全球化競爭，急起直追與積極投入研究是刻不容
緩之事 本研究探討定向粒片板結構之挫曲載重 其厚 10 mm，長與寬各 500 mm，
受集中力 P=-200N 使用有限元素 析軟體--ANSYS—殼元素 Shell63 進行定向粒
片板之挫曲 析 定向粒片板透過 ANSYS 軟體進行挫曲 析，定向粒片板呈現挫
曲變形 並 定向粒片板之載重-位移曲線得知粒片板所能承受之極限載重上限
成功地將有限元素法應用於定向粒片板結構挫曲 析，並建立一套清晰明確挫曲
析流程，更能掌握板挫曲形式，彌補傳統 析方法之不足之處 也因熟悉挫曲
因子變異之影響性，而能設計更符合經濟 效能與安全結構 期許此研究成果將
有助於定向粒片板結構系統之開發 設計與性能評估，促進國內中小徑造林木於
定向粒片板結構之利用，提供業界開發定向粒片板結構系統之參考

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5

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教師 研究人員)
樹花與樹葉的芬多精組成及釋出量之比較
林群雅 1
1
*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通訊作者，peter@ntu.edu.tw

張上鎮 1*

10617 台北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摘要
森林中的樹葉所釋出的揮發成 ─芬多精 Phytoncide ─具有許多有益人體健康
之效果，如：提升免疫力 注意力及副交感神經活性等，是森林浴之重要角色；
林木除葉子能釋出芬多精外，適逢花期時，花亦能釋出氣味濃郁且特殊的芬多精
本文針對穗花棋盤腳 Barringtonia racemosa 苦楝 Melia azedarach 的花以及
柳杉 Cryptomeria japonica 紅檜 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 的葉， 析與比
較其芬多精之組成 及釋出量 試樣以採樣袋圍封後，利用吸附劑收集芬多精成
，再以熱脫附－氣相層析－質譜儀 TD-GC-MS
析其組成 及釋出量 芬多
精 組 成 析 結 果 顯 示 ， 穗 花 棋 盤 腳 花 的 主 成 為 Linalool 20.1% 及
Phenylacetaldehyde 21.0% ， 苦 楝 花 的 主 成 為 Benzaldehyde 49.2% 及
Phenylacetaldehyde 48.0% ；而柳杉葉的主成 為 α-Pinene 16.4% 及 Terpinen-4-ol
16.3% ，紅檜葉的主成 為 α-Pinene 72.6% 及 β-Myrcene 7.4% 芬多精釋
出量之 析結果顯示，穗花棋盤腳及苦楝 2 種花芬多精的釋出量 別為 40 – 50
µg/g DW 絕乾重 及 15 – 25 µg/g DW；而柳杉與紅檜葉芬多精的釋出量則 別
為 0.10 – 0.40 µg/g DW 及 0.01 – 0.15 µg/g DW，顯示花芬多精的釋出量遠超過葉之
釋出量，相較於森林中微量的芬多精，樹花的芬多精因為量更多，可能具有更好
的療癒效果，因此，當樹花盛開時，其附近環境之花香浴效果非常值得進一步探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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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教師 研究人員)

Developing a Commercial Multiple Hearth Furnace for Mass
Production of Wood-based Biochar
Keng-Tung Wu*
Department of Forestr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145 Xingda Rd., South Dist.,
Taichung City 40227
* Corresponding Author, wukt@nchu.edu.tw
Abstract
Recently, biochar technology is developed to enhance the application of forest products.
The final product is called biochar which can assist in retaining carbon, nutrients and
water in soils.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re-use technology for woody biomass, and
enhance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domestic forest products,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a
pilot scale wood-based biochar facility for mass production from woody materials in
applying for farm chemicals and materials. The design concepts include (1) The Mass
production of wood-based biochar; (2) Recovery of liquid byproducts (e.g., vinegar) for
agricultural utilisation; (3) Good quality of biochar based on the pore diameter by
controlling the carbonisation temperatures; and (3) Flue gas emissions meet the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Therefore, a pilot scale multiple hearth furnace (MHF) with a
continuous feeding system for mass production of wood-based biochar (production
capacity: 20 kg/hr) was established to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for future commercial
design, and to assist the users to establish the biochar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biochar. In addition, a pollution prevention system and a heating system
for MHF were also constructed.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show that the biochar products
from mixed wood pellet (pruning street trees) carbonised at 600oC are met the biochar
standard of the International Biochar Initiative (I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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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教師 研究人員)
應用中小徑木製造蓖麻油基質聚胺基
陳羿樺 1
1.
*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系 402 台中
通訊作者，chenyc@nchu.edu.tw

吳承澔 1

酸

膠合粒片板

陳奕君 1*

南區興大路 145 號

摘要
聚胺基 酸 樹脂(Polyurethane resin; PU resin)可應用在民生用品，如人造皮革
膠合劑 塗料 鞋底等，面對漸枯竭的化石原料，以生質材料為原料製備聚胺基
酸 研究因應發展，目前許多研究以油脂做為原料 工業上 應用蓖麻油(Castor
oil)做為 PU 的原料，蓖麻油產量穩定， 子鏈上含有羥基可做為多元醇原料 鑑
於資源永續發展觀念日漸抬頭，善用人工林撫育或疏伐之中小徑木為最佳選擇之
一，然中小徑木材質較成熟材更不均質，產生尺寸不安定性，為提高其應用效能，
將其製成粒片使用 一般粒片板常用之膠合劑多為尿素 醛樹脂和酚 醛樹脂，
使用兩類膠合劑皆有釋出 醛風險，帶來健康及環境問題 本研究將蓖麻油導入
聚胺基 酸 之合成，增加整體生物基質含量，減 對於化石產品的使用，以蓖
麻油為多元醇原料，PMDI Desmodur L 及 Desmodur N 為異氰酸 (Isocyanate)原
料，製備蓖麻油基聚胺基 酸 樹脂為膠合劑並製造粒片板，粒片為中興大學實
驗林惠蓀林場所產疏伐中小徑木木材杉木粒片 其中異氰酸 為高化學活性反應
物，可與木材組成 ，如纖維素 半纖維素及木質素等羥基反應而形成胺基 酸
鍵結，使木材與膠合劑產生化學鍵結， 成功製造蓖麻油基且無 醛之粒片板，
板材尺寸安定性與內聚強度皆符合 CNS 規範且提高異氰酸 比例可增加粒片板尺
寸安定性及內聚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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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學生)
發酵廢棄物高粱酒糟研發成食品防潮劑之潛力評估
楊淼涵 1
1
2
*

李文茹 1

吳思敬 2

林翰謙 1*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嘉義 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 嘉義 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
通訊作者，alexhlin@mail.ncyu.edu.tw

摘要
高粱酒糟 (Sorghum distillery residue, SDR) 為高粱酒釀造後之副產物，於酒糟研究
發展上，可作為土壤改良 提供作物養
堆肥 利用真菌進行生物轉化 萃取
抗 化成 等，其含碳量約為 45.22%，可為一具製備活性碳潛能之再生性先驅物
本研究利用物理水蒸氣活化法製備高粱酒糟活性碳 (Sorghum distillery residue
activated carbon, SDRAC)，依 SDRAC 於不同比例 0 10 20 及 40%與木材紙漿製
備成高粱酒糟活性碳紙板 (Sorghum distillery residue activated carbons paperboard,
SDRACP)，以評估於不同水活性食品系統在高低濕環境下作為食品防潮劑之可行
性 SDRACP 之水活性 於 0.46-0.51 間，均較一般微生物所需之生長環境者 (0.60)
低，且 各 SDRACP 應用於高/中/低水活性食品之水活性結果可知，高濕環境 90%
下，中水活性食品者較佳；而低濕 40%者，於高水活性食品者皆較其他者佳；
色差變化可知，經 SDRACP 及 售矽膠處理者，於高/中/低水活性食品皆具有顯
著差異；又重量增減百 率變化可知，於高/低濕環境下，各 SDRACP 會隨食品水
活性於不同環境下，可達吸脫濕平衡 綜合上述，SDRACP 可依食品水活性及置
於不同環境而具有食品防潮劑之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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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學生)
發酵廢棄物高粱酒糟開發成油煙吸附機能性材料之研究
廖家萱 1
1
*

林立昇 1

李文茹 1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嘉義
通訊作者，alexhlin@mail.ncyu.edu.tw

林翰謙 1*

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

摘要
高粱酒糟 (Sorghum distillery residue, SDR) 為釀製高粱酒過程所殘留之副產物，依
環保 103 年度全國事業廢棄物 報統計，SDR 為一般事業廢棄物產量 報之前
20 名 SDR 含碳量約為 45.52%，可視為一具製備活性碳潛能之再生性廢棄物，且
近年環保意識提高，若廢棄物資源再生化，將有助於資源永續發展 另世界衛生
組織統計，全球死於肺癌人數為所有癌症之冠， 國內外流行病學研究顯示，長
期曝露烹飪油煙環境中與引發肺癌具顯著關係，且對於非抽/吸菸肺癌患者，慢性
曝露於烹飪油煙環境中為其重要危險因子 本研究以 SDR 經物理活化法來製備酒
糟活性碳(Sorghum distillery residue activated carbons, SDRAC)，並以不同比例
SDRAC 與紙漿抄造成高粱酒糟活性碳紙板 (Sorghum distillery residue activated
carbons paperboard, SDRACP)，以探討其作為油煙吸附材料—高機能性酒糟活性碳
熱吸附用板之可行性 結果可知，SDRACP 具有吸附油煙之效，以基重 360 g/m2
且含 0% 10%及 40%SDRAC 之各 SDRACP 至 200 240 及 240 min 時，可達吸附
和，其吸附量為 0.0494 – 0.0533 g/cm2 間 毒性試驗結果可知，各 SDRACP 吸
附油煙以 醇萃取者於試驗濃度高於 0.10 mg/plate，對 Salmonella typhimurium
TA98 (±S9)及 TA100 (±S9)之致突變率皆高於 2，顯示具極高之致突變性 又油煙
之正 烷可溶部經 GC-MS 析後知，trans,trans-2,4-decadienal (t-t-2,4-DDE) 為油
煙中主要致突變性成
綜合可知，所開發之 SDRACP 可作為吸附油煙具高機能
性材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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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學生)
烹飪時間對苦茶油品質與
邱翊 1
1
2
*

詹文君 1

楊甯喻 2

化穩定性之影響
張惠婷 1

許富蘭 2*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10617 台北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行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 10066 台北 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通訊作者，flhsu@tfri.gov.tw

摘要
苦茶油與椰子油 棕櫚油 橄欖油並列為全球四大木本植物油 苦茶油因含有豐
富的單元不 和脂肪酸及減緩腸胃不適及心血管疾病等良好的保健功效，逐漸受
消費者之重視 苦茶油常見的食用方式有生飲 涼拌 熱拌 炒及煎炸等 坊間
多建議低溫烹調，但亦有”苦茶油的冒煙點高達 220℃，是適用於高溫烹調的食用
油”之說法，然而，有關高溫烹調對苦茶油品質影響之文獻甚
本研究取小果油
茶(Camellia brevistyla)種子以螺旋榨油機壓製苦茶油，所得探討苦茶油於 180℃連
續加熱 24 hr 下油脂之總極性物質含量
化穩定性 酸價及顏色之變化，並與
面常見 2 種壓榨種子油-亞麻籽油與葵花籽油進行比較，亞麻籽油與葵花籽油亦以
螺旋榨油機於同條件製油 結果顯示，隨著加熱時間增加，苦茶油在高溫下產生
化 裂解及聚合等反應，其總極性物質含量及酸價有上升的趨勢； 化穩定指
數(Oil stability index, OSI)有下降的趨勢；油脂顏色變深黃 相較於亞麻籽油與葵
花籽油，苦茶油抵抗高溫 化的能力較好
本試驗結果得知，苦茶油的品質在
高溫下隨加熱時間之增加而下降，但在三種壓榨種子油中，其油脂穩定性是相對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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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學生)
不同溶劑萃取處理後臺灣櫸修枝材之活性碳製造
劉素玲 1,2
1
2
3
*

