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報導 認識森林

森林的功能
與保育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們的老祖宗其實早就具備了永
續經營的觀念，但要如何才能留住青山呢？

■郭寶章

21 世紀的最大課題
近半個世紀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為了建設與經濟成長，無限制地開發包
括森林在內的自然資源，造成地球資源枯竭、環境惡化，維生系統發生警訊，引起全
球的恐慌與省悟。當前最大的課題，是如何營造「永續的社會」，永續的觀念特別強調
有計畫的資源開發與利用，永續的意義是除了滿足這一代需求外，也要不損及後代的
需求。換言之，資源可完整地延續到
後代，不致因過度開發利用而枯竭。
永續的社會是一個「資源循環型
的社會，是環境保全優先的社會，更
是一個與森林共生的社會」。1992 年
巴西里約熱內盧國際環境開發會議就
強調「永續的森林管理」觀念，現今
世界各國的林業經營都以這觀念為依
據。
隨著世界森林資源的快速消失與
環境的劣化，森林功能對人類的重要
性遠超過往昔，人類對森林的依賴，
將隨著時代而增強。循環型森林資源
的經營正是永續社會的基礎。本文從
觀念面與知識面去解釋森林、森林的
功能、森林保育、以及循環型森林資
源的經營，希望能讓讀者對森林與林
業的真正意義有所了解，進而正確地
利用森林與維護森林，共同建立「循
環型社會」，並以推動「循環型森林
資源」的經營是為最高目標。

森林與森林保育
要建立「循環型森林資源」的系

棲蘭林區檜木老齡林的天然更新

在宜蘭山區，輔導會森保處管理一大片檜木

統，必須對森林、林業、生態系與生

天然林，林相的完整是全台之冠，也是國際所罕見。這一大片森林保護著石門

態系管理等觀念有所認識。森林由五

果，已可見到處是新生天然下種的幼林，頗具有森林資源循環利用的效應。

水庫上游的集水區，合理的擇伐有利於次代新林的建成，由於審慎經管的結

森林的休閒遊憩功
能

陽明山春季山

櫻花及杜鵑盛開，
景致優美、交通方
便，是民眾最佳旅
遊去處。因為是國
家公園，森林保留
完整，設有很多林
蔭庇護的健行步
道，周末旅人不
斷，成為最佳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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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遊憩場所。

個「木」字拼成，這表示森林是樹木的聚合體。

市中，有公園樹木、行道樹與庭園樹木，也有

森林中雖然以喬木為主，但尚有灌木、草本、地

小塊的森林存在，這些是植栽的樹木，而非純

衣及蘚苔等植物共生，所形成的森林社會中，另

正的森林，或可稱為都市林，它們雖然能發揮

有大小型動物分布與共生，這些動物依賴森林維

森林的部分重要功能，然而並不能取代山地

台北市不斷發

持生活。而森林與非森林植物也靠著各種生物相

林。

展，但行道樹歷

互間的作用，才能正常地生長與發育，它們分別

都市林的功能在提供舒適的生活環境與身

有樹，增添都市

在生態系與食物鏈上扮演著生產者、消費者與分

心的休憩，而山地林位於山嶽與河川中、上

道路美景，也可

解者的角色。

游，負有保護水土資源，特別是水資源涵養的

台北市的行道樹

史悠久，有路就

減輕都市裡的風
沙、污染與日
照，使台北市民
生活在綠蔭大道
的環境中，既舒

森林大都分布在偏遠的山區，台灣更是如

功能，為下游平原、農田、都市、工廠等供給

此。在土地分類上稱為林地，林木在這裡生育而

必須的水源。為提高森林的功能，改善生活環

形成森林，這是純正的森林的定義。在城鎮與都

境，近來台灣積極提倡平地、農地及全民造

適又健康。

林，推行森林保育政策，以提升森林覆蓋率達
到國土面積的 60％ 以上。
森林孕育了人類的先祖，也創造出人類的
文化與文明。古文明的興衰與存亡，實與森林
的破壞與消失有關，例如中東美索不達米亞、
埃及、古印度等地，森林孕育了文明，當森林
消失時文明也不復存在。
所謂森林保育是合理與明智地去經營、利
用森林資源，使森林能再生與更新，不斷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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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以日本與台灣為例，兩國森林覆蓋率分別
是國土面積的 67％與58％，兩個國家都相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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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裡的都市林

