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森林保育事業管理處

 
 
 
 
 
 
 
 
 
 
 
 
 

世
界
遺
產
潛
力
點

國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榮
民
森
林
保
育
事
業
管
理
處

棲
蘭
山
檜
木
林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目錄

主委序	 	 4

處長序	 	 6

壹、緣起	 	 8
一、前言	 	 10

二、棲蘭山林區的位置與環境現況	 	 14

貳、扁柏屬植物的分類與分布	 	20
一、扁柏屬的分類	 	 22

二、扁柏屬的分布	 	 26

參、臺灣的檜木林生態	 	44
一、檜木林的前世今身	 	 46

二、檜木辨別	 	 52

三、臺灣檜木林的面積	 	 54

四、檜木林在臺灣的生態特色及其伴生物種	 	 60

肆、棲蘭山檜木林的環境與生物	 	78
一、棲蘭山檜木林環境研究	 	 80

二、棲蘭山檜木林的生物研究概況	 	 92

三、棲蘭山林區的動物	 	 94

四、棲蘭山林區的植群與植物資源	 	100

五、棲蘭山的巨木群	 	120

六、特有與稀有的生物	 	123

伍、棲蘭山檜木林的育林與經營	 148
一、臺灣山地森林經營歷史	 150

二、棲蘭山森林的經營沿革	 154

三、棲蘭山檜木的育林與經營	 170

陸、棲蘭山檜木林的永續經營	 200
一、永續經營的意涵	 202

二、棲蘭山檜木林生態系永續經營	 204

三、棲蘭山檜木林保育與經營	 217

柒、棲蘭山檜木林在世界遺產的普世價值	242
一、世界遺產簡介	 244

二、世界遺產的概況	 246

三、棲蘭山檜木林的普世價值	 264

四、結語	 268

附錄一、參考文獻	 270

附錄二、植物學名與中文名對照	 276

附錄三、動物學名與中文名對照	 281

致謝	 284	
				圖片提供者	 288

2 3



4 5

主委序

棲蘭山林區的美，廣為人知！

棲蘭神木園、明池森林、鴛鴦湖自然保留區的壯觀，更是

名聞遐邇，遊客趨之若鶩！

　　然而棲蘭山擁有萬餘公頃原始檜木林，且15年前已由

文建會評列為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18處之1，2014年文化部更將

之列為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自然遺產優先推動目標，則鮮為人

知！    

目前臺灣有檜木分布之區域多早已遭開發利用，然本區域

中卻保存了萬餘公頃原始檜木林，應歸功於早年榮民前輩們於

投身國家重大建設開發外，更務實的執行各項森林資源保育工

作，使珍貴資源得以留存；渠等披荊斬棘、篳路藍縷開創出如

此壯碩成果，殊值吾等效尤，賡續更深發揚光大。

隨著時代變遷，社會結構及國家整體政策變革，森林資源

保育的工作刻不容緩。本會森保處委託宜蘭大學陳子英、林世

宗兩位教授蒐集相關資料編撰出版專書，感謝兩位教授貢獻所

學，本書中對世界檜木群的分類與分布、棲蘭山林區生態環境

及孕育之珍稀物種、經營歷史沿革與現況並就其所具備世界遺

產之價值等作完整介紹。更感謝榮民前輩及現今仍守護這片山

林的森保處同仁。本書之付梓可讓更多人認識山林保育，期望

這片山林之世界獨特性與普世價值得以源遠流存。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主任委員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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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長序

臺灣的林業早期是由政府經營主導，其中造林、伐木作業

大多招商由民間公司作業。而森林保育處為安置青壯退伍軍人

參與山林墾荒工作，從林道開闢、苗圃育苗、造林撫育、伐木

運送、木材加工、乾燥防腐、課桌椅家具生產、外銷販售等，

全由林業技術主管帶著榮民弟兄共同合作完成；台灣在50到70

年代以農林資源外銷培養小型工業期，森保處參與臺灣經濟發

展貢獻良多。

林場自行經營與招商作業上最大的差別，就是當自營的林

場現場人員遭遇到困難時，能即時反映並交由專業技術人員設

法解決。早年大甲溪林區佳陽一帶，二葉松直播造林及裸根苗

栽植受乾旱缺水及土壤淺薄影響成活不易，經多年試驗發展出

塑膠袋育苗法，增加了造林成活率並普及全台廣泛運用迄今；

累積50年經驗，森保處在檜木林大面積天然下種更新、枯立倒

木整理保育更新、柳杉人工林行列疏伐、以及架空索道集材等

技術可謂獨步全台。

這些技術的研發更要感謝一群研究團隊的奧援，包括中

央研究院、林業試驗所、臺灣大學、宜蘭大學及東華大學等學

者，長期在棲蘭山區研究，慷慨分享成果所致。本書也蒐整學

者們累積的研究成果，讓我們更加了解棲蘭山之檜木生態、雲

霧、土壤、植群、動植物及經營歷史…，更顯現本區值得為普

世所珍視的重要價值。

感謝森保處的榮民前輩、專業技術同仁及研究學者的共

同努力，守護了這片萬公頃的檜木林。時光匆匆，當年榮民前

輩及專業技術人員均已退休，由新一代之林業技術人員取而代

之，在我到任森保處這幾年間也感謝同仁們努力，不論是為本

處文史整理、設立紀念碑及遊樂區委外履約等等均創造了不少

嘉績。雖然各時期所面對的困難及挑戰不同，但戮力解決問題

的精神，是森保處所傳承之核心價值。

目前國際情勢及政治條件，臺灣要將具有普世價值之文化

資產登錄世界遺產有相當困難，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希

望本書的出版能使棲蘭山檜木林登錄世界遺產更邁前一步。

榮民森林保育事業管理處
處長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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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壹、緣起

扁柏屬植物目前僅孑遺於東亞及北美的沿岸海洋性潤濕高

山，為冰河孑遺珍稀林相之代表，可堪稱為全球重要的自然遺

產，而臺灣孕育出的紅檜與臺灣扁柏森林生態系更是全球獨一

無二，無可替代的珍貴資源。由於檜木林之生育地複雜且變異

多，致使其林帶內蘊藏著諸多珍稀物種，因此檜木林中的生物

多樣性極高，值得生態學者進一步探討與研究；且棲蘭山檜木

林區內之臺灣扁柏林型為全臺分布最廣且最為壯觀，亦是原生

檜木林帶中蓄積最優良且林木更新最佳的地域，未來在棲蘭山

檜木林區所進行之相關研究，應可為學術界提供更多重要的資

訊。

棲蘭山鴛鴦湖周圍保留許多原始森林 

壹、緣起

一、前言

孑遺植物─臺灣杉 棲蘭山神木園─紅檜巨木

棲蘭山林區擁有臺灣最優良的原生檜木林，且保存臺灣最

完整的山地雲霧林，亞熱帶山區雲霧林被視為陸地生態系中

相當特殊的林型，在臺灣的山地森林植群中扮演一明顯之分

界線，此分界線以上為寒冷氣候的針葉樹林，以下則為溫濕氣

候的常綠闊葉樹林；由於盛行雲霧帶環境之恆定性，保留了

頗多地質時代以來的孑遺物種，其中如扁柏屬(Chamaecyparis )

植物，現今僅分布於東亞及北美，由於歐亞大陸及北美大陸

分離，形成不連續分布的情形；又如舉世聞名以“臺灣”

做為屬名的臺灣杉(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以及巒大杉

(Cunninghamia	 konishii )、南洋紅豆杉(Taxus	 sumatrana )、昆

欄樹(Trochodendron	 aralioides )等其他孑遺植物，均以此林帶

為其主要生育環境。

10 11



壹、緣起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為了保護世界各地受

到各種自然與人為破壞威脅的文化和自然遺產，於1972年訂

定《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簡

稱世界遺產公約)，將世界上具有傑出普世價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的自然或文化資產登錄於世界遺產名單(如：

京都古建築群─春日大社等)，藉此向世界各國呼籲各文化和

自然遺產的重要性，進而利用國際合作的方式保護世界遺產。

隨著經濟與社會發展，越來越多的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面

臨被破壞的威脅，逐漸受到各國的重視，而文化或自然遺產的

保護需要投入許多資源，世

界各國面臨威脅的遺產規模

不一，難以僅依靠單一國家

的經濟、科學及技術等資源

作一完整性的保護，倘若透

過國際合作，訂定相關國際

公約可提供更完善的資源，

確保世界遺產的保存工作能

永續的執行，也可更有效的

向世界各國呼籲世界遺產的

重要性。

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春日大社，保留
傳統神社建築，具有歷史意義及價值

春日大社鄰近的森林，也一併保留為世
界遺產的一部分

臺灣於2002年由文化部開始著手「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

的遴選與一系列的世界遺產推動工作，2014年6月10日第11次

「世界遺產推動委員會」討論後，目前已有18處被評選為「臺

灣世界遺產潛力點」，其中文化部針對國內18處世界自然及人

文遺產潛力點將推動申請登錄世界自然遺產的優先順序，自然

部分是以「棲蘭山檜木林」作為優先推動的目標，而人文部分

是以「金門閩南及戰地文化」作為優先推動的目標。於大會中

討論「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遴選及除名作業要點」，訂定相關

評核標準，建立完善的潛力點進場及退場機制。並於2014年9

月10日第12次大會中報告各潛力點的相關訪視機制，邀請國

內外世界遺產專家擔任委員進行各潛力點的實地訪視。

森林保育處成立迄今已逾50年，過去於棲蘭山地區有許多

資源調查，亦戮力進行檜木更新造林，頗見成效。為回顧森保

處經營管理變遷、棲蘭山林區檜木林的研究成果以及扁柏屬植

物之分布變遷等資料，以作為世界遺產推動所需要之基礎資

料，針對棲蘭山檜木林世界遺產潛力點的資源與經營做完整的

介紹，使大眾更能了解世界遺產之普世價值。

黃煌雄監委蒞臨棲蘭山考察 世遺專家松永曉道先生蒞臨鴛鴦湖保
留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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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壹、緣起

二、	棲蘭山林區的位置與環境現況

( 一 ) 地理位置

本區位於宜蘭縣、新竹縣、桃園市及新北市之交界處，地

理位置上位於中央山脈西側的雪山山脈帶北段，以品田山、池

有山、桃山及喀拉業山主脊稜線向東北延伸，經邊吉岩山、馬

惱山、眉有岩山、唐穗山、棲蘭山至拳頭母山之雪山山脈主脊

稜線兩側大片山區皆屬其範圍；海拔高度由1,000–3,000公

尺。

西北邊有北部橫貫公路經過，中央100線林道沿著雪山山

脈的主脊穿過1/2棲蘭山區域，沿著100線林道由北而南則有

120、130、160和170線林道支線向西側延伸；100線林道東

側則緊鄰中部橫貫公路的梨山支線。棲蘭山區域內的流域，西

邊為大漢溪的上游，東邊則屬蘭陽溪的上游區域。

棲蘭山林區在臺灣的相對位置
棲蘭山林區位置圖 1514



壹、緣起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 二 ) 氣候

本區年降雨量約2,444公厘，降雨多集中於7月至10月；年

平均溫度約為11.9℃，最高溫為8月約16.8℃，最低溫為1月約

5.1℃，於冬季偶有降雪。依此地理氣候的狀況在臺灣地理氣

候區之劃分上屬於西北內陸區和東北內陸區的一部份。雪山山

脈主稜以東，由四季到北部橫貫公路與中橫支線的交會點屬於

東北內陸區；西北內陸區則佔據了其它大部份的區域。

本區的山地植群帶主要可區分為兩個林帶，下部屬於楠櫧

林帶，主要位於靠近中部橫貫公路的梨山支線一側，此範圍不

屬於雲霧繚繞的雲霧帶，在景觀上，稜線及上坡以殼斗科和樟

科的常綠闊葉樹為主，溪谷及下坡則以樟科的大葉楠和桑科所

形成之常綠闊葉樹林；上部屬於櫟林帶，為山地盛行雲霧帶之

範圍，氣候屬恆濕型氣候，全年無乾季，在景觀上，稜線及上

坡以臺灣扁柏等針葉樹為主，溪谷及下坡部份則係以紅檜及闊

葉樹所形成之針闊葉混淆林，另外，在櫟林帶上層則包含少部

分的鐵杉林。

皚皚的白雪將棲蘭山點綴成白色世界 雲霧中朦朧的森林16 17



世界遺產潛力點之經營
棲蘭山檜木林

壹、緣起

( 三 ) 地質與土壤

本區位於雪山山脈北段，地質大部分都經過變硬或變質的

第三紀巨厚泥質沉積岩所組成，其變質的程度由西部向東邊的

中央山脈核心地帶逐漸增強，包括深灰或灰黑色劈理良好的硬

頁岩(argillite)、板岩(state)以及千枚岩(phyllite)等。其中變質

岩中常夾帶白色和灰色的砂岩，砂岩呈現厚實的塊狀，一般在

各層中夾有薄層或凸鏡狀的炭質頁岩或石墨質煤層，並與硬頁

岩及板岩互相混成互層。土壤質地多屬坋質壤土或坋質黏壤

土，少部分地區為砂質黏壤土，土壤多呈強酸性，pH值在3.5-

4.5	(王鑫，2000)。

1918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壹、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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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貳、扁柏屬植物的分類與分布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23

扁柏屬(Chamaecyparis )早期雖置於柏木屬(Cypressus )中，

但其與柏木屬之間仍可利用毬果大小、果鱗的數目以及最上方

一對果鱗有無胚珠加以區分開來。扁柏屬的毬果通常比柏木屬

小，一般不會大於12公厘；而果鱗的數目一般也比較少，通常

不超過12枚，最上方的一對果鱗上也無胚珠存在；另在種子數

目上，扁柏屬的種子數一般比柏木屬少，這也是一種可以辨識

的特徵。

Chamaecyparis

希臘文意指
“矮小的”

希臘文意指
“柏木的”

貳、	扁柏屬植物
						的分類與分布

扁柏屬和柏木屬之毬果比較

一、扁柏屬的分類

（一）扁柏屬的由來及命名

Chamaecyparis 的由來是依據希臘文而來，Chamae意味著

矮小的，cyparis是指柏木的，合起來的意思就是矮小或果實

小的且類似柏木屬的植物。本屬最早被發現的種類為尖葉扁柏

(Chamaecyparis	 thyoides 	 (L.)	 Britten,	 Sterns	&	Poggenberg)，

最早由林奈命名為Cypressus	 thyoides 	 L.，當時將該種列於柏

科(Cupressaceae)柏木屬(Cypressus )之下，之後的學者發現本屬

其他種類在形態上都是非常高大的樹種，但本種卻是相對較低

矮的喬木，應移入扁柏屬較為合適，在模式法的命名規則上，

會以第一個發現的物種當做該屬的模式種，因此在建構屬名時

會以該物種的特性來命名，雖然後來發現的扁柏屬物種相對都

較高大，但命名法均採用優先權(Priority)制度，一旦優先使用

則不能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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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蘭山檜木林
貳、扁柏屬植物的分類與分布 世界遺產潛力點

日本扁柏(ヒノキ)
Chamaecyparis obtusa
英文名： Hinoki False Cypress

分布： 日本本州中部以南(本

州、木曾、高知縣、四

國、九州)。

IUCN保育等級：近危(NT)

紅檜
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
英文名：Taiwan Red Cypress

分布： 臺灣全島中央山脈。

IUCN保育等級：瀕危(EN)

日本花柏 (サワラ)
Chamaecyparis pisifera
英文名：Sawara False Cypress

分布： 日本九州北部至本州北部(木

曾、飛驒山)。

IUCN保育等級：無危(LC)

臺灣扁柏 
Chamaecyparis obtusa 
var. formosana 
英文名：Taiwan Yellow Cypress

分布： 臺灣中北部中央山脈。

IUCN保育等級：易危(VU)

（二）扁柏屬植物的種類及世界分布

拿加遜扁柏 
Cupressus nootkatensis
英文名：Yellow-cedar

分布： 北美西北的阿拉斯加的東南

部到俄勒岡州太平洋沿岸。

IUCN保育等級：無危(LC)

尖葉扁柏
Chamaecyparis thyoides 
英文名：Atlantic White Cypress

分布： 美國東部，常生於沼澤或

濕地等潮濕環境。

IUCN保育等級：無危(LC)

羅生氏扁柏  
Chamaecyparis lawsoniana  

英文名：Lawson Cypress

分布： 美國加州西北部太平洋、俄

勒岡州西北部。

IUCN保育等級：近危(NT)

扁柏屬為柏科(Cupressaceae)
下的其中一個屬，扁柏屬以
下原有七個分類群，然而新
的分類系統以及200 4年的
分子證據將拿加遜扁柏移至
北美柏木屬(Callitropsis )，而
2010年的分析則又將其由北
美柏木屬移回柏木屬；但最
近有報告又將它移入黃金柏
屬(Xanthocypar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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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扁柏屬植物的分類與分布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二、扁柏屬的分布

扁柏屬的物種及拿加遜扁柏皆分布於北半球海岸附近，其

中尖葉扁柏分布於大西洋西岸，而其他物種皆分布於太平洋沿

岸，羅生氏扁柏和拿加遜扁柏分布於太平洋東岸，而臺灣的兩

個分類群(Taxa)和日本的兩個分類群分布於太平洋西岸。就緯

度而言，臺灣的分類群為緯度分布最南的一群，都在緯度25°

以南，其中紅檜更是緯度分布最南的物種。而在分布範圍上臺

灣兩個分類群的分布也是本屬植物分布範圍最狹窄的。

扁柏屬植物分布緯度及海拔示意圖

(修改自Laderman, 1998)

扁柏屬植物分布緯度及海拔範圍

物種 學名 分布 緯度 經度
海拔

(公尺)
樹高

(公尺)

最大胸
徑級

(公尺)

紅檜 C. 
formosensis 臺灣 22°30’-

24°48’ N
120.8°-
121.9°E

900-
2,900 40-45 3-5.2

臺灣扁柏
C. obtusa 

var. 
formosana 

臺灣 23°30’-
24°48’ N

120.8°-
121.9°E

950-
3,000 40-47 3-3.5

尖葉扁柏 C. thyoides 美洲
東北部

29°14’-
44°20’ N

67°-
90°W 0-457 28-36 1.2-2.1

日本扁柏 C. obtusa 日本 30°15’-
37°30’ N

130°-
141°E

10-
2,200 40-52 1.5-2

日本花柏 C. pisifera 日本 32°48’-
39°32’ N

130°-
141.5°E

110-
2,400 46-50 1.5-2

羅生氏扁柏 C. 
lawsoniana

美洲
西北部

40°50’-
43°35’ N

115°-
124°W 0-1,950 50-73 3.8-4.8

拿加遜扁柏 Cupressus 
nootkatensis

美洲
西北部

41°25’-
61°07’ N

120°-
140°W 0-2,300 40-50 2-3.7

在海拔分布上，尖葉扁柏分布低於海拔500公尺，其他

普遍分布於1,600–2,300公尺，全世界扁柏屬則以臺灣的

兩種分布海拔最高，兩者相較之下，紅檜的分布海拔高度

略低於臺灣扁柏。

至於樹木的樹高和胸徑，除了尖葉扁柏的最大樹高為

28–36公尺外，其他物種的樹高都可高達40公尺，其中北

美西部的羅生氏扁柏最高可高達70公尺以上，是本屬植物

中最高的物種。扁柏屬植物中，胸徑可超過3公尺的樹種有

紅檜、臺灣扁柏、羅生氏扁柏及拿加遜扁柏，其中臺灣的

紅檜是全世界扁柏屬植物中胸徑最大的，紅檜的胸徑也曾

出現在美國樹木學的教科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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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蘭山檜木林

扁柏屬植物的分布都位於鄰近海岸邊，就年平均溫度而

言，拿加遜扁柏生長的環境溫度最低，約在4℃-10℃之間，相

當於冷溫帶，在地理分布上也是分布緯度最高的；而尖葉扁柏

則可生長於較高的溫度下，可生長於年平均溫度20℃中，是扁

柏屬植物中溫度差異範圍最大的物種，溫度差可由9℃-20℃之

間，相當於亞熱帶至溫帶；其他物種則分布於年平均溫度9℃-

16℃之間，相當於溫帶。也就是說扁柏屬植物在世界的分布多

位於溫帶或山地中的山地帶(montane)；只有拿加遜扁柏則可分

布至冷溫帶地區；而尖葉扁柏則可向下分布至亞熱帶或低山地

區。

扁柏屬植物分布的年平均溫度與年平均降水量(修改自Laderman, 1998)
 

在降水量上，本屬之植物多屬於喜潮濕的物種，分布於年

平均降水量至少1,000公厘以上的生育地，但各個種類之間仍

有差異，本屬最耐旱的物種為美國尖葉扁柏，分布的生育地年

平均降水量在1,000–1,500公厘之間；而臺灣的兩種檜木分布

於年平均降雨2,500–4,500公厘，為本屬中最喜潮濕者，其他

物種則多介在1,300–3,000公厘之間。整體上扁柏屬植物的平

均年降水量多位於1,800–2,500公厘之間。

若以年平均降水量來區分，扁柏屬植物多生長於潮濕氣候

中，其中尖葉扁柏生育於相對較乾的濕潤氣候，而臺灣的兩個

分類群相對分布於重濕型氣候。

降雪為棲蘭山森林披上一層白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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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扁柏屬植物的分類與分布 世界遺產潛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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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日本的檜木

在日本天然檜木（包含日本花

柏及日本扁柏）的分布非常廣泛，

但其分布生育地比柳杉較狹隘。

其分布地區主要位於緯度30.25°

到37.5°，經度130°到141°之

間，也就是分布於本州的中部及南

部、四國和九州，在本州島面向太

平洋一側分布較多，最北分布至關

東地區，最南分布至屋久島。主要

分布於日本阿爾卑斯山脈的飛驒山

脈、木曾山脈及赤石山脈，海拔分

布為10-2,200公尺，檜木生長的範

圍由日本的常綠闊葉林帶到部分的

水青岡林帶之間。

日本扁柏的毬果 

日本扁柏的葉背，具明顯的白色氣孔帶
 

比較日本花柏(左)與日本扁柏(右)的葉背形態差異
日本的檜木分布圖（修改自Laderma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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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扁柏屬植物的分類與分布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日本本州島的太平洋一側具有許多檜木人工林，其中最有

名的是三重縣的尾鷲(Owase)，通常生產小徑木作為支柱。在

某些情況下，柳杉林木種植在山坡較低的地區，檜木種在斜坡

上，而日本赤松(Pinus	 densiflora )則是生長在土壤濕度較低的

山脊上，這種栽植方式是因為柳杉比檜木更喜歡土壤潮濕的山

谷，而檜木能夠生長在比較乾燥的土壤。在一些中坡地區，兩

種林木可生長在一起。一般來說，柳杉的生長速率大於檜木，

但檜木能生產高品質的徑木。以下就日本兩個檜木主要的分布

地區做簡單描述：

結實纍纍的日本扁柏

1.		尾鷲(三重縣)：人工檜木林所組成，多產出小徑木。檜木林

具有非常寬厚的樹冠層，加上光照強度低，普遍缺乏林下物

種，森林地面因此很容易受到雨水穿透冠層葉片侵蝕，此地

區為一個典型低生產率的檜木林。

2.		木曾(長野縣)：由天然檜木林和人工檜木林所組成，天然林

中日本花柏出現在溪谷、中坡地區，日本扁柏出現在中坡與

稜線上，同時伴生許多闊葉樹及羅漢柏等，本區相對上是日

本地區保留比較天然的檜木林。

日本扁柏的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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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扁柏屬植物的分類與分布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壹、緣起

日本的庭園造景，也栽植許多日本扁柏及柳杉

在長野縣有許多有名的天然檜木林，這個地區曾經是由名古屋
的尾鷲家族所控制，他們將這檜木林視為最重要的財產，所以
保存得非常完整，幾乎為天然純林，其中最有名的地區為木
曾，目前被列入木曾保護區(Numata,1973)。

日本重要的森林和森林保護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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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扁柏屬植物的分類與分布 世界遺產潛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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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工林根據更新(regeneration)方法分為兩種：(1)人工

栽植(artificial	 planting)和播種苗(seedling)以及(2)天然更新。

前一種方法是用於建造高級用材的森林，主要為柳杉林(Sugi	

cedar	柳杉Cryptomeria	 japonica )、檜木林(Hinoki	 cypress	日

本扁柏Chamaecyparis	 obtusa )、松樹林(Matsu	日本赤松Pinus	

densiflora和黑松Pinus	 thunbergii )及落葉松林(Karamatsu	日本

落葉松Larix	 leptolepis )，在日本，柳杉和檜木是最常見的人工

林。

日本近70％的森林為私有林，這些森林大多集中在南部地

區，支撐80％以上的人口，大多數的私有林屬於林農的財產，

由於民眾使用森林中的木炭和枯落物等，長期以來造成地力受

到相當大的耗損，尤其是在接近山谷和平原密集種植的丘陵

地。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著名的原始森林仍然存在，包括本

州西部的九州、鳥取縣智頭(Chizu)、奈良縣吉野和京都縣喜多

山，本州中部的靜岡縣天龍，以及關東地區的琦玉縣西川和千

葉縣桑布(Sambu)、宮崎縣小尾(Obi)和熊本縣日田(Hita)的柳杉

森林保護區(forest	reserves)。

日本扁柏人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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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扁柏屬植物的分類與分布 世界遺產潛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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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北美的檜木

1.	尖葉扁柏(Atlantic	White	Cypress)

又名大西洋雪杉、雪松、側葉扁柏。原生於北美洲大西洋

西岸甚至分布到加拿大，其中分成兩個亞種：一個族群從緬

因州(Maine)至喬治亞州(George)或加拿大的南邊，學名為C.	

thyoides 	 subsp.	thyoides 	 (Atlantic	White	 Cypress)；另一個族

群生長在佛羅里達州至密西西比州的墨西哥灣海岸邊，學名為

C.	 thyoides 	 subsp.	henryae 	 (Gulf	White	Cypress)。植株高可達

28–36公尺，葉子鱗片狀，葉子長約2–4公厘，毬果圓形，

直徑為4–9公厘，有6–10	個鱗片。

尖葉扁柏特徵圖

北美的檜木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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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生氏扁柏植物特徵圖

2.	羅生氏扁柏(Lawson	cypress)

又名美國檜、羅森檜、美洲花

柏、羅氏紅檜，原生於俄勒岡州

(Orgeon)的西南部至加州的西北端。

可長至50–73公尺，是本屬中植物

最高者。葉子鱗片狀，長約3–5公

厘，毬果圓形，直徑為7–14公厘，

通常有6–10個鱗片。

矗立於捷克孟德爾教堂旁的羅生氏扁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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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拿加遜扁柏(Alaska	Cypress)

舊學名為Chamaecyparis	 nootkatensis ，又名阿拉斯加黃

杉、扁柏、花柏，原生於北美洲西岸，從阿拉斯加南部的奇

奈半島	 (Kani	 Peninsula)經加拿大的哥倫比亞地區至加州最北

端。樹高可長至50公尺，葉子鱗狀，長約3–5公厘，毬果圓

形，直徑為10–14公厘，通常有4個鱗片(偶而6個)。因拿加遜

扁柏曾更改分類學的屬名，學名從Chamaecyparis	 nootkatensis 	

(D.	 Don)	 Spach,	 1841	改成Callitropsis	 nootkatensis 	 (2004)，

目前屬於2010年在DNA的研究上又將其併入柏木屬(Cypressus )	