阮巽雯 3

鄭森松 2

盧崑宗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402 台中 南區興大路 14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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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23674 新北 土城區承天路 6 號
通訊作者，lukt@dragon.nchu.edu.tw

摘要
為有效利用林產廢棄物，本研究將未處理臺灣櫸修枝材與經熱水
醇 乙醇及
丙 等萃取精油後之廢棄材，以兩階段物理活化法製造活性碳；先以機械窯在
100℃/h 下升溫至 500℃製成炭材後，再利用活化爐以水蒸氣活化法 別升溫至
750 800 850℃等 3 種溫度製備活性碳 試驗結果顯示，3 種不同活化溫度製備
之活性碳之收率 於 14.84～25.58 %，且皆隨著活化溫度之提高而減 ，其中以丙
萃取且於活化溫度 850℃製備者收率最低為 14.84 %，未處理且活化溫度 750℃
製備者收率最高達 25.58 %，又在 3 種活化溫度下，未處理者之收率皆較溶劑萃取
者為高 所有活性碳之 pH 值均為 10；未處理之臺灣櫸修枝材之 C 含量 於 47～
49 %，製成活性碳後則提高至 83～88 % 以 750 800 及 850℃等 3 種活化溫度製
備活性碳之 BET 比表面積 別 於 492～782 m2/g 454～691 m2/g 及 567～856
m2/g，其中以熱水萃取活化溫度 850℃最高達 856 m2/g，又除 醇萃取者之比表面
積隨活化溫度之提高而降低外，其餘皆隨活化溫度之升高而增加；所有活性碳經
N2 吸脫附等溫線 析結果皆屬 Type IVa 類型，屬於以中孔為主之炭材，平均孔徑
於 1.99～2.79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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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學生)
白蟻誘引餌站之設計研製與效果評估
謝旭東 1
1
*

林立杰 1

夏滄琪 1*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600 嘉義
通訊作者，tcshiah@mail.ncyu.edu.tw

東區學府路 300 號

摘要
白蟻主要以木質材料或含有纖維素的材料作為食物來源，因此對於人類各項資產
均造成極大的危害，為了維護生命及財產安全，目前 發展出許多白蟻防治方法
與防治裝置，各型式的白蟻誘引餌站陸續出現，經專業人員配置餌站與餌劑，其
防範效果較傳統方法有效，但現
售土壤型誘引餌站仍有許多缺點 本研究參
考改良白蟻防治公司 售之白蟻誘引餌站，自行設計研製土壤型餌站，並於嘉義
大學蘭潭校區進行野地試驗，評估自製白蟻誘引餌站之誘引效果 試驗結果顯示，
自製餌站的許多特性較 售餌站為優，包括：取得成本較低 可容納較多餌木
後續維護方便 站體多次試驗使用後毫無損壞跡象等優點 此外，本研究也取用
售餌站所附之南方松(Southern pine, Pinus spp.)餌木以及花旗松(Pseudotsuga
menziesii)餌木， 別置入 售與自製餌站，測試不同材種之餌木受白蟻喜愛之程
度，試驗依餌木重量損失率 花旗松平均達 46.93%，南方松平均為 30.93% 及餌
木遭白蟻啃食之外觀進行判斷 試驗結果得知，自製餌站之白蟻誘引效果優於
售餌站，且白蟻較喜愛花旗松之餌木

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13

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學生)
環保

低毒性化合物浸漬木材之抗白蟻性及耐腐朽性探討
王苡瑄 1

1
*

周佳瑀 1

謝旭東 1

林立杰 1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600 嘉義
通訊作者，tcshiah@mail.ncyu.edu.tw

夏滄琪 1*

東區學府路 300 號

摘要
木材劣化中最常見為生物性劣化，其中又以腐朽菌及白蟻造成木質材料製品損害
最為嚴重，因此尋求防治方法極其重要 本研究探討以不同濃度之四水八硼酸鈉
(disodium octaborate tetrahydrate)及鉬酸鈉(sodium molybdate) 別浸漬木材，以觀察
其防蟲 抗菌之效用；試驗採用格斯特家白蟻(Coptotermes gestroi)及腐朽菌之白腐
菌(Laetiporus sulphureus)和褐腐菌(Lenzites betulina)， 別進行抗白蟻及抗菌實
驗 試驗木塊採用花旗松，尺寸為 20×20×20 (mm3)， 別浸漬 2 種藥劑 8-12 hr，
濃度依序為 2 4 6 12%，抗白蟻試驗參照 AWPA E1-97，將白蟻飼養環境控制
在溫度 25±2℃及相對濕度 85%，而後進行毒殺試驗，觀察時間為第 2 4 6 天
耐腐朽菌試驗參考 CNS6717，培養環境控制在溫度 26±2℃及相對濕度 70%，將木
塊放進試驗 進行耐腐試驗 抗白蟻組實驗結果顯示，相同濃度下四水八硼酸鈉
的效果皆高於鉬酸鈉；且在同樣浸漬四水八硼酸鈉的處理下，濃度 6%的死亡率與
濃度 12%的死亡率相似，可知四水八硼酸鈉在 6%即可達良好的效果 抗腐朽菌組
顯示在相同濃度下，鉬酸鈉的抑制白腐菌及褐腐菌的效果較四水八硼酸鈉佳；2 種
菌中又以褐腐菌被抑制的效果較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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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學生)
以纖維素奈米纖維製作氣凝膠及碳材氣凝膠
李旭晴 1
1
*

陳欣辰 1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通訊作者，fcchang@ntu.edu.tw

張豐丞 1*

10617 台北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摘要
氣凝膠同時兼備了質量輕

高表面積等特性，近年於隔熱絕緣

電

電極

催化

劑載體 聲學研究 震動能量緩衝 醫療用途和航太科技等方面的研究及應用大
幅提升，是種高實用價值材料 Stergar and Maver, 2016 現有氣凝膠材料多為二
化矽 有機高 子等，本試驗以生物材料製作氣凝膠，期望發展出更多不同性
能的高值化利用方式，同時減低材料發展對於環境影響的衝擊 本試驗以纖維素
奈米纖維 Cellulose Nanofiber 為原料，以去離子水 散並調整濃度為 1 至 5 %wt，
以冷凍乾燥 freeze drying 製得低容積密度之試材，以 310 °C 進行預 化
preoxidation 並 別以 500 700 900 °C 之溫度碳化 carbonization ，以提升
孔隙率 增加比表面積並保留低容積密度之性質 試驗結果顯示，氣凝膠之容積
密度取決於冷凍乾燥前配置之濃度 試材經預 化處理後能提升試材在碳化後之
結構完整性，較不易碎裂；500 °C 碳化組經元素 析顯示碳元素含量達 80%，且
試材呈蓬鬆狀態，比表面積達到 381 m2/g；900°C 則達 490 m2/g，然其體積縮小且
轉為硬脆易崩解的性質，應用與製作時需考慮此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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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學生)
玉山

柏精油成
曹乃文 1

1
*

析及其抗發炎活性
王升陽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40227 台中 南區興大路 145 號
通訊作者，taiwanfir@dragon.nchu.edu.tw

摘要
玉山 柏(Juniperus squamata)為柏科
柏屬植物，別名香青 高山柏等，依生長
環境可 為常綠喬木或灌木，生長在海拔 3,000 m 以上，為臺灣海拔最高之樹種，
產地
在陝西 湖北 四川 雲南 臺灣等地，因材料取得不易，所以相關研
究報告極
本研究為瞭解玉山 柏精油的特性與用途，將取得之 250 年玉山
柏精油利用 GC/MS 進行 析，並進行生物活性試驗 本研究發現玉山 柏精油主
要是以 cedrol(22.9%) widdrol(20.8%)及 thujopsene(12.3%)為主，其抗發炎活性之
半數抑制濃度(IC50)為 12.9 ug/mL 本研究為首篇解析玉山 柏精油成 之研究，
我們也認為玉山 柏成 之抗發炎活性具有開發成醫療保健產品之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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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學生)
利用 UV-B 照射增加土肉桂立木葉子活性化合物含量之初探
華敦禮 1
1
*

張上鎮 1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通訊作者，stfyeh@ntu.edu.tw

葉汀峰 1*

10617 台北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摘要
土肉桂 Cinnamomum osmophloeum 為臺灣重要的經濟樹種之一，而以土肉桂葉
子開發之產品如精油 茶及酒等保健食品 被廣泛接受 以往的研究結果顯示，
肉桂醛型土肉桂葉子除了精油具抑制尿酸 抗發炎及抗腫瘤等保健功效外，亦具
有降低血糖及血脂等功效 國外研究結果發現，利用UV-B Ultraviolet-B, 280 - 320
nm 照射植物，可增加植物二次代謝物的含量 本試驗即利用UV-B照射肉桂醛型
土肉桂植株，探討其葉子活性化合物含量之變化，期能找出有效提升土肉桂葉子
活性化合物含量之最佳照射條件，以增加土肉桂之保健功效 結果顯示，在固定
的照光距離下，僅以藍光照射處理，不會增加土肉桂葉子之總黃 類或總酚類化
合物的含量 如以藍光與UV-B有次序的搭配則會產生協同作用，增加照光後土肉
桂葉子總黃 類化合物含量的效果 然而，考量實際操作應用及相關化合物增加
量，後續試驗採用僅以UV-B照射為主 單日內以UV-B照光4 hr，確實能增加土肉
桂葉子總黃 類及總酚類化合物的含量 利用單日最佳照光條件，持續增加照光
天數至8天，得知照光4天即可有效提升土肉桂葉子中總黃 類化合物及主要具生
物活性之黃 糖 類化合物之含量 本試驗結果將有助於未來應用於推廣提升肉
桂醛型土肉桂之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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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學生)
木質生質物於內通式流體化床進行氣化之研究
張維峻 1
1
2
3
*

邱耀平 2

東吟靜 1

吳耿東 1* 楊凱成 1

陳柏壯 2

簡瑞與 3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40227 台中 南區興大路 450 號
原委會核能研究所化學組 32546 桃
龍潭區佳安里文化路 1000 號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40227 台中 南區興大路 450 號
通訊作者，wukt@nchu.edu.tw

摘要
氣化係在高溫下進行的非催化性部
化反應，將含碳之固態物質轉化為氣態為
主的燃料；造粒是藉 物理擠壓將生質物外觀改變 提高密度的一種前處理方式
本研究以 20 kWth 內通式流體化床氣化反應爐進行雜木造粒之氣化性能研究，以
探討氣化溫度 流體化數以及空氣等值比等因子對氣化之合成氣組成 焦油含量
之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隨氣化溫度上升，合成氣中 CO2 含量下降，CO 與 H2 含
量上升，是因為溫度提高有助於反應速率的增加，最適操作條件在氣化溫度
800oC 4 倍最小流體化數 空氣等值比為 0.2 時，合成氣熱值最高 此外，氣化
反應床區在空氣等值比為 0.4 時，不同氣化條件之合成氣 CO2 含量皆高於 50%
研究顯示，當提升空氣等值比時，合成氣中液態焦油含量卻隨之增加，係 於反
應器爐體乾舷區長度過短所致 在乾舷區長度過短的情況下提升空氣等值比，也
會因為滯留時間太短，造成揮發 尚未斷裂成小 子之前就離開反應器，導致焦
油含量不降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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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學生)
菇類廢棄栽培基質造粒於氣泡式流體化床進行快速裂解製備
生質燃油之研究
虹儀 1
1
*

東吟靜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40227 台中
通訊作者，wukt@nchu.edu.tw