仍有很多工廠尚未遷出台北市，所排放的濃煙廢氣影響市民健康，在工廠內設置綠地或在空

地植栽成林，濃密的林被可以防止空氣污染，保持清潔、清靜的居住環境，使鄰近工廠的社區與居民獲得綠
色保護。

所謂森林保育是合

視森林保育，日本對

理與明智地去經

森林開發與利用更嚴

營、利用森林資

守傳統的觀念，使其

近半世紀以來，以亞洲為例，由於四小龍國

源，使森林能再生

在二千年後仍能完整

家及日本積極發展合板與家具業，需材孔急，導

與更新，不斷延

地保存下來。日本國

致東南亞熱帶雨林分布國家的森林超伐與消失情

續。

土小，人口多，伐木

況嚴重。泰國及菲律賓森林覆蓋率在20∼30年間

利用也確曾破壞了不

減少一半，資源豐富的印尼與馬來西亞珍貴樹種

少優美的森林，其至今仍有大面積人工林的分

森林也遭濫伐，再加上燒墾改植農作物，使森林

布，是因為伐採與栽植保持平衡的結果。此

面積快速減少。伐採後的雨林不是轉成農牧地，

森
林
的
功
能
與
保
育

森林的功能

外，日本溫暖多濕的氣候型態，使得人工造林
與天然更新都相當容易。
台灣林業的發展，一個世紀以來也是如
此，因此兩國森林覆蓋率，伐植平衡結果，並
未因伐採而減少。但兩國有一共同的地方，即
的木材進口率是 80％，台灣是 99％。擁有如此
大面積的森林資源不去加以運用而靠國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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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所需的木材大多甚至全部依賴進口，日本

口，有違國際上資源循環經營的保育理念與破

森林的水源涵養功能 水源涵養是森林的重要公益功

壞他人森林地球村的環境倫理。

58％的森林，便具有這一重要功能。

能，攸關眾生、工業與農業建設，占台灣國土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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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棄置不理形成次生林，任它自生自滅，是
地球森林資源一大破壞，影響深遠。
上述森林資源的經營既不符合保育，又僅
僅是木材利用的單一經濟目的，無法達成循環
或永續的森林利用。熱帶雨林主要分布在高溫
多雨地，熱帶雨林的消失，使得地球自大氣中
回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減少，加速了溫室效應，
森林的遊樂、野生
動植物保育功能
照片中是大雪山森
林遊樂區的解說
牌，該地屬於台中
縣和平鄉，是林務
局轄下的一個重要

也使得土地含水能力喪失，而逐漸沙漠化。
台灣由於颱風與地震災害頻仍，造成山區
土石流與平地洪水為患，雖曰天災不勝防範，
也難控制，但山林大量非法濫墾，種植高山果

林區，過去伐採檜

樹、夏季蔬菜、高山茶與檳榔等林地超限使

木，現今開放成森

用，對水土保持的破壞更為深遠，導致災害的

林遊樂區。它是一

森林的水源涵養、保健與文化學習功能

日本長野縣

木曾林區赤澤自然休養林，以獨特的一片木曾五木
林（針葉樹貴重樹種）稱著，其中分布在赤澤的針
闊葉混生林，除具有保健、休養及涵養水源的功能
外，日本扁柏的林相之美是日本所少見，也是研究
森林生態的重要林區。