；2015年有人將之歸入黃金柏屬(Xanthocyparis )中，因此目前

世界上可說只有六種檜木。惟Chamaecyparis	 nootkatensis這個

同物異名仍有人在使用。

拿加遜扁柏特徵圖

拿加遜扁柏的葉

拿加遜扁柏的樹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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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潛力點

一、檜木林的前世今身

扁 柏 屬 是 一 個 在 地 理 分布上 破 碎 化 的 屬，分布 於東 亞

及北 美。扁柏屬由六個類 群 組 成，分別為：分布 於日本 的日

本扁柏(C.ob t u s a )及日本花柏(C.  p is i fe r a )，分布於臺灣的紅

檜(C.  fo rmosensis )及臺灣扁柏(C.  obtusa  va r.  fo rmosana（C.   

taiwanensis）)，分布於北美東部的特有種尖葉扁柏(C. thyoides )，

以及分布於美國西北的羅生氏扁柏(C.  lawsoniana )；拿加遜扁柏

以前被歸類為扁柏屬的物種，目前已建議從扁柏屬中除去，現在

被命名為Cupressus nootkatensis。右圖Liao et al. (2010)是使用

Welch(1991)和Frankis(1993)北美柏木屬(Callitropsis )的分類，但

其matK基因序列的研究結果其實與柏木屬(Cupressus )的親緣相

當接近。

Liao  et  a l . (2010)使用matK基因序列研究六種扁柏屬物

種(包括日本扁柏、臺灣扁柏、日本花柏、紅檜、尖葉扁柏和羅

生氏扁柏)以及四個其他分類群物種分別為：藏柏(Cupres sus 

cashmeriana )、臺灣肖楠(Calocedrus formosana )、東方側柏(Thuja 

occidentalis )及拿加遜扁柏，分析結果顯示扁柏屬由兩個分支組

成，分別為：(1) 羅生氏扁柏、日本扁柏及臺灣扁柏組成一群；(2) 

日本花柏、紅檜及尖葉扁柏組成一群；而拿加遜扁柏則與藏柏的

親緣較相近，反而與扁柏屬物種差異大。

利用matK基因序列研究所獲得的進化分支樹。扁柏屬的分支以灰色標示。(引
用於Liao et al ., 2010)

與扁柏屬親緣接近的柏科植物東方側柏，主要分布於北美東部及中國大陸，臺
灣並無分布

參、�臺灣的檜木林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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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柏屬植物化石證據(引用自Liu et al. , 2009)

扁柏屬可能的遷移路線(修改自Wang et al ., 2003)

扁柏屬植物在地理隔離前應該廣泛分布於歐亞大陸和北

美洲，因此，在歐洲和中亞地區應該會有化石紀錄，而歐洲曾

發現大量柏科化石，但在歐洲或中亞並無扁柏屬的化石被發現

(Ferguson, 1967)。

據Wang et al.  (2003)，跨越北太平洋通過古白令陸橋長距離

擴散事件分別發生於1,400萬年(尖葉扁柏和日本花柏)以及551萬

年前(羅生氏扁柏和日本扁柏)。化石紀錄顯示扁柏屬植物在白堊

紀時就已出現於北美洲西北部(溫哥華島、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以

及加拿大北極高緯度地區(阿克塞爾海伯格島巴芬區) (Kotyk et 

al. , 2003)。

根據這些證據推斷扁柏屬植物的親緣關係，扁柏屬植物大約

於中新世晚期(分別為1,400和550萬前)從北美長距離傳播至東

亞(日本和臺灣) (Wang et al. , 2003)。而在東亞日本新世紀晚期

的化石紀錄(Yamakawa et al. , 2008)也表明東亞的扁柏屬植物可

能為後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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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地區的物種來源的六條路線(引用自Huang, 2011)

若以東亞地區的物種來源，大致有六條路線(Huang, 2011)，

其中：

路線1：�源自日本通過琉球遷移到臺灣。

路線2：�源自日本遷移至中國東部地區，冰河期日本屬於大陸

區域的一部分，然後逐漸南遷到中國東南部，通過中

國東海的陸橋到臺灣。

路線3：�源自中國東北往南遷移至中國東部及中國東南部，然

後藉由陸橋遷移到臺灣。

路線4：�源自中國東北部往中國北部和中國中部遷移。再從中

國中部地區，向南遷移至中國東南部，然後經陸橋遷

移至臺灣；或從中國中部地區繼續遷移到中國西南地

區避難。

路線5：�源自中國西南地區，向東遷移通過雲貴高原、南嶺到

中國東南部，並通過陸橋到臺灣。

路線6：�源自印度通過中國南部移到中國南海的陸橋到臺

灣。

由過去資料來看，中國大陸的內陸並無出現扁柏屬的化石，

在過去800萬年以來，由於青康藏高原隆起，導致西風帶北移，使

得長江以北的區域降水量減少，因此許多喜濕的物種在北方無法

生存，紛紛往南遷移，相同的，在200萬年中冰河所造成的遷移來

看，當時氣候溫暖時，北方喜濕的物種無法經過乾旱的華北，只

能經由靠近海岸線較潮濕的一帶往南方遷移；相同的，在天氣較

冷的冰河期，喜濕的物種也只能由沿岸的兩條路線遷移，例如目

前喜濕的昆欄樹也只有分布於日本、琉球及臺灣。

因此推測扁柏屬植物應是以第一條路線遷移到臺灣，也就是

由源自日本，通過琉球群島，跳島遷移到臺灣。至於發生的時間

略有不同，由兩個不同事件來估計，日本花柏和紅檜發生在290

萬年之前，而日本扁柏和臺灣扁柏發生在130萬年之前(Wang et 

al. ,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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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檜與臺灣扁柏的特徵差異

二、檜木辨別

紅檜與臺灣扁柏在特徵上可由葉背、樹皮、樹形、毬果、種

子、小苗及木材來區分。樹形上紅檜枝條多上揚，而臺灣扁柏多

下垂。樹皮上臺灣扁柏縱裂較深，因此稱為“厚殼仔”，而紅檜則

俗稱為“薄皮仔”。臺灣扁柏幼齡時的葉背多有粉白。毬果的形態

上，臺灣扁柏毬果多呈圓球形，毬果的大小也相對較大，而紅檜

毬果多呈橢圓形，且較小。在小苗形態上，紅檜比臺灣扁柏具有較

多的針狀葉。在木材鑑別上，臺灣扁柏木材呈淡黃色，因此又稱為

“黃檜”；紅檜的木材略帶紅色，因此稱為“紅檜”。臺灣扁柏木

材的味道略帶點辣味。

  紅檜 臺灣扁柏

英文名 Taiwan Red Cypress Taiwan Yellow Cypress

學名 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  
Matsum.

Chamaecyparis obtusa  (Siebold 
& Zucc.) Endl. var. formosana 
(Hayata) Hayata

別稱 薄皮仔、松羅、松梧 厚殼仔、黃檜、松羅、松梧

分布 臺灣特有種，分布於全臺灣海拔
900-2,900公尺山區

臺灣特有亞種，分布於臺灣中北部
海拔950-3,000公尺山區

樹形 直筒形，枝條多上揚 尖塔形，枝條多下垂

樹皮 平滑，較薄，溝裂較淺，呈灰紅色至
紅褐色 粗、較厚、溝裂較深，呈灰紅色

樹葉 鱗狀葉，葉先端銳，葉背無白粉 鱗狀葉，葉先端鈍，葉背有白粉

毬果 橢圓形毬果長8-9公厘，果鱗10-13
片

球形毬果長10-11公厘，果鱗8-10 
片

種子 具環翅 幾乎沒有翅

小苗 初生小苗針狀葉較多 出生小苗較少針狀葉，多鱗狀葉

木材 無辣味，略帶紅色 辛辣味，呈淡黃色

樹高 40-45公尺 40-47公尺

紅檜的葉

紅檜的毬果

紅檜的小苗

臺灣扁柏的葉

臺灣扁柏的毬果與種子

臺灣扁柏的小苗

52 53



參、臺灣的檜木林生態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三、臺灣檜木林的面積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第四次森林資源調查成果的

資料，臺灣全島天然林的面積約為1,527,500公頃，其中天然檜木

林面積占59,418.42公頃，約為臺灣全島天然林面積的3.89%；檜

木人工林面積約為25,459.29公頃。檜木林中紅檜的分布範圍比

臺灣扁柏的分布更廣。

大致上，目前的天然林依檜木的蓄積量，可分成檜木純林的

檜木天然林和檜木闊葉樹混合林型，其中前者占28,969.19公頃，

後者占30,449.23公頃。而檜木天然林的部分，主要分散在中央

山脈和雪山山脈，並未分布於陽明山區、海岸山脈及恆春半島山

區；主要集中於宜蘭縣、新北市、桃園市和新竹縣交界的棲蘭山

林區；宜蘭縣和花蓮縣交界的和平林道；以及花蓮縣和南投縣交

界的山區，尤其是萬榮林道進入的深山地區，然而以檜木成林的

密集程度，棲蘭山林區仍屬全臺分布最集中的地區。

至於檜木人工林的位置分散在中央山脈和雪山山脈，及阿里

山地區，過去的幾個大林場，如：阿里山林場及太平山林場是目

前人工林造林較多的地區；其次是棲蘭山的棲蘭山的臺灣扁柏更

新造林，也是臺灣另一個人工林集中的地區。

臺灣檜木林的林型分布(資料來源：林務局第四次森林資源調查)(資料來源：林務局第四次森林資源調查)

臺灣天然檜木林型與人工檜木林的面積

棲蘭山林區範圍
縣市界
針葉樹林型
針闊葉樹混淆林型
人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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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臺灣的檜木林生態

紅檜在臺灣的分布

紅檜森林

不同地區的紅檜海拔分布

紅檜分布由北部雪山山脈棲蘭山地區沿中央山脈分布至臺東

及屏東，緯度分布範圍約22.5°–24.8°，海拔分布範圍介於900–

2,900公尺。紅檜除了分布於臺灣北部與中部地區外，也分布至臺

灣南部地區，北部地區主要分布於海拔1,600–2,000公尺，中部

地區主要分布於海拔1,900–2,400公尺，而南部地區主要分布於

海拔1,900–2,200公尺，以不同地區的海拔分布來看，中部地區

的平均海拔高於南部地區，北部地區的平均海拔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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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扁柏森林

臺灣扁柏分布於臺灣北部棲蘭山地區、司馬庫斯、鎮西堡、太

平山及南澳飯包山、飯包尖山，最南分布至阿里山，緯度分布範

圍約23.5°–24.8°。在海拔分布範圍介於950–3,000公尺。海拔

分布以不同區域做區分，北部地區主要分布於海拔1,700–2,100 

公尺，而中部地區主要分布於海拔2,000–2,500公尺，中部地區

的平均海拔高於北部地區；再與紅檜不同地區的平均海拔做比

較，發現臺灣扁柏的平均海拔皆略高於紅檜的平均海拔。

臺灣扁柏在臺灣的分布

不同地區的臺灣扁柏海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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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檜木林在臺灣的生態特色及其伴生物種

檜木林在臺灣主要分布於海拔1,600–2,500公尺之範圍，依

植群林帶區分，主要係位於櫟林帶(上層、下層)及鐵杉林帶，年均

溫在10–20°C之間，年雨量3,000–4,200公厘。此區域為臺灣山

區雲霧最濃且終年繚繞，亦俗稱盛行雲霧帶或霧林帶。其植物社

會組成常以針闊葉混淆林，針葉樹以紅檜、臺灣扁柏、巒大杉、臺

灣杉、臺灣鐵杉及臺灣雲杉為主，闊葉樹則有昆欄樹、毽子櫟、錐

果櫟、赤柯、三斗石櫟、大葉石櫟、狹葉櫟、豬腳楠、假長葉楠、霧

社木薑子、木荷、短柱山茶、白花八角、臺灣杜鵑及森氏杜鵑等。

臺灣檜木林之生物多樣性高，植物組成除了臺灣扁柏及紅檜等主要優勢物種
外，並伴有許多蕨類與附生攀緣植物，也包含了一些稀有物種。

臺灣鐵杉與臺灣扁柏混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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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的扁柏屬植物社會

1.臺灣扁柏植物社會

分布於稜線至中坡的檜木林，森林冠層主要優勢種有臺灣

扁柏、臺灣杜鵑、巒大杉、臺灣鐵杉、昆欄樹、毽子櫟、錐果櫟、

赤柯、薯豆、豬腳楠等；中層優勢種有白花八角、霧社木薑子、高

山新木薑子、細枝柃木、厚葉柃木、厚皮香、深紅茵芋、阿里山灰

木、玉山糯米樹、壺花莢蒾、山胡椒、臺灣八角金盤；地被層、附

生和藤本的優勢種有臺灣瘤足蕨、魚鱗蕨、裏白、華中瘤足蕨、書

帶蕨、肢節蕨、生芽鐵角蕨、臺灣菝葜、藤木槲、阿里山菝葜、伏

牛花、赤車使者、斜方複葉耳蕨、波氏星蕨、石月、大枝掛繡球、

臺灣常春藤、青棉花。

2.紅檜植物社會

分布於中坡至溪谷的檜木林，森林冠層主要優勢種有紅檜、

臺灣杉、巒大杉、假長葉楠、薯豆、豬腳楠、墨點櫻桃等；中層優

勢種有西施花、長葉木薑子、香桂、高山新木薑子、細枝柃木、厚

葉柃木、厚皮香、深紅茵芋、玉山糯米樹、壺花莢蒾、山胡椒、小

花鼠刺、臺灣八角金盤；地被層、附生和藤本的優勢種有臺灣瘤

足蕨、魚鱗蕨、裏白、華中瘤足蕨、書帶蕨、肢節蕨、生芽鐵角蕨、

阿里山菝葜、伏牛花、赤車使者、斜方複葉耳蕨、波氏星蕨、石

月、大枝掛繡球、臺灣菝葜。

紅檜與臺灣扁柏植物社會在地形上的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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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扁柏屬植物社會中常見的伴生物種

臺灣鐵杉
Tsuga chinensis  (Franch.) Pritz. var. formosana  (Hayata) H. L. Li & H. 
Keng 松科

常綠大喬木，樹冠層平展。樹皮灰色或鐵色，成熟樹皮上有不

規則紋路如雲母片狀的裂片，葉子扁平狀線型，螺旋狀排列於枝

條上，葉背有二條白色的氣孔帶，5–6月開花，雄花毬與雌花毬生

長於枝條腋上或頂端。海拔主要分布於2,100–3,000公尺。早期

許多國中及國小的課桌椅就是用臺灣鐵杉所製造的。

昆欄樹 
Trochodendron aralioides  Siebold & Zucc 昆欄樹科

喬木。樹皮暗褐至黑色；頂芽有紙

質鱗片。單葉，螺旋著生，鋸齒緣，無

托葉，葉脈掌狀或羽狀。聚繖花序排成

總狀；花兩性，無花被；雄蕊多數，3–5

輪；心皮5–10個，1輪，側面癒合。果序

有7–10個蓇葖果。昆欄樹是最古老之樹

種之一，為臺灣原生唯一無導管之闊葉

樹材。生長於全島海拔1500–3,000公

尺之闊葉林中，有時成純林。

1.�木本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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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杜鵑
Rhododendron formosanum Hemsl. 杜鵑花科

臺灣特有種。常綠小喬木，幼株近無毛，成株高可達20公尺，

樹幹多彎曲，小枝細長粗壯，直立或斜上昇，近於光滑。葉厚革

質，下表面被灰褐色毛茸；葉柄光滑。花序為7–15朵頂生繖房花

序；蒴果長橢圓形，長約1.8公分，有褐色毛茸。生長於全島中海

拔約800–2,100公尺。

黃花著生杜鵑
Rhododendron kawakamii  Hayata 杜鵑花科

臺 灣 特 有 種，常 綠 小 灌

木，葉卵狀，叢生於枝頂，著

生於檜木及闊葉樹幹或岩石

上之腐植土，喜愛潮濕之生長

環境。已被列為珍 貴稀有植

物之一，是唯一開黃花之臺灣

原生杜鵑花，其花朵2–6朵頂

生，花序為繖房狀。常分布於

中海拔雲霧帶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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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柯
Quercus morii  Hayata 殼斗科

臺 灣 特 有 種，常 綠 大 喬

木。小枝光滑。葉革質，長橢

圓形至倒卵形，先端漸尖，基

部鈍，前半部鋸齒緣，雄花序

呈疏生的葇荑花序。分布於

全島海拔1,600–2,400公尺山

區，常居第一層樹冠層與檜木

形成針闊葉混淆林。木材紅褐

色，堅實，為良好之構造材。

毽子櫟 
Quercus sessilifolia  Blume  殼斗科

常綠喬木。小枝初時被毛，後

無毛，有灰白色蠟層和淡褐色圓

形皮孔。芽鱗多數，褐色且無毛。

葉叢生於小枝頂端，革質，長橢圓

狀倒卵形至長橢圓形。花柱3裂。

殼斗杯形，具5–7條同心環帶。堅

果倒卵形，柱座凸起，基部有幾條

環紋；果臍微凸起，果期 10–11

月。分布於全島海拔800–2,600 

公尺山區森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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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新木薑子 
Neolitsea acuminatissima  (Hayata) Kaneh. & Sasaki 樟科

臺 灣 特 有 常 綠 小 喬

木。小枝光滑；芽鱗外面

被淡褐色伏毛，具短淡褐

色緣毛，葉卵狀披針形、

披 針 至橢 圓 形，下 表 面

粉白色，光滑，雌花序花

3–4朵，花被裂片卵狀長

橢圓形，外部有毛。分布

全島1,500–2,400公尺高

海拔森林中。

豬腳楠
Machilus thunbergii  Siebold & Zucc. 樟科

常綠大喬木，可高達20公尺。葉互生，羽狀脈，倒卵形至倒卵

狀披針形。葉長橢圓形或倒卵狀長橢圓形，先端突漸尖至短尾

狀，基部楔形或銳尖，葉面濃綠富光澤，葉背粉白色。花為黃綠

色，開放時直徑6–7公分。廣泛分布於臺灣海拔200–1,800公尺

之山區。可當綠化樹種供觀賞，亦有木材供作器具及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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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社木薑子 
Litsea elongata   (Wall. ex  Nees) Benth. & Hook.  f.  var. mushaensis 
(Hayata) J. C. Liao 樟科

臺灣特有變種，小喬木或中喬木，

樹皮灰黃色或褐色。葉互生，長圓形、

長圓狀披針形至倒披針形，葉背沿中

脈及側脈密生黃褐色長柔毛，羽狀脈。

花為黃色或淡黃色，5–6枚聚合成繖

形花序。分布於全島海拔1,000–2,500 

公尺之中海拔闊葉樹林中。木材質地

緻密，堅韌，可製手杖及箱櫃，供作建

築及家具等用材。

山胡椒
Litsea cubeba  (Lour.) Pers. 樟科

落葉灌木或小喬木。具有

多分枝，枝條及葉部具有芳香。

葉發生於花開之後，剛長出來

的時具有絹毛，葉膜質，線狀披

針形，中肋及側脈於表面凹下

而於背面隆起。花4–8朵聚集

成繖形花序。分布於臺灣全島

中低海拔之開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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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葉木薑子  
Litsea acuminata  (Blume) Kurata  樟科

少數為線狀披針形或闊

披針形，中肋及葉脈處多少

具有毛茸，羽狀脈。花為黃

色或黃紅色，3–5枚呈腋生

的繖形花序。分布於臺灣全

島低至中海拔400–2,000公

尺之闊葉林中，極為常見。

白花八角 
Illicium anisatum L. 八角科

落葉灌木或小喬木。具有多分

枝，枝條及葉部具有芳香。葉發生

於花開之後，剛長出來的時具有

絹毛，葉膜質，線狀披針形，中

肋及側脈於表面凹下而於背面

隆起。花4–8朵聚集成繖形花序。

分布於臺灣全島中低海拔之開闊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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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藤漆   
Rhus ambigua  Lav. ex  Dippel 漆樹科

常綠木質藤本，長可達9公尺。

掌狀複葉互生，總葉柄長5–10公

分，小葉3–7片，革質，小葉柄長

1.5–3公分，小葉片長圓形或長卵

圓形，長4–9公分，寬2–2.5公分，

葉面平滑，下面粉白色，有明顯斑

點。總狀或繖形花序，3–7朵成簇；

雌雄同株，花直徑1.5–2公分，白色

或淡紅色有綠色暈。漿果卵形或長

卵形，長6–10公分，成熟時黃色或

菊黃色。分布臺灣低、中海拔山坡

灌叢、闊葉林內。可供藥用、觀賞。

2.�附生攀緣植物

青棉花
Pileostegia viburnoides Hook. f. & Thoms. 虎耳草科

常綠攀緣狀灌木，長達15 

公尺；小枝無毛，具有氣生根，

常攀 附 於樹 根 或匍 匐 於 岩石

上。葉長橢圓形或倒卵狀長橢

圓形，長7–15公分，寬2–6公

分，中肋於表面凹下而於背面

隆起，側脈表面不明顯，背面較

明顯。花多數、小形、綠黃色，成頂生的圓錐花序。蒴果球形。廣

泛分布於臺灣低至中海拔山地600–2,500公尺處著生樹幹或岩

石上。可供觀賞，亦有藥用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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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一、棲蘭山檜木林的環境研究

棲蘭山檜木林息息相關的雲霧如何影響檜木林，在東華大學

夏禹九及張世杰老師二位所帶領的團隊，由2003年開始到2013

年的10年之間產出了許多相關的研究報告。詳細探討了棲蘭山

區雲、霧和降雨對林木的影響和流轉的過程與機制。而土壤的

部分，邱郁文研究員和宜蘭大學蔡呈奇老師等學者，自2006年開

始，在棲蘭山進行一系列的土壤研究。
棲蘭山相關環境研究

肆、�棲蘭山檜木林的環境

與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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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棲蘭山檜木林的環境與生物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森林冠層水文平衡示意圖(修改自簡意婷，2008)

( 一 )	 雨、霧對棲蘭山森林的影響

臺灣中海拔屬於櫟林帶，水循環透過雨、霧或雪的型態輸入

森林生態系；而大氣中的懸浮粒子透過重力沉降或隨著水循環攔

截輸入森林生態系提供生態系養分來源。棲蘭山檜木林位於雲

霧帶，水分來源充足，雲霧則成為檜木林重要的水分及養分來源。

水分和氣體、懸浮微粒透過重力沉降(Precipitation deposition, 

PD) 或攔截沉降(Interception deposition, ID)進入森林後，部分

水穿過森林冠層抵達地表，或由葉子、枝條攔截匯成水滴落至

地面，形成穿落水(Throughfall, TF)；部分水則附著於葉子、枝條

上，隨後順著樹幹流向森林地表，形成幹流水(Stemflow, SF)；而

另一部分則由葉片、枝條攔截者，稱截留(Interception, I)，截留再

蒸發返回大氣(簡意婷，2008)。氣體擾動影響葉表面氣孔水分吸

收與蒸散，在樹冠層中，葉子的形狀、位置、空間分布會影響水分

經由葉邊緣進入、運輸的效率(吳敏如，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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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7年間颱風對樣區雨量的貢獻(引用於簡意婷，2008)

棲蘭山大氣研究的氣候資料收集樣區及氣象塔分布位置圖(引用於簡意婷，2008)

簡意婷(2008)利用2002至2007在棲蘭山長期研究樣區及樣

區附近離地面23公尺高的氣象監測塔所蒐集的氣象資料進行研

究。發現本區除了一般降水及空氣中的霧氣外，颱風也是重要的

降雨來源，其研究期間共經歷30次颱風，約占37%的總降雨量來

自颱風，颱風天的降雨量最多可達到該年度雨量的1/2，而颱風的

影響集中於夏季及秋季。研究期間除了記錄每日氣候資料的變化

外，也記錄樣區中雨水、幹流水、穿落水、截留和霧水水量的時間

變化，2003–2006年的年平均雨量、霧水量、幹流水和穿落水量

分別為4,005 ± 1,036公厘、241 ± 42公厘、129 ± 32 公厘和

3,467 ± 868公厘；冠層截留的水量為 650 ± 103公厘。霧水、

幹流水、穿落水和截留的水量分別占雨量的6.0%、3.2%、86.6%和

6.2%。雨水和霧水是森林冠層的水分來源，分別提供冠層94.3%

和5.7%的水分。雨水和霧水進入冠層後，3.0%分配至幹流水、

81.7%分配至穿落水到達森林地表。因此，穿落水為森林內部最

主要的水分來源。其餘15.3%的雨水和霧水則由冠層截留，最後以

蒸發的方式返回大氣。而土壤滲流水量由輸入(雨水+霧水)與輸

出(蒸發量+蒸散量)樣區水量的差值求得，約為3,341公厘，為雨

量的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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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棲蘭山森林的土壤

植物吸收陽光進行光合作用，從土壤中吸收養分和水分來維

持自體的成長，土壤除提供植物的養分和水分外，也提供樹木的

固著。因此土壤肥力會影響植物的生長，土壤層的淺薄或深厚也

會影響樹木固著的程度，在棲蘭山林區常出現檜木風倒的情況，

理論上，像檜木如此巨大的樹木，根系應該是非常深，且相當穩

固的，為何會有如此的現象，應由棲蘭山林區森林土壤說起。

森林地表的土壤結構往下至土壤層的分層依序是：深色的有

機層(O層)，主要為半分解或已分解的枯枝落葉等有機物為主，有

機層不能算是土壤；往下則是混合腐植質的礦物質表層(A層)，

這個土層中的礦物成分、黏土顆粒有被往下洗出的現象，因此被

定義為洗出層；第三層則是棕黃色的洗入層(B層)，位於洗出層

下方，通常堆積由洗出層(A層)所洗出的水溶性礦物、黏土顆粒；

再往下就是地質母岩(C層)，幾乎未受到洗出、洗入作用影響的母

岩。森林土壤的化育除了母岩的影響外，部分也受到地表上不同

植被所影響。

由黏板岩細質地土壤母質所化育的土壤，含有的細微的土壤

顆粒―黏粒與坋粒百分比高達60–80％，造成土壤的孔隙幾乎盡

是微細孔隙，排水功能受到極大限制。地表水分滲入土壤後便填

滿微細孔隙的通道，形成類似水田土壤的浸水狀態。在水分緩慢

向下移動的過程中，帶出土壤中的二價鐵離子等礦物成分(邱郁

文、蔡呈奇，2008)。

檜木林中因土壤層淺薄加上根系淺使檜木易風倒

檜木傾倒後裸露出淺薄的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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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倒的檜木