吳耿東 1* 張維峻 1
南區興大路 450 號

摘要
生質物快速裂解為生質物熱化學轉換程序之一，在高溫無 的環境下快速升溫快
速冷凝，以取得最大比例之液態產物，也就是生質燃油，快速裂解是一種將固態
生質物轉換成液態燃料的技術 然而生質燃油未精煉前具有高酸性 高含水量以
及易老化等特性，因此本研究透過生質物焙燒程序先行將生質物中之水
酸性
物質極易揮發之小 子去除，再進行快速裂解程序，以研究焙燒前處理是否提升
生質燃油油品 所有試驗均在一 30 kWth 氣泡式流體化床反應器中進行，並以菇
類廢棄栽培基質造粒及其焙燒物為製備生質燃油之原料，以探討不同進料速率
熱裂解溫度 流體化速度 前處理溫度對生質燃油產率 含水率 pH 值及組成成
之影響
實驗結果得知，在 353oC 有最大熱降解峰值，主要為纖維素熱降解；
隨著進料量越
裂解溫度越高 流體化速度越高，其生質燃油產率越低 最適
操作條件在裂解溫度在 450oC，兩倍流體化數以及 1.2 g/s 之進料速率，可獲得最高
之生質燃油產率，達 26.43% 生質燃油之 pH 值隨裂解溫度之增加而增加，在裂
解溫度為 650oC 時，其 pH 值可達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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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學生)
木質紋路於汽車中控台對消費者的視覺意象之研究
林傳偉 1
1
2
*

李安勝 1

李凰寧 2*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科技暨管理學院餐飲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通訊作者，hn.lee@mail.toko.edu.tw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汽車中控台常見的內裝材質與色系搭配不同樣貌的木質紋路，運
用在其中時對於消費者的視覺意象，期望能找出最適當的風格搭配，增加消費者
的購車意願 本研究將中控設計可能影響消費者購車意願之要素 為三個方針：(一)
材質感覺與表面效果；(二) 顏色:明度與對比度；(三) 外部輪廓整體形狀 中控設
計外觀大致上 為可視化 面和觸感操作 面，目前因科技演變，現 大部
售車皆有標配觸控螢 ，將兩者 面合而為一 經初步的研究結果，對於材質選
配的部 ，也僅僅在外部輪廓部 有所影響 在家庭 豪華及環保取向的車款，
木紋 板是常見的配置車型 而在色系上白灰色具有純淨 和諧的意象語彙，和
深色系為主體顏色的內裝，也有顯明的對比；黃色系從平價到豪華車款是目前
場最廣泛的車型，帶給消費者親近 簡單 大眾的意象，搭配內裝的主體顏色也
較多選擇；而黑色系大部
是高級材種，往往出現在百萬以上的豪華車款上，
引伸出高級 古典 氣派的意象 對於紋理部 ，依常見的徑 的平行通直木紋
與弦 的山形木紋做初步歸納，發現在紋理的密度變化，也是會帶給消費者不一
樣的視覺意象 期望以問卷調查方式再進一步的細 ，得出更確 的成果

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20

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學生)
木材運用在醫院櫥櫃門片之視覺意象研究
張立明 1
1
2
*

李安勝 1

李凰寧 2*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科技暨管理學院餐飲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通訊作者，hn.lee@mail.toko.edu.tw

摘要
本研究旨在針對醫院內各醫療場所空間家具櫥櫃門片，探討適合運用木質材料視
覺意象 首先調查嘉義 某區域級教學醫院之家具櫥櫃材料與進行空間使用的屬
性 類，邀請 10 名第一線臨床醫護人員及 20 名醫院病患進行訪談，蒐集到 31 個
家具櫥櫃的木材意象形容詞，經 10 位醫護人員進行投票，篩選醫院醫療空間的
8 組相對形容詞 最後以語意 析法(S.D.法)來針對國內 12 種 售木材研究樣本，
對應 8 組形容詞進行 析 研究結果顯示櫥櫃門片楓木 白楊木帶給人的視覺意
象是 舒適的 乾淨的 ；柚木 橡木視覺意象是 穩重的 古典的 ；山毛櫸
南洋杉視覺意象是 俗氣的 柔和的 ；扁柏 紅檜視覺意象是 溫馨的 簡約的 ；
花梨木 胡桃木視覺意象是 高級的 精緻的 ；冷杉 梧桐木視覺意象是 冰冷
的 壓力的 對應醫院空間期待呈現的視覺意象，大廳櫃檯建議採用柚木 花梨
木與胡桃木，候診區可採用山毛櫸 扁柏與紅檜，診間與病房護理站可採用楓木
白楊木，放射檢查區與手術室等候區可採用楓木 紅檜，病房與藥局可採用胡桃
木 楓木 紅檜，餐廳美食街可採用柚木 橡木 胡桃木 楓木 本研究將增進
醫護人員與設計師之間的溝通，提升就醫環境品質，落實 以病人為中心 的全
面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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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學生)
含生質物 PF 樹脂氣凝膠及碳凝膠製作及性質
洪梓桔 1
1
*

析

李文昭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40227 台中 南區興大路 145 號
通訊作者，wjlee@dragon.nchu.edu.tw

摘要
碳氣凝膠(Carbon aerogel)是一種特殊的吸附材料，其製程乃將樹脂材料在高水 環
境下凝膠化形成水凝膠(Hydrogel)，再藉 特殊脫水方式形成氣凝膠(Aerogel)，再
利用高溫碳化形成多孔性碳氣凝膠 本研究利用酚及福馬林為原料製作酚醛樹脂
(Phenol-formaldehyde resin；PF)水凝膠，結果顯示在 醛/酚莫耳比 3/1，碳酸鈉/
酚莫耳比 1/3，反應物濃度 20%，反應溫度 90℃之密閉環境下可形成 PF 樹脂水凝
膠，以冷凍乾燥脫水可形成氣凝膠，經 FTIR 析其樹脂結構與一般的 PF 樹脂相
同 而 將 酚 與 醛 在 大 量 水 環 境 中 利 用 三 階 段 懸 浮 聚 合 法 (Suspension
Polymerization)可製作 球形 PF 樹脂，第一階段將莫耳比 1.5/1 之 醛/酚以三乙胺
為催化劑行預聚合反應，第二階段加入聚乙烯醇及大量水進行造粒反應，第三階
段則加入六亞 基四胺為硬化劑形成 球狀硬化 PF 樹脂，經粒徑 析其平均粒徑
1270 um，其中以 14~20 mesh 者最多，佔 52.8%，粒徑大於 14 mesh 者佔 28.6%
而將莫耳比 2/1 之 醛/酚在反應物濃度 15%環境下以氫 化鈉為催化劑加熱反應
形成水溶性 PF 樹脂預聚合物，再將其加入環 烷溶液中，並以 SPAN 80 為界面活
性劑，透過相反轉乳化聚合(Phase reverse emulsion polymerization)可形成油包水
(o/w)之 PF 樹脂粒子，去除環 烷後可得 球狀 PF 樹脂水凝膠，冷凍乾燥脫水可
形成氣凝膠，以 800℃高溫加熱可得碳氣凝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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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學生)
含生質物酚醛樹脂氣凝膠製作木陶
李晟豪 1
1
*

之性質

李文昭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40227 台中 南區興大路 145 號
通訊作者， wjlee@dragon.nchu.edu.tw

摘要
木陶
Wood ceramics 乃將酚醛樹脂 Phenol-formaldehyde resin；PF 含浸至
木材，再將此樹脂含浸材透過高溫碳化處理所得特殊碳材料 其中木材組成 形
成軟質不定形碳 Soft amorphous carbon ，含浸樹脂則形成硬質玻璃態碳 Hard
glassy carbon
本研究利用 PF 樹脂氣凝膠 Aerogel 製備技術製作含生質物 PF
樹脂氣凝膠，再高溫碳化形成木陶 ，期進一步提高木陶 之孔隙特性 試驗中
將酚 福馬林 碳酸鈉與大量的水混合
醛/酚莫耳比 3/1，碳酸鈉/酚莫耳比為
1/3，反應物濃度 20% ，隨後將此混合液倒入填充木材刨花 廢紙 廢紙纖維及椰
殼纖維等木質質料之容器中，並於密封環境下以 90℃加熱使凝膠化而形成含有生
質物的 PF 樹脂水凝膠 Hydrogel ，將此水凝膠凍結後，以冷凍乾燥脫水形成氣凝
膠，再以 800℃加熱 1 h 而得木陶
結果得知，不含生質物之 PF 樹脂水凝膠
密度 1.08 g/cm3，經冷凍乾燥脫水形成氣凝膠之重量收率 19.7%，此氣凝膠經丙
溶出試驗之重量保留率 97.5%，顯示 PF 樹脂在凝膠過程 完成其高 子化反應，
經碳化形成木陶 之重量收率 42.2% 木材刨花 廢紙 廢紙纖維 椰殼纖維經
800℃加熱 1 h 所得炭材料收率 別為 20.3% 21.0% 21.9%及 13.4% 含木材刨
花之 PF 樹脂水凝膠密度 0.76 g/cm3，經冷凍乾燥脫水形成氣凝膠之重量及體積保
留率 別為 25.3%及 58.3%，碳化木陶 之收率則為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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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學生)
以不同比例之奈米纖維/奈米微晶複合材料
取代清玻璃之初探
林育陞 1
1
*

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通訊作者，pykuo@niu.edu.tw

郭佩鈺 1*

26047 宜蘭縣宜蘭

神農路一段 1 號

摘要
纖 維 素 奈 米 纖 維 (Cellulose nanofibers, CNFs) 與 纖 維 素 奈 米 微 晶 (Cellulose
nanocrystals, CNCs)為近期新興材料，其具生物降解性 低密度 高強度 低熱膨
脹率 原料取得容易及可製作成透明材料等諸多優點，廣被各領域所關注，是未
來研究發展之趨勢 日本甚至將奈米纖維素列入日本再興戰略之重點材料，並延
攬百家廠商積極投入研發；反觀台灣至 對於奈米纖維素相關研究仍甚 ，希望
此研究可提供台灣的學界與業界在奈米纖維素複合材的重視 本實驗為探究
CNFs/CNCs/環 樹脂形成的複合材在機械強度與透光度上的平衡，並探討透過此
一複合材取代一般清玻璃之可行性 透過此項取代改善清玻璃比重大 形變低
拉伸破壞強度低等缺點 利用外購的 CNFs 以硫酸法製備出 CNCs，並將不同比例
的 CNFs 與 CNCs 共混後濾出成奈米纖維薄膜，利用溶劑置換提高薄膜與環 樹脂
的相容性，再將其浸入環 樹脂與胺類硬化劑中，最後透過真空抽氣硬化成膜
當複合材中 CNFs 比例提升時，膜的拉伸強度雖會增高，但透光度不甚理想；而當
複合材中 CNCs 比例提高時，則透光度增強，但拉伸強度下降 以最適比例所做
的複合材密度約為玻璃一半，而抗拉強度能達到清玻璃的三倍，奈米纖維複合材
於性能強度方面取代清玻璃相當具有可行性，但價格較高與製程複雜仍是尚待突
破的技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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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森林資源永續發展研討會

海報發表
論文摘要集
林學組

程序表
發表編號

題目

作者

P20-01-01 疏伐採運作業對台灣肖楠人工林林下植被之影響

蘇聲欣、邱志明、廖和
順、葉大裕

P20-01-02 台北 行道樹物種多樣性分析
P20-01-03 單子紅豆播種試驗

林俊成、李宥妍、詹為巽
何雅齡、廖宇賡

P20-01-04 運用 IPA 評估林業試驗所木藝科學教室活動

林柏亨、林振榮、詹為
巽、林伯峰

P20-01-05 以暫時性表現法模擬楓香葉變色之花青素生合成

文起祥、曹乃文、王升
陽、曲芳華

P20-01-06 雲林沿海地區農地造林樹種之研究

鄧書麟、傅昭憲、蔡景
株、黃瓊逸、李育潔

P20-01-07 氣候變遷下之山坡地集水區土地開發利用對水文 洪貞伶、詹愛倫、衛約
環境的衝擊
翰、卡格理
P20-01-08 油茶育種及栽培技術改善措施之成本效益分析
P20-01-09 民眾對森林認證產品願付價格溢價之研究