供的庇護。

個中高海拔的森林

發生與生命財產的損失年年增加。上述事實在

景觀區，是台灣各

在都說明了人類的生活、生存、經濟發展，與

森林是地球上最龐大、最複雜、多物種、

森林有密切關係，失去森林即失去了森林所提

多功能與多效益的生態系。天然林、人工林、

地所少見，森林中
的奇花野鳥尤為森
林增添動態景象。

灌木叢、草地植物群落的生命活動與表現過
程，對於當地及四周環境都產生不同程度的影
響，這就是森林的功能或效用。至於森林對人
們的生活與生存發生直接或間接影響的，就是
所謂森林的公益性功能。
日本依據資源的特性把森林的公益性功能
分類為：生產資源──各種林產物、物質資源；
環境資源──水資源涵養、國土保安等；文化資
源──森林遊樂、野生動物保育、自然學習、藝
術、宗教等。人類對於上述各項資源性功能的
需求隨著時間日益殷切。
日人認為，在社會面與經濟面方面，森林
的環境功能是大家的公共財或集體財，即森林
的效益嘉惠大眾與團體，有其公共性與集體性
的貢獻。環境資源的維護改進，是森林的公益
功能，它的特點是受益者通常不需付出任何代
價。而以文化資源觀點來看，例如進入森林遊
樂區活動與消費、享受保健效益，也是屬於社
會性功能，但需付出代價。
在上述森林各項功能中，生產木材供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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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與燃料是一項直接的利用。把木材視為商
品，全世界每年生產材積高達 30 億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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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的教育、教學與學術研究功能

林務局森林遊樂區內，林區解說人員正在進行森林自然教育。遊客在欣

賞優美林相之餘，還有專人解說森林功能、野生動植物生態以及森林的基本常識。

其中半數成為薪炭用材，是未開發國家人民生

護農村、農田與漁業生產等貢獻良多，這也是

計的必需品，無較高的附加價值。很多工業化

森林的環境保護功能。城鎮都市中若干樹木，

國家，因其國內森林對環境資源的貢獻，並不

特別是小片森林，具有吸收日照緩和氣溫、吸

需要大量的伐採而合理經營，非常符合資源的

濾噪音與污染物、淨化空氣與截阻火災延燒等

永續利用。

功效，這些綠色效應愈來愈受肯定，於是有強

我們的生活與維生環境，不論是在近處的

烈的護樹與護林訴求。進入山林地區，可享受

社區，都市的綠境或是在遠地供應水資源的山

森林浴、欣賞森林景致、聆聽鳥語蟲鳴，這是

區，森林所發揮的功能已使千百萬人受益。具

森林所發揮的特殊功效，是一般的人為公園所

體的例子除了供水與防洪外，近年來因地震鬆

無法替代的。

動地層，經常會因為暴雨造成土石流災害，而

森林的環境改進效果，不僅僅局限在當地

在森林所在的地方，都能發生相當的物理截阻

的集水區與鄰近都市社區的範圍。近年來，地

功效，但是在過度開墾的山坡、茶園與種植檳

球環境問題普遍受到國際的重視，且肯定森林

榔的地方，則常見嚴重的災害發生。茶樹與檳

在這方面的功能，並主張強力地維護與培育森

榔雖同是木本植物，但保持水土的功效顯然不

林，森林功能的公益性已擴及地球村層面。全

如森林，因為森林具有密生高大樹幹、枝多根

球環境的沙漠化、溫暖化及氣候變遷等，都與

深、地表有植物覆蓋的特性，能夠形成茂密的

森林日漸消失有關。

擋土綠帶，提供減緩逕流的強大功能。

森
林
的
功
能
與
保
育

土地的沙漠化主要發生在熱帶至溫帶，氣

此外，台灣有漫長的海岸線，沿海普遍種

候乾燥、雨量較少的地區。森林遭砍伐後，改

有防風防砂林帶，多年來對海岸線的維護，保

成放牧或耕地，當地力消失後，植生恢復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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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逐漸形成不毛的荒漠地。溫暖