許多地區由於淋洗作用旺盛，因此在原本的洗出層(A層)中，

進一步區分出具有明顯洗出(eluviation)性質，且顏色偏向灰白的

土層(原本的A2層)，定義為E層。在E層與B層之間有一個外觀上呈

現黑色至暗紅色的薄片狀層次結構稱為薄膠層(Bsm層)，依研究

指出薄膠層是由鐵、鐵與錳、鐵與有機質等不同組合的複合膠結

物所形成的0.2–1公分的硬盤，是由於地表有機層(O層)釋出可溶

性的腐植質透過淋洗作用攜帶鐵離子到下方的洗入層(B層)並與

其他有機質混合而形成，通常出現於冷涼及極度潮濕的環境下。

此硬盤使得植物根系無法穿透至B層下部，因此造成植物根系盤

根錯節於土壤表層，導致植物根系淺，容易傾倒。

棲蘭山的檜木林多生長在高雨量高霧氣的環境，就過去的研

究，年雨量平均可高達2,444公厘以上。山區平均溫度僅為11.9 

℃，冬季也有降雪，低溫的環境下枯枝落葉的分解較慢。棲蘭山

檜木林下的闊葉草本及玉山箭竹密布，許多地方有濃密的苔蘚

覆蓋在地表上，苔蘚與枯枝落葉混合而成的有機層(O層)保水作

用良好。當雨水降落至地表，會迅速被有機層吸附，使得林地的

表層維持潮濕的狀態。
棲蘭山林區森林土壤剖面（單位：0.1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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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膠層(Bsm)厚度約0.2–1公分

薄膠層細部構造

以致於這項淋洗―沉積作

用，過程極其緩慢。要形成明

顯的薄膠層，通常必須耗費數

千年、萬年的時間。微地形環

境也扮演重要的因子，在坡度

和緩的地面，較能夠進行典型

的垂直淋洗―沉積作用，薄膠層最為明顯；在過於陡峻的坡面，

雨水容易形成逕流或是側向移動，較不容易形成明顯的薄膠層。

這項淋洗作用極為緩慢而持續地進行，將上層土壤中的礦物

成分帶到洗出層(E層)的下方。當E層與下方的B層土壤質地組成

存在劇烈的變化時，會促使從E層洗出的礦物成分沉積在E、B兩

層之間，再進一步氧化、膠結，形成薄膠層。薄膠層緻密不透水，

當然也影響到水的通透性。

除了檜木林生長的低溫潮濕的環境因素之外，樹種也是影

響土壤化育的重要因素。檜木屬於針葉樹種，和闊葉樹種比較之

下，檜木枝葉所含的灰分較少，腐植成分的酸性也較強。也正因

為這個因素，

檜 木 林 的 土

壤，比 闊 葉 樹

種的土壤具備

更強烈的淋洗

效 果，有助 於

形成薄膠層。

入侵洗出層（E層）的稀疏樹根，因無法穿透薄膠膜而在薄膠膜橫斷面上形成
網狀的淺根遺跡

經調查及研究發現，棲蘭山

林區森林的土壤之中，地表往

下70公分左右已達岩盤，但在

30-40公分左右就達E層和薄膠

層，B層的範圍也出現在40–50

公分左右，由現場的土壤剖面

也看出：檜木的根部多半局限

於疏鬆富含腐植成分的O層和A

層，也就是由於洗出層(E層)和

0.2–1公分的薄膠層，植物根系無法深入到B層之下，使得檜木的

根系淺薄，根系之間彼此糾結，而形成一個平面，通常這都可由

風倒的檜木看出。

薄膠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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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棲蘭山檜木林的生物研究概況

棲蘭山林區檜木林植物資源的調查，最早由王忠魁等(1972)

首度於鴛鴦湖發現東亞黑三稜與一些新記錄的伴生植物後，開始

掀起生態學者對此區域進行相關之研究；此後，陸續有一些生態

研究人員於此進行：

( 一 )	植群及多樣性相關研究

本區相關植群調查(柳榗、徐國士，1973；王震哲，2000；陳玉

峰，2001；呂金誠，2002；陳子英，2002；呂金誠，2003；魏瑞廷、

陳子英，2007；2012)、植群多樣性之調查(魏瑞廷，2006)及珍稀

物種(林世宗等，2009；林世宗，2012)等研究最早是由鴛鴦湖湖

域的水生植物調查開始，接著調查陸域的植物及植群，最後是珍

稀物種及物候的研究。

( 二 )	動物相關研究

本區不僅是植物資源豐富，在動物資源方面也是相當多樣

化，因此吸引相當多的研究人員，於此區域進行動物相關的研究

(蔡若詩、袁孝維，1999；袁孝維，2000；李玲玲，2000；詹家龍、

羅錦文，2000；林亞立、陳凱俐，2002；李宗翰，2002；毛俊傑，

2011；Shy et al. , 2014)。但研究的時間多由2000年左右才開始，

研究的項目偏重在鳥類、哺乳類及兩棲爬蟲類等；其中囊括了陸

域及濕地的調查。

棲蘭山林區相關植物資源的調查研究

棲蘭山林區相關動物資源的調查研究

棲蘭澤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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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棲蘭山林區的動物

本區域依據地理氣候區域劃分，介於東北及西北氣候區氣候

交會帶上，其氣候變化明顯，境內高山林立及多樣化地形，化育

豐富的棲地多樣性，同時亦孕育各式野生動物資源，例如2009年

於棲蘭山地區海拔2,000公尺溪流中，發現之淡水蟹「棲蘭澤蟹」

(Geothelphusa cilan  Shy, Shih & Mao, 2014)，即為地理隔離所產

生之新物種，由生物多樣性保育觀點，棲蘭山林區確實係臺灣應

予保護的野生動物棲息重要地帶。

長鬃山羊

山羌

白鼻心

哺乳類資源

本區域內哺乳類資源經調查紀錄顯示，共7目16科39種，其中

特有種有16種，特有亞種15種；另有1種瀕臨絕滅之一級保育物種

為臺灣黑熊；珍貴稀有之二級保育之物種有8種，分別為臺灣獼

猴、石虎、穿山甲、白鼻心、麝香貓、山羌、水鹿及長鬃山羊。（李

玲玲，2000；李宗翰，2002；陳子英、毛俊傑，2007；毛俊傑，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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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長尾雉

藍腹鷴

領角鴞

朱鸝

鳥類資源

本區域內鳥類資源經調查紀錄顯示，共14目40科132種，其

中特有種15種，特有亞種53種；另有7種為瀕臨絕滅之一級保育

類物種，分別係為熊鷹、林鵰、藍腹鷴、黑長尾雉、灰林鴞、褐林

鴞及朱鸝；珍貴稀有之二級保育之物種有25種；應予保育之三級

保育類物種為21種（李玲玲，2000；袁孝維，2000；林亞立、陳凱

琍，2002；李宗翰，2002；毛俊傑，2011）。

莫氏樹蛙

觀霧山椒魚

褐樹蛙

兩棲類資源

本區域內兩棲類資源經調查紀錄顯示，共2目5科19種，其中

特有種9種；分別為褐樹蛙、盤古蟾蜍、斯文豪氏赤蛙、梭德氏赤

蛙、面天樹蛙、莫氏樹蛙、翡翠樹蛙、橙腹樹蛙及觀霧山椒魚等。

另橙腹樹蛙近年來數量已逐漸稀少，但於本區域內之北橫東段已

有多次紀錄，故推測本區域內仍有穩定棲息之族群存在，亟待妥

善保育，以維護其族群數量（李玲玲，2000；毛俊傑，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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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滑蜥

龜殼花

蛇蜥

臺灣鈍頭蛇

爬蟲類資源

本區域內爬蟲類資源經調查紀錄顯示，共1目9科45種，其中

特有種11種，特有亞種4種，另有1種為瀕臨絕滅之一級保育類物

種為百步蛇，珍貴稀有之二級保育之物種有19種，分別係為臺灣

滑蜥、臺灣蜓蜥、臺灣蛇蜥、蛇蜥、標蛇、金絲蛇、高砂蛇、紅竹

蛇、錦蛇、斯文豪氏游蛇、臺灣鈍頭蛇、臺灣赤鍊蛇、臺灣草蜥、

雨傘節、環紋赤蛇、帶紋赤蛇、眼鏡蛇、阿里山龜殼花及龜殼花。

本區域蛇類比例佔全臺蛇類總數的7成，係臺灣蛇類種類物種多

樣性最高之區域（李玲玲，2000；毛俊傑，2011）。

寬尾鳳蝶

曙鳳蝶 臺灣長臂金龜

昆蟲資源

本區域內蝶類及其他昆蟲資源，經調查紀錄顯示，共4目30科

373種(李宗翰，2002；蘇夢淮、陳子英，2013)，其中特有種25種，

特有亞種13種，另有1種為瀕臨絕滅之一級保育類物種為寬尾鳳

蝶，珍貴稀有之二級保育之物種有2種，分別係為曙鳳蝶、臺灣長

臂金龜。但仍有許多昆蟲尚未被調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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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棲蘭山林區的植群與植物資源

本區擁有全臺灣最優良的原生檜木林，同時亦保有最完整的

山地雲霧林。在亞熱帶山區雲霧林係屬陸域生態系中最特殊的

林型，其環境終年雲霧繚繞，且因氣候環境之恆定性高，經常匯

聚許多物種於此生長，故雲霧林亦有臺灣森林命脈之美稱。由於

複雜之地形而形成孤島型之封閉性生態環境，經由長期隔離演

化而孕育出多種臺灣特有物種，例如舉世聞名的臺灣杉，其以臺

灣為屬名最為著名，又近年來所發現屬於棲蘭山特有之物種鴛鴦

湖細辛、鴛鴦湖龍膽、棲蘭山杜鵑等即可印證。在本區域業經調

查，植物資源約156科545屬1,116種，其中稀有植物有臺灣扁柏、

紅檜、臺灣肖楠、南洋紅豆杉、臺灣杉、臺灣青莢葉、臺灣粗榧、

十大功勞、阿里山十大功勞、黃花著生杜鵑、山肉桂、臺灣一葉蘭

等。

分型

類型

林帶 林型

帶狀
植群

鐵杉林帶
臺灣鐵杉–玉山杜鵑型
臺灣二葉松–臺灣鐵杉型

櫟林帶
上層

臺灣杜鵑–薯豆型、西施花–臺灣二
葉松型、木荷–西施花型、臺灣扁柏
型、紅檜型

下層 長尾尖葉櫧–香楠型、錐果櫟型

非帶狀
植群

山地次生
落葉闊葉林

臺灣檫樹型、臺灣赤楊型

（一）棲蘭山林區森林植物社會

棲蘭山林區霧林帶主要林型一覽表

100 101



肆、棲蘭山檜木林的環境與生物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1.鐵杉林帶

此林帶分布於海拔2,500公尺以上之山頂、稜線及中坡，氣

候乾燥，土壤腐植質高之地區。包含的植群型為臺灣鐵杉林型

(Tsuga chinensis  var. formosana  type)，此林帶以臺灣鐵杉、昆欄

樹、高山新木薑子、臺灣扁柏、赤柯為優勢種；草本層主要以玉山

箭竹為主，其他草本則比較少，種類組成較為單純。

較高海拔的鐵杉林帶易形成純林，位於較低海拔之山頂稜

線則常與檜木林混合形成山地上層針葉林型(Upper  Montane 

Coniferous Forest type)。此林型主要分布於稜線，海拔1,900-

2 ,721公尺，包含的植群型為臺灣鐵杉–玉山 杜鵑型(Ts ug a 

2. 櫟林帶

此林帶相當於臺灣盛行之雲霧帶，出現海拔約900–2,500公

尺；本林帶依分布的海拔高度不同，可分為：分布於海拔1,600–

2,500公尺之櫟林帶上層(Quercus upper zone)，及海拔900–1,600 

公尺之櫟林帶下層(Quercus lower zone)。

chinensis  var. formosana-Rhododendron pseudochrysanthum  

t y p e)；臺灣二葉松–臺灣鐵杉型(Pinus  t a iwanens is -Tsuga 

chinensis  var. formosana  type)。此林型以臺灣鐵杉、臺灣扁柏、

玉山杜鵑、厚葉柃木、假繡球、臺灣八角金盤、巒大花楸、高山新

木薑子及毽子櫟為優勢種。

棲蘭山林區林帶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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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蘭山林區主要植群分布圖（資料來源：農委會臺灣植群多樣性調查及製圖計畫，2007）
鐵杉林帶的植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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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櫟林帶上層

櫟林帶上層的森林帶為：山地針闊葉混淆林型(Mont ane 

coniferous and broad-leaved mixed  forest  type)、臺灣扁

柏型(Chamaecyparis obtusa  va r.  formosana  type)、紅檜型

(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  type)。

主 要 有 貧 脊 瘦 稜 植 物 社 會 的 臺 灣 杜 鵑 – 薯 豆 型

(Rhododendron formosanum-Elaeocarpus japonicus  type)；

170線乾旱的中坡及下坡植物社會為西施花-臺灣二葉松型

(Rhododendron leptosanthum-Pinus taiwanensis  type) ；木

荷-西施花型(Schima superba  va r.  superba-Rhododend ron 

leptosanthum  type)。此林帶以臺灣鐵杉、臺灣扁柏、西施花、臺

灣二葉松、木荷、杜英、蘭邯千金榆、昆欄樹、小花鼠刺、臺灣紅

榨槭、錐果櫟、臺灣樹參、薯豆、香桂、烏心石為優勢種；並以臺

灣二葉松、木荷及烏皮茶為特徵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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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臺灣扁柏型

主要分布於中坡至稜線一帶，海拔1,333–2,435公尺，主要以

臺灣扁柏為上層優勢種，本植群型以臺灣鐵杉、赤柯、高山新木

薑子、臺灣樹參、臺灣杜鵑、西施花、毽子櫟、霧社木薑子及白花

八角、假長葉楠、長葉木薑子等為優勢種；特徵種為木荷、臺灣扁

柏、高山新木薑子。

b.紅檜型

植物社會分布於海拔963–2,249公尺的下坡、溪谷等生育地，

但偶有分布於高海拔上坡之乾溝生育地上。主要以紅檜、錐果

櫟、早田氏冬青、長葉木薑子、假長葉楠、銳葉柃木、昆欄樹、臺

灣八角金盤、墨點櫻桃、赤柯及臺灣赤楊等為優勢種；本植群型

的特徵種為紅檜。
臺灣扁柏林型

紅檜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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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櫟林帶下層

櫟林帶下層的森林依其林型可

分為；山地常綠闊葉林型(Montane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type)

及山地次生落葉闊葉林型(Montane 

de c iduous  b r o ad - l e ave d  fo r e s t 

type)。

a. 山地常綠闊葉林型

主 要 的 植 物 社會分布 於海 拔

700-1,500公尺，其植群型包含長

尾尖 葉 櫧–香 楠型(C a s t a n o p s i s 

cuspidata  var.  ca rlesii-Machilus 

zuihoensis  type)；錐果櫟型(Quercus 

longinux  type)。此林型的植物組成

為長尾尖葉櫧、香楠、豬腳楠、山紅

柿、杜英、薯豆、小花鼠刺、猴歡喜、

錐果櫟、黃杞及西施花。

b. 山地落葉闊葉林型

本 林 型 除 出 現 於 櫟 林 帶 下

層，也會出現於櫟林帶上層。主要

的植群可分成臺灣赤楊型(A l nu s 

f o r m o s a n a  t y p e)和臺灣檫樹 型

(Sassafras randaiens e type)。以臺

灣赤楊和臺灣檫樹為上層優勢種，

下層常有芒草等演替早期的陽性物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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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湖泊植物社會

本區域因特殊之地理環境變化，因而形成相當豐富之湖泊、

濕地等生態環境，分別為崙埤池、中嶺池、拳頭母池、松羅湖、明

池、鴛鴦湖、玫瑰池、棲蘭池、大小情池、破礑池及毒龍池等。

棲蘭山區域的湖泊位置

崙埤池

位於宜蘭縣大同鄉，海拔高度約820公尺，屬於年輕沼澤，其

外觀呈長橢圓形，四周為平坦草澤，目前尚未有陸域植物入侵，湖

中之植群則係以蓴菜為優勢物種。

中嶺池

位於新北市烏來區及宜蘭縣大同鄉交界處之中嶺山下，海拔

高度約900公尺，與崙埤池同屬較年輕之沼澤，但中嶺池面積較

小，草澤覆蓋面積較廣，目前湖中植群亦係以蓴菜為主要優勢物

種，並有伴生植物小葉四葉葎、連萼榖精草、七星斑囊果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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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羅湖

位於宜蘭縣及新北市交界處，拳頭母山西南側，海拔高度約

1,300公尺，屬中高海拔湖泊濕地，其在地形上屬封閉式之集水

區，無溪流相通，其水位變化依季節性的乾濕期而變動；同時湖

底有裂隙，在乾季時，湖水極易流失，致使湖泊呈現淺小溝狀。本

區域草生植物以箭葉蓼、高山金髮蘚、阿里山剪股穎、如意草、雀

稗、芒等物種為主，四周森林植群則係以由臺灣扁柏、豬腳楠、霧

社木薑子、鐵釘樹等物種所組成。

拳頭母池

位於拳頭母山芃芃斷層帶上，行政區域為新北市烏來區，海

拔高度約1,400公尺，屬中高海拔湖泊濕地，其水位穩定，湖中之

植物也出現蓴菜，湖邊則係臺灣扁柏為優勢的針闊葉原始林。

低水位的松羅湖

松羅湖邊的森林

拳頭母池及湖域周邊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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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棲蘭山檜木林的環境與生物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明池

位於宜蘭縣大同鄉北橫

公路旁，海拔高度約1,150

公尺，目前在森保處的經營

下已開發為明池森林遊樂

區，供遊客觀光遊憩。

鴛鴦湖

位 於 宜 蘭 縣、新 竹 縣、桃 園

市三縣市之交界處，海拔高度約

1,670公尺，目前其設有鴛鴦湖自然

保留區，總面積為374公頃，湖面之

面積為3.75公頃，沼澤濕地2.2公

頃，其餘皆為山地森林，以臺灣扁

柏為主要組成。湖中水生植物種類

組成簡單，以眼子菜、東亞黑三稜

及水毛花為主要優勢物種；另於沼

澤濕地之植物社會組成則以小葉

四葉葎、戟葉蓼為主。此外，由湖

泊過渡至山麓地帶前為帶狀草本

植物社會，以芒、水毛花及燈心草

等物種為主，並伴生戟葉蓼、臺灣

沿階草、碗蕨等植物。

尚未開發前的明池

明池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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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棲蘭山林區檜木林的環境與生物相關研究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棲蘭山區域內尚有其他較小之湖泊，分別係為玫瑰

池、棲蘭池、大小情池、破礑池、毒龍潭等，其分述如下:

1. 玫瑰池位於新北市烏來區與桃園市復興區之交界

處，玫瑰西魔山下，海拔高度約1,660公尺。

2.  棲蘭池、大小情池位於新北市烏來區與宜蘭縣大同

鄉巴博庫魯山與棲蘭山、玫瑰西魔山稜間，海拔高

度約1,800公尺，皆屬中高海拔湖泊，湖中以高山金

髮蘚為優勢物種。

3. 破礑池位於新北市烏來區與宜蘭縣大同鄉之交界

處，拳頭母池南方，海拔高度約1,500公尺。

4. 毒龍潭位於新竹縣尖石鄉鎮西堡第一神木群，海拔

高度約2,300公尺，屬中高海拔湖泊，其四周無溪流

相接，為神木群中之重要水源。

棲蘭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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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棲蘭山檜木林的環境與生物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巨木林景觀的形成，必須由老熟林所構成，所謂老熟林是指

森林中有大徑級的生立木、大藤本或大徑級的枯立或倒木，其主

要形成要件是林分主要組成物種為長壽命且大徑級之樹木，整個

森林位於相對較好的生育地，同時受人為或天然干擾較少的區

域，由於這種老熟林生態系較相同物種所形成的生態系有較大

的巨木群景觀，其內有稀有及特殊的物種伴生，由於此種生態系

形成時間久遠，因此在國際上普遍多列為指標性或代表性的生態

系予以保存。棲蘭山地區在120、130、160、170林道及鴛鴦湖地

區，保存有大面積之檜木老熟林，林下並有稀有的伴生樹木、附

生蘭科及地生蕨類，在自然保育上目前已將鴛鴦湖列入自然保留

區系統加以保護，而在100線中途則保存歷代神木園區的巨木群

景觀供遊客觀賞。

五、棲蘭山的巨木群

棲蘭山巨木群組成，以紅檜及臺灣扁柏(合稱檜木)為

主，其孑遺於海洋性潤濕的島嶼山地上，代表古史殘存珍

稀林相，現今僅存在於東亞及北美，具全球水準之自然遺

產，同時紅檜與臺灣扁柏兩者生態系可堪稱是全球獨一無

二，價值是無可替代的，因此本區域於2002年被推薦列為

「世界遺產潛力點」名單內，期望藉由特殊及高物種多樣

性的特色，爭取列入「世界遺產」，讓臺灣與世界接軌，並

藉由更完善的規劃與保護，將這全球最大面積之天然檜木

純林妥善保存。

棲蘭山歷代神木園中的司馬遷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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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棲蘭山林區檜木林的環境與生物相關研究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六、特有與稀有的生物

棲蘭山檜木林保有臺灣保存最完整的山地雲霧林。由於雲

霧林的特殊型氣候，其蘊藏相當高的物種多樣性與特有性，根

據研究資料顯示棲蘭山雲霧林特有值為32.8%，高於全臺灣維

管束植物的特有比例27%。若不計算蕨類植物，僅計算種子植

物的特有值更高達40%左右，明顯高於全臺灣種子植物的特

有比例32.8%，由此可見雲霧林物種極為特殊性。早期鴛鴦湖

由於交通不便且地處偏僻，因此少有人為干擾，故仍保有天然

的檜木林與湖泊生態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保護珍貴的原

始高山湖泊，於民國75年公告將鴛鴦湖列為「鴛鴦湖自然保留

區」，其目的主要在保護沼澤濕地及森林生態系的完整性。另

本區域由於全區地形極富變化，具有較高棲地多樣性，同時森

林覆蓋率高，植被完整，提供野生動物最佳的棲息場所，故為

保護此區域之野生動物資源，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劃定為「棲

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近年來為瞭解本區域內之珍稀植物種類，曾委託研究單位

進行初步調查(林世宗、陳子英，2005)，結果顯示：珍稀植物

類約有33科77種，其中蕨類植物有5科8種；裸子植物有6科12

種；雙子葉植物有19科31種；單子葉植物有3科26種。

170線三姐妹，由三棵臺灣杉巨木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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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棲蘭山檜木林的環境與生物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臺灣扁柏
學名：�Chamaecyparis�obtusa �(Sieb.�et�Zucc.)�Endl.�var.�formosana
科名：柏科�Cupressaceae

扁柏屬物種，本區域內主要產於海拔1,700–2,100公尺，分布

於北橫、棲蘭山、馬惱山、鎮西堡及司馬庫斯，亦為臺灣針五木之

一員，經常形成純林或與紅檜、臺灣鐵杉混合成林。臺灣植物紅

皮書評估為近威脅(NT)等級。

形態描述：大喬木，幹皮較厚，灰紅色，縱淺裂，長片條狀剝落；

葉先端略鈍形。黃綠色，向地一側之葉間白粉甚少，中葉橫斷面

盤形，中肋表面凸起，背面凹下，側葉鈍三角形，表面中肋稍隆

起；毬果圓球形，果徑10–11公厘，果鱗8–10片；種子兩翅約與種

子同寬；幼苗之線形初生葉退化較早，僅見於苗徑高約5公分下

處。

紅檜
學名：Chamaecyparis�formosensis �Matsum.
科名：柏科�Cupressaceae

扁柏屬物種，本區域內主要產於海拔1,600–2,000公尺，分布

於北橫、明池、棲蘭山林道全線、鴛鴦湖、鎮西堡及司馬庫斯，亦

為臺灣針五木之一員，同時為雲霧帶常見物種，並常形成純林或

與臺灣扁柏、臺灣鐵杉混合成林，常出現於溪谷兩側或溪谷地。

臺灣植物紅皮書評估為近威脅(NT)等級。

形態描述：大喬木，幹直，幹皮薄，灰紅色至紅褐色，縱向淺溝裂，

長片條狀剝落；小枝扁平；葉鱗片狀，先端漸尖形或銳形，在小枝

條的側面呈覆瓦狀對生。

臺灣扁柏的葉片及毬果 紅檜的毬果

（一）棲蘭山常見之珍貴稀有植物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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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棲蘭山檜木林的環境與生物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臺灣杉
學名：Taiwania�cryptomerioides �Hayata
科名：杉科�Taxodiaceae

臺灣杉屬物種，產於海拔高度1,100–2,500公尺，主要分布於

本區域內之松羅湖、棲蘭山160林道、170林道、西丘斯山，為臺

灣特有種，單屬單種極為珍貴。臺灣植物紅皮書評估為瀕臨滅絕

(EN)等級。

形態描述：常綠大喬木；葉錐形，每邊有氣孔線4-5條，橫斷面為

菱狀四角形。雄花長5公厘，寬2.5公厘，簇生於小枝頂端。毬果卵

形，8公厘，寬25公厘；種子表面平滑，子葉兩枚。

巒大杉
學名：Cunninghamia�konishii �Hayata
科名：杉科�Taxodiaceae

又稱為香杉，杉木屬物種，產於海拔高度800–2,000公尺，

主要分布於本區域內棲蘭山130林道、160林道、170林道、思源埡

口、720線林道。臺灣植物紅皮書評估為易受害(VU)等級。

形態描述：大喬木，葉短狹，線形，略鐮狀彎曲，長約12–25公厘，

寬約2公厘，背面有白粉，在小枝上之排列為參差不齊而不成為

二縱列，質軟而不刺手；毬果小，卵圓形，長2–3公分，徑2公分；

果鱗略呈三角狀圓形，鱗片先端向內或直；種子小，長卵形或長

橢圓形；黑褐色，圓扁，周圍具不明顯薄翅。

巒大杉的毬果
臺灣杉的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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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棲蘭山檜木林的環境與生物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臺灣肖楠
學名：Calocedrus�formosana� (Florin)�Florin
科名：柏科�Cupressaceae

肖楠屬物種，產於海拔高度

300–1,900公尺，主要分布於本

區域內之北橫、明池、棲蘭林道

100線等，海拔高度1,400-2,000

公尺，其屬臺灣特有種，亦為臺

灣針五木之一員，經常形成純林

或與臺灣扁柏、臺灣鐵杉混合成

林。臺灣植物紅皮書評估為易受害(VU)等級。

形態描述：常綠喬木，葉鱗片狀，小枝上面鱗片葉深綠色，下面鱗

片葉灰綠色，雄花具雄蕊16–18枚；花粉囊3；毬果常橢圓卵形，

果鱗4枚，十字對生，種子有2不等長之翅。

臺灣粗榧
學名：Cephalotaxus�wilsoniana �Hayata
科名：三尖杉科 ( 粗榧科 )�Cephalotaxaceae

三尖杉屬物種，產於海拔高度700 -

2,700 公尺，分布於本區域內巴博庫

魯、玫瑰西魔山區、棲蘭山100林道、

130林道鎮西堡、司馬庫斯及思源埡

口一帶。臺灣植物紅皮書評估為易

受害(VU)等級。

形態描述：常綠中喬木，葉線形，扁平略

鎌形，先端突尖，銳形，基部狹，葉長3-4 公

分，寬0.3公分，葉背氣孔帶呈灰白色。種實成熟時紫色，梗長約

1.5公分，橢圓形或倒卵狀橢圓形，長2.5公分，先端有小突起。

臺灣肖楠的毬果

臺灣肖楠的毬果

臺灣粗榧的花

臺灣粗榧的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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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棲蘭山檜木林的環境與生物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南洋紅豆杉
學名：Taxus�sumatrana� (Miq.)�de�Laub.
科名：紅豆杉科�Taxaceae