吳孟珊、陳溢宏、林俊成
吳俊賢、林裕仁、林俊
成、陳溢宏、吳孟珊

P20-01-10 武陵地區森林火災後 4 種造林樹種的生長表現調查 鍾智昕、陳駿銘、阮名
揚、潘孝隆、林世宗
P20-01-11 大肚山森林復育樹種篩選
P20-01-12 陽明山外來入侵植物分 調查

蘇夢淮、蔡智豪、葉哲宇
蘇夢淮、葉哲宇

巫曉涵、盧道杰
P20-02-01 撒奇萊雅族撒固兒部落民族植物之研究
P20-02-02 台灣二葉松外生菌根苗在松針枯落物逆境上所扮 王靖維、洪景祥、李炎
演的角色
壽、楊叔錠、林瑞進
林生態系服務評價—以臺大校園樹木為例

魏碩、郭創元、陳又嘉、
鄭舒婷

P20-02-04 藉植株長期缺水時的生理表現判斷樹種耐旱性

許展維、江嘉祥、余尚
鈺、郭耀綸

P20-02-05 金門造林區颱風災後復舊造林規劃

許立達、林敏宜、王大
中、陳泰谷

P20-02-06 溪頭自然教育園區人均住宿水電碳足跡調查分析

邱祈榮、謝欣穎、陳思
妤、朱嘉賢、吳政育、黃
俊霖、李亭穎

P2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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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表
發表編號

題目

P20-02-07 溪頭樹木安全風險管理

作者
邱祈榮、黃凡、陳彥廷、
陳奕璇、邱家豪、許 仲
豪、羅友宏、呂卓錠、吳
錯、劉力中、黃嘉禾、顏
文浩、黃安琪、林昭言

P20-02-08 溪頭高保育價值評估

呂浩正、吳倩誼、花 瑄
鴻、施雯婷、陳又嘉、張
智翔、賴承筠、應劭廷、
顏立愷、魏邦諭、邱祈榮

P20-02-09 都市地區車流擾動對荔枝椿象於臺灣欒樹分布的 易俞均、吳怡慧、曾喜育
影響
P20-02-10 楓香葉變色黃酮醇生合成轉錄因子 LfMYB111 之 歐書寰、文起祥、曲芳華
選殖
李佳怡、王立志、鄭智馨
P20-02-11 中台灣海拔梯度雨水化學的空間與季節變異
P20-02-12 以 Hedley Fractionation 和 XANES 來探討磷的型態 張婷雅、鄭智馨
P20-02-13 長期支撐對樹木樹幹形態影響之初探

林澤文、李侃筑、黃 元
新、許立達

P20-02-14 應用 LandSat 衛星影像分析金門莫蘭蒂颱風樹木災 許璠苡、彭柏睿、林 敏
損及復原
宜、許立達
P20-02-15 龍洞灣互動式 GIS 故事地圖於環境教育與觀光推廣 傅珈鈞、張雅惇、楊 簵
之應用
綨、許立達
P20-02-16 南仁山欖仁溪樣區樹種新增與死亡的分布格局
P20-02-17 食茱萸之倍半萜合成酶基因選殖與探討

李曜彣、趙偉村

P20-02-18 食茱萸之萜類功能基因選殖
P20-02-19 食茱萸葉片在不同乾燥處理時間之萜類成分比較

吳采蓉、曲芳華

李青青、曲芳華
賴承筠、曲芳華

P20-02-20 觸口自然教育中心鄰近中小學教師環境教育需求 蔡佩菁、黃名媛
之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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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

研究人員)

疏伐採運作業對台灣肖楠人工林林下植被之影響
蘇聲欣 1* 邱志明 1
1
2
*

廖和

1

葉大裕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森林經營組 10066 臺北 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新竹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30210 新竹縣竹北 光明六路 10 號
通訊作者，sush@tfri.gov.tw

摘要
台灣肖楠(Calocedrus macrolepis var. formosana)為高價值原生樹種，現存之天然分
多為散生而 有純林，因此如欲達成永續利用，必須以人工方式經營生產性林
分 疏伐為人工林的重要施業，然而其作業過程對於林地必然產生破壞，惟國內
之相關研究甚 ，因此本研究以人工林林下植被為對象，評估採運作業對林分之
影響 本研究於林試所蓮華 地區之 59 年生台灣肖楠人工林進行 此林分於 2016
年進行疏伐，以鋼索集 方式將伐倒木搬運至林道 本所於 2010 年 設置樣區調
查林下地被植物與樹木天然更新情形，本研究於 2017 年再次進行調查，結合兩次
調查成果以評估採運作業對於林下植被之影響 結果顯示採運作業並未明顯改變
地被植物的組成，而且地被植物在 7 年間也沒有一致的變化趨向 但是在天然更
新樹木方面，採運作業確實造成林下樹木的明顯破壞，增加樹皮傷害 幹折 致
死的比例，其中尤以致死情形最為常見，伐採區與非伐採區的致死比例為 30% vs.
7% 然而， 於此林分在 7 年間產生了極大量的天然更新小樹，數量遠大於植株
總體死亡數量，而且又以茜草樹(Randia cochinchinensis)為主(佔 69%)，因此全區
的天然更新樹木組成趨向相似化，導致從樹種組成變化上無法察覺採運作業的影
響 未來我們將進行定期複查，以探究疏伐採運作業是否產生較長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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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
台北

行道樹物種多樣性分析

林俊成 1
1

研究人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 通訊作者，frog@tfri.gov.tw

李宥妍 1

詹為巽 1*

10066 台北

中正區南海路53號

摘要
行道樹為
林重要的一環，同時也是城 中重要的綠色基礎建設之一，其具有
許多不同之效益，例如不同地景與季節性動態變化的景觀效益 調整微氣候及減
噪音 空氣汙染等氣候及物理效 益文化歷史價值等社會效益，以及提供他生
物棲息環境的生態效益等，而物種多樣性為影響行道樹等
林之健康以及是否
能穩定提供前述各種效益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為了解台北 行道樹的物種多
樣性以及各區之差異，本研究蒐集台北 政府所公 之行道樹資料，包含各行政
區之行道樹物種 數量以及分 等資訊，進行各區之行道樹統計及多樣性指標計
算 結果顯示目前已完成調查約 8.7 萬株台北 行道樹共有 194 種樹種，以榕樹
(Ficus microcarpa L. f.) 之 數 量 最 多 (14.8%) ， 其 次 為 茄 冬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10.8%)以及樟樹(Cinnamomum camphora Presl)(9.7%) 經計算種類豐富度
(Margalef Index)最高之三區依序為士林區(30.14) 南港區(25.77)及北投區(25.21)，
種類豐富度較低的區域則為中正區(14.38)及大同區(14.46)， 異度指數(Simpson
Index)最高之三區則依序為北投區(0.95) 南港區(0.94) 大安區(0.93) 藉 各區域
之行道樹現況及多樣性分析結果，可以做為未來行道樹新 補植時的參考依據，
以篩選栽植合適之樹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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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

研究人員)

單子紅豆播種試驗
何雅齡 1
1
2
*

廖宇賡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中埔研究中心 60081 嘉義 文化路 432 巷 65 號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60004 嘉義 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
通訊作者，ykliao@mail.ncyu.edu.tw

摘要
單子紅豆(Ormosia monosperma)是 日本學者金平 三氏於 1923 年引進臺灣，分
別在林業試驗所的臺北植物
中埔研究中心嘉義樹木 及六龜研究中心扇平工
作站等處種植 然目前僅嘉義樹木 這株近百年的老樹會開花結實， 於單子紅
豆的種子顆粒大且外觀相當特殊， 黑紅二色組成類似太極兩儀的圖案，常被民
眾做成裝飾藝術品或佩帶的吊飾，在坊間及網路世界奇貨可居，因為獨特且稀
所以民眾為之風靡 單子紅豆在臺灣因種子不易獲得，如何播種繁殖在國內並無
相關的研究報告，本研究目的是要了解其種子發芽之條件以供未來繁殖育苗做先
期準備 一般認為豆部的種子有部分在成熟時種皮硬實且緻密不易透氣，水份難
以滲入，以致播種前要有特殊處理以軟化種皮，使種子吸水膨脹以促進發芽，其
方法包括有常溫或高溫熱水浸種處理 人工機械刻傷種皮 人工剝除種皮 化學
破壞種皮 4℃層 處理及浸泡植物生長調節劑激勃素(gibberellic acid, GA3)等方
法 本研究從試驗結果中得知，單子紅豆種子成熟時只要經過常溫浸種 24 hr 或即
播，就可得到 88-96 % 發芽率，不需要耗時費工的施以繁雜催芽處理，顛覆傳統
的刻板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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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

研究人員)

運用 IPA 評估林業試驗所木藝科學教室活動
林柏亨 1
1

林振榮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 通訊作者，frog@tfri.gov.tw

詹為巽 1* 林伯峰 4

10066 台北

中正區南海路53號

摘要
近年來各種體驗式教育活動越來越受國人青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成
立 木藝科學教室 ，希望藉 辦理木工 DIY 等各式體驗活動，讓民眾能更親近木
產品及認識國產木
為能了解活動參加者對於活動之期望與感受，本研究利
用重要–表現程度分析(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透過問卷針對活動所
提供的 活動場地
教學人力 與 課程內容 等共 16 個 目，調查參加者之
行前期望 重要程度 以及實際體驗 表現程度 ，以找出優先需進行改進加強的
目 結果顯示位於 IPA 分析圖第 2 象限屬於表現程度低但重要程度高，為未來
應優先改善之 目僅有 活動場地 的 環境品質(是否明
清潔等) ，其次位
於第 3 象限屬於表現程度與重要程度均低，為改善優先 序較低的 目有 3 ，
同樣屬 活動場地 之 交通地理位置
動線規劃 及 基礎設施品質(停車場
廁所等) 藉 分析參加者對於活動各 目認為的重要程度與表現程度，可以協助
釐清活動各 服務的缺口與劣勢，將能做為未來改善因應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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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

研究人員)

以暫時性表現法模擬楓香葉變色之花青素生合成
文起祥 1
1
2
*

曹乃文 2

王升陽 2

曲芳華 1*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10617 台北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40227 台中 南區國光路 250 號
通訊作者，fhchu@ntu.edu.tw

摘要
楓香(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為臺灣原生落葉性樹種，其新生未展開之幼葉
及 冬季之老化葉有葉變色之情形 本研究團隊於先前研究發現楓香有兩種可能
影響葉片顏色呈現之花青素 delphinidin 及 cyanidin，然目前發現之楓香兩個花青素
生合成酵素 dihydroflavonol 4-reductase (DFR)均沒有前驅物偏好性，無法解釋楓香
如何調控花青素終產物之種類 為了解楓香之花青素生合成及調控機制，本研究
探討 DFR 之上游酵素對花青素產物的影響 可能影響花青素終產物種類之主要酵
素 分 別 為 負 責 修 飾 B 環 的 flavonoid 3 '-hydroxylase (F3’H) 及 flavonoid
3',5'-hydroxylase (F3'5'H)，經基因選殖獲得楓香之同源基因，分別命名為 LfF3’H1
LfF3’H2 及 LfF3’5’H 以農桿菌(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 Smith & Townsend)將
LfF3’H1 或 LfF3’5’H 暫時性過表現於 葉菸草(Nicotiana benthamiana Domin)，配
合施打前驅物 naringenin，於過表現 LfF3’H1 之操作組可獲得 cyanidin 之前驅物
dihydroquecertin，而施打 LfF3’5’H 之操作組則可獲得 pentahydroxy-flavanone，顯
示楓香之 LfF3’H1 及 LfF3’5’H 具有活性且 LfF3’H1 之活性可能較 LfF3’5’H 強
於生物晶片(microarray)基因表現量資料顯示 LfF3’5’H 在春季有較高之表現量，與
先前研究發現楓香春季葉片 delphinidin 含量較 cyanidin 高相符，說明 LfF3’5’H 在
春季影響花青素終產物含量分配 相較之下 LfF3’H1 在春季及冬季均有表現，為
楓香變色葉片含有 cyanidin 的主要原因 本研究透過基因選殖及暫時性過表現實
驗，證實楓香藉 LfF3’H 及 LfF3’5’H 基因表現調控花青素之生合成，以修飾上游
前驅物之方式調控花青素終產物之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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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

