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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由於人類對環境過度開發，使地球環境日益惡化，對生物生存造成

嚴重威脅。為改善此問題，世界各國皆積極推動植樹綠化活動，期達到減碳與改

善環境之效。校園綠化為植樹綠化中重要的一環，於校園中種植大樹雖有許多益

處，但亦潛藏著許多的危機。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大學校園中的樹木、棲地現況，

及影響樹木健康・安全度的棲地因子。期能使校園中的樹木可更安全、健康，創

造人類與樹木共存的安全校園。研究結果顯示，逢甲大學中的樹木有 10%具有立

即健康危險、57%有潛在健康危險，僅有 33%無健康危險。於安全度方面則有 43%

的樹木具有立即或潛在危險。棲地環境方面，土壤有 86.28%過於堅硬不利於根系

生長，有 68.63%的土壤排水不佳。土壤的 pH 值皆介於適合樹木生長的範圍，其

中有 62%的土壤為弱鹼性土壤，以鄰近建物植栽帶的土壤最偏鹼。不同植栽基盤

類型中以植穴完全被鋪面覆蓋的植栽基盤類型與庭園較具有健康上立即性之危

險，出現率分別為 43%與 41%；草地周邊局部被鋪面覆蓋的植栽基盤類型於健康

上最具有潛在危險，出現率為 79%。安全度方面，以庭園中樹木最具有立即性危

險，出現率為 25%；草地周邊局部被鋪面覆蓋的植栽基盤類型則最具有潛在危險，

出現率為 65%。土壤條件對樹木生長的影響方面，結果顯示良好的土壤環境，將

會使樹木更安全，不良的土壤環境，會造成樹木不健康，因此於未來進行校園樹

木健康・安全度改善，或樹木種植時，應注意土壤硬度、排水與 pH 值狀況。使校

園中的樹木可更安全、健康，創造人類與樹木共存的安全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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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來隨著都市發展、工業進步，人類對環境過度開發，自然生態遭受破壞，使地球

環境日益惡化，不僅對生物生存造成威脅，亦造成社會成本的增加。 

為改善此問題，世界各國政府皆致力於環境綠化。樹木於環境綠化中扮演重要角色，

不僅可美化環境，亦具有淨化空氣、改善都市環境等多項功能。因此世界各國皆積極推動

植樹綠化活動，期達到減碳與改善環境之效，而身為地球上的一份子，綠化工作更為我們

應盡的責任與義務。 

校園綠化為植樹綠化中重要的一環，於校園中種植大樹雖有許多益處，但亦潛藏著許

多的危機。校園中常有眾多的師生與人群聚集、活動。人的活動除了會直接影響到樹以外，

亦會間接改變環境而影響樹木的健康。危險的樹則會對人類的安全產生影響，在我們生活

週遭，因樹木傾倒、斷枝，造成的生命財產受損事件屢見不鮮。因此為能於享受樹木帶來

的益處之餘，亦能維護校園中人群與師生的安全，了解校園中樹木的健康・安全度與其影

響因素為現今重要的課題。 

土壤為樹木生長的重要棲地，亦為少數容易由人為控制、改善的環境，在影響樹木生

長因子的相關研究中亦指出，土壤對樹木的影響是可預期的(朱德民，1993)，此外由實際

生產經驗中發現，”根深葉茂”的現象，根必須先長的好，地上部才能生長良好(潘瑞熾，

2011)，因此了解土壤環境對樹木生長的影響，將有利於未來提出有效的環境改善方法，

促進綠化技術的進步，使樹木與人類於未來可共存共榮。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目標為下列三

項：一、以逢甲大學為案例，依據樹木常見生長變化與危險結構徵狀，實際進行樹木健康・

安全度調查，以了解校園中樹木現況。二、進行分區土壤抽樣調查，了解棲地環境現況。

三、分析、了解棲地因子對樹木健康・安全度的影響，提出可能的改善方法。 

 

 