紅 豆杉屬 物 種，產 於 海 拔 高 度

900–2,600公尺，主要分布於本區域

內棲蘭山100、130、160林道、鴛鴦

湖、鎮西堡、司馬庫斯一帶。臺灣植物

紅皮書評估為瀕臨滅絕(EN)等級。

形態描述：常綠大喬木，幹皮灰紅色，

樹幹通直而多分枝，可以高達14公尺。

樹皮呈 紅褐色或 灰 紅色，會縱向細

裂，造成不規則的片狀剝落，因此樹

皮上會留下雲形剝落痕，其上還有指

紋狀環紋。

南洋紅豆杉的葉

南洋紅豆杉的果

鴛鴦湖細辛
學名：Asarum�crassusepalum�S.�F.�Huang
科名：馬兜鈴科�Aristolochiaceace

細辛屬物種，產於鴛鴦湖

自然保留區一帶。臺灣植物紅

皮書評估為易受害(VU)等級。

形態描述：多年生草本，根莖

匍匐狀，不定根數量少，植株

與花梗具一對大型苞片。葉平

展，厚革質，三角形或心型，具葉柄，葉基部下凹，全緣，表面具深

淺不一的白色與淺綠色斑紋，葉背為紫紅色。花單一，花梗短小，

生長於葉柄基部靠近地面處，花萼筒為卵球形，肉質，外表平滑，

內面有突起之網紋，萼片與花萼筒間有附屬物，萼先端具三裂平

展，花絲較花柱短小，雄蕊12枚，子房6室，分離，先端2淺裂，柱

頭半圓形，側生。

鴛鴦湖細辛的葉

鴛鴦湖細辛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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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棲蘭山檜木林的環境與生物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鴛鴦湖龍膽
學名：�Gentiana�flavomaculata� var.�yuanyanghuensis �C.�H.�Chen�&�J.�

C�Wang
科名：龍膽科�Gentianaceae

龍膽屬物種，主要分布於鴛

鴦湖自然保留區與太平山等鄰

近山區。臺灣植物紅皮書評估為

安全(LC)等級。

形態描述：一年生草本，莖多分

歧，葉對生，披針形或長卵形，

先端通常為銳尖，基生葉較大，

長約20公厘，莖生葉約5–10公

厘。裂片銳尖，花呈長筒狀鐘形，淡黃或白色，先端有10枚裂片，

裂片5大5小，雄蕊5枚，著生於花冠基部子房細長，成熟時先端2

叉開裂，內含種子多數。

鴛鴦湖龍膽的花

鴛鴦湖龍膽

棲蘭山杜鵑
學名：Rhododendron�chilanshanense �Kurashige
科名：杜鵑科�Ercaceae

杜鵑屬物種，主要分布於鴛

鴦湖自然保留區與棲蘭山一帶。

臺灣植物紅皮書評估為易受害

(VU)等級。

形態描述：落葉性灌木，樹高可

達2公尺，分枝稀疏，小枝被淡

褐色伏毛及短柄腺毛，葉被與中

肋部分被毛，葉型多變，卵狀披針形，先端銳尖，基部契形，側脈

4–5對，通常葉5–7片近輪生，花2–3朵簇生於小枝端，花梗密被

腺毛，花萼密被腺毛及長柔毛，花冠深紅紫色，上三裂片具暗紫

色斑點，雄蕊8-10枚，子房密被白色常柔毛。

棲蘭山杜鵑的葉

棲蘭山杜鵑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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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棲蘭山檜木林的環境與生物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白穗刺子莞
學名：Rhynchospora�alba �(L.)�Vahl.�
科名：莎草科�Cyperaceae

刺子莞屬的水生植物。本

種 非 臺灣 特 有 種，亦見 於 佛

羅里達、西印度群島及巴西北

部，但在 臺灣 僅 分布 於 鴛鴦

湖，故被臺灣植物紅皮書評估

為瀕臨滅絕（EN）等級。

形態描述：葉比稈短，寬 1-2

公厘；根莖短；稈纖細，叢生，

高15-40公分。花序繖房狀；小

穗白色，通常只具2小花；雄蕊

2枚；柱頭2裂。瘦果倒卵形至

窄倒卵形，長約1.5 公厘。 白穗刺子莞為濕生草本植物

白穗刺子莞的花序呈繖房狀

東亞黑三稜
學名：Sparganium�fallax �Graebn.
科名：黑三稜科�Sparganiaceae

黑三稜屬，目前在臺灣黑三稜科僅發

現1屬1種，本區分布於鴛鴦湖周邊。臺灣植

物紅皮書評估為易受害(VU)等級。

形態描述：多年生挺水或沉水草本，植株

體具匍匐地下莖橫走，長40-75公分，基部

具鞘，葉片浮於水面或近突於水面，總狀

花序頂生，上端彎，花單性，雄花頭狀生於

雌花者上方，雌花則位於雄花下方，果為堅

果，不開裂，密生，有短柄。

東亞黑三稜的果

分布於鴛鴦湖的東亞黑三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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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棲蘭山林區檜木林的環境與生物相關研究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臺灣檫樹（Sassafras randaiense  (Hayata) Rehder）屬樟科

(Lauraceae)檫樹屬。落葉喬木，是世界珍稀闊葉樹種之一，曾繁

茂於新生代第三紀之上新世，但迄今多已絕滅，僅存北美、大

陸華中及臺灣，分別為北美檫樹、華中檫樹及臺灣檫樹三種。臺

灣檫樹為臺灣樟科植物中，唯一典型之環孔材，木材紋理美觀，

色澤悅目。臺灣檫樹的葉子亦是瀕臨絕種之寬尾鳳蝶（Agehana 

maraho  Shiraki ＆ Sonan）的食草，更具生態研究價值，為學術

界及自然保育界所重視。林務局亦依森林法著重森林保育之重要

（二）臺灣檫樹篇

性，依其稀有性，於民國64年在觀霧設置臺灣檫樹自然保護區，

強調維護物種多樣性及保育生物及生態之永續性。

臺灣檫樹天然之分布僅限於臺灣北迴歸線以北，常見於中、

高海拔之針闊混淆林中，在海拔高度1,100公尺以上始有分布，大

部份分布在海拔2,000公尺左右地區，為中高海拔闊葉樹種，在竹

東觀霧、大雪山、太平山及棲蘭山等處均有分布。常與檜木、臺灣

杉、巒大杉或臺灣二葉松等針葉樹與牛樟、白花八角、昆欄樹等

闊葉樹種混生。尤於常見於砍伐跡地、火燒跡地或初期造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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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棲蘭山檜木林的環境與生物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太平山事業區44–45林班柳杉林內的臺灣檫樹林

棲蘭山林區多有散生或群生之臺灣檫樹，於太平山事業區30

林班神木園區下方有面積約4.46公頃臺灣檫樹林，此區域原為針

闊混淆林，於1977年曾伐採闊葉林木而留存檜木，形成檜木巨木

群，期間出現大量之臺灣檫樹天然更新苗，經調查林分結構，林

木徑級變化呈現鐘型分布，顯示此地區臺灣檫樹小樹及大樹的

數量較少，應與林木同時天然更新形成有關。推論此地區檫樹森

林之形成可能的原因是大規模干擾後大量出現，或有大規模干擾

後出現部分檫樹後自行更新，亦有可能為分批進入此區域。100

線林道24.5k太平山事業區44–45林班處的臺灣檫樹為棲蘭山林

區最多之區域，面積約5公頃，為早期伐木跡地建造柳杉林時更

新形成，目前冠層林木以柳杉與檫樹為主形成之混合林，臺灣檫

樹密度每公頃約800株，多出現於石礫地處，但已與柳杉競爭，因

臺灣檫樹耐陰性較低，生長與形質已受限，需適當撫育作業，如

疏伐部分林木或修枝

增加林分透光度，提

供 良 好 的 生 長環 境

以保育此區臺灣檫樹

林。森保處因此歷年

委託學術單位至棲蘭

山 林 區 從 事 臺灣檫

樹 資 源與生 態 調 查

系列研究，提供保育

經營參考。

臺灣檫樹的木材為臺灣樟科植物中唯一屬於環孔材，
木材紋理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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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棲蘭山檜木林的環境與生物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冬季黃花綻放滿枝椏之臺灣檫樹

臺灣檫樹的花序為總狀花序

臺灣檫樹物候與開花結實

臺灣檫樹為落葉樹種，冬季枝椏上葉芽呈紡錘狀，花芽飽滿

形，花芽綻放在12月下旬到翌年2月底，開花高峰期約在1月中、下

旬，為兩性花，總狀花序開於展葉前，圍有脫落性互生之苞片。花

被黃色、花被筒短，花被片6，藥2室。二月間吐葉芽，新葉紅嫩淡

綠、觸感柔軟，5-6月生長期葉顏色淺綠至綠，8–9月葉成熟，顏

色深綠，時遭蟲害及漸略老化，10月過後枯萎脫落。臺灣檫樹為了

適應不同的光環境，於較高光量下，葉部解剖構造形成較厚的葉

子，尤其柵狀組織會增多，使單位葉面積光合作用組織增加，可

提高光合作用的潛力。葉綠素含量以樹冠上層之葉最大，可能的

原因為棲蘭山林區屬於重濕氣候，在雲霧日數趨高，光度偏低的

氣候條件下，致使棲蘭山林區的臺灣檫樹在冠層資源策略上產生

高度葉部形態之塑性，以攫取更多的利用光源。

結實發育則在3月底至4月初開始，4月下旬結實生長發育快

速，至7月中成熟，球形肉質核果，果梗棍棒狀，長2.5–3公分。果

實發育趨於成熟之際，鮮重及大小均增加，果實含水率下降，果

肉顏色由深綠色漸轉變為深褐色，因芳香為動物及鳥類所喜食。

臺灣檫樹成熟之肉質核果 臺灣檫樹小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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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棲蘭山檜木林的環境與生物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棲蘭山林區臺灣檫樹的母樹

臺灣檫樹種子散播與命運

林木種子散播及其有效性為天然更新策略中重要的一環，影

響幼苗更新數量與分布。於1998至2000年在棲蘭山林區大溪事

業區94林班臺灣檫樹母樹調查臺灣檫樹種子之散播型式，探究其

繁殖更新能力與機制。結果推論臺灣檫樹果實為肉質核果，成熟

時果肉具芳香味，其散播策略為於母樹冠幅範圍內（平均半徑4

公尺）散播較多的種子，而在母樹樹冠幅之外散播數量較少種子

之散播型式，以提高繁殖更新機會。亦發現臺灣檫樹果實於成熟

初期主要受齧齒類動物大量捕食破壞，是以限制種子散播繁殖

之能力，隨果實成熟，經鳥食排遺的種子數量亦增加。臺灣檫樹

的種子除部份自然枯落及少數由重力傳播於母樹下，大部分皆被

野生動物利用。曾記錄到12種動物利用臺灣檫樹的果實，包括赤

腹松鼠及11種鳥類。赤腹松鼠以破壞的方式利用果實，為種子的

掠食者；鳥類則將種子完整的排出或反芻，雖然鳥類消化道對種

子發芽的影響不明，但至少有去除果肉的功能，其扮演的應是傳

播者的角色。冠羽畫眉為利用果實量最多的鳥類；五色鳥、黃胸

藪眉及臺灣噪眉對傳播亦有幫助。母樹下的落果有極高的被掠

食率，利用的種類有臺灣森鼠、黑腹絨鼠及高山白腹鼠三種小型

哺乳動物，致二次傳播的可能性極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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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棲蘭山檜木林的環境與生物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臺灣檫樹天然更新苗木之發生與消長

為研究臺灣檫樹族群的空間分布與結構之變動，進一步調

查種子散佈距離與苗木更新。於大溪事業區53林班(海拔1,050–

1,500公尺)檜木天然林，於1997年枯倒木整理保育更新作業時，

經整地中耕新植檜木並保留林內之臺灣檫樹母樹。於同年之5、6

月間發現於檜木林冠孔隙地有臺灣檫樹種子苗，分布面積約2公

頃，於1999年連續三年調查，苗木密度隨母樹距離增大，呈曲線

分布減少，即天然下種之發芽苗分布為群聚型，以距母樹樹冠周

圍下之樣區出現小苗較多，但隨時間的變化，至第三年時，苗木

密度在距離上差異變化小，苗木消減強烈，發芽苗初生時期多枯

死，致幼木分布呈散生型。臺灣檫樹天然林下，常見有幼小種子苗

於林冠破裂處下方，種子常於地表下15–20公分處腐植層內休眠

而仍具發芽潛力，受地表擾動，如地被整治，打破休眠，激發其發

芽潛力，發芽時子葉不出土，幼莖扭曲伸展萌出。在研究調查範

圍內有檜木等上層林木，臺灣檫樹苗因受到林冠遮蔽效應較大，

苗木出現的數量較少。地面如密被雜草或其他草生植物群，經過

中耕處理過後，苗木初年生長較快，且苗木的枯損率也較低。而

種子苗亦多見於林冠破裂處下方，與臺灣檫樹苗需要有較充足

之陽光有關。臺灣檫樹除種子繁殖更新外，亦具萌蘖繁殖更新能

力，林木受害或老樹樹幹基部或根部常有萌芽發生，形成幼樹。

保護撫育天然幼苗成長，當為目前繁殖保育此一珍貴樹種之道。

剛展葉的臺灣檫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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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棲蘭山檜木林的環境與生物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寬尾鳳蝶與臺灣檫樹的生活史

臺灣檫樹葉
生活史 時間 寬尾鳳蝶的生活史(參考)

開展期 2月底 �

發育期 3-4月 蛹期

生長期 5-6月 產卵�幼蟲期��蛹期��成蟲

茂盛期 7-8月 產卵�幼蟲期��蛹期��成蟲

成熟期 8-9月 幼蟲期��蛹期��成蟲

老化期 10月 蛹期

落葉期 11-翌年2月 蛹期

臺灣檫樹與寬尾鳳蝶

寬尾鳳蝶是臺灣特有的

珍貴的蝴蝶，生長在臺灣的

深山裡，牠的翅膀是褐黑色，

後翅中央有一塊白斑，翅邊

緣有一列鮮紅色「弦月紋」

寬闊的尾巴上，貫穿著兩條

翅脈的特徵，可以說是我國

的國蝶，日本蝶類採集家稱

牠為「幻之蝶」也是世界上最稀奇的蝴蝶之一。其幼蟲具有高度

專一的食性，其食物來源為臺灣檫樹，分布在海拔1,000–2,100

公尺左右的中、高海拔山區，和臺灣檫樹的分布關係極密切，且

族群密度及族群數量甚小，早在1985年即由國際自然保育聯盟

(IUCN)列為易受害物種，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1989年公告為第一

類之瀕臨絕種之野生動物。

由於寬尾鳳蝶族群數量相當稀少，早在1932年首由日本人於

宜蘭縣烏帽子山之河灘發現，即棲蘭山附近獨立山。寬尾鳳蝶產

卵於臺灣檫樹葉上，幼蟲以臺灣檫樹葉為食草，於春夏之際化蛹

成蟲，飛翔於棲蘭山臺灣檫樹林間，雄蝶則喜至溪邊活動吸水，

其生活習性與生態基礎研究仍有限，由觀察紀錄報告對寬尾鳳

蝶的生活習性與繁殖有初步的成果包括生活史、棲息環境等，尤

其與臺灣檫樹之關係密不可分。如何保育與維護臺灣檫樹及瞭解

其與寬尾鳳蝶屬性關係，建立此二稀有物種保育方案為當今重要

課題。

寬尾鳳蝶會將卵產於臺灣檫樹葉上，其
幼蟲以臺灣檫樹的葉為食草

蛹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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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棲蘭山檜木林

世界遺產潛力點

一、 臺灣山地森林經營歷史

日本據臺後，發現阿里山森林資源豐富，於1902年總督府組

隊進入阿里山等流域實地調查森林，擬定開發阿里山森林資源。

日人以森林為永久保續之資源，因此由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於

1910-1914年間負責臺灣林野調查，經整理後訂定森林經營利用

計畫。森林計畫根據森林調查，瞭解森林之位置、地勢、樹種、蓄

積等概況，以資利用開發並編施業案，目的在植伐均衡與保續生

產。1916年以後陸續由二次森林計畫調查，全臺共有40個事業區

施業案之編定。於民國7-8年(1918-1919年)擴大伐木事業，對已

調查之紅檜、臺灣扁柏等針葉樹蓄積，認為利用價值甚大，擬訂

立具體伐採計畫。於阿里山作業區原始林伐採跡地及森林鐵路沿

線，依施業案改植柳杉、杉木、臺灣扁柏、紅檜等樹種，其中柳杉

伍、�棲蘭山檜木林的
育林與經營

為日人引進造林，造林面

積最多，占50%以上。八

仙山事業區伐採跡地復

舊造林困難，亦以柳杉為

主。施業案造林則自民國

24年(1935年)由完成的

事業區施業計畫，實行植

伐兼營，即森林施業案伐

木造林，其中包含臺灣扁

柏、紅檜等樹種，然卻缺

乏妥適更新造林之施業

經營。

臺灣山地天然林木，

盛產紅檜、臺灣扁柏、巒

大杉、臺灣鐵杉、臺灣肖

楠等針葉樹種。臺灣山地森林開發始於日據時期，由於天然林木

成群，林木巨大，木材積量與利用價值均高，為降低生產作業成

本及施業便利，採用皆伐方式伐採利用木，因山地運輸不易，施

業技術開發以伐採及集運技術為主，形成臺灣山地森林的伐採

史。

於1903年開始開發阿里山森林，為第一個具規模之官營伐木

事業，後續於八仙山與太平山等森林也開始伐採高山天然森林。

昔日所稱的臺灣三大林場即是南部嘉義的阿里山、中部的八仙山

以及北部宜蘭的太平山，為官營事業林場。日據時期除官營伐木

事業外，並由日本政府委託民間從事森林開發事業，如林田山、

鹿場山、大元山及木瓜山等伐木事業，為民營林場，也構成當地

社會的產經文化特色。

早期以人力伐木，由於林木巨大，需搭伐木架
以便操作，且伐木時間長，常以家族人力組合
作業

太平山的伐木始於1915年，太平山未採伐前的檜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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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並於國有林內以集水區

為單位，擇交通便利，土質良

好，適宜集約造林經營林地，

分期造林為造林中心區。

臺灣森林資源之經營利

用，自日據時代即已開始，臺

灣光復後仍以林養林之政策，

視森林木材伐採收穫為國家

財政收入來源，政府於民國

47年核定並公布「臺灣林業

政策及經營方針」。民國60年

代後臺灣經濟起飛與人口密集，社會對環境意識提升，林業經營

與國民生活及經濟環境之關係密切，因應生態環境保育，調適林

業經營，於民國64年6月通過林業管理經營應以國土保安之長遠

利益為目標，不以開發森林為財源之原則，以維護森林資源，並

於民國65年1月行政院核頒「臺灣林業經營改革方案」，限制年伐

木量並應採用小面積皆伐或擇伐作業。自民國78年起禁止採伐

針一級天然林；復於民國79年修正核定為「臺灣森林經營管理方

案」，民國80年11月起全面禁伐天然林，林業經營以森林生態永

續經營理念為基礎，除森林資源培育外，注重自然生態保育，以

發揮森林資源對社會多功能效益的目標。

臺灣光復初年，概以日據

時期之地面調查資料，由40

個事業區編訂施業案為森林

經理計畫，分別實施。至民國

42年依臺灣土地利用及森林

資源調查以及民國48年公布

「臺灣森林經營綱要」，為日

後森林實施各事業區森林經

理計畫之基準。經理目標以國

有林地上具有經濟價值之林

木，保留為經濟林，如優良樹

種之天然更新不能成功，則實

施人工造林。低劣林相改變

為高價值林相等，擴展經濟林

面積。亦即依森林資源保續經

營，實施伐木與造林計畫，生

產林地經伐採後，伐木跡地應

實施造林復舊，荒廢土地及僅

適林木生產或集水區保護之

土地回復舊造林。

臺灣森林作業，自日據時期以迄光復之後，均以人工更新為

主，森林經營計畫雖亦有天然更新造林之方案，但施行與成功者

少。日據時代官營造林，於臺灣光復後改稱為國有林地造林。在

造林推廣上，為了提高土地生產力，對生長劣勢之森林進行林相

整理造林，以改變原生育地樹種，實施林相變更造林；對老齡天

然林，因蓄積貧乏或林相不良狀態，林內具高經濟價值樹種稚樹

需保育成林者，以不改變原生育樹種實施林相改良及次生林整

以伏地索道運材

早期利用蒸氣集材機進行吊掛集材作業

以台車運送木材

以台車運送伐木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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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棲蘭山森林的經營沿革

( 一 ) 森保處森林經營沿革

民國47年政府為開發東西橫貫公路沿線森林資源及安置國

軍退除役官兵，行政院退輔會依據行政院頒訂之「橫貫公路沿線

森林資源開發方案」，於民國48年10月10日成立「臺灣橫貫公路

森林開發處」，並獲核撥原省政府林產管理局(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前身)經營之「棲蘭山」及「大甲溪」兩處林區。民國64年

1月13日起更名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森林開發

處」，後為配合政府天然林禁伐政策，將工作重點置於森林生態

保育，自民國87年3月1日起正名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榮民森林保育事業管理處」(民國102年11月1日更名為「國

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森林保育事業管理處」以下簡稱

森保處)迄今。歷經五十餘年辛勤經營，森林保育績效斐然，已成

為林業研究試驗、學生教學實習及國內外專家學者來訪學術交流

重要據點。

森保處依民國48年12月訂頒「臺灣橫貫公路森林調查及棲蘭

山林區經營計畫草案」經營森林，經營期間自民國48年至民國60

年，復因臺灣省林務局於民國56、57年先後辦理森保處所轄事業

區檢訂，重新編訂各該事業區經營計畫，

配合全省國有林經營計畫，以達成保續

作業為經營原則，實施伐採與更新造林，

及林區內荒山復舊造林；並妥善利用資

源，以求物盡其用，發展木材工業，生產

作業機械化；安置訓練榮民，從事林業

工作，盈餘繳充退除役官兵安置基金。即

以配合國家經濟建設政策，發展現代化

之經營方式，適度開發森林資源，著重

國土保安，保續更新並改良林相之集約

經營，以提高林地生產力之經營原則為

準繩。

森保處積極配合政府政策，森林經

營由保續作業經營調整為以森林生態

永續經營之理念，從事林相更新作業，

除重視森林資源培育外，更兼顧自然生

態保育，以發揮森林資源對社會多功能

的使命。民國87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推動森林生態系經營計畫，

以適應性經營之理念，於臺灣各處林區進行示範先驅計畫。森保

處與林業試驗所、大學相關院系合作辦理棲蘭山林區森林生態系

經營先驅計畫，設置經營示範區，建立林地地理資訊系統、林木

資源調查、林分結構及植群調查、鳥類及小型哺乳類動物調查等

資料庫建檔工作，所得之資訊作為棲蘭山森林經營計畫編訂的基

礎外，亦將納入監測計畫中繼續執行。

復於民國89年3月行政院函示棲蘭山國家森林生態系永續經

營示範區設置計畫，邀

集相關單位依計畫草案

內容繼續詳予規劃，並

於90年度起逐年推動實

施。森保處延續民國60

年之森林經營計畫暨87

年農委會委辦之「棲蘭

山林區森林生態系經營

先驅計畫」，在兼顧生物
「臺灣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

處徽

「森林保育事業管理處」
處徽

「森林保育事業管理處」標章

森保處民國60年(左)及民國92年(右)編定的森
林經營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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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區 事業區 林班別 林班數 面積(公頃) 行政區名稱

棲
蘭
山
林
區

太平山 1–5、7–27、30–54 51 17,515.69 宜蘭縣大同鄉

大溪 46–55 10 2,429.49 宜蘭縣大同鄉

大溪 33、37–41、44–45、56–66 19 6,450.95 桃園市復興區

大溪 72–73、75、83–84、87–107 26 10,755.98 新竹縣尖石鄉

大溪事業區 小計 55 19,636.42

烏來 52–61、63–64、66–70 17 7,121.42 新北市烏來區

宜蘭 74–77、81–84 8 1,526.00 宜蘭縣大同鄉

棲蘭山林區 小計 131 45,799.53

大
甲
溪
林
區

大甲溪 1–5、14–71 63 34,031.75 台中市和平區

大甲溪 72–85 14 8,058.07 南投縣仁愛鄉

大甲溪林區 小計 77 42,089.82

合               計 208 87,889.35

森保處經營管理區域劃分表

森林開發處時期所編定之森林經營管理區劃圖

多樣性保育與森林資源永續利用之理念，

林區經營各項作業皆以生態經營理念為

原則，配合國家森林經營政策厚植森林再

生資源，並發展人性化的森林生態系永續

經營，替代過去物性化的林木經營，從森

林資源經營目標進入森林生態系永續經

營之目標。編擬棲蘭山森林經營計畫繼續

辦理，經農業委員會核定實施。

( 二 ) 棲蘭山檜木林經營

森保處林區位於在東經121°09’至121°34’，北緯24°08’

至24°46’之間，跨越宜蘭縣大同鄉、新北市烏來區、桃園市復興

區、新竹縣尖石鄉、臺中市和平區及南投縣仁愛鄉等六個縣市，

面積計87,889.35公頃。森保處林區經營分為棲蘭山林區及大甲

溪林區，分屬於宜蘭、烏來、大溪、太平山及大甲溪等五個事業

區，總計面積87,889.35公頃，共分208個林班，其中棲蘭山林區

面積45,799.53公頃。經營管理區域劃分如下表：

棲蘭山區森林資源調查量測檜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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檜木天然林在森林保育處經營範圍主要分布在棲蘭山林區，