研究人員)

雲林沿海地區農地造林樹種之研究
鄧書麟 1* 傅昭憲 1
1

蔡景株 1

林業試驗所中埔研究中心 60081 嘉義
* 通訊作者，dengsl@tfri.gov.tw

黃瓊逸 1

李育潔 1

文化路 432 巷 65 號

摘要
平地造林實施目標為一般農業區內的農牧用地，以較不具競爭力之農地為造林
地，尤以沿海地區屬低生產力土地為優先；惟造林不易 針對雲林已 請之農地
造林地進行調查，結果濱海鄉鎮的土壤性質以麥寮 台西 四湖及東勢之土壤屬
低 度(但台西及四湖已近中 度)；水林及口湖則屬高 度，並 是發生地層下陷
與 水嚴重鄉鎮 透過林木樹冠密度 樹冠透光度 樹冠枯梢 葉枯程度 葉掉
落率 病害 蟲害 開花 結實等9 林木健康狀態，經因素分析後建立3個森林
健康度指標，分為樹冠及葉部活力 病蟲 害及林木開花結實指標 雲林沿海農
地2011年新植樹種的生長情形以欖李 茄苳 台灣相思樹 台灣櫸 大葉桃花心
木 蘭嶼羅漢松 黃連木 無患子 瓊崖海棠 欖仁等樹種生長表現較佳，樣區
健康等級均屬健康；最差為台灣肖楠及烏心石 因此，肖楠及烏心石建議不宜在
濱海地區推廣造林，針對嚴重 水地區宜採高 作業，並改植耐淹浸之樹種如欖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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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

研究人員)

氣候變遷下之山坡地集水區土地開發利用對水文環境的衝擊
洪貞伶 1* 詹愛倫 2
1

2

3

*

衛約翰 3

卡格理 2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11529 台北 南
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地理學系 29208 美國南卡羅來納州哥倫比亞 公牛街 709
號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地球 海洋與環境學院 29208 美國南卡羅來納州哥倫比亞
桑木特街 701 號
通訊作者，hungc@gate.sinica.edu.tw

摘要
氣候變遷和土地利用變遷以複雜的方式影響著水文過程，本研究旨在探討氣候變
遷和土地利用變遷對於山坡地集水區的暴雨逕流之影響 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的許
多地區在 2015 年 10 月 2016 年 10 月 2017 年 9 月經歷了嚴重的水災，本研究
之實驗地位於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的兩個小型坡地集水區，研究方法以美國環境保
護 (US EPA)的暴雨水文管理模式(SWMM)模擬在不同的氣候變遷和土地利用變
遷情境之下的水文過程 本研究使用基於 US EPA 綜合氣候和土地利用變遷情境
(ICLUS)的三種土地利用變遷情境(A1, A2, & B1)和三種根據世界氣候研究計劃之
CMIP3 的氣候變遷情境 乾熱 中間值 暖濕 以探討氣候變遷和土地利用變遷
對徑流量與洪峰流量的短期(2035)和長期(2060)之衝擊 結果顯示氣候變遷對於徑
流量與洪峰流量有高度季節性的影響 若單就氣候變遷而言，短期與長期之最大
的徑流量與洪峰流量之增加皆發生在暖濕之氣候變遷情境之下 若單就土地利用
變遷而言，最大的徑流量與洪峰流量之增加發生在 A2 短期 與 A1 長期 之
土地利用變遷情境 然而在綜合氣候變遷情境和土地利用變遷情境之下，徑流量
與洪峰流量的增加卻比個別情境下之模擬結果的線性總和要大 在氣候變遷和土
地利用變遷之下，本研究結果可作為國土空間規劃與管理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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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

研究人員)

油茶育種及栽培技術改善措施之成本效益分析
吳孟珊 1* 陳溢宏 1
1
*

林俊成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經濟組，10066 臺北
通訊作者，wumengshan@tfri.gov.tw

南海路 53 號

摘要
食用油安全為消費者相當關心的民生問題，油茶籽油有東方橄欖油之稱，因此被
選為檳榔樹轉作的重要樹種 本研究調查油茶育種及栽培技術改善方法之成本效
益，評估不同方案的淨現值提供農民進行相關生產決策 方法一為油茶省工採收
機械的成本效益分析，調查油茶省工採收機具的成本，以及可節省的人工採收費
用，評估省工機具的經濟效益 方法二為低產油茶林嫁接豐產品系的成本效益分
析，調查粗放經營的油茶 ，經嫁接豐產油茶穗的生產成本及預期產量，評估以
嫁接方法提高油茶生產量之效益 方法三為新植豐產品種的成本效益分析，調查
豐產品系的生產成本及預期產量，評估新植豐產品種的經濟效益 最後評估同時
施行省工與豐產經營措施的整體效益 結果顯示同時使用省工機械與新植豐產品
系(方法 1+方法 3)為最佳方案，年產量 5,400kg-9,600kg 的油茶林，40 年期滿的淨
現值為 18,886,795-35,711,66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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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

研究人員)

民眾對森林認證產品願付價格溢價之研究
吳俊賢 1
1
*

林裕仁 1

林俊成 1

陳溢宏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經濟組，10066 臺北
通訊作者，wumengshan@tfri.gov.tw

吳孟珊 1*

南海路 53 號

摘要
森林認證制度在國際間已盛行 20 餘年， 於 請驗證的廠商需要花費額外的成本
確定產品來自負責任經營的林地，因此消費者對驗證產品的購買意願將直接影響
森林驗證推動的可行性
2012 年研究調查顯示，台灣民眾僅 18%認識 FSC 標章，
對經森林驗證的抽取式衛生紙之願付價格溢價為 17.82% 吳俊賢等，2014 本研
究 年度以郵寄問卷調查一般民眾對森林認證產品的願付價格，以內政部戶政司
106 年 12 月台灣地區戶籍資料的普通戶為抽樣母體，根據縣 別分為 19 層(金門
縣 連 縣 澎湖縣抽樣戶數調整至花蓮縣 臺東縣)，在 95％之信賴水準以及郵
寄問卷回收率 10%之條件下，調整後抽出 4,000 個樣本戶，截至目前有效問卷為
393 份 研究結果顯示，歷經數年後，民眾對 FSC 標章之認識程度增加為 33.3%，
但對經森林驗證的抽取式衛生紙之願付價格溢價減 為 12.45% 迴歸分析顯示不
以價格便宜為主要考量 對森林認證相關標章認識程度高 以及教育程度高等因
素，與願付價格溢價有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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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

研究人員)

陵地區森林火災後 4 種造林樹種的生長表現調查
鍾智昕 1
1
2

3
*

陳駿銘 2

阮名揚 2

潘孝隆 3* 林世宗 1

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260 宜蘭 神農路一段 1 號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森林保育事業管理處 260 宜蘭縣宜蘭 林森路
100 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森林經營組 100 台北 中正區南海路 53 號
通訊作者，hlpan@tfri.gov.tw

摘要
林火為森林生態系統重要干擾因子，嚴重者會破壞森林結構 減低森林功能或燒
毀整個森林，但對於生態系統而言，則具維持生態系統健康和再生的重要功能
對於森林管理者而言，如何在反覆發生林火區域，利用造林技術，選擇具耐火潛
力與防火樹種以維持林分為重要工作 本研究位於台灣中部的 陵地區(大 溪事
業區 37 38 林班)，本區於民國 91 發生森林火災，並於 92 年選擇數種原生常綠闊
葉樹於火災跡地進行造林，另 105 年再次發生森林火災，造成多種造林木受損或
死亡 本研究調查 92 年與 100 年造林木設置 6 個樣區，對扁柏 肖楠 青剛櫟與
木荷，自 105 年火後進行現地生長調查與 16 個月的監測，了解各樹種火後生長表
現與回復狀況 依調查資料顯示:火後針葉樹之扁柏及肖楠無萌蘗之發生，顯示造
林木已死亡；16 年生之青剛萌蘗率分別為 73.3%與 81.1%；7 年萌蘗率分別為 100%
與 75.0% 16 個月後青剛櫟萌蘗高度(TH7: 37.8±28.6 cm，TH16: 23.5±9.7 cm)與木
荷 (TH7: 61.5±36.2 cm，TH16: 153.3±47.8 cm) t-test 檢定青剛櫟與木荷不同年生造
林木萌蘗之高度，顯示青剛櫟在 2 種不同齡級間造林木萌蘗樹高無顯著差異
(p=0.1435)；木荷造林木 15 年生的萌蘗樹高顯著高於 7 年生(p=0.0454) 據此，本
區火災跡地復舊造林，建議可以青剛櫟搭配木荷，利用木荷萌蘗後快速生長優勢
與青剛櫟形成不同層次之林分結構，可減省為未來重新造林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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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

研究人員)

大肚山森林復育樹種篩選
蘇夢淮 1* 蔡智豪 2
1
2
*

葉哲宇 1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11114 台北 陽明山華岡路 55 號
台灣山林復育協會 40764 台中 西屯區玉門路 80 巷 1 號
通訊作者，smh2@faculty.pccu.edu.tw

摘要
1697 年，郁永河 描述台中 大肚山森林茂密的景象，但隨著後續的農墾 造林
與開發，原有的森林幾乎消失殆盡 最近的調查報告指出，除了人為聚落與農墾
區之外，大肚山主要植被以相思樹(Acacia confusa)造林與大黍(Panicum maximum)
草生地為優勢 為了提供大肚山原生森林復育之需，本研究透過訪查大肚山與鄰
近山區--包括位在北方的火炎山 東方的大坑 與南方的八卦山--之標本紀錄 植
群調查報告，並配合現地調查，蒐集原生物種名錄之後，再以保育評估常用的遞
迴法與指標種累計法，篩選適合用於大肚山森林復育的樹種 結果發現，有確定
紀錄分 於大肚山者共 80 種，此在遞迴過程的第一階段皆被選入 第二階段中，
出現在所有鄰近山區共 32 種，此 表在生物地理意義中，極可能過去出現在大肚
山的種類，至此累計共 112 種 本研究所篩選的清單，無論在植物相或是種類豐
富度上，皆符合已發表文獻的結果，因此建議此 112 種樹木，應被列入大肚山森
林復育的清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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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教師

研究人員)

陽明山外來入侵植物分

調查

蘇夢淮 1* 葉哲宇 1
1
*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11114 台北
通訊作者，smh2@faculty.pccu.edu.tw.