砍伐的木材除了燃

約占全重量的 50％。整個地球大氣

化問題是由於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

燒與腐朽會釋放出

中含碳量大約是 7,200 億噸，單就

增高所產生的溫室效應所致，二氧

碳素外，如果在適

陸地上以森林為主的綠色植物而

化碳的來源之一是工業上化石燃料

當的處理後利用在

言，其吸存量即高達 8,200 億噸。

的釋出，另一是大面積的森林消

建築上，可貯存相

換言之，砍伐的木材除了燃燒與腐

失，減低了二氧化碳回收的功能，

當數量的碳素達百

朽會釋放出碳素外，如果在適當的

兩者所占的比例大約是 2：1。每

年甚至千年之久，

處理後利用在建築上，可貯存相當

年地球上森林面積的減少量是

所以木材是一種生

數量的碳素達百年甚至千年之久，

1,700 萬公頃，大約是台灣國土面

態原料。

所以木材是一種生態原料。

積的 5 倍弱。

世界上各工業大國都在推動工

樹木及任何綠色植物都會進行光合作用，

廠排放二氧化碳減量的政策，但在執行上倍感

過程中會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所製造的光合

困難，而真正經濟且有效率的作法，就是維護

產物則貯存在樹幹、枝條、葉部及根部中，以

與培育森林、減少濫伐濫採、防止森林火災

支持植物的發育壯大，估計植物體貯存的碳素

等，以控制因大氣中二氧化碳增加所引起的地
球溫暖化。1985國際森林年宣示：「人類應針
對森林研究出一套適當方法，以保護與維護森
林資源，使其處於良好狀態，種植樹木、保育
森林，並鼓勵青年投入。」全球氣候變遷問
題，其原因與地球生態系整體的變化有關，其
中森林消長的影響程度有待進一步分析。
森林的文化資源功能，愈來愈受到重視，
尤其在文明與科技發達，國民所得較高的國家
更是如此。台灣近二十年來，森林遊樂事業發
展鼎盛，並在積極成長中。森林文化成為國家
公園與自然保護區的重要基礎條件，對生物多
樣性的維護與野生動物的保育，森林實扮演極
重要的角色。森林文化資源的發展早已列為台
灣林業經營的重要策略，工業化國家對這尤為
重視。

循環型森林資源的經營
全世界森林面積約有 40 億公頃，約占陸地
所有面積的 三分之一，大多分布在降水量與氣
溫適中的地區，這些區域也正是人類聚集生活
循環型森林資源的經營

這是馬來西亞沙撈越，詩巫林區熱帶雨林擇伐林

相。馬國一向以分布大面積熱帶雨林著稱，台灣過去由該國進口不少南
洋闊葉樹材，以供合板與家具製造，對台灣林產業的發展有相當程度的
貢獻。圖中的天然成熟林採用擇伐作業，一面採伐木材一面也保留相當
數量的未熟木，並利用次生林加以更新，使森林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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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在。世界上最長壽的生物就是樹木，生長
在美國加州的世界爺，估計有四千年的樹齡，
產於日本屋久島的繩紋杉也達三千多年，台灣
最長壽的紅檜樹齡在 2,000∼3,000 年的比比皆

是。
上述事實說明了分布
面積廣闊且多與人類共生
在中性氣候帶的樹木，由
於時間與空間的優勢，這
群森林在其漫長的生長與
發展過程中，從世界上有
人類開始，就默默地對人
類的生活、生存提供毫無
保留的服務。隨著人口增
加、環境劣化，森林的功

森
林
的
功
能
與
保
育

能與價值更是與時俱增，
它所提供的效益大到無從
估算。
我們所使用的木材，
以及對環境提供多種功能
的森林，是上一代或更早
年代的自然所存留下來
的，才能讓我們利用。為
符合資源的保育性利用，
這一代人有責任與義務把
伐採後的森林與林地，用
適當的方式造林並促進幼
林再生，把森林恢復原貌
並加以保護，使其保持完

大家植樹、全民造林，推行森林保育 全民造林是近年來一種社會林業活動，

整性與可用性，傳遞到下

鼓勵大家愛護森林，投入樹木的植栽，不但能增進大家愛樹護樹的習慣，又

一代人的手中。這一理念

子植樹，是推動社會動員，綠化環境的一項活動，頗受參加者的支持。

能啟發愛護自然的觀念，是非常合乎環保的教育活動。林務單位常常舉辦親

與「環境倫理」、「資源
永續利用」及「循環型森林資源的經營」甚為
吻合。

採而減少。
因此，在合理且符合生態原則下，不應反

森林或樹木以至於任何生物，都有其再生

對森林的伐採利用，重點在於決定伐採量及伐

性，具有汰舊換新的更替作用，森林更是如

採對象（老齡成熟木），以及落實後續的培育工

此。在合理的經營與利用下，森林是取用不竭

作。此外，鑒於森林對人類及生態環境的重要

的資源，基本原則就是保持生產與更新的平

性，生物多樣性的維護、森林生態系的運作與

衡。假如每年從森林中僅伐採去年一年間生長

公益性功能的發揮，都應該列入「循環型森林

量的樹木，並且在伐採當年就在空地上補植幼

資源經營」的策略中。

苗，或藉天然方法進行下種更新，就達到了生
產與更新的平衡。換言之，森林資源並未因伐

□

郭寶章
台灣大學森林環境及資源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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