包括太平山、大溪、烏來及宜蘭事業區的一部份，其森林主要樹

種為臺灣扁柏、紅檜、臺灣肖楠、巒大杉、臺灣杉、臺灣鐵杉、臺

灣冷杉等針葉樹種，及櫧櫟類、楠樟類等闊葉樹種，造林樹種主

要為柳杉、臺灣扁柏及紅檜，依其生育習性及地形、坡向、海拔及

微環境因素之影響，分布及其構成之森林組成略有不同。紅檜大

多自海拔900公尺就開始有分布，最高可分布至2,900公尺，以海

拔1,600–2,400公尺為主要分布範圍；臺灣扁柏大多自海拔950

公尺開始分布，最高可分布至海拔3,000公尺，而以海拔1,700–

2,500公尺為主要分布帶。

棲蘭山林區檜木天然林

事業區

樹種
大甲溪 大溪 太平山 烏來 宜蘭 合計 總計

臺灣扁柏 36,406 2,069,064 384,783 332,973 9,640 3,132,866

5,364,108

紅檜 28,184 1,185,368 351,720 430,617 41,877 2,037,766

臺灣肖楠 0 2,544 849 20,476 0 23,869

巒大杉 100,718 17,433 18,116 7,705 0 143,972

南洋紅豆杉 15,127 0 0 0 0 15,127

臺灣杉 2,030 73 5,535 2,870 0 10,508

臺灣鐵杉 2,866,391 749,404 89,696 0 0 3,705,491

8,035,914

臺灣雲杉 1,371,848 0 1,360 0 0 1,373,208

臺灣冷杉 1,097,263 226,749 7,793 0 0 1,331,805

臺灣帝杉 536,271 0 0 0 0 536,271

柳杉 2,514 2,229 379,567 1,947 34,639 420,896

杉木 0 0 19,328 0 0 19,328

馬尾松 0 0 1 ,712 0 0 1,712

臺灣華山松 7,496 0 0 0 0 7,496

臺灣二葉松 628,004 1,322 1,364 9,017 0 639,707

松類 1,936,254 38,776 102 0 0 1,975,132

櫸木 399 1,325 0 0 0 1,724

4,919,621

柯木 0 6,8154 0 0 0 68,154

楠木 92,146 144,160 295,460 69,237 23,864 625,335

烏心石 264 0 0 0 0 264

臺灣赤楊 799 39,778 1,977 18,017 0 60,571

櫧櫟類 519,504 312,771 245,935 164,984 20,888 1,264,082

樟樹 0 0 5,985 0 0 5,985

臺灣檫樹 75 0 1,561 0 0 1,636

泡桐 227 0 6,671 0 0 6,898

其他闊葉樹 808,586 738,687 680,094 585,386 72,219 2,884,972

森林保育處所轄事業區森林蓄積量(立方公尺)

資料來源：第三次臺灣森林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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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林木資源保續經營

森保處依國有林事業區經營計畫綱要之林木經營作業基準，

依經營計畫編定，以事業區、林班及小班等森林區劃單元與經營

目標與施業要素(樹種、作業法與輪伐期)，依主作業法編成作業

級。棲蘭山林區檜木林作業為針葉樹林之作業，由林木保續經營

擬妥其作業計畫包括伐木及更新作業，並將各作業級之作業法

明訂於經營計畫內做為保續經營之單元。

棲蘭山林區森林經營作業級分布位置及面積表

事業區 作業級 林班 面積
(公頃)

立木材積（立方公尺）

臺灣扁柏 紅檜 小計

太平山 乙 1–5、7–27、
30–46 10,877.23 185,425 99,021 284,446

太平山 丙 47–54 6,550.76 321,509 128,964 450,473

大溪 甲 33、37–41、
83、84、87 3,664.00 140,783 119,541 260,324

大溪 乙 72、73、75 785.00 146,049 122,959 269,008

大溪 丁 44–66、
88–107 15,328.69 2,2269,279 791,511 3,060,790

總      計 37,205.68 3,063,045 1,261,996 4,325,041

註： 大溪甲、乙級作業區：施業限制地；太平山乙級作業區：經濟林；太平山丙級作業
區：保安林；大溪丁級作業區：水源涵養保安林

森林保育處棲蘭山區森林作業級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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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林木資源保續經營計畫，棲蘭山林區之經營作業範圍面積

為37,206公頃，分屬太平山事業區及大溪事業區。其中太平山事

業區乙作業級屬經濟林，森保處自成立至今，其主要經營作業地

區即屬此作業級。森保處歷來對造林業務極為重視，其工作全由

林業工作隊自行承作，於伐木跡地造林亦注意補植及撫育作業，

目前所有造林地皆已全面蒼翠成林，幾年來經由臺灣大學、宜蘭

大學及林業試驗所等學術單位協助，已完成多項調查工作，如檜

木大面積天然更新造林地微環境因子調查、疏伐、修枝試驗及柳

杉人工林行列疏伐營造複層林等。早自民國50年起棲蘭山林區執

行伐木更新計畫時，因太平山事業區30-32林班地部分地形不佳

且多石礫，栽植造林困難，不採皆伐作業，曾試以留伐作業方式

伐採收穫，保留檜木種木進行下種更新。

檜木老化之林相

早期榮民弟兄以手鋸等工具人工伐木

太平山事業區丙作業級屬於保安林，全部面積11,373.26公

頃，13個林班(47–59)，屬森林開發處經營範圍有6,650.76公頃，

8個林班(47–54)，全區除歷年少數遭受濫墾及盜伐外，林相保持

完整，其地點在蘭陽溪上游，自四季至思源埡口一帶為其範圍。

另經營範圍中屬大溪事業區甲、乙作業級面積4,449公頃，12

個林班(33、37–41、72–73、75、83–84、87)全屬施業限制地(甲、

乙作業級主要為經濟林，因水土保持的因素，限制其伐採收穫)，

林相保持相當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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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架空索道方式自現場吊掛段木，由
上空集運，減少搬運對森林與林地的衝
擊

於民國50年代啟用電動鏈鋸伐木

以集材機將吊掛之段木裝載運材車運出

段木運出前需編號與檢尺

以運材車由作業道陸運木材至森保處貯
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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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事業區丁作業區，面積15,328.69公頃，43個林班(44–

46、88–107)，大部分屬於水源涵養保安林，檜木蓄積量高達300

萬立方公尺，從稜線眺望幾為純林，且大部分為珍貴臺灣扁柏，林

相完整。在民國65年以前，即臺灣林業經營改革方案未頒布前，

森保處依據保安林施業法曾施行過少部分小面積皆伐作業，每區

面積不超過逾10公頃。其後復由臺灣林業試驗所在52及94林班

擇地進行檜木單株擇伐研究。由於部分檜木天然林為老齡林相，

枯立倒木數量多，且地被植物密集叢生，阻礙檜木下種更新，因

此於民國72年起於現有林道兩側可作業範圍內分年施作檜木保

育更新作業之枯立倒木整理。目前大溪事業區丁作業級已成為臺

灣少數僅存之大面積檜木天然林地區。該檜木保育更新作業在

歷經國內外專家、學者實地觀摩參訪與評估，咸認本作業已達促

進天然檜木林下層次生林之更新，充分發揮森林水土保持及碳吸

存功能與資材有效利用等預期效益，然因部分社會人士反對，於

民國88年7月1日起奉行政院核示停止作業。累計森保處伐木收穫

作業面積，自民國48年至77年共計7,133公頃，其中於棲蘭山林區

各項伐木作業面積為4,097公頃，另枯立倒木整理作業自民國72

年至88年6月作業停止，累計813公頃，分別占棲蘭山林區經營作

業級面積之11.01%及2.18%；占棲蘭山林區總面積之8.94%及1.77 

%。

運送之段木經複檢尺登錄與打印後進貯
木場

前處長沈家銘先生(前排中立者，後任林務局局長)與長官至作業現場視察並嘉慰員
工辛勞）

森保處之貯木場

森保處之貯木場與貯木池，貯放之木材供後
續加工製作木產品與辦理原木分級標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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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火車載運原木與木製品輸出外銷

以運材車運送枯倒木至貯木場

森保處木材加工廠

引用北美新式木材加工設備與技術

民國75年後，枯立倒木整理作業之架空集材

森保處配合國家經濟產

業發展，引用北美新式木材

加工廠規模與技術，於民國

67年設置大型加工廠，具有

完整的加工系統設備。以生

產收穫之木材經製材加工

生產各種木製品，運銷國外增加外匯收入，亦提供國內學校課桌

椅等製品，形成宜蘭地區產業特色，也在增進地方經濟發展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森保處在全面禁伐天然林木後因檜木林伐木收

穫作業結束後，加工廠亦於民國90年底停止營運，森保處木材產

業自此走入歷史，棲蘭山檜木林經營亦走向生態保育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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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棲蘭山檜木的育林與經營

森林更新建造視森林經營目標而有不同的作業方法。更新作

業之基本原則為適地適種，即應先瞭解林地環境條件與樹種之

生育習性而採用適宜的造林樹種與方法。森林更新建造方法可分

為二種作業方法，即人工造林法與天然造林法。在天然林未受禁

伐限制前，森保處森林經營所採用之作業法，為考慮其保續經營

作業，採用皆伐、擇伐併用喬林作業。

棲蘭山林區森林經營依森林作業級屬性之伐木收穫與更新

方法，於保安林區以塊狀皆伐(小面積皆伐)或擇伐更新為原則，

於經濟林區則以皆伐更新為主，同時基於水土保持的考量，採用

塊狀及帶狀之皆伐作業，跡地造林則由原有的順坡栽植造林改施

橫坡造林。如為擇伐作業跡地則採用天然更新法，尤其在山頂嶺

脊等土壤淺薄之處，人工造林困難的地帶及擇伐林地以原有樹種

進行天然下種更新後進行人工撫育管理。森保處自民國48年至

103年造林面積共9,750公頃，其中棲蘭山林區造林面積5,525公

頃，相較該區伐木收穫作業及枯立倒木整理總面積之4,910公頃

為多。

棲蘭山林區早期施作檜木小面積皆伐後更新 臺灣扁柏幼齡林林相

棲蘭山林區民國84年之林相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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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人工林建造與經營

森保處設立初期在民國50

年代對棲蘭山中低海拔地區之

闊葉林，以林分生產力低，為改

善林分生產收穫，於皆伐作業後

實施林相變更方式，改種經濟利

用較高之針葉樹種苗木，於伐木

跡地人工栽植造林。在臺灣光復初期至民國60年代前，因柳杉林

木樹幹通直，木材利用率高，造林成活率高且林木初期生長快，

且承襲臺灣較嫻熟之柳杉造林技術，包括苗木培育、栽植造林方

法，因此多以柳杉為主要經濟造林樹種，建造為單一樹種的柳杉

純林，迄今棲蘭山林區柳杉人工林面積約2,768公頃，主要在民國

50至60年代栽植造林，目前均已成林，形成整齊一致人工林相景

觀。

( 二 ) 柳杉人工林撫育管理與複層林營造

森保處於棲蘭山

林 區中 低 海 拔 林 地

實 施 林 相 變更 栽 植

之柳杉林，歷經撫育

管理已成40-50年之

柳杉林相，已須施行

林分中後期的疏伐撫

育，以維持林分完整

性及促進林分生產。

然由於柳杉林均為單純林相，林

分生態組成及結構較簡單，致迭

遭鼠害，且柳杉林木因社會需求

變化，經濟利用亦偏低。因此森

保處於棲蘭山林區柳杉人工林實

施行列式疏伐撫育，並於疏伐帶

內栽植高價值之鄉土針葉樹種苗

木營造複層林之先驅性試驗，圖調整原柳杉單純林之林分結構，

增加生物多樣性，並促進柳杉生長及維持其生態之穩定性，以利

林地生產力及林木品質提升。疏伐帶栽植之苗木就生長而言，以

巒大杉及臺灣杉最優，其次為紅檜，而臺灣扁柏則較緩。惟生長

較優之巒大杉及臺灣杉亦易遭風折及風倒之為害，而巒大杉也易

遭松鼠嚼皮。因此，從經濟觀點及適地適種考量，臺灣扁柏及紅

檜可選作為棲蘭地區之主要造林樹種，將柳杉人工林，以複層林

營造方式調整為柳杉檜木林混合之林相。

以林相變更栽植柳杉之幼齡林相

柳杉人工林行列疏伐後栽植檜木等原
生針葉樹種

柳杉林以魚骨式行列疏伐之航照圖

撫育管理成林的柳杉人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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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蘭山林區之部分生長差，且生產

力低之柳杉林分逐步更新復育為檜木

林。藉由疏伐柳杉調整柳杉人工林空間

結構以改善柳杉林生產外，由釋放之林

地空間可提供附近檜木下種更新之試

驗。於棲蘭山大溪事業區53林班130線

1K處及太平山事業區33林班100線16K處之柳杉林，在2007年1月

完成疏伐作業，分別於該二處柳杉疏伐林與臨近之檜木天然林

設置收集網，定期調查柳杉疏伐林內下種情形，探究柳杉林疏伐

後檜木的天然下種之更新潛力。同年4月完成檜木更新造林操作

處理，面積約3公頃，調查檜木栽植苗之生長與存活率、種子發芽

率及成苗密度及天然更新數量等。經行列疏伐後，由於紅檜下種

量及發芽率均較臺灣扁柏高，顯示此區之紅檜下種更新潛力高於

臺灣扁柏。但柳杉疏伐林受周遭檜木母樹種子供應及飛散分布影

響，檜木種子下種量低，同時配合栽植檜木苗、檜木種子撒播與

集約整地除草處理，以尋求適宜之檜木更新復育作業方式。初步

成果以檜木栽植處理，可有效逐步改變林相為檜木人工林。以檜

木種子撒播作業，可提高檜木苗的比例，輔助改善為檜木與闊葉

樹混合更新之林相。由小單位行列疏伐柳杉純林，採針闊葉混合

之更新，建構以經濟利用

與多樣性並重之人工林經

營模式，同時配合檜木更

新技術將劣化的柳杉林逐

步復育建造為原生樹種之

檜木林。

（三 ) 檜木苗培育

森 保 處 為永 續 經 營檜 木

資源，從事檜木苗培育與造林

作，每年培育臺灣扁柏及紅檜

為主之苗木數十萬株。臺灣扁

柏及紅檜造林方式以人工栽

植為主，栽植所需苗木經林業

苗圃先行培育，苗木品質優良

與否，關係造林成效至鉅。優

良的苗木品質源自成功的苗圃

經營管理。因此林業苗圃經營

為林業經營計畫中不可忽視之基礎工作。早期造林是以林木種子

直播造林或培育裸根苗提供為造林苗木，裸根苗培育即為種子播

於苗床土壤直接發芽育苗，待苗木成長至一定大小後挖取苗木

為造林材料，因苗木直接挖掘，根部裸露出土，故稱之裸根苗，傳

統上苗木培育技術即以裸根苗培育起始。裸根苗不論在苗圃培育

或是造林上均具有其優點，但在苗木作為造林栽植材料，因苗木

搬運時損耗大，且受氣候、交通、造林時節及林地環境限制大，往

往造林成效差。森保處於民國48年時即開設棲蘭苗圃，大量培育

苗木提供大甲溪及棲蘭山林區造林。棲蘭山林區全年濕潤霧濃，

適於柳杉生長，初期苗木培育以柳杉苗為主，為因應棲蘭山區森

林保續造林更新之需，於民國50年於池端(現在的明池)設置長期

性之森林苗圃，面積2公頃，以培育臺灣原生針葉樹種苗木為主，

尤其是臺灣扁柏及紅檜，尚有臺灣肖楠、臺灣杉及巒大杉等，均

為棲蘭山林區天然林重要的針葉樹種。

柳杉林疏伐與檜木更新研究試驗解說牌

民國48年開設之棲蘭苗圃全景現為棲蘭
森林遊樂區。

130線林道柳杉林疏伐區檜木天然更新試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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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森林保續經營，於棲蘭苗圃生產苗木供應柳杉等針葉樹種造林材料，早期育苗
方法為露地育苗，即為培育生產裸根苗。 榮民弟兄經育苗技術訓練後參與整地播種育苗

民國51年於大甲溪林區設置思源苗圃，培育臺灣二葉松等樹種之裸根苗，供應松
樹造林。

森保處榮民員工經育苗技術訓練與
檢核後參與育苗造林

早期以柳杉裸根苗掘苗後經篩選與修
剪，提供出栽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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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保處舉辦大專生暑期活動，森林科系學生在明池苗圃參與育苗實務 為因應高山造林困難，於更新林地附近設臨時苗圃育苗，於苗木階段適應馴
化，提升造林成活及生長

民國50年設置明池苗圃，以培育紅檜及臺灣扁柏苗木為主，面積約2公頃，提
供棲蘭山區及其他地區造林之需

思源苗圃首用塑膠袋育苗成效良好，後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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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51年於大甲溪林區設置

思源苗圃，培育臺灣二葉松等樹

種之裸根苗，因高冷氣候且乾濕

季分明致裸根苗造林不易，時經

農復會康瀚技正等育林團隊實

地指導，試用塑膠袋育苗，以塑

膠布材料開發育苗之塑膠袋，苗

木以塑膠袋盛土培育，為塑膠袋苗，因苗木帶土造林，造林成效

優異，屢獲評頒為臺灣造林績效特優單位，所建立塑膠袋育苗技

術已廣為臺灣林業單位造林之應用。整體苗木培育技術，包括採

種、種子處理、苗圃整地、播種育苗及苗木撫育管理、苗木搬運

等，歷經林業專家學者指導，由森保處員工長期實地操作訓練，

明池苗圃每年培育檜木等針葉樹苗數十萬株，除供應棲蘭山區

造林之需外，同時提供相關林業單位造林材料。

苗圃之檜木種子發芽小苗

學生於明池苗圃實習苗床整理及播種育苗民國70年代明池苗圃鼎盛時期每年培育檜木苗木近百萬株

明池苗圃為臺灣少數之中高海拔地區林業苗圃，育苗設施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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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檜木天然更新造林

棲蘭山林區早期森林開發處階段(森保處前身)依森林經營計

畫進行伐木與造林作業，鑑於棲蘭山林區多為高價值的天然檜木

過熟林相，森林保育處基於檜木資源永續經營利用，擬訂棲蘭山

林區檜木育林更新措施。在1960年初即嘗試以非皆伐方式收穫

木材，包括留伐及擇伐作業，以減低對森林破壞，同時施作檜木

下種更新之天然造林作業。同時配合臺灣林業政策不再伐採天

然林木，在已建立之檜木天然更新技術下，自1986年起於主要林

道兩側逐年局部性伐採枯倒木配合檜木更新造林，建構為檜木資

源經營區域，已形成各種檜木更新林，至1999年經停止作業，除

外尚保留大面積之檜木天然林。

檜木天然更新是以檜木種子為繁殖更新材料。因此更新作業

的成功與否，取決於種子供應、下種種子發芽的效性以及苗木生

長適應能力。由不同的天然更新技術可建造成不同的林分類型，

因此除需考量樹種條件外亦視經營目標而定。天然更新技術之運

用，首需注重保續樹種之生態特性與其生育習性，在1960年代相

關資訊相當有限情況之下，森保處屢經試驗摸索，建立出檜木天

然更新之作業模式殊屬難得。

1.檜木留伐天然更新作業

 森保處早期在棲蘭山林區執行伐木更新計畫時，因太平山

事業區30-32林班地部分地形不佳且多石礫，栽植造林困難，伐

木收穫不採皆伐作業，嘗試以保留檜木優良母樹作為種木，實施

天然下種更新，即為留伐天然更新造林法。由於臺灣造林方法多

採人工栽植造林，對天然更新造林技術尚缺乏經驗與信心，森保

處考量棲蘭山區為檜木天然分布區域，在氣候環境因子適宜的

條件下，首創檜木留伐天然更新方式來建造森林；伐木作業時於

伐木跡地分群保留優良檜木母樹數株，選為種木(seed tree)，同

以不同天然更新方法形成多樣之檜木林類型

檜木天然更新林

182 183



伍、棲蘭山檜木林的育林與經營 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時以跡地外圍之檜木母樹，做為天然下種更新之種子來源。森保

處早在民國50年就先行擇地試辦檜木天然下種更新作業，於太

平山事業區第31、32林班獲得成功，經訓練瞭解實務經驗後，復

於民國61、64、65、66及68年等5年分別在太平山事業區第9–15

林班，第30–32林班以及大溪事業區第94林班等地繼續實施檜

木天然下種更新及造林作業，共完成16個伐區更新，面積合計

達311.67公頃。森保處於民國

63、67及73年分別對該等天然

更新林辦理普查，以及自民國

78年承行政院農委會經費補

助辦理10年撫育管理計畫，委

請臺大森林系與林業試驗所

合作調查結果證實均已獲致

全面性成功，目前皆已蒼翠成林。此大面積檜木天然更新林亦成

為國內外專家學者觀摩見習之重點場所，學術研究單位亦在此區

設置試驗地進行檜木天然更新、林分生長研究、森林撫育施肥、

生育環境及生態等各項研究。

棲蘭山太平山事業區32林班等地施作留伐更新作業示意圖

棲蘭山100線林道15k處留伐天然更新後之檜木林相

棲蘭山100線林道15k處留伐天然更新初期林相

地表經橫坡帶狀整治後之檜木下種更新
苗成群出現於整治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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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檜木擇伐天然更新作業

前項留伐作業是自伐木收穫計畫之伐採跡地中留存少數的

優質母樹為種木提供下種更新材料，再配合水平帶狀整地實施林

下造林並集約撫育管理。擇伐作業則是分期選擇已達成熟林分

之林木或老木予以伐採收穫，並由其週遭林木進行下種更新，實

施方式可分單株擇伐、群狀擇伐或帶狀擇伐。若定期施行循環擇

伐作業，其兩次擇伐之間隔年數稱為回歸期(循環期)，如輪伐期

為50年，其回歸期為5年，即每隔5年擇伐乙次，所建造之新林分

乃形成10個齡級之異齡林林相。其更新所形成之林相不同於前述

皆伐、留伐更新方法所形成之同齡林林相。在林分收穫與更新過

程中可定期提供林木生產收穫，同時受環境災害、生物災害較同

齡林為小，可提供較多樣的野生動物棲息環境與森林景觀。但作

業成本較高，技術較困難且需熟練，致需經嚴謹規劃、監測與評

估。森保處以棲蘭山區檜木老齡林，林相老化生產力已衰退，基

檜木林擇伐天然更新作業試驗地

於檜木資源保續計畫，森保處為合理永續經營臺灣高山地區珍

貴天然檜木林，就部分已呈老化之檜木林與臺灣林業試驗所合

作施行擇伐作業試驗研究，以大溪事業區94林班1小班及52林班

4小班為適當回歸年擇伐區，採單株擇伐法，實施每木調查，先選

出過熟的及不健全之老齡立木，再就已呈擁擠之較大徑級健全檜

木施以擇伐更新試驗。本項計畫於民國65年秋擇伐作業，並依照

計畫實施天然更新之整地工作，分別為集約整地、粗放整地、對

照組三種。其後歷年均由林業試驗所派員實施試驗地撫育刈草

工作及調查研究幼木生長，其間並曾發表多篇報導試驗成果，經

調查報告擇伐後5年之林相生長，發現確較未施擇伐之對照組為

優良。

欲在檜木林實施擇伐作業，必須注意擇伐數量與擇伐對象，

至於林中健全之幼、壯齡檜木應保留，否則擇伐過強，留存木容

易遭受風倒與枯死。由擇伐12年後之調查建議，對單株擇伐作業

之實施，擇伐與整地時期需配合與檜木種子之結實年度與結實

時間。集約中耕整地之作業，為局部清除林地雜草等地被植物，

亦助天然下落之檜木種子著落地表土壤，以利發芽更新成苗。集

約整地下種更新後因繁殖更新之稚樹過度密集，必須實施除伐

撫育，期以培育為健壯之檜木林。擇伐區之臺灣扁柏幼苗大量出

現，呈現優勢，對照區幼苗稀少，顯示擇伐確能誘導檜木天然下

種更新，以擇伐度為25–40％時，天然下種更新較佳。天然檜木

林擇伐更新歷經臺灣省林業試驗所十餘年來之研究觀察，目前

試驗區上層留存檜木健康高大，下層幼齡木密布茂盛，深獲學者

專家及各有關單位、社會團體所稱讚，譽為是最合乎生態性經營

的作業方法，值得推廣應用。臺灣省林業試驗所近又將密生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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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棲蘭山檜木林的育林與經營

3.枯立倒木整理更新造林作業

森保處鑑於棲蘭山林區內檜木林多為老齡林，由於老熟退

化之檜木天然林生產力低，檜木枯倒木腐朽相當緩慢，堆疊於林

地，限制下落種子著土。於大溪事業區丁作業級現有林道兩側可

作業範圍天然檜木林，枯立倒木為數頗多，如該等枯立倒木任其

置散於林地，除限制檜木次生林更新，且因林木分布不均，浪費

林地生產力及降低水源涵養之功能；倒木如遇颱風豪雨，易被

洪水沖移至附近溪流、阻礙河道，如漂流至水庫又易損毀水庫堤

壩，影響水庫安全；枯立倒木久置林地不予搬出利用，形成國家

資源之損失，且易引起盜伐、盜運等不法情事，並影響鄰近生立

木健康生長。

森保處於民國72及73年度依據「國有林林產物處分規則」之

規定，以災害木編訂專案整理計畫函石門水庫管理局與林務局轉

陳中央林業主管機關獲同意辦理。自75年度起至88年度，在大溪

事業區現有林道，包括120、130、100、160及170線林道兩側可作

業範圍分年分區整理，每年整理數量以立木材積5,500立方公尺

為原則，每年預定整理地點均會同林務局有關林區管理處實施

每木調查，然後編擬年度整理計畫專案報請臺灣省林務局層轉

實施中、後期撫育疏伐作業，並完成單位面積保留不同株數及修

枝試驗區，繼續研究觀察其成林過程。該項檜木擇伐研究試驗以

成為林業經營示範觀摩範例。因留存木均為健壯林木，林地再經

適當整理，天然下種效果至為良好，現皆成林。如在事業區作業

級制定回歸年及擇伐度，維持臺灣檜木再生資源達成永續經營，

同時可兼顧自然生態保育，林相景觀，國土保安，水源涵養，保護

野生動物及寶貴資材利用等多邊效益。

檜木林擇伐天然更新作業下，營造成不同齡級的檜木複層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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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棲蘭山林區天然檜木林枯立倒木整理保育區位置圖

計畫
年度

林班別
面積

(公頃)
原木

(立方公尺)
枝殘材

(噸)
作業
時間

保育更新面積
(公頃)

75 95、96 81.59 6,961.88 3,347.18 75.12-77.07 4.7

76 94 38.79 5,765.88 6,135.47 75.12-77.07 4.52

77 94 107.35 9,438.91 7,197.86 76.11-78.11 33.69

78 94 82.24 5,213.18 5,227.77 77.11-79.06 23.05

79 92、94、95 54.57 5,165 4,297.1 79.06-80.03 18.16

80 91、92 65.1 5,510.73 7,637.54 80.11-81.12 10.01

81 91、92 54.79 5,179.24 6,256.43 81.10-82.09 11.59

小 計 484.43 43,234.82 40,099.35 105.72

83 53、92 49.56 5,266.66 4,970.73 83.06-84.07 31.21

84 53、92 90.85 5,075.69 4,849.02 84.06-86.05 26.31

85 50、53 73.31 4,290.7 5,044.96 85.01-86.12 24.5

86 52、53 45.83 3,992.26 5,256.8 86.09-88.01 22.97

87 52、53 69.01 3,994.58 6,055.61 87.08-88.06 30.73

小   計 328.56 22,619.89 26,177.12 　 135.72

合   計 812.99 65,854.71 66,276.47 　 241.44

棲蘭山林區歷年枯立倒木整理與保育更新面積統計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實施，共計812.99公頃。整理作業採架空