研 究 對 象 與 方 法 

一、研究對象 

(一)、以大學校園為調查對象 

學校類型與層級眾多，而本研究以「大學校園」為調查對象，其主要原因為下列三點：

1、大學校園校地廣闊，具有多樣地栽植類型，且維護、管理方式一致，可減少因維護、

管理方式不同造成的差異。2、大學校園為開放性空間，除了師生外，亦為鄰近居民的主

要活動空間，因此與人的關係密切。3、大學校園的空間要素非常雷同，以本研究作為示

範，期未來成為參考依據。 

(二)、逢甲大學 

逢甲大學位於台中市西屯區，緊鄰逢甲商圈，創建於 1961 年，原位於台中市北屯區

大屯山，而後遷往西屯區現址，為紀念抗日英雄丘逢甲，命名為「逢甲工商學院」。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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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改制為大學，校地面積達 213365 帄方公尺(逢甲大學網站)，為中部地區傳統大學。在

人口擁擠的台中市西屯區，逢甲大學不僅為鄰近居民提供了良好的綠地、活動空間，與環

境改善，亦對環境的保護有重大意義，因此本研究將以逢甲大學為例，進行探討、研究。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逢甲大學校內樹木為對象進行調查。調查分為兩部份：第一階段以 VTA 法

進行全校校園樹木診斷，以了解校園中樹木之健康與安全度。第二階段為分區進行土壤調

查，以了解土壤環境因子對樹木之影響。所得數據資料皆以 EXCEL2003 進行統整與圖表

的繪製。再使用 SPSS11 進行統計分析。 

(一)、第一階段調查－校園樹木診斷 

調查時間為 99 年 12～100 年 3 月。本調查首先對樹木的胸徑、樹高、主幹數與基盤

類型進行紀錄。而後由 VTA 調查項目(見表 1)對樹木生理健康進行了解、評估。並由樹幹

異常腫大、龜裂與裂紋、腐朽空洞、V 字夾角、浮根與根系不穩定、異常傾斜、大量的不

定枝與蕈類生長等樹木危險結構徵狀，觀察樹木的結構安全，依樹木整體狀況，進行結構

安全與生理健康分級(見表 2)。 

 

 

表 1. 樹木調查項目 

Table 1. Tree-evaluation criteria 

VTA 檢測項目 分級、評分內容 

樹勢 1.衰弱 2.顯著衰弱 

樹形 1.近自然形 2.人工修剪形 3.大體上崩潰、畸形化 

枝的伸張 1.少一些,不嚴重 2.樹枝節間極短小 

樹梢和上枝尖端的枯損 1.稍微有不太突出 2.顯著地多 

下枝尖端的枯虧 1.稍微有 2.顯著地多 

大枝・幹損傷 1.稍微有恢復 2.有顯著被切斷的大傷口 

枝葉的密度 1.疏 2.大量枯死、顯著地空疏 

葉大小 1.有些地方有 2.全體顯著地小 

樹皮的外傷 1.稍微有穿孔、外傷,不過不太明顯 2.因外傷腐爛 3.嚴重腐朽 

樹皮的新陳代謝 1.沒有活力 2.大部分枯死 

不定枝 1.少 2.多 

浮根 1.有 2 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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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樹木安全度、健康度分級說明 

Table 2. Health and risk level of tree 

危險度等級  分級說明 

安全度等級 Ⅲ 立即危險 嚴重衰亡、瀕死、具褐根病者 

Ⅱ 潛在危險 有倒伏可能、具公共危險者、具結構危險者 

Ⅰ 無危險性 無立即危險及潛在危險者 

健康度等級 Ⅲ 立即危險 樹勢嚴重衰弱者、VTA 診斷分數 20 分以上 

Ⅱ 潛在危險 VTA 診斷分數 10 分以上 未滿 20 分者、VTA 診斷分數

未滿 10 者但腐朽嚴重者 

Ⅰ 無危險性 VTA 診斷分數未滿 10 分者 

 

 

(二)、第二階段調查－分區土壤調查 

調查時間為 100 年 4～100 年 5 月。本調查以分區進行，共分為 32 區，每區選取 3~5

個點位，依區域大小而定，進行土壤硬度、透水與 pH 值檢測，檢測方法如下所述。 

1、土壤硬度 

以長谷川式土壤貫入計進行測量。一般測定方法為將 2 公斤的重槌抬高 50 公分使其

自由落下，讀取以此打擊力道下，貫入計所貫入土壤的深度(cm)，每次打擊的貫入深度稱

為 S 值(S 值：cm／drop)，當連續 10 次敲擊 S 值都在 0.2 ㎝／drop 以下時便可以結束量測，

並且判斷此下方的土層皆為固結層 。但本研究為進行區域間比較，因此採取於各點進行

定量敲擊，連續敲擊 19 次後，將所得之數值帄均，依硬度狀況進行分級(見表 3)。但假如

有礫石影響的可能時，則移動至周邊 30cm 處再量測一次。 

 