陽明山華岡路 55 號

摘要
外來入侵生物為現 保育生物學研究的一大重點，因為其往往會造成區域的生物
多樣性減低 生態保育為國家公 成立的主要目的，因此外來入侵生物議題更形
重要 為，本研究進行陽明山國家公 外來入侵植物的分 調查，希望能作為提
出防治對策的基礎 結果共完成 5 條穿越線，紀錄到外來入侵植物 38 種，包括 1
種台灣新紀錄景天水竹葉(Tradescantia crassula)與 1 種陽明山新紀錄澤假藿香薊
(Ageratina riparia) 全部 38 種類合計 194 個族群，針對當中 10 種族群數超過 6 者，
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判別分析與相關分析，ANOVA 分析結果指出，冠層覆蓋
度 地被覆蓋度 土壤 pH 值 土壤含石率 距開發區距離等 5 環境因子均具有
顯著性差異，判別分析則說明冠層覆蓋度與距開發區距離為影響外來入侵植物分
的最主要因子，不過大多數外來入侵物種的族群大小環境因子並無顯著相關
陽明山國家公 雖然面 不大，但是擁有不 的外來入侵植物，此現象可能與人
為活動頻仍有關，在無法管制民眾行動的狀況下，外來入侵植物的防治面臨相當
大的困難 不過，本研究結果建議，初步至 可以 減 外來入侵植物偏好的棲
地，譬如增加森林覆蓋度 或是減 人為開發區等來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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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撒奇萊雅族撒固兒部落民族植物之研究
巫曉涵 1* 盧道杰１
1
*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通訊作者，r05625015@ntu.edu.tw

10617 台北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摘要
本研究旨在收集與分析撒奇萊雅族的民族植物，並討論其持續擾動部落的可能
性
野工作自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7 月在花蓮縣撒固兒部落進行，除了陪同
報導人一起採取標本，製作標本，也在過程中，以參與觀察 焦點團體及訪談等
研究方法，進行民族植物相關資訊的收集 研究後半段，則以參與式行動研究的
取徑，跟在地組織合作，探討持續於部落擾動的撒奇萊雅族民族植物知識建構機
制 本研究共訪談了 9 位報導人，記錄了 66 科 174 種植物，其中食用植物總共有
49 科 118 種為分類 中最多，次之為用具植物總共有 28 科 51 種，其餘依序為儀
式植物總共 14 科 25 種 藥用植物總共 18 科 23 種 建 植物總共 16 科 23 種
儀式植物總共 13 科 16 種及衣飾植物總共 10 科 12 種等 在用途類別中，九芎
( Lagerstoemia subcostata ) 具有 7 種的用途類別為用途最多的植物 在用途細目
中，檳榔 ( Areca catechu ) 用途細目總數高達 10 種為細目最多的植物 另外，本
研究與在地組織合作，將民族植物知識建構機制帶入文化健康照顧站及瀕 語言
計畫，初步測試與評估的結果顯示，民族植物調查可在計畫中扮演 極的角色，
並成為撒奇萊雅族撒固兒部落中一個長期的擾動，未來或有機會成為一個能傳承
與保存撒奇萊雅族民族文化與知識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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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台灣二葉松外生菌根苗在松針枯落物逆境上所扮演的角色
王靖維 1
1
2
*

洪景祥 1

李炎壽 2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南投林區管理處
林瑞進，linerm@mail.ncyu.edu.tw

楊叔錠 2

60004 嘉義

林瑞進 1*

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

摘要/Abstract
台灣二葉松(Pinus taiwanensis)為為松科松屬的台灣特有種植物，不僅為台灣最要造
林樹種，亦為典型外生菌根植物 松科植物造林，成功的關鍵因子就是外生菌根
菌 本研究利用 2 株外生菌根菌(彩色豆馬勃(Pisolithus tinctorius, Pt)及東方豆馬勃
(Pis. orientalis, Po))，來探討它們在生理及生化特性的差異，並起利用台灣二葉松
種子苗來探討外生菌根菌在枯落物逆境下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在菌株的特性部
分，在不同培養基的生長的表現上，Pt 菌株在 MMN 培養基可獲得最大生長量(6.20
± 0.15 mm/d)，Po 菌株也是在 MMN 培養基可獲得最大生長量(4.97 ± 0.20 mm/d)，
但二者間呈現顯著差異(p＜0.05)；在不同 pH 值的生長的表現上，Pt 菌株在 pH4
可獲得最大生長量(1.41 ± 0.01 mm/d)，Po 菌株也是在 pH6 可獲得最大生長量(0.93 ±
0.04 mm/d)，二者間呈現顯著差異(p＜0.05)；在分泌 IAA 之能力部分，Pt 菌株之
IAA 濃度(4.39 ± 0.09 mg/L)，Po 菌株之 IAA 濃度(3.90 ± 0.00 mg/L) 綜合上述，Pt
和 Po 這 2 株外生菌根菌，確實在生理生化等特性上具有差異，另與台灣二葉松苗
木的親合效益，以及外生菌根菌面對松針枯落物逆境上所扮演的角色；目前試驗
正在進行中，預定將於海報中呈現 期待試驗結果能提升台灣二葉松造林績效

海報發表-林學組-14

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林生態系服務評價—以臺大校
魏碩 1
1
*

郭創元 1

陳又嘉 1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10617 台北
通訊作者，chengsuting@ntu.edu.tw

樹木為例

鄭舒婷 1*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摘要
林提供人們遮蔭 遊憩 涵養水源 淨化空氣等多樣的生態系服務功能，為
了解這些生態系服務功能之貨幣價值，我們以國立臺灣大學校總區及水源校區於
2014 年臺大校 樹木調查資料為案例，利用國際上廣泛使用的
林生態系功能
評估系統 i-Tree Eco 分析及評估這些校 樹木之生態系服務價值 國立臺灣大
學位於人口稠密的台北 區，於校總區及水源校區佔地共 120.7 公頃之校 內，共
植有 15,714 棵樹木，其胸高直徑多以中徑木(亦即胸高直徑為 15.2-30.5cm)及小徑
木(亦即胸高直徑為 0-15.2cm)為主，但仍有 量之大徑木 我們彙整校區內木本植
物之物種組成，剔除普查資料中有明顯錯誤及 i-Tree 資料庫中缺乏對比樹種數據的
資料後，以總計 14,213 棵樹之樹種 胸高直徑 樹冠幅與樹高等數據資料，搭配
台北 氣象站與污染物測站之觀測資料，計算臺大校 樹木每年空氣汙染物移除
量 碳吸存量 氧氣產生量與降雨截留量，並換算各相對應之貨幣價值 分析結
果顯示，臺大校 之樹木每年可移除 2,395 噸之空氣汙染物，碳吸存量為 3,642 噸
/年，氧氣產生量為 402.5 噸/年，降雨截留量為 4,480 噸/年，估計每年可提供之生
態系服務價值達 1.6 億新臺幣，此量化之生態系服務價值更突顯
樹木維護之重
要，並可提供經營管理者施政之參考與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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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藉植株長期缺水時的生理表現判斷樹種耐旱性
許展維 1
1
*

嘉祥 1

余尚鈺 1

郭耀綸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91201 屏東縣內埔鄉老埤
通訊作者，ylkuo@mail.npust.edu.tw

學府路 1 號

摘要
耐旱性是林木重要的功能性狀之一，但此性狀的判定方式學界尚無定論

本研究

嘗試以植株在長期缺水過程，淨光合作用率降至 0 之時的黎明前葉部水勢(Ψ0)當做
樹種生理耐旱性的指標， 此判定不同樹種的耐旱能力 供試樹種為蓮華 森林
分 在不同坡位的 10 種樹種，以及生長在恆春西海岸的 10 種樹種 試驗方法為
將幼齡樹苗栽種在高度 45 cm，直徑 18 cm，體 11.0 l 的 筒型容器，底部置水
盤不 根系入土，每個樹種 10~12 重覆 充分供水後置於遮雨設施下，定期測定
黎明前葉部水勢及淨光合作用率，合併同一樹種上兩參數繪製迴歸式，可求得
樹種 Ψ0 數值 結果發現此 20 樹種的 Ψ0 在-2.30 ~ -8.33 MPa 範圍，海岸林樹種的
Ψ0 均低於-5.00 MPa，平均為-7.00±0.31 MPa，其中有 6 種低於-7.00 MPa，紅柴(Aglaia
formosana)及樹青(Planchonella obovate)的 Ψ0 甚至分別低至-8.33 及-8.15 MPa，生
理耐旱性極高 蓮華 森林樹種有 3 種的 Ψ0 高於-5.00 MPa，平均為-5.31±0.60
MPa，只有小西氏石櫟(Lithocarpuskonishii)及大丁黃(Euonymus laxiflorus)的 Ψ0 低
於-7.00 MPa 蓮華 森林上 中 下坡三處樹種的平均 Ψ0 值分別為-7.13±0.35，
-6.00±0.32 及-2.89±0.58 MPa，下坡樹種的 Ψ0 顯著高於上坡及中坡樹種，耐旱性最
低 此外，供試樹種長期缺水過程求得的 Ψ0 數值，與藉 P-V 曲線測定的膨壓喪失
點葉部水勢，兩者具有極顯著正相關，顯示本研究 Ψ0 數值為判斷樹種耐旱性適當
的生理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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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金門造林區颱風災後復舊造林規劃
許立達 1
1
*

林敏宜 1* 王大中 1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11114 台北
通訊作者，minyi@faculty.pccu.edu.tw

陳泰谷 1
華岡路 55 號

摘要
莫蘭蒂颱風(2016/09/15)凌晨 2 時直撲金門，造成金門自 1999 年丹恩颱風以來最嚴
重的災情，金門的林木除了颱風直接倒伏受損樹木外，折損受傷林木未來可能將
會面臨嚴重病蟲害潛伏侵襲及將來氣象改變威脅 為因應氣候變遷效應，將不適
樹種汰換將是未來復舊造林的首要工作，因此本試驗研究擬依前人調查報告資
料，作樣區分級並以目視樹木評估法(visual tree assessment; VTA)進行樣木調查與
環境因子分析，且評估當地樹種的適應性，規劃推薦適宜的樹種名錄與栽種方式，
作為未來複層林營造的參考資料 調查結果顯示，受風災影響較低的樹種如潺槁
樹 (Litsea glutinosa)
台 灣 欒 樹 (Koelreuteria elegans)
樟 樹 (Cinnamomum
camphora) 白 千 層 (Melaleuca leucadendra) 等 ； 災 後 復 育 較 佳 的 林 木 如 楓 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烏桕(Triadica sebifera) 光臘樹(Fraxinus griffithii)等，而
當地原生樹種木麻黃(Casuarina equisetifolia)因其老齡化，致使颱風災損嚴重且復
育不佳，尤其在海岸線邊緣，但因其是海岸先驅樹種且合適之防風林樹種不多，
故未來林相更新仍以木麻黃為主 調查結果亦發現不同地理位置的林木，受風害
影響差異很大，且樹種多樣性高的混交林較單一林相的森林，其抗風表現較佳，
因此規劃未來樹種更新，建議採取混合栽培方式，並依地理位置及環境條件設置
五大區塊，選擇適宜的樹種進行分區栽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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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溪頭自然教育
邱祈榮 1
1
2
3
*

謝欣

1

區人均住宿水電碳足跡調查分析

陳思妤 1

朱嘉賢 1* 吳政育 1

黃俊霖 2

李

3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10617 台北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系 10617 台北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10617 台北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通訊作者，b04605084@ntu.edu.tw

摘要
溪頭作為 無煙囪工業 的熱門觀光旅遊地，隨訪客人數增加，住宿需求亦趨增，
為了滿足住宿需求，碳足跡之提升必造成環境壓力 透過是次研究分析溪頭自然
教育 區之人均住宿水電碳足跡，藉分析結果提供經營者規整之評估模式，來輔
其改善經營策
研究範圍定於溪頭自然教育 區中主要住宿區教育中心和別墅
木屋區 從 區得到的數據 電力 用水 汙水 來換算每月碳足跡，並除以每
月入住人數及各月天數，得出每日人均碳足跡(以下簡稱碳足跡) 得出的結果進行
內部分析和多方比較，包括人均碳足跡與季節 入住房客數的關聯性，再與國內
外不同旅館的人均碳足跡進行比較 結果顯示主要影響住宿碳足跡為用電量，且
入住人數與碳足跡呈負相關 然而別墅木屋區因需長期用電維持住宿品質，人均
碳足跡遠大於教育中心，並有季節上的明顯變動趨向 與國內外已有的旅館每日
人均碳足跡比較，溪頭 區的碳足跡較國內第一家具碳足跡標籤的福容飯店
高 在國際碳足跡計算標準(HCMI)上落在中等之等級上，與香港並列
於國內
並無一套標準能計算出旅館人均碳足跡，因此在研究過程僅針對已有數據建立公
式計算溪頭住宿人均碳足跡，未來可將所有住宿碳足跡納入評估標準中，以得到
更完整的評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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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溪頭樹木安全風險管理
邱祈榮 1