集材嚴格禁止傷害生立木之方式，編擬枯立倒木整理保育專案計

畫，並實施保育更新作業後依林產處分規則之規定，由林區管理

處派員施行跡地查驗。

尤其臺灣檜木材質不易腐朽之特性，留置林床不易分解形成

資源浪費，移出地表部分倒木，除可供檜木殘材經濟利用外，釋

放之林地空間實施帶狀整治地表以利檜木下種著床發芽繁殖更

新。因此枯倒木處理保育更新作業是以不伐生立木情況下促進

林冠孔隙更新，此與保留伐或擇伐更新作業需砍伐生立木之狀

況不同。森保處於民國75年至82年進行第一期枯立倒木整理保育

更新作業及民國83年至88年之第二期作業，第二期因故致枯立

倒木整理僅至88年6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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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檜木不易腐朽導致枯倒木長期堆疊於檜木林地

棲蘭山檜木枯立倒木整理保育引發社會環保人士抗爭而停止作業 棲蘭山100線林道3K處採用對環境友善之林木收穫集運材技術解說牌

為達成保育更新目標，枯立倒木之伐採，採用對環境較友善

之林木收穫技術。用控制倒向之繫留伐木作業，並以架空索道方

式集運，整理搬出枯倒木，嚴禁作業過程傷及林木與林地。森保

處的森林經營收獲技術，在長期不斷的技術改良，採用落轆式架

線法(Falling block system)或泰勒式架線法(Tyler system)等架空

集材，利用現有林道為採運基線，為避免碰傷其他立木，於集材

時張掛多處滑車道轉材，配合地形林況使用改良之高架線方式，

包含下列5種：

(1) 循環落轆式：上坡雙邊橫向集材。

(2) 多段循環落轆式：上坡彎曲多段架設。

(3) 改良落轆式：上坡長距離集材。

(4) 循環泰勒式：上坡雙邊橫向集材。

(5) 多段循環泰勒式：下坡高空轉接集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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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蘭山檜木枯倒木整理採用架空索道集運設置示意圖

集材柱架設教學

集運材器具教學

集材機操作教學

在各級管理人員除平時技術

指導且督促現場依規定作業外，

於作業結束後依林產物伐採處分

規則會同林管處辦理跡地查驗。

由於森保處所發展之林木伐採

收穫設施與技術，在因應森林永

續經營目標，注重對環境友善的

收穫更新作業，森保處亦委託國

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教師辦理研習訓練，以提供及傳

承此等珍貴的森林經營技術與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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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促進原生種苗更新；對不易下種更新之處則再以苗圃培育之

檜木苗栽植。於檜木林林冠孔隙下經由枯倒木整理釋放林地空

間促進種苗庫更新、天然下種更新及人工栽植等三種保育更新

作業方式。此等更新成效經專家學者及有關機關多次勘察，咸認

為森林保育處枯立倒木整理之更新處理木，為保安林保育更新成

功之範例。

期間由農業委員會委託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系評估枯立倒木整

理保育作業經濟效益，除可加速檜木林生長並營造為複層林，保

育森林資源，發揮森林公益及經濟效果，亦能減少盜伐、盜運等

不法情事之發生外，發揮森林之保安與經濟效用。目前林分茂密，

生長良好，歷年施行保育更新處理面積共計241.44公頃。森保處

為評估歷年執行之枯立倒木整理保育更新成效，復於民國91年委

託國立宜蘭大學就歷年枯立倒木整理保育更新作業地區進行成

效評估調查。

4.枯立倒木整理保育更新措施

在臺灣林業經營多以人工造林作業之中，森保處的歷年來天

然下種更新技術實為執檜木天然造林技術之牛耳。

枯立倒木整理作業是為保育更新檜木林，促進次生林迅速生

長，將枯立木、風倒木整理外，於林地整治時亦將枯梢材等一併

集中清理，釋放地表空間以利檜木種子下落著林床。因此枯立倒

木集材作業結束後，即配合該整理區於檜木種子成熟下種前，在

作業跡地施作橫坡水平帶狀整地，或以小塊狀整地，實施雜草、

灌木清除，並施以30公分寬中耕培土，或以每間隔5-10公尺整理

一面積約4平方公尺之小塊狀等林地整地，提供下落種子能著床

土壤發芽更新；同時對於枯立倒木整理區內原有天然生之紅檜、

臺灣扁柏、臺灣杉、巒大杉等高級經濟樹種幼苗加以必要之保

枯立倒木之劣化檜木林林相 檜木林經整理後，下種更新困難，以人工補植檜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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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林 木天 然下 種 更

新成效之三要項，除種子供

應與傳播外，尚需考量其種

子發芽成苗及林木生長適

應之效性。雖然未施作擾

動或僅整理枯倒木之檜木

林 亦有更 新苗出現，但數

量較少，其中之差別主要在林地經移除部分枯倒木，施作地表

中耕整治有利於檜木種子於土壤著床更新，陸續有下種發芽成

苗之發生。然枯立倒木移除與中耕整地作業應於檜木有效下種

供應期前實施，亦即需配合其結實豐年及掌握其有效種子供應

期。

由各年度之檜木保育更新林分樣區之檜木株數密度及林分垂

直結構分布調查，均有不同的表現，且在樣區間差異亦大，顯示

檜木之更新生長受林分組成，如母樹留存株數、位置、地形、結實

週期性及林分環境影響其更新成效。由歷年枯立倒木整理保育更

新調查結果，呈現不同的更新方式與時間，建造形成不同的檜木

林的組成與結構，而形成不同的森林類型。因此以多元之保育更

新作業可營造多元之檜木森林生態體系。目前已完成棲蘭山檜木

林枯倒木整理保育更新作業初期之基本調查與檢討，其時間效

應與動態則需長期監測評估。

因此為促進檜木天然更新以永續經營森林資源，保育更新作

業之實施除需考量檜木之生物與生態特性外，亦應有其檜木資

源之經營目標策略。如規劃棲蘭山檜木天然林之經營區劃，對未

經枯立倒木整理之林分，可保留檜木天然林自行更新演替，提供

學術研究與保育教育，如為檜木資源經營區則依檜木資源永續經

營目標更新建造形成多樣性之檜木林生態系。

飄落地表的臺灣扁柏毬果與萌發之幼苗

經枯倒木整理後檜木種子下落地表萌發成群幼苗

於劣化檜木林之枯倒木整理後的更新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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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

世界遺產潛力點之經營
棲蘭山檜木林

一、 永續經營的意涵

由於全球森林資源的持續損失，「永續林業」一辭，早已跳脫

理念的層級而成為全球性的公約。舉凡蒙特婁林業永續發展準

則與指標的訂定、綠色消費市場認證與標章制度的建立、ITTO、

CIFOR熱帶森林永續發展準則與指標的編訂，乃至世界各國在歷

次會議與協議中，針對永續林業所作出的承諾等，在在都表明了

此一世界性潮流的重要性與強制性。

臺灣為地球村的一員，在全球經貿關係及政治的壓力下，無

論意願高低，都將順應此一不得不然的林業改革潮流。生態系經

營旨在因應環境變遷與社會訴求，結合森林生態學與環境倫理學

之理論與內涵，調整林業經營的觀念與作法，以求林業之永續發

展，此等經營理念發展至今，已成世界各國之共識。惟生態系經

營牽涉範圍甚廣，各項工作之推展亦都處於嘗試階段，尚無一制

式的作業規範可資依循。

森林資源經營管理之指導原則有：

(1)經濟性原則：即是以經濟利益收穫最大為主。

(2)公益性原則：即是發揮森林對人類之各種效能。

(3)永續性原則：即是達成森林生態系之永續發展。

林業的終極目標是為全體國民謀求最大的福祉，林業是百年

大計的長期投資事業，因應時代的變遷趨勢，現階段林業推展的

方向，不僅是為當代全體國民，更須考慮為後代子孫，保育並建

造更多的森林資源，充分發揮森林生態系統的整體效能。

陸、�棲蘭山檜木林的
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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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大溪事業區94及95林班設置之檜木林生態系經營示範區。

棲蘭山森林生態系經營區160線林道6k處氣象觀測站

二、棲蘭山檜木林生態系永續經營

檜木為臺灣珍貴森林資源，在臺灣林業經營上占有重要地

位，森林資源永續發展為林業經營之指導原則。森林生態系經營

是全球性現在及未來森林經營的方向，許多國家正在開始及摸

索中。農委會為推動加強生態系經營計畫，林務局、林業試驗所

及大學等單位辦理以適應性經營之理念，於臺灣各處林區進行示

範先驅計畫。並邀請德國林業專家高級研究員Dr. Johst-Micheal 

Shroeder等人，於87

年6月來臺「指導生

態系經營的設立及

實施方法」，並至棲

蘭山林區160線於現

場參訪，對生態系經

營調查樣區設立於

大溪事業區94、95

林班之天然檜木林

內且自成一局部之

集水區，涵蓋稜線、

溪 溝，不 同 地 況 坡

度，包含造林地及原

生林 地，殊 為 正 確

又結合現場作業人

員經驗，學者、教授

專家意見，並實地參

與，認為能營造一檜木天然林未來生態系經營模式。林業試驗所

楊政川所長、臺灣大學孔繁浩教授等人參訪，建議應加入濱水環

境的生態調查，當地社會環境的要求應列入，尤應加強養分及水

文循環的監測。美國西北林務署、奧立岡州立大學與中美森林生

態經營研討會人員於民國89年9月22日至本經營區指導．討論長

期監測等研究事宜。

為使檜木資源永續保育與利用更可落實在生態系經營，在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推動森林生態系經營計畫下，森保處與國立宜蘭

大學、國立臺灣大學等學校合作辦理棲蘭山森林生態系經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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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計畫，以森林生態系經營理念，採適應性經營模式保育檜木天

然資源，即依檜木生態系統組成維持檜木林結構之完整性，維護

森林生態系之功能，如水源涵養、野生動物棲息地保護或水土保

持。經由共同組成棲蘭山林區天然檜木林生態系經營小組，經舉

辦多次研商會議並會同現場人員擬定，以棲蘭山160及170林道之

大溪事業區94及95林班範圍天然檜木林，配合地形走勢所形成

之集水區，面積1,091公頃，海拔分布1,500-2,200公尺為本生態

系經營區。於民國87年至89年期間進行檜木林生態基本資訊調

查，包括檜木資源、檜木林組成結構、動物資源調查與棲蘭山林

區歷年檜木林經營、枯倒木整理更新作業成效評估等資訊，建構

棲蘭山檜木林經營歷史。

( 一 ) 生態系經營示範區資料建檔及數值化

由棲蘭山林區之大溪事業區94及95林班之範圍所形成之集

水區為天然檜木林生態系經營示範區，進行生物資源及生態環

境資料調查結合地理資訊系統作業，建立棲蘭山天然檜木林生

態系經營示範之基本資料。

由經營示範區檜木資源及植群調查分析瞭解棲蘭山天然檜

木林之組成與空間結構分布變化，並建立天然檜木林蓄積量調

查技術。棲蘭山林區檜木枯立倒木調查估算其數量與分布比例，

建立枯立倒木整理作業之基本資料，並就整理作業對生物組成

變動之效應分析，尤其對生態多樣性、物種多樣性之探討，建立

其評估技術與進行長期監測。

棲蘭山林區天然檜木林生態系經營示範區範圍及研究樣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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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檜木林常位於中高海拔霧林帶中，地形起伏變化很大，

在森林調查工作上較為困難。有鑑於此，精密監測林分結構與蓄

積量的變化，是評估各種營林作業效益的重要指標之一。檜木林

分常位於地勢較差之地，且植生狀況複雜，調查相當困難，為有

效率地提高調查的精確度。採結合雙重取樣與變動面積取樣法，

進行天然檜木林分積蓄之推估，經實際野外調查與研究結果顯

示，變動面積取樣較固定面積樣區有效率，以雙重變動面積取樣

能更進一步有效率地提高調查的精密度。

於94及95林班內檜木生態系經營區之檜木資源相當豐富，

經推估每公頃平均檜木蓄積量(含枯倒木材積)約在800 立方公

尺左右，而在95林班部分林地，平均每公頃檜木蓄積量應高達

1,100立方公尺。整體而言，該兩林班檜木所佔之比例平均約在

70％，依第三次臺灣森林資源調查之林型定義，該集水區屬檜木

林型。

( 二 ) 檜木生態系經營區檜木資源調查

大溪事業區94林班檜木林樣區林相 大溪事業區95林班170線檜木擇伐更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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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檜木生態系經營區森林組成及結構調查

棲蘭山檜木林植物社會的調查在於了解檜木林植物社會的

組成及結構，並針對其內部之林分空間分布做基本的調查，以供

未來生態系經營與監測之基本資料。

1.檜木林植物社會間的調查

分別在棲蘭山160及170線林道樣區調查檜木植群，包括植

物社會間的調查及1公頃永久樣區中植物社會內的調查。結果顯

示，棲蘭山170線林道之植群變異主要受到演替度、地形位置與

海拔等因子所影響，經降趨對應分析及雙向列表比較法結果，本

區植群可區分為：

Ⅰ.臺灣二葉松－臺灣鐵杉型，為稜線之植群型。

Ⅱ.木荷－臺灣扁柏型，為中坡之植群型。

Ⅲ.狹瓣八仙花－紅檜型，為溪谷之植群型。

Ⅳ.芒－臺灣扁柏型，為天然撫育下種之植群型。

2.檜木林植物社會內的調查

以棲蘭山160線林道永久樣區主要優勢種為研究對象，分析

其林分空間結構分佈狀況。結果顯示優勢種僅有臺灣扁柏一種。

由臺灣扁柏林木依胸徑大小分為三個等級：

Ⅰ.小徑木級(2.5公分≦x≦10公分)

Ⅱ.中徑木級(11公分< d <100公分) 

Ⅲ.大徑木級(d≧100公分)，

以空間聚集公式檢測，發現小徑木級屬聚集分佈，中徑木級

與大徑木級屬逢機分布。同時依TWINSPAN分析將林木之更新階

段分為孔隙期、建造期(中徑木期)與成熟期(大徑木期)三期，發

現小徑木級之臺灣扁柏並無出現在孔隙期的小區裡，反而全部出

現在中徑木期及大徑木期的小區裡，因此推測臺灣扁柏之幼木可

在成熟林底下生存，可在林下更新生存，因此臺灣扁柏可視為冠

層耐陰種。至於1公頃永久樣區，在未來可供長期整個植物社會內

結構動態的監測。

棲蘭山170線林道森林植群 棲蘭山160線林道森林植群，以臺灣扁柏為優勢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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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檜木林野生動物相調查

調查生態系中野生動物及其棲地需求，野生動物範疇廣大，

調查重點先以小型動物如鳥類為對象，設置樣區利用望遠鏡進

行監測。目前記錄到此研究地的野生鳥類共59種，其中留鳥52

種，夏候鳥3種，冬候鳥3種及過境鳥1種。由一整年的調查顯示，

該地於4月至7月，鳥類種數及隻數皆特別豐富。

各鳥種中以畫眉科、山雀科、鶯科及啄木鳥科的鳥類最為優

勢，其中畫眉科鳥類就占了10種，數量及出現頻度均高。在紀錄

的59種鳥類中，保育類鳥種共有28種，其中屬瀕臨絕種的種類有

林鵰、黑長尾雉(帝雉)及灰林鴞3種，珍貴稀有鳥類7種，其他應予

保育鳥類18種。若以特有性來看，研究區內有多達9種之臺灣特

有種鳥類，為本經營區之重要特色。調查結果亦發現鳥種數及隻

數在4-7月有一高峰，其增加的種類皆為留鳥，推測與繁殖季節鳥

類鳴唱及求偶活動較頻繁，且察覺度增加有關。另外在所記錄的

鳥種中，僅發現一種過境鳥。本區地處臺灣之中海拔山地，但在

研究期間仍記錄到不少高海拔鳥種，如煤山雀、火冠戴菊鳥、星

鴉、臺灣噪眉等，整年均有出現，且數種有繁殖紀錄，並非隨季節

變化而遷降之族群，此現象為鳥類在組成上之重要特色﹔由於煤

山雀、火冠戴菊鳥等常喜好在針葉樹種上活動覓食，初步推測與

本區獨特之氣候環境與以針葉樹種為優勢植群有關。另外一項

鳥類的特色和啄木鳥科的種類有關：臺灣地區共有3種啄木鳥，

在本區皆有紀錄，且其中大赤啄木及綠啄木之族群穩定。此外，

組成鳥種中多以留鳥為主，畫眉科鳥類繁殖季節悅耳而富變化的

叫聲不絕於耳，此為臺灣中海拔山區典型的鳥況。

棲地環境為物種生存的重要條件，物種所需之生存棲地若經

營得當，則達物種多樣性的目標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本研究區

之鳥類不僅種類繁多，且將近半數為保育類鳥種。參照中華鳥會

推行的鳥類重要棲地(Important Bird Areas，IBA)之A2準則(多於

7種之特有種鳥類)，此地亦符合劃設為鳥類重要棲地之標準，由

此可見本研究區森林生態環境對鳥類之重要性，是非常值得重視

的一項資源。

此外在不定期的調查中，共記錄哺乳類動物9種，有臺灣獼

猴、長鬃山羊、華南鼬鼠、白面鼯鼠、赤腹松鼠、條紋松鼠、高山白

腹鼠、臺灣森鼠、黑腹絨鼠及一種未能辨識之小型蝙蝠。兩棲類

共有盤古蟾蜍、梭德氏赤蛙、莫氏樹蛙及艾氏樹蛙等4種。爬行

類共有黃口攀蜥、過山刀及臺灣赤鍊蛇。

長鬃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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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枯立倒木整理作業效應評估

由棲蘭山森林生態系經營計畫調查資料，估算林分枯立木材

積量與其所佔之比例，評估該地區現有枯倒木資源及比較經枯倒

木整理與未整理之林分在植物種類數、多樣性及均勻度之差別。

結果顯示調查之集水區內，檜木總材積每公頃平均約為800立方

公尺，而其中枯倒木約佔10％，每公頃約為80立方公尺。然枯倒

木資源在該區空間分佈上頗不均勻，有可能與立地條件之差異

有關，如衝風或背風處。因此在未來進行枯倒木移除作業進行更

新造林評估之時，此等空間變異應與特別之考量。就株數比例而

言，枯倒木所佔之比例低，然其材積比例卻相當高，由此可得知，

枯倒木以大徑木居多。

而經枯倒木整理之林分在植物種類總數較未經整理之林分

少，此種差異主要為整理過之林分其草本植物種類數較少。就多

樣性而言，經整理之林分在草本層之多樣性亦較低，但在均勻度

上則無區別。因此經枯倒木整理作業之林分可能形成不同於未整

理林分之植物社會，有可能增加整體生態系之多樣性。

枯立倒木整理作業對鳥類組成之影響

在未經枯立倒木整理之樣區，共記錄到28種，374隻次，而在

枯立倒木整理之樣區記錄到25種，257隻次，兩樣區鳥種數差異

並不明顯；但經比較兩樣區出現鳥種之組成，則有明顯的差異，

其中較偏好整理樣區的鳥種有大赤啄木、綠啄木及褐色叢樹鶯，

而較偏好未整理樣區的種類有小翼鶇、白尾鴝、灰頭花翼、繡眼

畫眉及深山鶯。

初步以目視主觀判斷，經整理之樣區在移除枯倒木、整地、補

植、除草等撫育過程中，森林之中下層植物數量銳減，與未經整

理樣區繁茂之地表及灌木叢形成明顯的差別。以出現鳥類種數

來看，於經整理與未經整理之兩樣區所記錄之鳥種數並無明顯

的差別，但是將鳥類分別歸入不同的生態同功群(guild)，則可看

出兩樣區間的差異，偏好未整理樣區的5種鳥，其物種之生態同

功群屬地面蟲食(小翼鶇及白尾鴝)及灌叢蟲食者(灰頭花翼、繡眼

畫眉及深山鶯)，平時皆活動於森林中下層，生性較隱密，由此可

間接反應出此物種上的差異應與整理作業造成下層植被與食物

組成改變有密切相關。

棲蘭山林區檜木枯倒木成堆形成森林微棲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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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樣區在植群結構上的差異主要為中下層之灌木及地被，而

上層的影響則較少，結果也顯示生態同功群屬樹木蟲食者(如冠

羽畫眉、白耳畫眉、棕面鶯及山雀科等)，對兩樣區的偏好則沒有

差異。偏好整理樣區的褐色叢樹鶯雖也屬灌叢蟲食者，但其對棲

地偏好為演替較早期的開闊地。而屬樹木啄木者之綠啄木及大赤

啄木則偏好經整理的樣區，可能與扮演生活史中重要角色的樹洞

分布及食物量有關，但還需配合植群結構及行為調查等資訊做進

一步的研究。

實驗證實枯立倒木的整理移除作業確實對鳥類活動分布造

成影響，但是此影響並非完全破壞了鳥類的棲地，而是改變了棲

地上的鳥種組成。對不同作業時間及強度對植群社會結構的改

變及對鳥種組成的影響、植物社會歷經時間自然演替後鳥種是

否會回復、回復的狀況為何、食物種類改變及食物網結構變化對

生態系各物種的影響(尤其是食物鏈高層的大型動物、猛禽)等問

題，都應做持續且長時間的追蹤與監測。因此建議應選擇不同處

理時間過後之數個研究地做進一步的調查，以空間換取時間，了

解不同處理時間及強度之森林環境承載量及回復能力，再行評

估整理移除作業是否應持續進行，若應繼續作業，則作業方式的

改進，以及擾動強度的

限制等則是日後有待研

究的課題，以期符合森

林生態學經營的原則，

並兼顧林木生產及生物

多樣性的維護。

金翼白眉

三、 棲蘭山檜木林保育與經營

森保處為永續經營棲蘭山檜木林，森林經營方針由檜木林木

保續經營調整為檜木森林生態系經營，注重檜木林資源永續、生

物多樣性與生態環境穩定性，提供生態服務與產品之效益。長年

以來除在學術單位協助下自行研究提供相關技術專刊及書籍推

廣服務外，由於長期經營棲蘭山檜木森林與成果，經常有國內外

學術單位與大學前來研究、參訪與教學實習，提供了生態教育場

域。森保處亦委託提供學術單位進行檜木森林生態與經營調查

研究，並舉辦檜木林生態與經營等學術活動，棲蘭山已成為檜木

林學術研究的重要基地。

棲蘭山160線經枯倒木整理後之檜木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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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蘭山檜木天然更新林相，前面為紅檜及中間為臺灣扁柏之更新林木，上方為
檜木母樹，提供檜木下種材料。

( 一 ) 棲蘭山的生物多樣性

自然保育既要讓現世的人獲得最大的利益，又要保存受威脅

的物種和生態系，也就是在利用和保存上取得平衡點，過去的檜

木在臺灣被大量使用，其原生的生態系有必要被保留下來，除部

分區域的人工林可合理的伐採使用外，天然林宜保留給後代子孫

觀賞或做生態系的科學研究之用；目前的保護區系統以此概念

進行就地保存。

棲蘭山地區的重要保護區系統有兩個，一個是棲蘭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另一個是鴛鴦湖自然保留區，前者是為保育「中

央山脈保育廊道」中遷移性的野生動物與臺灣的檜木原始林，

後者則是為了中高海拔的原始湖泊型濕地，及其豐富之物種與生

態，並進行湖泊生態系的科學研究。在定位上前者屬於野生動物

保育法所規範，而後者則受到文化資產保存法的保護。

棲蘭山檜木林區初春森林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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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棲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棲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位於新北市及桃園市、宜蘭縣與

新竹縣等四縣市之交界處，屬於退輔會森林保育處、羅東林區管

理處及新竹林區管理處所管轄，面積55,991.41公頃。範圍內主要

為雪山山脈北段稜線；北邊大致以塔曼山、玫瑰西魔山等嶺線為

界，往南到棲蘭山；東邊由棲蘭山沿著蘭陽溪往南，於留茂安附

近轉到眉有岩山、邊吉岩山的嶺線為界；南邊以邊吉岩山和南馬

洋山的嶺線與雪霸國家公園相接；西邊有南馬洋山、馬望山、雪

白山嶺線為界；中間有北部橫貫公路貫穿北邊，東邊有中橫梨山

支線相接。區內為典型之中高海拔雲霧帶為主，依照蘇鴻傑所劃

分的氣候分區來看，正好橫跨「西北區」與「東北區」兩個氣候分

區。但夏季都受颱風影響，冬天大部分處於東北季風的迎風面；

部分背風處則有許多巨大的檜木林。植物與植群資源之調查上，

王震哲等於2001年調查結果共記錄有維管束植物1,009種。林型

上可分成臺灣鐵杉林、臺灣扁柏純林、檜木形成的針闊混淆林及

中海拔與亞熱帶的常綠闊葉林。目前棲蘭山地區仍保持著相當大

面積之檜木林，海拔1,500公尺以下及地形在中下坡之紅檜多與

闊葉樹混生，形成上層為紅檜為主的針闊葉混淆林；臺灣扁柏純

林則多分布於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稜線地區。

本區在野生動物資源方面物種多樣性極為豐富，哺乳類資源

共39種，其中瀕臨絕滅之一級保育類物種為臺灣黑熊。鳥類資源

經調查紀錄132種，其中7種為瀕臨絕滅之一級保育類物種，如：

熊鷹、林鵰、藍腹鷴等。兩棲類資源共19種，其中特有種9種，如：

褐樹蛙、莫氏樹蛙、橙腹樹蛙及觀霧山椒魚等。爬蟲類資源經調

查45種，其中瀕臨絕滅之一級保育類物種為百步蛇。

「中央山脈保育廊道」是為了保育遷移性的野生動物而設置

的，本區域有出現臺灣黑熊等大型野生動物及豐富的動物資源，

為北部的「保育廊道」，行政院農委會於民國89年2月15日，公告

成立『棲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棲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植群分布（資料來源：農委會臺灣植群多樣性調查
及製圖計畫，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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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鴛鴦湖自然保留區

鴛鴦湖由於有鴛鴦的出現，因此稱為鴛鴦湖。位於新竹縣

尖石鄉，緊鄰桃園市及宜蘭縣交界處。屬於退輔會森林保育處

所管轄，在林班上則位於新竹林區管理處之大溪事業區89-91 

林班。鴛鴦湖湖域的海拔高約1,670公尺，水域面積約3.75公

頃，濕生沼澤地面積約2.2公頃。湖泊形狀為狹長型，東西向長

約600公尺，南北向最狹處僅約20公尺，湖水最深處約可達4.5

公尺。鴛鴦湖被西丘斯山及東保津寒山稜線所圍繞，地勢高聳，

常常受到雲霧籠罩。由於湖面位在宜蘭與新竹交界處的雪山山

脈鞍部，氣流經過常帶來豐沛的雨量及濕度，湖域周遭由臺灣

扁柏及臺灣杜鵑組成的森林所構成，在山間的凹谷有幾處滲流

所形成的水源，全年水源充足。湖泊西側有一缺口，當水位高於

此缺口後即溢流入塔克金溪，然後再匯入大漢溪，最終進入淡

水河。鴛鴦湖為典型之山地湖泊型濕地，擁有相當豐富之物種

與生態。民國62年林務局依森林法劃設為「鴛鴦湖自然保護區，

並於民國75年升格為鴛鴦湖自然保留區」之後，由於受到法令

之保護，減少人為活動的威脅，加上近年中研院與美國進行湖

泊生態系的研究，使得鴛鴦湖成為臺灣少數有參與世界級研究

之森林型濕地。

鴛鴦湖的生物多樣性豐富，共記錄了251種的維管束植物，當

中有16種生活在水域環境。水域共有4種植群型，包括眼子菜型、

水毛花型、東亞黑三稜型及芒型。陸域則有檜木林型及臺灣鐵杉

林型。水生植群分布可以依照湖水深度予以概略區分，水深超過1

公尺的湖域以眼子菜最具優勢，水深未達1公尺的區域則是以東

亞黑三稜、水毛花、荸薺以及芒為主；岸邊的濕生環境則有玉山

針藺、戟葉蓼、狹葉泥炭蘚及芒等植物為主。原生植物中包括9種

臺灣特有種以及8種稀有植物，陸域有臺灣扁柏、棲蘭山杜鵑、臺

灣杜鵑、黃花著生杜鵑、高山新木薑子、假柃木、厚葉柃木、裂葉

樓梯草；水域或沼澤有阿里山天胡荽、箭葉蓼、小葉四葉葎、單穗

薹、白穗刺子莞及東亞黑三稜。動物資源部分共發現34科47屬50 

種，其中水生動物有16種，哺乳類動物有山羌、臺灣獼猴、長鬃山

鴛鴦湖自然保留區主要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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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食蟹獴、臺灣森鼠、高山白腹鼠等等。鳥類資源種類，共2目5