 

表 3. 土壤硬度評定標準 

Table 3. Soil hardness classification 

S 值(cm/drop) 硬度狀況 判定 

小於 0.7 大部分的根系入侵困難 極差 

0.7~1.0 會阻礙根系發展 不良 

1.0~1.5 會阻礙部分樹種根系發展 尚可 

1.5~4.0 不會阻礙根系發展 良好 

大於 4.0 不會阻礙根系發展（支持力低、乾燥） 尚可 

資料來源：輿水肇、吉田博宣，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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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透水試驗 

透水試驗以內徑 5.2 公分，長 15 公分的塑膠管，擊入地表 1~2 公分，注入高於 10 公

分的水量，靜置至 20 分鐘內減水高度小於 10 公分時，再注入高於 10 公分的水量，記錄

20 分鐘、40 分鐘、1 小時之水位高，將所得之數值依排水機能評定標準(見表 4)與地形、

環境狀況進行整體排水狀況分級(見表 5)。 

3、pH 值 

pH 值以 PH-5011 酸鹼測試筆進行測量，將土壤與蒸餾水以 1：2.5 混合(輿水肇、吉

田博宣，1998)，攪拌均勻後靜置，以酸鹼測試筆測量土壤 pH 值。 

 

 

表 4. 排水機能評定 

Table 4. Drainage classification 

減水速度 判定 

100mm/hr 以上 良好 

30~100mm/hr 尚可 

10~30mm/hr 有點不良 

10mm/hr 以下 不良 

資料來源：輿水肇、吉田博宣，1998  

 

表 5. 整體排水狀況分級說明 

Table 5. Description of the overall drainage classification 

排水等級 分級說明 

良好 位於坡地者、帄地排水機能評定良好者 

尚可 位於帄地排水機能評定為尚可者 

有點不良 位於帄地排水機能評定有點不良者 

不良 位於花台、地勢低漥處者、帄地排水機能評定不良者 

 

 

三、研究限制 

由於區域中，土壤為不均勻的分布，且植物為群植，因此不易區分各別樹木生長的土

壤環境，考量人力與時間上的限制，本研究僅於區域中以均勻分布方式，每區選取 3~5

個點位，依區域大小而定，進行土壤硬度、透水與 pH 值檢測，而後將測量所得數值進行

帄均、分級，以代表區域土壤狀況。區域中的植物狀況亦以帄均值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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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與 討 論 