1
*

黃凡 1 陳彥廷 1 陳奕璇 1 邱家豪 1 許仲豪 1 羅友宏 1 呂卓錠 1
吳錯 1 劉力中 1 黃嘉禾 1 顏文浩 1 黃安琪 1 林昭言 1*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通訊作者，b04605026@ntu.edu.tw

10617 台北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摘要
溪頭教育 區為為台灣著名的森林遊樂區，每年前來溪頭的遊客高達 200 萬人
然而 區內針對樹木安全風險並沒有一套評估方法，導致遊客的安全暴露在被樹
木壓傷的 險中 為了防止樹木突然倒伏所造成的傷害，本研究針對 區內的針
葉樹設計了一套樹木安全評估系統，並以 第一槍(First Blood) 為標題，希望對
溪頭的管理者達到警示的目的 本研究首先依據目視法設計樹木安全風險評估表
格(First Blood Index, FBI)，以供野外實地評估 假設環境 根部 幹部 枝葉四個
因素一樣重要，每棵樹的評估結果依下列公式： 0.25×環境+0.25×根部+0.25×幹
部+0.25×枝葉 ÷4×100 轉換出一個百分比 將百分比分為 1 到 10 級，8 到 10 級
木列為需要立即移除，4 到 7 級 木列為需進一部儀器檢測，1 到 3 級則列為暫
時無需處理 此外，本研究列舉多 處理對策，並製成檢索表格(First Blood
Management Chart, FBMC)，可供管理者針對不同等級 木進行進一步處置 本研
究從評估標準 資料分析方法 處理對策 有 細的表格可供使用(FBI, FBMC1,
FBMC2) 也將這套樹木安全評估系統實際應用於溪頭第一停車場周邊的樹木，確
實找出 木，並給予處理對策與改善建議 希望這套系統與調查結果能供溪頭營
林區未來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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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溪頭高保育價值評估
呂浩正 1 吳倩誼 1 花瑄鴻 1 施雯婷 1 陳又嘉 1 張智翔 1 賴承筠 1 應劭廷 1
顏立愷 1 魏邦諭 1 邱祈榮 1*
1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 通訊作者，esclove@ntu.edu.tw

10617 台北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摘要
在全球林業面臨諸多問題的情況下，永續林業經營已成為趨勢，森林認證制度逐
漸引入台灣，成為環境保護與資源開發間的權衡之道，因此本評估報告針對溪頭
地區進行 FSC 認證制度高保育價值評估，期望藉此標示出溪頭地區之高保育價
值，以作為永續林業經營架構下須注意之保育標的，達成兼顧環境與資源利用之
目標 本報告參考 高保育價值判定通用指南
高保育價值森林工具包 首先
需釐清 6 高保育價值之定義，分別為高保育價值 1－物種多樣性 高保育價值 2
－地景層級的生態系和鑲嵌 高保育價值 3－生態系和棲地 高保育價值 4－關鍵
生態系統服務 高保育價值 5－社區需求 高保育價值 6－文化價值 而後參酌定
義與溪頭環境現況，藉此分別訂定 6 高保育價值評估準則與評估方法，同時製
作 高保育價值調查表 ，再彙整調查及蒐集之資料依各 評估方法進行評估，得
出本區域存在之高保育價值，以提出相對應之保護措施與監測計劃 結果顯示，
溪頭地區在高保育價值 1 高保育價值 3 高保育價值 4，高保育價值 5 均有符合
之 目，而高保育價值 2 高保育價值 6 則未有 目符合 針對符合之高保育價值，
本報告擬定出保護及監測計畫，期望能夠藉此有效執行高保育價值後續保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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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地區車流擾動對荔枝椿象於臺灣欒樹分
易俞均 1

吳怡慧 12

的影響

喜育 1*

1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402 台中 南區興大路 145 號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363 苗栗縣公館鄉館南
* 通訊作者，erecta@dragon.nchu.edu.tw

261 號

摘要：
荔枝椿象被視為是當 荔枝與龍眼的主要害蟲，臺灣在 2009 年遭受此外來入侵種
害，至 其族群分 幾乎擴及全島；近年來觀察發現，荔枝椿象有轉移 害臺
灣欒樹與無患子的現象，然過去國外並無類似紀錄
會地區的行道樹與果 具
有截然不同的環境，在道路兩旁的行道樹，頻繁的車流擾動可能對荔枝椿象的棲
息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因此，本研究針對臺中地區的行道樹與公 綠地之臺灣
欒樹，進行荔枝椿象族群初步調查，探討荔枝椿象在不同程度干擾環境的數量分
，進而了解其昆蟲行為層面的偏好，提供作為未來防治上的參考依據 研究地
點位於台中 崇倫公
公館公
南屯路一段與三民路一段，於 2018 年 4 月 24
日至 26 日 6-8 時進行調查，並依道路寬度作為干擾程度的區分依據，將蒐集的資
料以 SPSS 統計軟體進行 Kruskal-Wallis test，分析不同車流干擾程度是否影響荔枝
椿象選擇棲息的位置 調查結果顯示，73 棵臺灣欒樹樣木共調查荔枝椿象 5,279
隻，其中成蟲 674 隻，若蟲 4,605 隻；進一步分析表明， 會地區的車流擾動對於
荔枝椿象若蟲期的數量分 有顯著影響，其中蟲數與擾動程度呈現負相關，且車
流擾動對於若蟲期之影響大於成蟲期，因此本研究推測環境擾動程度可能影響荔
枝椿象雌成蟲選擇產卵位置之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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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楓香葉變色黃酮醇生合成轉錄因子 LfMYB111 之選殖
歐書寰 1,2、文起祥 2、曲芳華 2*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台北市中山區南海路 53 號。

2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 通訊作者，fhchu@ntu.edu.tw
摘要
楓香的春季新生葉及冬季老化葉分別呈現紫色及紅色，依先前研究結果顯示兩季
葉具不同黃酮類成分，本研究欲選殖參與楓香葉變色黃酮醇生合成調控的轉錄因
子。接續先前次世代定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演算出的楓香轉錄
體資料庫，與模式植物阿拉伯芥（Arabidopsis thaliana）之已知基因比對，發現阿
拉伯芥的黃酮醇生合成調控基因 MYB111 對應到楓香轉錄體中的 GR2427 重疊群
（contig），依其預測之功能命名為 LfMYB111，並推測其可能參與楓香黃酮醇生合
成調控。本研究使用兩季葉的總 RNA（total RNA）製作 cDNA，並使用演算之
LfMYB111 序列設計引子（primers）
，進行聚合酶連鎖反應，純化後以接合酶（ligase）
與 pGEM-T Easy 載體接合成重組質體，並轉殖於 T1 大腸桿菌（Escherichia coli）
進行篩選。成功轉殖重組質體之菌體，培養後抽取重組質體進行定序確認選殖之
LfMYB111 序列。結果顯示實際定序結果與原始演算出的預測基因有 99%的相同
度，轉譯後之蛋白質序列含 452 個胺基酸，且具有一個 DNA 結合區位。經 BLASTX
（Basic Local Alignment Search Tool X, search protein databases using a translated
nucleotide query）比對，於 NCBI Nr（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non-redundant protein sequence database ） 資 料 庫 中 相 同 度 最 高 者 為 可 可 樹
（Theobroma cacao）的 MYB12，與阿拉伯芥蛋白質序列比對相同度最高者為同屬
專一調控黃酮醇生合成的 MYB12，說明實驗符合預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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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中台灣海拔梯度雨水化學的空間與季節變異
李佳怡 1* 王立志 1
1
*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通訊作者，r04625032@ntu.edu.tw

鄭智馨 1

10617 台北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摘要
自工業革命以來，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大氣中含氮 硫化合物增加，促使大氣
中的含氮 硫汙染物等不斷降至陸地及水域生態系統中，台灣為高氮 硫沉降地
區之一 然而，氮 硫的沉降並非均質的，而是具有空間和時間變化的異質性，
不同程度之氮 硫沉降會對環境有不同的影響 本研究於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竹山溪頭地區從最接近農業和工業區域海拔 100 m 至中部山區的 1,800 m
(n = 7)，沿海拔架設雨量收集桶收集雨水，以了解海拔如何影響氮 硫沉降及雨水
化學組成 研究期間內，竹山溪頭地區不同海拔年雨量為 2400-3400 mm，雨水 pH
於 5.12 至 6.90 之間，並無酸雨的現象 受到不同降雨形式的影響，不同季節之
雨水離子濃度有所差異，如春季時雨量較 ，降雨間隔時間長，及農業施肥影響，
雨水離子濃度高；颱風之雨水 Cl- Na+濃度高，NO3- NH4+及 SO42-濃度則為全年
最低 竹山溪頭地區氮硫沉降量分別為 14.6 – 40.9 kg N ha-1 5.4 - 13.2 kg S ha-1，
氮 硫沉降量皆有隨海拔增加而下降的現象 高氮 硫沉降可能會在台灣構成生
態威脅，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了解氮 硫沉降對環境的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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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以 Hedley Fractionation 和 XANES 來探討磷的型態
張婷雅 1* 鄭智馨 1
1
*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通訊作者，r05625002@ntu.edu.tw

10617 台北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摘要
磷是植物生長的重要營養元素，在土壤中以多種化學型態存在 在生態系中，土
壤磷的量和化學性質主要 母岩 氣候 地形 土壤生物群和時間等土壤形成因
子來決定 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會有不同的農業處理，會影響磷的型態和動態
研究主要目的為透過 Hedley Fractionation 和 X 光吸收近邊緣光譜結構 (X-ray
Absorption Near-Edge Structure, XANES)探討不同土地利用土壤磷的型態 共有五
個採樣地點，從海拔低到高依次為為瑞穗 (RS)
陵 (WL) 清淨 (CJ) 名間(MJ)
梅峰 (MF)，樣區分為廢耕或造林 15 年以上的樣區 (F) 耕犁農地 (T)及無耕犁農
地 (NT)三種不同的土地利用 三種樣區皆在鄰近區域，瑞穗 清淨 名間梅峰的
森林樣區以前為農用，後來轉為造林地 Hedley Fractionation 的結果顯示全磷隨海
拔上升而增加 其中梅峰和瑞穗樣區的總磷， 以 NT 樣區最高 從 XANES 圖譜
得知大部分只萃到 NaOH 的樣品在 2156 eV 和 2164 eV 皆有 shoulder 與峰值訊號，
表有有較多的 Ca-P 所有無耕犁層農地除了清境皆有明顯的 shoulder 與峰值訊
號，清淨則是於耕犁農地有明顯訊號 而森林樣區除了瑞穗皆有輕微峰值訊號
圖譜整體來看隨著海拔增加，訊號有越明顯的趨勢 從 XANES 圖譜得知，NT 有
較多的 Ca-P 同樣地 Fractionation 的結果顯示部分樣區 NT 佔全磷的比例最高
HCl 萃取的磷為包裹性的磷灰石類的磷酸 ，以與 Ca 鍵結的形式為主，因此兩個
實驗結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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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長期支撐對樹木樹幹形態影響之初探
林澤文 1
1
*

李侃筑 1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通訊作者，lita@faculty.pccu.edu.tw