科9種，特有種鳥類共計6種，分別為冠羽畫眉、金翼白眉、頭烏

線、繡眼畫眉、藪鳥及松鴉，以及1種保育類鳥類：青背山雀。昆蟲

有4目13科22種，特有種共計6種：臺灣長臂金龜、臺灣鳳蝶、梭德

凹翅麗菊虎、臺灣深山鍬形蟲、平頭大鍬形蟲及黃基蜻蜓，其中

臺灣長臂金龜為保育類昆蟲。魚類動物資源調查到1目2科2種，2

種外來種魚類，分別為泥鰍及鯉魚。其中鯉魚為歸化種魚類，而

泥鰍原為臺灣原生種魚類，但是鴛鴦湖湖域周遭並無明顯的水

源注入口，因此推測泥鰍本非原本就存在湖域中的物種，應是人

為放養所生，故在此將其與鯉魚同列為外來種。

鴛鴦湖湖域主要植群

森保處在棲蘭山檜木林經營作業經驗累積過程中，同時由學

術單位協助檜木生物與生態特性研究，如檜木開花結實週期、下

種期、種子習性與繁殖更新等，已有一系列的調查研究成果，呈

現紅檜與臺灣扁柏的繁殖更新特性，亦提供檜木天然下種更新技

術與永續經營之應用。

1.檜木結實週期與同步結實特性

棲蘭山130線1.5K處之檜木天然林，曾於1998年實施枯倒木

整理，自2004年每月收集下種量，經由6年資料顯現紅檜與臺灣

扁柏有明顯的結實週期性，間隔1至2年為一豐年，豐年時可大量

生產種子。二種檜木種子年生產量變化有相同之趨勢，即有同步

結實現象，表現檜木樹種之繁殖更新的生態特性。檜木毬果有部

分會宿存於樹上，故全年均有下種，而主要果實成熟下種時間，

紅檜為12到翌年4月，高峰月分在1-2月，臺灣扁柏主要下種時間

為11月到翌年3月，結實下種期較紅檜早。

( 二 ) 健康森林生態系與檜木資源永續利用

於檜木林設種子網每月收集下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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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蘭山檜木林紅檜與臺灣扁柏具同步結實現象，均以
2008及2010年為結實豐年

檜木主要下種期為冬季至初春，臺灣扁柏較紅檜下種早
約一至二個月

尤其豐年時主要下種期之種子發芽率遠較非主要下種期者

為高，顯示於豐年此時期為有效供應檜木更新材料之時段。

2.種子傳播與發芽更新

臺灣檜木為常綠大喬木，樹幹通直，開花傳粉為春季3、4月

間，花為單性花，分為雄花及雌花，但雌雄同株，花器小不顯眼，

靠風傳授粉，為風媒花。紅檜果實腋生，臺灣扁柏則頂生於小枝，

至當年秋冬之際，毬果成熟時開裂，細小種子即飛散飄落林地。

檜木種子休眠性低，種子下落林地後，如於適當環境即可於短時

間內發芽。由於檜木種子屬於乾貯型種子，在濕潤地表環境下種

子不易維持其活性，因此檜木是以種子雨（seed rain）方式提供

發芽更新產生下一代苗木。林木下種時間與下種量為更新材料之

供應源，因此在實施檜木下種更新作業時應在其主要下種期前

實施林床整治，以利種子著床發芽更新。

檜木天然下種苗存活及生長動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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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檜以豐年之主要下種期之種子發芽率高，表現豐年結實期之種子
較有利於紅檜下種更新

臺灣扁柏種子亦以豐年結實下種期之發芽率佳，但發芽率較紅檜低

3.檜木苗木生長適應與競爭

在棲蘭山區不同類型生育地中天然生長的紅檜與臺灣扁柏小

苗，量測苗木存活率、生長量、葉綠素含量、形態以及光合作用特

性等，並將兩種檜木小苗種植在模擬不同生育地之光量下，環境

控制條件下檢測小苗的表現。發現不論是在天然生育地或是人工

控制環境，兩種檜木小苗形態和生理上的特性都展現了不同的光

環境的可塑性，低光下，紅檜和臺灣扁柏小苗在光合作用特性上

沒有明顯差異。但在形態上臺灣扁柏以增加葉部面積來應陰暗

環境；紅檜小苗在低光環境下，則以增加苗莖的高度來因應。在

較高光量環境下，紅檜小苗比臺灣扁柏小苗具有較高的存活率、

光合作用率、葉相對生長率，生物量生產明顯比臺灣扁柏苗高，

因此較臺灣扁柏苗有競爭力。棲蘭山區之氣候有明顯的季節性、

非常潮濕和光量低等特徵。此區域一年平均約40％以上的時間受

雲霧籠罩，林冠光量因雲霧之發生衰減約70％。臺灣扁柏天然林

下的斑光發生頻率和照光時間也受雲霧遮蔽而大幅減少。由研

究結果表現此區域雲霧頻繁所造成之光量降低，可能對臺灣扁柏

小苗的存活和生長比紅檜小苗有利。也因此影響兩種檜木小苗

在自然環境下之存活、更新及分布。

在檜木林不同林冠孔隙下比較栽植檜木苗生長發育，經栽植

至9年之檜木苗，已達建造期幼樹階段，由存活與生長形態比較，

顯現臺灣扁柏相對較耐蔭，為低光忍受型(shade tolerance type)，

而紅檜為遮蔭逃避型(shade avoidance type)之不同適應策略。紅

檜苗在低光環境下苗木形質較纖細，紅檜苗需光性較大，因此適

生於林冠孔隙較大區域，而臺灣扁柏較耐蔭，可於中小孔隙林冠

下繁殖更新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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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檜及臺灣扁柏苗木適合生長的溫度範圍都約為在日溫

15°C到20°C間，在此溫度範圍具有較高的光合作用潛能，而臺

灣扁柏比紅檜耐低溫環境，光合作用適溫幅度也比紅檜廣。在高

溫環境下，紅檜和臺灣扁柏的光合作用率都受到抑制，且顯著的

增加暗呼吸率，亦說明不宜於低海拔淺山地區栽植檜木。

特性 紅檜 臺灣扁柏 文獻來源

林木分佈

1,600-2,000公尺 1,700-2,100公尺 章樂民(1963)
王鑫等(1988、1989)

郭寶章(1991)
鍾年鈞(1994)
魏瑞廷(2006)多於山腹、溪谷 多於山稜

耐陰性 較不耐陰 較耐陰
章樂民(1963)
柳榗(1975)

野生苗生長 低溫影響較大 低溫影響較小

梁亞忠(1992)

需光量 偏陽 偏陰

小苗初期生長

適存光量較高 適存光量較低

賴宜鈴(2006)
林進龍(2009)在較高光量的環境，

具競爭力，遮蔭逃避
型

在較高光量的環境，
競爭力較弱，遮蔭忍
受型

最 適 生 長 光 度 範 圍
較高

最 適 生 長 光 度 範 圍
較低

林渭訪等(1958)

對低土壤水勢
水分利用效率較低
生長適應較差

水分利用效率較高
生長適應較高

王儷儒(2004)

更新機制
崩塌地、溪谷、林道
旁和大倒木附近

可在其成熟林下或小
孔隙中自然更新

章樂民(1963)
柳榗(1975) 

林旭宏、賴國祥(1999)
詹琬婷(2004)

紅檜與臺灣扁柏更新生育特性比較

4.檜木林組成結構動態

由棲蘭山160線天然檜木天然林長期樣區調查林分組成與結

構，追蹤12年間之樹種組成的消長與蓄積量的動態變化及臺灣

扁柏的更新苗與闊葉樹的更新苗間的競爭情形。林分蓄積量由

每公頃1,199.18立方公尺，增加至每公頃1,260.39立方公尺，定期

平均每年每公頃的生長量為5.1立方公尺，年生長率為0.42%。上

層林木以臺灣扁柏最為優勢，但大徑木株數較少且呈隨機分布於

樣區內，期間亦發現有枯死情形，中徑木為聚集分布，小徑木於

空間分布上皆呈聚集分布且株數有增加趨勢；林分下層樹種則以

闊葉樹種為主，以厚皮香最為優勢，其次為山胡椒，多為高株數

密度高的小徑木，林木競爭已逐漸增加。此期間發生的臺灣扁柏

倒木處所形成的大孔隙並未促使檜木下種更新，而闊葉樹死亡

處之小孔隙反而有較多的下種更新。其原因可能由於臺灣扁柏倒

木仍佔住林冠孔隙林地，而闊葉樹死亡後較易於腐爛。此外光度

與濕度可能會影響臺灣扁柏的下種更新，未來可追蹤闊葉樹在

此天然檜木林裡所扮演的生態角色。

棲蘭山160線1公頃檜木林永久樣區枯死樣木與新增樣木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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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檜木林倒木與幼苗更新

棲蘭山160線檜木林於1987年枯倒木整理後實施更新作業，

其中整理作業之集材線區形成大孔隙與非集材線地區部分林地

實施中耕整地與栽植檜木，部分林地則未進行整地及栽植造林，

經20年已陸續有下種更新苗木出現，然受檜木母樹、結實週期

性、下種時間與林地環境等影響而有不同的更新苗量與分布，因

此如有足夠之檜木母樹情況下，建議檜木林枯倒木整理後不需栽

植而以地表整治方式協助下種著床更新即可。由於更新苗木株數

已密集化，致發生密度競爭而枯死。同時由更新林木之生長形質

與林分徑級分布等亦顯現壓抑生長現象，須進行撫育管理，如間

伐修枝等，以改善林木生長形質及林分健康性。而由不同更新作

業方式形成林分冠層之異質性，建構成本區域檜木林組成與結構

之多樣性。

位於枯倒木上及地表土之臺灣扁柏天然下種小苗。

6.檜木保育更新林林分管理

大溪事業區第94林班，於1972年

曾實施單株擇伐天然下種更新，經

15年更新情況相當良好，更新稚樹密

集生長，每公頃高達11,000株，更新

林木徑級株數分佈成倒J字型，競爭

劇烈致稚樹纖細，生長遲緩且側枝

眾多，為改善林分健康與林木生長品

質，進行除伐與修枝試驗。經處理5

年後之研究結果顯示，除伐後徑級與

林木株數則接近常態分佈，且可增進

林內透光度與更新林木胸徑和樹高生長，修枝則確有助無節材

之生產。未除伐之對照區，在試驗5年期間，發現有7.3％更新林

木相繼自然枯死。檜木林更新技術之建立應配合後續定期施作

林分撫育管理計畫，永續經營棲蘭山檜木林資源。

 密集生長之天然下種更新檜木林需進行間伐撫育

不同造林密度之檜木長期試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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檜木老樹取樹蕊判釋樹齡之解說牌

7.檜木的生長歷程解析

棲蘭山林區留存許多檜木天然林木，包括巨大的老樹及枯倒

木，由於檜木為長壽命樹種，生長亦緩慢，樹幹的橫向生長紋理

性質，在一整年所產生的木質細胞，包含生長季節早期所形成的

薄壁細胞(為早材或春材)及生長季節晚期所形成的厚壁細胞(為

晚材或秋材)。因春材及秋材細胞結構與型態不同而形成樹輪變

化，每年徑向生長呈現的生長輪，可以反映林木生長發育狀態及

環境的變化。由徑向的生長解析年度間的生長變化，結合樹高

的生長調查，為森林資源調查上應用於林木及其林分生長與材

積調查的技術。由樹輪來標定形成林木年輪的正確年度(定年)

的解析，研究林木生長過程時間與空間格局。進而應用樹輪特

徵值提供研究現在氣候與重建過去氣候資訊，即為樹木氣候學

(Dendroclimatology)。近年來更成為探討古全球環境變遷的一項

重要工具。臺灣大學曾以棲蘭山地區臺灣扁柏老樹殘根之樹輪分

析探討生長歷程並推論擾動與其更新機制。

生長錐鑽取檜木樹蕊分析樹輪性狀

棲蘭山130線林道天然檜木樹輪調查與生態解說圖

利用生長錐鑽取檜木樹輪。

樹輪的調查研究最常用的方法是採用生長錐(increment core)

鑽取樹蕊的技術，運用顯微或影像技術分析樹輪生長性狀及判釋

年輪，森保處委託臺灣大學及宜蘭大學利用樹輪分析判釋棲蘭山

區130線林道天然檜木木棧道鄰近樣木之樹輪生態研究外，亦提

供檜木小學堂的生態教育解說教材與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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檜木樹蕊顯微分析判釋檜木樹輪與構造

棲蘭山神木園區檜木老樹高1.5 m及
3.5 m兩斷面位置進行木材內腔應力
波檢測，判釋林木健康狀態

近年對珍貴大樹視為重要的環境資產，森保處重視老樹健康

檢測與維護，由宜蘭大學以非破壞之應力波技術檢測棲蘭山神

木園區部分檜木老樹內腔木材空洞判釋林木健康狀態，提供森

保處危木管理參考。

8.檜木林生態系研究

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自1994年起，由周昌弘院士推動鴛鴦

湖高山湖泊的長期生態系研究工作。1998年興建中研院鴛鴦湖

長期生態工作站，提供國內外學者進行生態調查及高山湖泊生

態的國際合作計畫等。透過「國際湖泊觀測網」的技術平台，結

合國家高速電腦中心的資料庫和運算，以格網技術監測湖泊代

謝，將湖泊生態學研究觀測方法帶入新的紀元。由持續地監測湖

泊水文的晝夜、季節性動態，解析颱風等重大氣象條件變動下的

水文變化，及其對於湖泊生態系的影響。這些研究成果，在全球

環境變遷和溫室效應的研究議題上具備重要價值。鴛鴦湖工作

站成功順利運轉，建構「國際湖泊觀測網」的範例，意義格外重

大。

國立東華大學研究團隊於棲蘭山林區100線林道15K處之檜

木留伐天然造林地設置檜木林長期生態研究站，此亦為臺灣長

期生態研究網鴛鴦湖試驗地的一部分。由建立生態系研究的基

本架構，進行多年的生態系養分循環及大氣沈降及水文循環的

研究。此研究站建立氣象觀測塔(高23.4公尺) ，進行多項氣象資

料的收集與監測雲霧沈降通量。量測系統裝設於檜木林冠層頂

以上10公尺處長期監測。數據分析發現觀測站週遭平均每天每

公頃的檜木林可以從空氣中吸收約162公斤的二氧化碳，林地水

分蒸發散量約為13公噸。其他相關學術單位亦於棲蘭山檜木林，

進行森林生態系的生理與生態功能調查研究，如檜木的光合作用

與蒸發散作用；各種檜木森林類型的森林組成結構、林木生長與

根系分布與生物量生產等；森林生態系養分循環，如檜木林的枯

落物量、土壤有機質含量、土壤呼吸率、碳及氮素的淋洗等檜木

林生態研究。研究成果已有多篇發表於國內外著名的研究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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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於100線林道14k處檜木林之氣象觀測塔

學生攀爬鴛鴦湖檜木天然林木進行樹冠生態調查

( 三 ) 檜木林生態系經營學術交流

森保處依檜木林生態系永續經營

計畫，於棲蘭山檜木林長期經營累積

相關的技術經驗，包括經營管理與檜

木採種育苗、檜木林更新建造與撫育

等，維護與保育檜木資源。同時提供

學術單位學術研究與教學實習，亦經

常有國際學者來觀摩指導，已成為國

內的檜木之重要研究基地。森保處也

積極辦理檜木林生態研究與經營學

術交流，與宜蘭大學、臺灣大學、東華

大學、中央研究院及林業試驗所等單

位合作舉辦，棲蘭檜木生態與經營管理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學者

學術論文發表等活動，並至棲蘭山檜木林參觀訪問。

民國95年舉辦棲蘭山森林生態
與經營研討會

民國99年於宜蘭大學舉辦棲蘭山檜木林生態研究及經營管理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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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大學張世杰教授演講棲蘭山檜木林
氣體通量研究

民國95年美國學者與臺灣大學至棲蘭山
檜木林生態經營觀摩

棲蘭山森林生態與經營研討會學術海報
發表

檜木生態研討會實地觀摩

監察院長黃煌雄委員與專家學者至棲蘭
山檜木林視察

( 四 ) 棲蘭山森林生態教育

棲蘭山區位處雲霧帶中高海

拔具有豐富的森林生態景觀，森

林生物多樣性其中以檜木林最具

特色，檜木林生態系永續經營是

以生物多樣性、森林資源永續，

發揮森林生態系的功能服務。森

保處除保育經營外亦積極發展生

態教育，以寓教於樂方式提供社

會休閒旅遊及環境教育的場域與服務，如於棲蘭山130線林道之

檜木小學堂，於檜木林間木棧道沿途均有各種檜木生態解說牌，

由志工解說員引導解說。於100線林道11K處之神木園區面積約

15公頃，除可欣賞壯碩之檜木外，亦可見珍貴的生物，如臺灣一

葉蘭、臺灣檫樹，春夏之際於園區偶見稀有的國寶蝶-寬尾鳳蝶

穿越林間。棲蘭神木園區已成為國內生態旅遊熱點。

遊客至棲蘭山神木園區參加生態解說與賞雪

棲蘭山130線林道旁檜木小學堂之生
態環境教育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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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檜木林棲蘭山檜木林

世界遺產潛力點

柒、�棲蘭山檜木林在世
界遺產的普世價值

於巴黎召開第1屆世界遺產委員會(World Heritage Committee)，每

年舉行一次會議。目前世界遺產的種類可分為「自然遺產」、「文

化遺產」及「複合遺產」，自1978年公布第一批世界遺產名錄，截

至2015年7月為止，世界遺產名錄

共有1031項具有實體的世界遺產，

其中包括802項文化遺產、197項自

然遺產以及32項複合遺產，分布於

163個國家。

世界遺產標誌中，圓圈象徵自

然，中間菱形圖案象徵人文建築，

融 入自然與人文，世界遺產 超越

國界的限制屬於全地球人類所共

同擁有，需要由全世界來共同守護

的。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世界遺產標誌

一、世界遺產簡介

最早的世界遺產源自於西元1959年埃及尼羅河，當時因修

建亞斯文水壩(Aswan Dam)會造成許多沿岸的古埃及遺址被淹

沒，為了保存這些遺址，西元196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拯救

努比亞(Nubia)古蹟的行動，集合國際的資源，將可能被淹沒的古

蹟遷移至其他地區保存。1965年美國發起的文化保護與自然保

育的觀念，以“世界遺產信託基金”透過各國合作的方式來維護

世界遺產。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訂定《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

保護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簡稱世界遺產公約)。1977年6月

24524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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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神山公園寶林溫泉入口

二、世界遺產的概況

( 一 ) 世界遺產的分類及登錄標準

世界遺產包含世界各國具有普世價值的建築群、紀念物、遺

址及自然環境等，依據《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公約》，將世界

遺產分為三類，其分別是文化遺產（Cultural Heritage）、自然遺產

（Natural Heritage）與兼有二者之複合遺產。

文化遺產 (Cultural Heritage) 的登錄標準 ( 六項 )：

(I)  代表人類創意與天賦的名作。

(II)  可藉由建築、科技、偉大藝術、城鎮規劃或景觀設計的發展，展

現某一段時期或一世界文化區域內，重要人類價值觀的交流過

程。

(III)  是某一文化傳統或現存／消失文明的獨特或特別的證明。

(IV) 是一建築物類型、建築或技術綜合體、或景觀的顯著典範，訴說

人類歷史中的重要階段。

(V)  是傳統人類居住、土地利用或海洋利用的顯著典範，代表了一種

文化(或多種文化)或人類與環境的互動關係，特別在不可逆轉的

變化衝擊下顯得脆弱。

(VI)  與具有顯著全球重要性的事件、現存傳統、觀念、信仰、藝術與

文學作品有直接或明確的關聯(委員會認為此項準則最好與其他

準則同時配合使用)。

自然遺產 (Natural Heritage) 的登錄標準 ( 四項 )：

(VII)  包含極致的自然現象，或具有特殊自然美景與美學重要性的地

區。

(VIII)  是地球歷史重要階段的顯著代表範例，包括生命紀錄，地貌發

育重要進行中的地質作用，或重要的地形、地文現象。

(IV)  對於陸域、淡水、海岸與海洋生態系和動植物族群的演化發展

而言，足以代表重要且進行中的生態和生物作用。

(X)  就生物多樣性現地保育而言，包含最重要且最有意義的自然棲

地，特別是那些在科學或保育上具有顯著全球價值但面臨威脅之

物種的棲地。

複合遺產
(Mixe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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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文化遺產
文化遺產泛指在歷史或藝術上對人類具有普世價值的文化

紀念物(Monuments)、建築群(Groups of buildings)或歷史場所

(Sites)。

A. 文化紀念物(Monuments)：建築作品、紀念性雕塑、繪畫、銘

文、窟洞等要素或結構具有考古性質，在歷史、藝術或科學

的角度上具有普世價值。

B. 建築群(Groups of buildings)：指單獨或連續的特色建築，

或者均勻的地方景觀，在歷史、藝術或科學的角度上具有

普世價值。

C. 歷史場所(Sites)：人類工程或自然與人類聯合的工程，包括

考古遺址，在歷史、審美、人類學的角度上具有普世價值。

日本古京都遺址 ( 京都、宇治和大津城 ) 

(Historic Monuments of Ancient Kyoto (Kyoto, Uji and Otsu Cities))

登錄標準：(II)、(IV)

古 京 都 建 立 於 西 元 79 4

年，建築特色仿效古代中國首

都，從建立至19世紀中古京都

一直是日本的首都，保留了日

本一千多年文化中心，古京都

不僅見證了日本木結構建築特

色及宗教建築的發展，而且也

向世人展示著日本花園藝術的變遷，現在日本的花園設計藝術已

經對全世界的景觀花園設計產生重大影響。

京都御院，日式庭園景觀 京都御院

日本京都金閣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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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拉薩布達拉宮歷史建築群

(Historic Ensemble of the Potala 
Palace, Lhasa)

登錄標準：(I)、(IV)、(VI)

布達拉宮自西元7世紀起就成

為達賴喇嘛的冬宮，象徵著藏傳佛

教及其在歷代行政統治中的中心作

用。布達拉宮坐落在拉薩河谷中心

海拔3,700公尺的紅色山峰之上，由白宮和紅宮及其附屬建築組

成。大昭寺也建造於西元7世紀，是一組極具特色的佛教建築群。

建造于西元18世紀羅布林卡，曾經作為達賴喇嘛的夏宮，也是西

藏藝術的傑作。這三處遺址的建築精美絕倫，設計新穎獨特，加

上豐富多樣的裝飾以及與自然美景的和諧統一，更增添了其在歷

史和宗教上的重要價值。

比薩大教堂廣場

(Piazza del Duomo, Pisa)

登錄標準：(I)、(II)、(IV)、(VI)

比 薩 大 教 堂位 於 義 大 利中部

托斯卡納省比薩城的奇蹟廣場，為

古羅馬建築，外牆均由白色大理石

砌成，包含四個部分：大教堂、洗

禮堂、鐘樓及墓園，而比薩斜塔為

大教堂旁的鐘樓，共有八層，塔高

58.36公尺，直徑16公尺，重約1.4萬

噸，建造時因地質鬆軟加上建築物

太重造成傾斜，至今成為著名的觀光景點。而這個建築群對於義

大利11世紀到14世紀間的建築藝術有很大的影響。

西藏具宗教特色的建築

西藏布達拉宮

比薩斜塔

洗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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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歷史中心

(Historic Centre of Rome)

登錄標準：(I)、(II)、(III)、(IV)、(VI)

羅馬歷史中心位於義大利中

部，根據神話傳說，羅馬城由羅

穆盧斯和瑞摩斯於西元前753年

修建。羅馬最早為羅馬共和國的

首都，到了西元4世紀，這裡成為

基督教世界的中心。1990年登錄

的範圍延伸至烏爾班八世時期建

造的城牆，包含了羅馬市民廣場、奧古斯都大帝陵墓、哈德連大帝

陵墓、萬神殿、圖拉真圓柱、馬庫斯‧奧勒利烏斯圓柱等上古時期

的文化紀念物，以及羅馬教廷時期的宗教及公共建築等。其中羅

馬競技場為現今著名的觀光景點之一。

萬里長城

(The Great Wall)

登錄標準：(I)、(II)、(III)、(IV)、(VI)

萬里長城位於中國，

西元前約220年，秦始皇

下令將早期修建一些分

散的防禦設施，並連接

成一完整的防禦系統，

用以抵抗北方的侵略。

長城的修建一直持續到

明代(西元1368至1644

年)，為世界上最大的歷史軍事設施。長城在建築學上的價值，包

含歷史和戰略上的重要性。

天下第一雄關─居庸關
羅馬競技場內

萬里長城 羅馬競技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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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屋久島

(Yakushima)

登錄標準：(VII)、(IX)

屋久島位於日本列島最南端九

州島的西南端60公里，約北緯30

度，具獨特的山地溫帶雨林生態系

統，海拔分布至2,000公尺，由低海

拔到高海拔具連續垂直植群分布，

包含山地溫帶雨林、高山沼澤地及

寒溫帶矮竹草原。屋久島年降雨超

過8,000公厘，造成潮濕的環境，具

有豐富的溪流植物及附生植物，原

始森林中保留了許多第三紀孑遺植

物，其生物多樣性也非常豐富，具

有1,900種植物、16種哺乳動物及

150種鳥類，許多物種為屋久島特

有的物種，原始森林中包含超過千

年的柳杉(Cryptomeria japonica )神

木“Yakusugi”。日本屋久島於1993

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主要依據其

特有的溫帶島嶼高山生態，及千年

歷史的古老柳杉登入自然遺產，該

場所的面積為10,747公頃佔整個島

嶼面積約21％。

巨石陣、埃夫伯里和相關遺址

(Stonehenge, Avebury and Associated Sites)

登錄標準：(I)、(II)、(III)