本研究以逢甲大學為對象，進行樹木健康・安全度與影響因子調查與研究。首先以

VTA 法進行校園樹木診斷，了解校園中樹木之健康度與安全度，之後配合分區土壤調查，

了解棲地環境現況，釐清棲地環境對樹木健康、安全的影響。得到結果整理如下： 

一、逢甲大學校園樹木診斷結果 

逢甲大學中有 10%的樹木具有立即健康危險、57%有潛在健康危險，僅有 33%無健康

危險。以種植於植穴完全被鋪面覆蓋的植栽基盤類型與庭園中樹木最不健康。安全性方面

則有 6%的樹木具有立即的安全性危險、37%的樹木有潛在性危險，57%為無危險。以種

植在庭園中與草地周邊局部被鋪面覆蓋的樹木最不安全。樹木健康度與安全度狀況具有區

域性的差異，推測可能是因相同的棲地環境或管理方法，而產生相似的問題。 

樹木的健康度與安全性為顯著正相關。推測因樹木損傷時為回復應力的均一化

(Axiom of uniform stress）狀態，便會在局部加速生長，形成膨脹，因此當樹木具有安全性

危險時，即表示樹體中有傷害、缺陷的存在。當樹體受到傷害時，細胞結構遭受破壞，造

成細胞死亡，進而干擾代謝作用，使樹木健康度降低。所以樹木的健康度與安全性呈顯著

正相關。 

二、分區土壤調查結果 

棲地環境方面，校園中有 71.57%的土壤為多數根系入侵困難的堅硬土壤，14.71%為

會阻礙根系發展的不良土壤，10.78%的土壤僅會阻礙部分樹種根系發展，僅有 2.94%為不

會阻礙根系發展的良好土壤。在不同植栽基盤類型中，以花台與庭園土壤硬度較低，其餘

植栽基盤類型的土壤皆為多數根系入侵困難的極差土壤，推測因花台土壤不較容易為人所

靠近、踐踏，因此土壤硬度較低；庭園則因為民國 97 年所改建，因此所遭受踐踏的時間

較短，所以土壤硬度較低。 

土壤整體排水方面，有 24.51%為排水不良土壤，18.63%的土讓排水能力稍差，25.49%

的土讓排水能力為尚可，僅有 31.37%的土讓排水能力為良好。不同植栽基盤類型中，以

花台排水最差，草地次之，與根系周邊構造物及地形有關。 

土壤的 pH 值皆介於適合樹木生長的範圍，其中有 62%的土壤為弱鹼性土壤，以鄰近

建物植栽帶的土壤最為偏鹼。推測為建材被酸雨淋洗出鈣，鈣隨著雨水流入了周邊的土

壤，因而提高土壤的 pH 值所造成。 

三、影響樹木健康・安全度的因子 

(一)、土壤硬度 

本研究中觀察到在土壤硬實時，樹木健康度會較差，土壤較軟時，樹木卻不一定比較

健康，但會較安全。此外當土壤越軟，浮根會減少，根腐與倒伏的機率亦有減少的趨勢。

因此推測當土壤較軟時，根系生長會較好，浮根減少，因此減少了踩踏造成的根系生長不

佳與腐朽造成的不安全。樹木的健康可能受其他環境或管理，如修剪、光線等因素影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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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健康，或為土壤硬度受土壤含水量所影響，因此無法反映真實的土壤硬度。 

(二)、土壤排水 

於本研究中發現，當排水不良時，樹木的健康度會較差，而排水良好時，樹木卻不一

定會比較健康，但會較安全，與土壤硬度對樹木健康度與安全度的影響結果相似，但於本

研究中，土壤排水對樹木根系並無明顯影響。因此推測土壤排水不良造成的樹勢整體衰

弱，不僅為根系生長不良所造成的連鎖反應，可能為其他因素所影響，由文獻回顧推測，

可能與植物毒素物質累積有關。或因樣本數不足，所以無法觀察到土壤排水對樹木根系的

影響。 

(三）、土壤酸鹼度 

本研究中觀察到，逢甲大學的土壤 pH 值多偏弱鹼性，且隨著土壤 pH 值增加，樹木

健康度有變差的趨勢。另外，當樹木健康良好時，土壤 pH 值不會過鹼，當樹木健康不良

時，土壤 pH 值較偏鹼性，結果顯示與文獻回顧中，都市中土壤多偏向於鹼性，且鹼性土

壤較不利於土讓中礦物質養分之釋出，因此會造成樹木生長不良結果相符。 

四、綜合探討 

本研究的調查顯示，樹木的健康度與安全度具有區域性的差異，不同的植栽基盤類型

會造成樹木健康與安全在區域性的差異，因此對土壤硬度、排水與酸鹼度對樹木之影響進

行了解。結果顯示草地周邊局部被鋪面覆蓋的基盤中樹木的不安全度，可能與土壤硬實有

關，因為草地周邊局部被鋪面覆蓋的基盤較容易為人所靠近、踩踏，土壤易因踐踏而硬實，

造成浮根現象，而浮根易因踩踏而損傷、腐朽，造成樹木倒伏的危險。庭園中樹木的樹勢

衰弱與不安全，可能與土壤環境較無關聯，因為庭園為逢甲大學於民國 97 年所改建，其

中的樹木多有重新種植或移植，因此推測，庭園中樹木的樹勢衰弱與不安全，應與移植所

造成的傷害關係較密切。 

土壤條件對樹木生長的影響方面，發現當土壤硬度較軟、排水良好時，樹木的安全度

會較佳；土壤堅硬、排水不良時，則樹木的健康度較差，但即使土壤硬度較軟、排水良好

的環境中樹木亦有可能不健康；土壤 pH 值越偏鹼時，樹木健康度越差。 

因此，避免土壤硬實，維持土壤排水良好，將有利於使樹木安全度較佳；而欲使樹木

健康度佳，除了須維持土壤環境良好外，亦應注意其他環境或管理問題，如修剪、光線等

因素的影響，於鄰近建物植栽帶，則應注意土壤 pH 值，以避免土壤過度偏鹼，不利於土

讓中礦物質養分之釋出。 

 