黃元新 1

11114 台北

許立達 1*
華岡路 55 號

摘要
台灣 於夏 兩季經常必須面對颱風的威脅，為了顧及安全，許多行道樹和公
樹木長期以支架支撐，以避免颱風造成風倒 正常未以支架支撐之樹木，為了對
抗強風，其樹幹基部之根張會自然擴大以強化其自身之支撐力，但是行道樹和公
樹木在長期以支架支撐情況下，是否會使其樹幹基部之根張發育停滯，甚或因
為受力點上移至支架支撐處，而使 處樹幹相對膨大，值得觀察研究 本研究以
小葉欖仁 樟樹 茄苳三個樹種，分別於樹木無支架支撐河濱公 及有支架支撐
的一般公 分別各取樣 30 株樹木，量取樹木地面(0cm) 離地 60cm 及離地 120cm
之幹圍進行統計比較，初步結果顯示支架確實有可能會對於基部根張及樹木支架
部位的樹幹發育造成影響，而且支架對不同樹種間影響程度會有差異，小葉欖仁
受到的影響較大；樟樹則影響並不明顯 不過， 於支架架設的時間長短很難
現場判定，而且目前沒有支架的也未必之前未 使用支架，未來若能從植樹後持
續觀察將更能確認支架及支架時間長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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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應用 LandSat 衛星影像分析金門莫蘭蒂颱風樹木災損及復原
許璠苡 1
1
*

彭柏睿 1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通訊作者，lita@faculty.pccu.edu.tw

林敏宜 1

11114 台北

許立達 1*
華岡路 55 號

摘要
2016 年 9 月莫蘭蒂颱風重創金門，林地損害災情嚴重，本研究以 LandSat-8 衛星影
像計算金門地區莫蘭蒂颱風前後之 NDVI 變化量分析金門造林區進行颱風災損情
形 以 影像差異法 將後期的 NDVI 影像減去前期的 NDVI 影像，得到兩期 NDVI
的差異值(dNDVI)，結果顯示災後 NDVI 減低區域主要位於東部大 山一帶及金門
機場北側 災後植生復原以東部近海濱地區恢復情形較佳，金門機場北側則較差
以 NDVI 之差異值對照實地災損調查記錄，顯示 NDVI 差異值確實能區分 輕
中
嚴重 三個災損等級，但 微 和 輕 兩個等級則差異不大，而在 極
嚴重 區塊之 NDVI 差異值反倒不甚明顯 即現場觀察受損微小，但 NDVI 差異
值卻可能很大；現場觀察受損 極嚴重 ，但 NDVI 差異值卻可能不甚明顯，顯示
以 LandSat NDVI 應用於評估風災損害分級及估算面 方面，在實務上仍有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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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龍洞灣互動式 GIS 故事地圖於環境教育與觀光推廣之應用
傅珈鈞 1
1
*

張雅惇 1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通訊作者，lita@faculty.pccu.edu.tw

楊簵綨 1

11114 台北

許立達 1*
華岡路 55 號

摘要
隨著科技逐漸發展，GIS 技術應用漸漸普及，更發展出互動式 GIS，結合街景地圖
動態導覽，以故事地圖使讀者閱讀遊記或文史書籍時，能結合了地圖與多媒體增
加體驗感受 而近年來，環境保護意識抬頭，有許多民眾也 極投入環境永續議
題，在現 社會，環境教育也成了每位地球公民的必修課題 本研究以互動式 GIS
結合龍洞灣漁 的自然生態 人文歷史製作成動態故事地圖來探討是否能有助於
提升大眾對於環境 鄉土之感受，以做為未來實施環境教育的參考 故事地圖內
容包括封面及簡
龍洞灣地理位置 紹 產業簡 及 紹 景點導覽 美食
紹及交通資訊等 故事地圖完成後發 於網頁，並邀請使用者填寫 Google 線上表
單問卷進行意見回饋 總計回收 214 份有效問卷，填答結果顯示約有 8 成使用者
對此故事地圖之使用 內容感到滿意和非常滿意，不只對龍洞灣更加認識，也更
願意前往當地探索 人們使用此故事地圖後會想到當地去旅遊，因此，可做為地
方觀光推廣的使用 此外，故事地圖亦能加深人們對當地自然環境及人文知識了
解，做為推行環境教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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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南仁山欖仁溪樣區樹種新增與死亡的分
李曜彣 1
1
*

趙偉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嘉義
通訊作者，wcchao@mail.ncyu.edu.tw

格局

1*

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

摘要
在植物生態學中，瞭解物種之競爭如何影響其空間格局，與分 格局在森林演
中如何變化是一大挑戰 本研究試圖使用南仁山欖仁溪森林動態樣區之 2005 到
2013 的調查資料，利用 Ripley's K-funtion 來了解各個物種對於森林中的競爭者(大
樹)與被釋放之空間(死樹)之分 相關 結果顯示，新增植株聚集分 於樣區特定
生育環境，死亡大樹呈現隨機分 ，存活大樹則於小尺度下呈現隨機分 ，大尺
度下呈現聚集分
在新增植株與存活大樹的空間分析上，有 37 %的物種聚集於
存活大樹，24 %的物種排斥存活大樹，而另外 39 %之物種新增植株與存活大樹無
關；在與死亡大樹的空間分析中，有 24 %的物種聚集於死亡大樹，沒有物種排斥
死亡大樹，有 76 %則與死亡大樹無關 部分的陽性樹種的新增植株排斥存活大樹
且聚集於死亡大樹，如大青與白匏子；而有 8 % 的物種新增植株聚集於死亡大樹，
與存活大樹呈隨機分 ，此類亦為偏好孔隙生存的物種；有 27 %的物種為隨機分
，與新增植株與死亡大樹及存活大樹的分 皆無關聯，表示尚有其他因子影響
樹木的分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的物種確實有不同的分 格局，物種的競爭作用
本身特性與環境皆可能影響其分 格局，並非單一因子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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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食茱萸之倍半萜合成酶基因選殖與探討
李青青 1
1
*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通訊作者，fhchu@ntu.edu.tw

曲芳華 1*

10617 台北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摘要
食茱萸 (Zanthoxylum ailanthoides) 屬芸香科 (Rutaceae)，為台灣常見喬木，全株
有刺且葉部具有強烈香氣，富有食用與香料之價值 此次研究欲針對食茱萸的香
氣來源之化學成分，去探討調控其成分的基因 根據前人研究可得知，食茱萸葉
部 精 油當中 富 含萜類 化 合物 (Terpenoid)， 尤以 單萜 (Monoterpenes) 倍 半 萜
(Sesquiterpenes) 居多； 此推測揮發性萜類化合物應為 香味成分之一，故此研
究將著眼於萜類合成酶基因 我們先藉 次世 定序獲得核酸序列片段，再從芸
香科已知的萜類合成酶基因組內，以 BLAST (Basic Local Alignment Search Tool)
演算法比對我們得到的片段，經 程式演算 比對結果後以演化樹方式來呈現
藉此，我們發現到一序列片段不隸屬任何分群；若透過 BLAST 演算則可發現，
獨立的基因片段與同屬之胡椒木 (Zanthoxylum piperitum) 的 β-Caryophyllene
Synthase 基因有 91% 的相似度 此合成酶之產物即石竹烯 (Caryophyllene)，為
雙環倍半萜，是常見的天然精油成分，在食茱萸當中亦為主要的倍半萜成分之一，
根據前人研究可知其在藥理上具有類似於大麻的抗發炎作用 為了確認 基因是
否為前述之石竹烯合成酶基因，我們以此序列作為研究對象，希望能獲得全長序
列，進行後續的分析與功能鑑定，以確認其在食茱萸當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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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食茱萸之萜類功能基因選殖
吳采蓉 1
1
*

國立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通訊作者，fhchu@ntu.edu.tw

曲芳華 1*

10617 台北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摘要
食茱萸 (Zanthoxylum ailanthoides) 為台灣中 低海拔森林常見的芸香科 (Rutaceae)
植物，其葉部散發的特殊香氣使它自古以來就被作為重要的香辛料以及藥用植物
使用，在台灣也被原住民族用來入菜，增添料理風味 香料的價值就在於它難以
被取 的氣味，經 前人研究發現，食茱萸葉部精油中的成分含有大量的萜類
(Terpenoids) 化合物，又以單萜 (Monoterpenoids) 及倍半萜 (Sesquiterpenoids) 的
含量最多，因此本研究將目標基因鎖定於食茱萸的倍半萜類合成酶 從食茱萸轉
錄體基因資料庫中，選出預測為萜類合成酶的基因序列，以親緣分支分類法將各
基因序列以演化樹的方式表達，再找出倍半萜類合成酶的分支，選擇倍半萜合成
酶獨立分支中的基因序列 再者，經 次世 定序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的推測基因表現量，發現此基因序列表現量高，因其獨特性以及其表現量
高，選擇此基因作探討 從生物資訊學的資料庫中，可以 其他物種推測出此段
基因合成的產物可能為 alpha-farnesene synthase 在確認過此基因的序列，可以確
定此基因的序列全長為 1,713 個 基對，合成酶
570 個胺基酸合成，基因的大
小與推測的倍半萜合成酶相似

海報發表-林學組-30

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食茱萸葉片在不同乾燥處理時間之萜類成分比較
賴承筠 1
1
*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通訊作者，fhchu@ntu.edu.tw

曲芳華 1*

10617 台北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摘要

食茱萸 (Zanthoxylum ailanthoides) 為芸香科 (Rutaceae) 花椒屬 (Zanthoxylum)
植物，為全株有刺之落葉喬木，俗名紅刺蔥 鳥不踏，因其葉片具有特殊香味，
可用作料理食
經前人研究分析食茱萸葉部精油成分，得知其所含化合物有
α-pinene α-phellandrene，以及 β-caryophyllene 等 36 種，以單萜及倍半萜類為
主，因此認為萜類化合物為食茱萸香味主要來源之一 本研究以製作食茱萸乾燥
香料為目的，探討食茱萸葉片在不同乾燥時間長度下，萜類化合物成分種類是否
會改變 本研究將食茱萸葉片分為經殺菁處理及未經殺菁處理兩組，於 40℃ 烘
箱進行不同時間長度的烘乾處理後，用有機溶劑萃取樣本，再使用氣相層析質譜
儀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GC-MS) 進行成分鑑定 透過比較不同
時間長度乾燥後，食茱萸葉片所含萜類化合物成分，得出能保留最多萜類成分之
乾燥時間與處理方式，以獲得製作食茱萸乾燥香料之最佳乾燥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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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林學組(學生)
觸口自然教育中心鄰近中小學教師環境教育需求之調查研究
蔡佩菁 1
1
*

黃名媛 2*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通訊作者，myhuang@mail.ncyu.edu.tw

摘要
為因應全球環境教育發展趨勢，嘉義林管處於 2009 年成立觸口自然教育中心，提
供學校與團體戶外學習場域及課程 此外，台灣於 2011 年實施環境教育法，促使
機關學校對於環境教育的高度參與及學習 因此本研究之目的為調查國中小教師
對環境教育的課程與場域等之需求，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研究區域以觸口鄰
近包括嘉義 東區 中埔鄉 竹崎鄉及番路鄉的 38 所國中小教師為對象，總計回
收 490 份有效問卷 結果發現，大約 49.4%的教師 經參與觸口自然教育中心所辦
理的活動，再訪意願為 96.6% 教師對參與活動後的滿意度，對於現場解說人員的
專業程度最滿意(平均 4.5) 而對教學設施與器 的品質滿意較低(平均 4.3) 對戶
外教學 環境教育場所的需求依序為 1.有經驗的解說人員帶領教學活動 2.具有安
全設施之場域 3.有專業人員說導覽 在未來辦理活動，最需要自然科學型的教學
課程 本研究的結果期望可以做為觸口自然教育中心的發展方向與改進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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