位於英國威爾特郡(Wiltshire)的巨石陣和埃夫伯里石圈，這

兩個保護區的巨石群，為史前建築遺跡。巨石的排列方式均呈現

出特定的圓形形式，巨石群中似乎記錄著一些重要的天文意義，

確切的建造意義還不明，但這些巨石呈現出來的神聖空間與其

鄰近的新石器時代的遺址是見證史前時代的無價之寶。

屋久島觀光中心展示巨大柳杉

千年柳杉

英國巨石陣

世界的自然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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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山公園

(Kinabali Park)

登錄標準：(VII)、(IX)

沙巴的神山公園位 於馬來西

亞，植物種類繁多，是世界重要植

物與生態的會合地。神山具有150

萬年古老歷史，為東南亞海拔最高

的山。神山公園以熱帶雨林聞名，

孕育許多特殊植物如：龍腦香科植

物、蘭花、杜鵑及豬籠草，以及世界

上最大的花─萊佛士花，其直徑最

大可達170公分。

紅杉國家公園

(Redwood National and State Parks)

登錄標準：(VII)、(IX)

紅杉國家公園位於北加州海岸，在加州與奧勒岡州的交界

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紅木原始林之一。紅木已在這片海岸生長

了200萬年，樹齡平均在500到700年，樹高可達115公尺以上。因

為夏天的溫度使土壤中的水氣蒸散，讓森林中常伴隨著霧氣。除

了森林景觀，國家公園內的海洋生物以及陸上動物也一樣值得重

視，特別是海獅、禿鷹以及瀕臨絕種的加州褐鵜鶘。

紅杉國家公園內巨大的長葉世界爺 巨木隧道

神山最高峰─羅氏峰

龍腦香科植物的樹冠

世界最大的花─萊佛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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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Yosemite National Park)

登錄標準：(VII)、(VIII)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位於

美國加州中部，此國家公園

地質為花崗岩所組成，藉由

冰川作用而成不同壯觀的形

態，包括懸空山谷、瀑布群、

冰斗湖、冰穹丘、冰磧以及U型山谷。在優勝美地國家公園海拔

600公尺至4,000公尺的區域內，具有各種各樣豐富動植物資源。

黃石國家公園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登錄標準：(VII)、(VIII)、(IX)、(X)

擁有廣闊自然森林的黃石公園，成立於1872年，面積約9,000 

平方公里，其中96%的土地位於懷俄明州。黃石國家公園擁有全

世界幾近一半的地熱特徵地形，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間歇泉集中

地，其 三 百 座 間

歇泉佔全球總數

量 的 三分之二。

同時也是美洲灰

熊、野狼、野牛及

赤鹿的棲息地。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間歇泉

蒂卡爾國家公園

(Tikal National Park)

登錄標準：(I)、(III)、(IV)、(IX)、(X)

蒂卡爾國家公園位於瓜地馬拉叢林的心臟地帶，坐落在被繁

茂的植被所環繞的馬雅文明的主要遺跡上。此地自西元前6世紀

到西元10世紀一直有人居住。其儀式舉行的中心包括了華麗而莊

嚴的廟宇、宮殿及公共廣場；民居散居於周圍的鄉村。

蒂卡爾國家公園 四號神廟

世界的複合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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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登錄世界遺產之重要性

世界遺產的登錄代表該國家對文化及自然遺產清單

調查的努力，以及保護意識的普及與全球議題的關注，大

致上可體現下列六種重點：

1. 宣示以多元文化組成的臺灣文化及自然遺產在人

類文化史及自然史上的的普世價值、重要性及特殊

性。

2.推動全國各地文化專責機關的保護遺產工作。

3.更新及充實國人對文化及自然遺產的推動工作。

4. 提振國人對文化遺產、自然遺產與物種保育等量齊

觀的相關性知識。

5. 普及與推廣國人對世界遺產的知識，並提高全民對

文化及自然遺產的保護意識。

6. 文化創意產業與文化資產和全球知識經濟三者為

共同體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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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世界遺產登錄流程

申請列入世界遺產並非短期可完成的，在申報登錄前必須先

將該國具有特色之文化或自然之遺產地列入該國「傑出之普世價

值遺產預備名單」，經審查評估決議後並選擇其中最具代表性之

遺產做為申報登錄「世界遺產名單」，在登錄前世界遺產中心檢

查各項申報文件與相關資料是否完備，並且邀請國際自然保育聯

盟(IUCN)、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ICCOMS)與研究文

化資產保存及修復的文化資產保存修復研究國際中心(ICCROM)

針對申報之遺產地與其保護管理進行評估，並將評估結果報告

提交聯合國世界遺產中心，評估是否合乎「傑出之普世價值遺

產」。

申請自然遺產一般要備齊具有普世價值標的物(生態系自然

景觀或物種)的生物及環境背景資料、當前的經營管理現況、保育

策略等資料；因此中央在推動自然遺產申請時，宜挹注經費在生

臺灣申請世界遺產的流程

物與環境資訊的整理，以及現行保育與經營策略的說明。另外，世界

遺產的申請需由其他聯合國會員國提名，因此在國際上需聯繫並結

合附近友好國家的專家及世界遺產委員給予指導與支持，目前「棲

蘭山檜木林」正朝著這個方向做準備。

確定成為世界遺產地後，該國政府必須加派相關單位舉辦座談

會與當地民眾進行良好之互動，使當地民眾了解何為世界遺產，並培

養當地居民成為維護世界遺產安全之巡守人員。

棲蘭山檜木巨木群及其特有的原始森林是全民共有的自然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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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棲蘭山檜木林的普世價值

棲蘭山檜木林海拔範圍從1,100公尺到2,700公尺，因受到地

形與東北季風的影響，長年為雲霧所籠罩，是本島「霧林帶」森林

的典型代表，極適合紅檜、臺灣扁柏等檜木林的生長，為目前臺

灣現存最大面積之原始檜木林區，其內含有植物資源部分：1,009

種維管束植物，其中冰河時期孑遺之裸子植物有14種。動物資源

部分：哺乳類39種，其中16種為特有種；鳥類132種，其中9種為

特有種；爬蟲類45種，其中11種為特有種；兩棲類19種，其中9種

為特有種；昆蟲373種，其中25種為特有種。就世界遺產的自然遺

產須具備以下傑出普世價值的四項來看，棲蘭山檜木林具有下列

登錄世界自然遺產的價值：

（一） 「棲蘭山檜木林」之林區海拔範圍從500公尺到2,800公尺，

因受到地形與東北季風的影響，長年為雲霧所籠罩，是臺灣

「霧林帶」森林的典型代表，極適合紅檜、臺灣扁柏等檜木

林的生長，有著臺灣目前最大面積的原始檜木林，目前有保

存歷代神木園區的許多檜木大樹景觀。同時在160線、130

線保留有檜木野外教室，展示檜木林供全民作為生態遊憩

與自然教育之用，已充分展現臺灣檜木林特殊的自然美景與

美學普世價值。

（二 ） 鴛鴦湖為獨特的高山湖泊，湖泊邊有臺灣扁柏林、濕地植

群與稀有植物(如東亞黑三稜及卵葉水丁香等)，其內的水

文波動有隨著颱風或暴雨所呈現的特殊“脈衝”的水文機

制，這種機制在臺灣的山地湖沼也是少見的現象，同時對

一些生物的維持至關重要。

（三） 扁柏屬全世界共六個分類群，其中兩種在美國，兩種在日

本，另兩種在臺灣。紅檜為該屬植物胸徑最巨大者，並只出

現在臺灣。

（四） 在冰河時期許多溫帶森林，遷移到日本、韓國、臺灣及中國

大陸，扁柏屬植物在日本及臺灣有發現化石紀錄，韓國及中

國大陸則沒有出現記載。且Wang et al. (2003)也推測扁柏屬

植物沿日本群島、琉球群島跳島到達臺灣，分化出紅檜及臺

灣扁柏，這也見證生物地理學物種在冰河時期與更早期的

遷移與演化，極具研究與保育價值。

（五） 過去近百年之內由於日據時代開始砍伐檜木林，並大量使

用檜木，目前臺灣只有幾個地區保留有較完整的檜木林，其

中棲蘭山擁有全臺灣最大面積的原生檜木林，保留棲蘭山

檜木林也可見證過去的使用歷史和目前的保育狀況，不僅

有自然意義也有人文歷史意義在其中。

（六） 棲蘭山保育的物種多樣性，植物與動物資源的特有率非常

高，植物資源佔全臺特有種之三成，其中冰河時期孑遺之

裸子植物有14種，如南洋紅豆杉、臺灣杉、巒大杉、臺灣肖

楠、臺灣鐵杉、臺灣二葉松、臺灣粗榧等。動物資源部分：

哺乳類39種，其中16種為特有種；鳥類132種，其中9種為特

有種；爬蟲類45種，其中11種為特有種；兩棲類19種，其中9

種為特有種；昆蟲373種，其中25種為特有種。其中不乏本

島特有及保育類野生動物，如臺灣黑熊、長鬃山羊、山羌等

大型哺乳類動物，及黑長尾雉、藍腹鷴、林鵰等鳥類動物，

以及寬尾鳳蝶、觀霧山椒魚等蝴蝶與兩棲類動物，當視為

本島保育生物多樣性之熱點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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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上幾點與世界遺產的自然遺產的四項傑出普世價值來

看：

第一點吻合自然遺產的傑出普世價值第七項：“包含極致的

自然現象，或具有特殊自然美景與美學重要性的地區”。

第二、三、四點吻合自然遺產的傑出普世價值第九項：“對於

陸域、淡水、海岸與海洋生態系和動植物族群的演化發展而言，

足以代表重要且進行中的生態和生物作用”。

第五、六點吻合自然遺產的傑出普世價值第十項：“就生物多

樣性現地保育而言，包含最重要且最有意義的自然棲地，特別是

那些在科學或保育上具有顯著全球價值但面臨威脅之物種的棲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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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臺灣中海拔的亞熱帶霧林帶保存有許多冰河孑遺的動植物

資源，放眼東亞地區的檜木林正是以此霧林帶為最重要的代表，

臺灣地區檜木的伐木事業，經過80年的伐採，目前剩下最大面積

與代表性的就分布在棲蘭山地區。棲蘭山地區的開發較晚，整個

林業的經營也由早期60年代的小面積更新伐，甚至追隨臺灣林

業政策的腳步，80年代進入全面的禁伐，到90年代前的枯立木倒

木整理作業停止，並適時轉型推展森林遊樂與強化自然保育。

近年來在文化部的帶領下，棲蘭山檜木林以臺灣地區最具自

然遺產的潛力點爭取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彙整本區30年的動植

物清單調查，佔有臺灣三成以上的特有種，並有臺灣杉等在分類

上只有單屬單種的物種，並且也是遺傳分化的中心之一，而動物

資源在哺乳類、鳥類、兩棲爬蟲類、昆蟲等，也都有許多特有或保

育類物種，可視為臺灣地區保育生物多樣性之熱點地區；另由全

球的角度與地球的歷史而言，檜木屬的研究也見證了該屬在生物

地理學，在地質歷史和冰河時期的遷移和演化的代表性。

過去日本的白神山地，也因圓齒水青岡做為日本落葉森林的

代表，其內也伴隨許多稀有的黑熊等動物，而列入自然遺產名單

中；黎巴嫩的香柏保護區（黎巴嫩雪松），則為過去歷史的伐採

與聖經中的重要物種，而列入自然遺產名單中；這些物種的森林

都是當地的代表生態系，見證了過去的地質歷史和冰河的遷移，

同時也伴隨許多其他的動植物資源，具有極高的生物多樣性，而

其中的水青岡、黎巴嫩雪松，多少都因人類使用，面積縮小，列入

的地區與國家都負有替世界各國保存，供後代子孫瞻仰的責任。

棲蘭山地區的檜木林生態系，相信也與以上幾種物種和生態

系共同見證了人類的使用、地質變化和氣候的變遷，加上該地有

許多伴生受威脅的物種和生物多樣性的熱點，居於世界的一份

子，臺灣不應獨自於外，祈望未來臺灣也能為世界遺產在保育上

貢獻自己的心力，並將棲蘭山地區的檜木林列入世界遺產的清單

中。

棲蘭山神木園中最古老的神木─孔子，為神木園中重要解說點之一，吸引許
多國內外旅客停下腳步觀賞其壯觀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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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植物學名與中文名對照

七星斑囊果苔  Carex phacota Sprengel

十大功勞   Mahonia japonica  (Thunb.) DC.

三斗石櫟  L i t h o c a r p u s  h a n c e i  ( B e n t h . )  R e h d .   
var. ternaticupula  (Hay.) Liao

大枝掛繡球    Hydrangea integrifolia Hayata ex Matsum. &  
Hayata

大葉石櫟   Lithocarpus kawakamii  (Hayata) Hayata

大葉楠    Machilus japonica Sieb. & Zucc. var. kusanoi  
(Hayata) Liao

小花鼠刺   Itea parviflora  Hemsl.

小葉四葉葎   Galium trifidum  L.

山肉桂   Cinnamomum insularimontanum  Hayata

山紅柿   Diospyros morrisiana Hance

山胡椒   Litsea cubeba  (Lour.) Pers.

日本赤松   Pinus densiflora  Siebold & Zucc.

日本花柏   Chamaecyparis pisifera  (Siebold & Zucc.) Endl.

日本扁柏   Chamaecyparis obtusa  (Siebold & Zucc.) Endl.

日本落葉松   Larix leptolepis (Siebold & Zucc.) Gordon

木荷     Schima superba  Gardn. & Champ.

水毛花    Schoenoplec tus mucronatus (L .)  Pa l la   
subsp. robustus  (Miq.) T. Koyama

水絲梨   Sycopsis sinensis  Oliver

牛樟     Cinnamomum kanehirae Hayata

北美檫樹   Sassafras albidum  (Nutt.) Nees

玉山杜鵑   Rhododendron pseudochrysanthum  Hayata

玉山針藺    Trichophorum subcapitatum (Thwaites & Hook.)  
D. A. Simpson

玉山箭竹   Yushania niitakayamensis (Hayata) Keng f.

玉山糯米樹   Viburnum integrifolium  Hayata

生芽鐵角蕨   Asplenium normale  D. Don

白花八角   Illicium anisatum  L.

白穗刺子莞   Rhynchospora alba  (L.) Vahl.

石月     Stauntonia obovatifoliola  Hayata

伏牛花   Damnacanthus indicus  Gaertn.

地中海柏木   Cupressus sempervirens  L.

如意草   Viola arcuata  Blume

尖葉扁柏    Chamaecyparis thyoides  (L.) Britten, Sterns &  
Poggenberg

早田氏冬青   Ilex hayataiana  Loes.

西施花   Rhododendron latoucheae  Fr.

卵葉水丁香   Ludwigia ovalis  Miq.

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Lamb.) Hook.

杜英     Elaeocarpus sylvestris  (Lour.) Poir.

芒     Miscanthus sinensis  Anders.

赤車使者  Pellionia radicans  (Sieb. & Zucc.) Wedd.

赤柯    Quercus morii  Hayata

昆欄樹   Trochodendron aralioides  Siebold & Zucc.

東方側柏   Thuja occidentalis  L.

東亞黑三稜   Sparganium fallax  Graebner

泡桐     Paulownia fortunei  Hemsl.

波氏星蕨   Microsorium buergerianum  (Miq.) Ching

肢節蕨   Arthromeris lehmanni  (Mett.) Ching

長尾尖葉櫧   Castanopsis carlesii  (Hemsl.) Hayata

長葉木薑子   Litsea acuminata (Blume) Kurata

長葉世界爺   Sequoia sempervirens  (D. Don) Endl.

阿里山十大功勞Mahonia oiwakensis  Hayata

阿里山天胡荽  Hydrocotyle setulosa  Hayata

阿里山灰木   Symplocos arisanensis  Hay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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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菝葜   Smilax arisanensis  Hayata

阿里山翦股穎  Agrostis infirma Buse var. arisan-montana  (Ohwi) 
Veldkamp

青棉花   Pileostegia viburnoides  Hook. f. & Thoms.

南洋紅豆杉   Taxus sumatrana  (Miq.) de Laub.

厚皮香    Ter ns t ro em i a  g ymnanthe r a  (Wight  &  A rn . ) 
Sprague

厚葉柃木   Eurya glaberrima  Hayata

威氏帝杉   Pseudotsuga wilsoniana  Hayata

柳杉     Cryptomeria japonica  (Thunb. ex  L. f.) D. Don

紅淡比   Cleyera japonica  Thunb.

紅檜     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  Matsum.

香桂     Cinnamomum subavenium  Miq.

香楠     Machilus zuihoensis Hayata

拿加遜扁柏   Cupressus nootkatensis  D. Don

書帶蕨   Vittaria flexuosa  Fee

烏心石   Michelia compressa  (Maxim.) Sargent

烏皮茶   Pyrenaria shinkoensis  (Hayata) Keng

狹葉泥炭蘚   Sphagnum cuspidatum  Ehrh. ex  Hoffm.

狹葉櫟   Quercus stenophylloides  Hayata

馬尾松   Pinus massoniana  D. Don

高山金髮蘚   Polytrichum alpinum  L. ex  Hedw.

高山新木薑子   Neolitsea acuminatissima  (Hayata) Kaneh. &  
  Sasaki

假長葉楠  Machilus japonica  Sieb. & Zucc.

假柃木   Eurya crenatifolia  (Yamamoto) Kobuski

假繡球   Viburnum sympodiale  Graebner

斜方複葉耳蕨  Arachniodes rhomboidea (Schott) Ching

深紅茵芋   Skimmia reevesiana Fortune

眼子菜   Potamogeton octandrus  Poir.

細枝柃木   Eurya loquaiana  Dunn

荸薺     Eleocharis dulcis  Trin. ex  Henschel

連萼穀精草   Eriocaulon buergerianum  Koern.

雀稗     Paspalum thunbergii Kunth ex Steud.

魚鱗蕨   Acrophorus stipellatus  (Wall.) Moore

單穗薹   Carex capillacea  Boott

壺花莢蒾   Viburnum urceolatum Sieb. et Zucc.

戟葉蓼   Polygonum thunbergii  Sieb. & Zucc.    
  fo. biconvexum  (Hayata) Liu, Ying & Lai

森氏杜鵑   Rhododendron morii  Hayata

棲蘭山杜鵑   Rhododendron chilanshanense  Kurashige

猴歡喜   Sloanea formosana  Li

短柱山茶   Camellia brevistyla  (Hayata) Cohen-Stuart

華中瘤足蕨   Plagiogyria euphlebia  (Kunze) Mett.

華中檫樹   Sassafras tzumu  (Hemsl.) Hemsl.

裂葉樓梯草   Elatostema trilobulatum  (Hayata) Yamazaki

黃杞     Engelhardtia roxburghiana  Wall.

黃花著生杜鵑  Rhododendron kawakamii  Hayata

黑松     Pinus thunbergii  Parl.

圓齒水青岡   Fagus crenata  Blume

毽子櫟   Quercus sessilifolia Blume

碗蕨     Dennstaedtia scabra  (Wall. ex  Hook.) T. Moore

稜果榕   Ficus septica  Burm. f.

裏白     Diplopterygium glaucum  (Thunb. ex Houtt.) Nakai

榕     Ficus microcarpa  L. f.

臺灣一葉蘭   Pleione bulbocodioides (Franch.) Rolfe

臺灣二葉松   Pinus taiwanensis  Hayata

臺灣八角金盤  Fatsia polycarpa  Hayata

臺灣杉   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Hayata

臺灣杜鵑   Rhododendron formosanum  Hemsl.

臺灣肖楠   Calocedrus formosana  (Florin) Flo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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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赤楊   Alnus formosana  (Burkill ex Forbes & Hemsl.)  
  Makino

臺灣沿階草   Ophiopogon intermedius  D. Don

臺灣青莢葉   Helwingia japonica  (Thunb.) Dietr.    
  subsp. Formosana  (Kanehira & Sasaki) Hara &  
  Kurosawa

臺灣扁柏   Chamaecyparis obtusa  (Siebold & Zucc.) Endl. var.  
  formosana

臺灣紅榨槭   Acer morrisonense  Hayata

臺灣常春藤   Hedera rhombea  (Miq.) Bean     
  var. formosana  (Nakai) H.L. Li

臺灣粗榧   Cephalotaxus wilsoniana  Hayata

臺灣菝葜   Smilax lanceifolia  Roxb.

臺灣華山松   Pinus armandii Franch. var. masteriana  (Hayata)  
  Hayata

臺灣雲杉   Picea morrisonicola  Hayata

臺灣瘤足蕨   Plagiogyria formosana  Nakai

臺灣樹參   Dendropanax pellcidopunctata  (Hayata) Kanehira  
  ex Kanehira & Hatusima

臺灣檫樹     Sassafras randaiense  (Hayata) Rehder

臺灣藤漆   Rhus ambigua  Lav. ex  Dippel

臺灣鐵杉   Tsuga chinensis  (Franch.) Pritz. var. formosana  
  (Hayata) H.L. Li & H. Keng

墨點櫻桃   Prunus phaeosticta  (Hance) Maxim.

樟樹     Cinnamomum camphora  (L.) Nees & Eberm.

箭葉蓼   Polygonum sagittatum L.

蓴菜     Brasenia schreberi  Gmel.

豬腳楠   Machilus thunbergii  Siebold & Zucc.

銳葉柃木   Eurya acuminata  DC.

黎巴嫩雪松   Cedrus libani A. Rich.

附錄三、動物學名與中文名對照
大赤啄木  Dendrocopos leucotos  Bechstein

小翼鶇   Brachypteryx montana  Horsfield

山羌     Muntiacus reevesi  Sclater subsp. micrurus

五色鳥   Megalaima nuchalis  Gould

水鹿     Cervus unicolor  Sclater subsp. Swinhoei

火冠戴菊鳥   Regulus goodfellowi  Ogilvie-Grant

加州褐鵜鶘   Pelicanus occidentalis  Linnaeus

平頭大鍬形蟲  Dorcus miwai  Benesh

白耳畫眉   Heterophasia auricularis Swinhoe

白尾鴝   Myiomela leucura Hodgson

白面鼯鼠   Petaurista alborufus  Thomas subsp. lena

白鼻心   Paguma larvata  Swinhoe subsp. taivana

石虎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Kerr

朱鸝     Oriolus traillii  Vigors

灰林鴞   Strix aluco  Linnaeus subsp. yamadae

灰頭花翼   Alcippe cinereiceps  Verreaux

百步蛇   Deinagkistrodon acutus  Gunther

艾氏樹蛙   Kurixalus eiffingeri  Boettger

禿鷹     Haliaeetus leucocephalus  L.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Pallas subsp. thaiwanensis

松鴉    Garrulus glandarius  Linnaeus

林鵰     Ictinaetus malayensis Temminck

泥鰍     Misgurnus aguillicadatus  Cantor

金絲蛇   Amphiesma miyajimae  Maki

金翼白眉   Garrulax morrisonianus  Ogilvie-Grant

長鬃山羊   Naemorhedus swinhoei  Gray

阿里山龜殼花  Ovophis monticola  Günther

雨傘節   Bungarus multicinctus  Blyth

青背山雀   Parus monticolus  Swinhoe subsp. insperatus

冠羽畫眉   Yuhina brunneiceps  Ogilvie-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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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鴉      Nucifraga caryocatactes  Linnaeus subsp. owstoni

穿山甲    Manis pentadactyla  Linnaeus subsp. pentadactyla

紅竹蛇   Elaphe porphyracea  Cantor

面天樹蛙   Kurixalus idiootocus  Kuramoto & Wang

食蟹獴   Herpestes urva  Bechthold var. formosanus

高山白腹鼠   Niviventer culturatus  Thomas

高砂蛇   Elaphe mandarinus  Stejneger

帶紋赤蛇   Hemibugnarus sauteri (Steindachner)

條紋松鼠   Tamiops maritimus  Bonhote subsp. formosanus

梭德氏赤蛙   Rana sauteri Boulenger

梭德凹翅麗菊虎Themus  (Telephorops) sauteri  (Pic) 

深山鶯   Cettia acanthizoides  Verreaux subsp. concolor

眼鏡蛇   Naja atra  Wüster

莫氏樹蛙   Rhacophorus moltrechti  Boulenger

蛇蜥     Ophisaurus harti Boulenger

斯文豪氏赤蛙 Rana swinhoana  Boulengeer

斯文豪氏游蛇  Rhabdophis swinhonis Günther

棕面鶯    Abroscopus albogularis  Hodgson subsp. fulvifacies

棲蘭澤蟹   Geothelphusa cilan  Shy, Shih & Mao

華南鼬鼠   Mustela sibirica Milne-Edwards var. davidiana

黃口攀蜥   Japalura polygonata  Ota subsp. Xanthostom a

黃基蜻蜓   Sympetrum speciosum Asahina

黑長尾雉   Syrmaticus mikado  Ogilvie-Grant

黑腹絨鼠   Eothenomys melanogaster  (Milne-Edwards)

煤山雀   Parus ater  Linnaeus

過山刀   Zaocys dhumnades  Cope

熊鷹     Spizaetus nipalensis  Hodgson

綠啄木   Picus canus Gmelin

翡翠樹蛙   Rhacophorus prasinatus Mou, Risch, & Lue

臺灣赤鍊蛇   Rhabdophis tigrinus  var. formosanus

臺灣長臂金龜  Cheirotonus formosanus Ohaus

臺灣草蜥   Takydromus formosanu s Boulenger

臺灣深山鍬形蟲  Lucanus formosanus Planet

臺灣蛇蜥   Ophisaurus formosensis  Kishida

臺灣森鼠   Apodemus semotus Thomas

臺灣鈍頭蛇   Pareas formosensis  Van Denburgh

臺灣黑熊   Ursus thibetanus Swinhoe subsp. formosanus

臺灣滑蜥   Scincella formosensis  Van Denburgh

臺灣蜓蜥   Sphenomorphus taiwanensis  Chen & Lue

臺灣鳳蝶   Papilio thaiwanus  Rothschild

臺灣噪眉   Trochalopteron morrisonianum  (Ogilvie-Grant)

臺灣獼猴   Macaca cyclopis  Swinhoe

領角鴞   Otus lettia subsp. glabripes  (Swinhoe)

寬尾鳳蝶   Agehana maraho Shiraki & Sonan

標蛇     Achalinus niger Maki

盤古蟾蜍   Bufo bankorensis Barbour

褐色叢樹鶯   Bradypterus seebohmi Ogilvie-Grant

褐林鴞   Strix leptogrammica Temminck

褐樹蛙   Buergeria robusta  Boulenger

橙腹樹蛙   Rhacophorus aurantiventris Lue, Lai, & Chen

錦蛇     Elaphe taeniura  Smith

頭烏線   Alcippe brunnea  Gould subsp. brunnea

龜殼花   Trimeresurus mucrosquamatus Günther

曙鳳蝶   Atrophaneura horishana  Matsumura

環紋赤蛇   Hemibugnarus macclellandi

繡眼畫眉   Alcippe morrisonia  Swinhoe

藍腹鷴   Lophura swinhoii  Gould

鯉魚     Cyprinus carpio  Linnaeus subsp. carpio

藪鳥     Liocichla steerii  Swinhoe

麝香貓   Viverricula indica  Schwarz subsp. taivana

觀霧山椒魚   Hynobius fuca  Lai and 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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