 

後 續 研 究 方 向 與 建 議 

一、VTA 法的適用性 

VTA 法(Visual Tree Assessment)是一種結合樹體構造、力學強度與生物學理論，以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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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的觀察，判斷樹木結構與生長狀況的樹木視覺診斷法。但並非所有樹木皆可通用。由

文獻回顧得知，棕櫚科樹木並不具二次生長的能力，與一般樹木生長不同，樹體受損傷時

亦不會在局部加速生長，因此無法由目視判定樹體的缺損。 

本研究中亦發現，是否為棕櫚科對於評估樹木健康度與安全度有所影響，因此棕櫚科

植物與非棕櫚科植物應分開進行評估。 

二、土壤狀況代表性 

由於區域中，土壤為不均勻的分布，且植物為群植，因此不易區分各別樹木生長的土

壤環境，考量人力與時間上的限制，本研究僅於區域中以均勻分布方式，每區選取 3~5

個點位，依樣區大小而定，進行土壤硬度、透水與 pH 值檢測，而後將測量所得數值進行

帄均、分級，以代表區域土壤狀況。但種植於草地或庭園中的樹木，由於種植環境較無構

造物的限制，因此應有較多的測量點位，以利反應土壤的現況。此外根系亦可能竄出植栽

基盤，因此後續研究時，除應增加區域中測量點位外，亦應加強根系的分布調查，以釐清

根系的生長棲地，以利更進一步釐清土壤環境對樹木生長的影響。 

土壤硬度是否可代表土壤孔隙狀態亦值得深思，因為土壤硬度狀態會受土壤質地與含

水量影響，因此硬度狀態並非絕對值，所以硬度較低的土壤不一定代表土壤較鬆軟；堅硬

的土壤中若有縫隙，根亦可延縫隙生長，而不受影響。因此土壤硬度的測量與其反映的土

壤狀態是否具有代表性，應更多加探討。 

三、環境影響因子 

本研究只針對土壤硬度、排水與酸鹼度等因子，進行土壤環境對樹木影響之探討。但

影響樹木生長的環境因子種類眾多，許多因子的探討並不完善。可再進一步探討光線、植

穴大小或土壤中植物毒素含量等環境狀況，與人類活動、植栽維護管理行為，及樹木間交

互作用或土壤微生物對樹木的影響等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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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ree planting has been promoted globally for carbon red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Greeneries in campuses are an important task in achieving greener environment. However, as 

what we know about the benefits of having trees, there are also potential crises behind.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trees habitat and their degree of impact on trees health 

and safety factors in the campus. The ultimate target is to have safety and healthy trees in the 

campus. In Feng-Chia University, the survey results showed that 67% of the trees were 

evaluated to have immediate or potential health danger. On the safety side, 43% of the trees 

have an immediate or potential danger. For habitat environment, 86.28% of the planting 

medium was found to be too hard and it will stunt the root growth, 68.63% of the soil drainage 

is poor. Soil pH values were in the range suitable for tree growth, with 62% of the soil is slightly 

alkaline and the soil near to buildings were found to be most alkaline. Trees with their rooting 

area being covered completely by pavement and those planted in the gardens had an immediate 

health danger of 43% and 41%; trees with grass grown in their surrounding were found to have 

the highest potential danger in their health, which was as high as 79%. For safety wise, 25% of 

the trees in the gardens were found to have the highest record among other planting area. Trees 

with grass covered at the trunk flare were found to have 65% of them rated as potentially 

dangerous, the highest among the groups. Results show that good soil will be able to grow safer 

trees and poor soil condition can cause unhealthy trees. Hence,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trees 

safeties in campus, soil hardness, drainage and pH conditions should be emphasized. The 

peaceful coexistence of trees with human being will not be a far fetch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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