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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老樹非破壞性根系調查之研究 

以后里澤民老樟樹為例 
 

 

葉 芯 芳 1)   劉 東 啟 2) 

 

 

關鍵字：根系調查、珍貴老樹、樹木生長 

 

摘要：樹木與人類生活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生長在我們周遭的老樹，十年種樹，

百年才得一棵老樹，然而不論是樹木或老樹，唯有健康的根系才會有健康的樹木，

根系有許多重要的功能，如吸收水分與礦物質鹽類吸收、固持樹體、儲存養分、

合成植物生長調節物質與繁殖等。研究結果顯示，土壤表層根系調查有以下四個

現況，一為根頭附近區域發現部分塊根、特大根或大根有因外力造成根系受傷現

象，使得根系腐爛或長出許多的不定根等。二為細根於植草磚下方密布，呈現水

帄生長。三為部分區域的土壤表層挖掘中，發現探坑有排水不良的現象。四為根

系的生長由土層下方往上方生長等現象。塊根與特大根，因所調查到的數量較少，

無一定規律；大根與中根的根系分布呈現倒 U 字型，推測原因為碑文記載澤民樟

樹原本的棲地為生長於土丘之上，該根系生長會受土丘地勢影響，故根系於根頭

至距根根頭約 10 公尺處，呈現一個倒 U 生長，於距根根頭約 10 公尺處至 22 公尺

處區於水帄狀，分布曲線近似土丘的形狀，而目前的生長環境為一個帄地，原低

窪地可能有重新覆土的情況，除原本倒 U 型的根系外，亦造成根系有二次生長現

象。細根的分布則集中於淺層地區 5-25 公分處，最深至 100 公分處亦有發現細根

生長。運用克利金做根系分布的預測結果顯示，細根有偏向北方生長的現象，其

次為生長較多的位置為西南方近根頭地方，最少的地區以西南方靠近研究地點外

圍地區為多，粗根有生長及中於各方位的根頭區域，其中以北方與南方為最多，

最少的地區以西北方與西南方靠近研究地點外圍地區為多，綜合來說，根系有偏

向生長的現象，偏向於北方為最多，最少的地區以西南方靠近研究地點外圍地區

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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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樹木與人類生活有密切的關係，有淨化大氣、保持水土、維持環境穩定的功能，特別

是生長在我們周遭的老樹。十年種樹，百年才得一棵老樹，在臺灣各地都市郊區各個角落，

皆見到老樹的蹤影，它是大自然賦予我們重要的資產，在生態環境的維護上，除有不可磨

滅的貢獻外，也伴隨著我們的成長，具有文化、環境、美學、生態、學術與教育解說的價

值(李，2009)。 

老樹的存活及保護，與其生理有重要之影響，樹木是由各部份組織組成的統一有機

體，各部分間的生長具有相互制約與協調的現象，地上部(莖和葉)與地下部(根)間會交互

影響。其中又唯有健康的根系，才可能會有健康的樹木，樹木的根系有許多重要的功能，

如吸收水分與礦物質鹽類吸收、固持樹體、儲存養分、合成植物生長調節物質與繁殖等。

且當樹木遭受到各種外力改變時，樹木本身亦會產生生態上的反應(朱，1993)，因此了解

影響樹木的根系的生長狀況，可以對老樹的生存盡一份心力。 

每一棵老樹，都有一段綿延百年的動人故事(台中市政府農業局，2011)，為保有每個

動人故事，各地縣政府都在實踐保存老樹的計畫，最早至台灣省農林廳時期，也有著手對

於全國老樹普查的調查，皆是希望能落實珍稀樹木保育的目標，對於老樹，如同人類有生

老病死的階段，我們需透過非破壞性儀器進行對老樹的健康檢查，以不破壞與傷害老樹為

前提，又能達到保存與保護的目的。 

綜合言之，珍貴老樹與我們有密切的關係，不僅對我們有多方面價值，也是我們須共

同保存與維護的對象，而又唯有健康的根系才會有健康的樹木，因此透過非破壞性的方式

去檢測老樹，此議題值得深入探討。 

 

 

研 究 對 象 與 方 法 

一、研究對象 

澤民樟樹，以樹幹的胸圍來論，這棵老樟樹是台灣帄地最大的樟樹。 老樟樹原名「月

眉樟公樹」，於 1982 年時任台灣省主席的 李登輝先生取「澤施於民」之義，又稱「澤民

樟公樹」。澤民老樹的胸高直徑為 213 公分，海拔 212 公尺，樹高約 17 公尺，冠幅約 800 

m
2，北側主幹 1230 公分，南側主幹 1160 公分，地際為 1820 公分，於當地又有澤民神木

的稱號。 

而本研究以其為調查對象，其中主要原因為下列兩點： 

(一)珍貴老樹為重要之自然景觀與綠色資源，可反映該地的歷史和地理環境，因此有

被保護與研究之價值。 

(二)澤民樟樹為台灣帄地地區最大之樟樹，可藉由其多年的生長經驗，了解樹木的根

系分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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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一為以高壓水力挖掘法詴挖掘土壤表層，深度為 20-80 公分不等之深度，了解樹木根

系的分布與數量，做土壤表層根系詴挖掘調查之探討。二為以高壓水力挖掘法挖掘，深入

土壤中之洞孔，洞口寬度約為 5-10 公分，深度依各分區土層結構不同而有所異，再運用

內視鏡進行根系數量調查，來了解土壤層級中的根系分布與數量，做鑽孔根系分布調查與

土壤孔洞之各土壤深度根系調查兩方面探討。所得之數據資料以 EXCEL2007 統整，再

SPSS 軟體進行圖表的繪製與分析，並結合 ArcGIS 進行克利金圖面分析。 

(一) 

調查時間為 100 年 10 月與 101 年 4 月。採取樟樹周邊的土壤樣區做調查，所得之資

料以 W. Böhm (1979)的紀錄根系方式，記錄根系的數量與根徑，而又以苅住曻(1987)提出

的根系分類方法做記錄，詳見表 1。 

(二) 鑽孔根系調查 

調查時間為 101 年 4 月至 101 年 5 月。本調查以每 1.5 公尺為間距取樣，範圍北至

管理委員會邊界，東至福德祠與道路邊界，南至公共廁所旁道路，西至稻田邊界，

並以植草磚與鋪面做為各樣區之範圍劃分，總共取樣點共分為 7 區，共有 130 個取樣

點，進行土壤的挖掘，以水力鑽孔法進行分區根系調查，來了解各土壤層中的根系分布與

數量，共分為七個樣區，取樣點 130 個，詳見圖 1 土壤挖掘樣點圖。 

記錄之方式，先量取洞口深度，在深入內視鏡觀察，以洞中深度每 5 公分為一討論之

單位，深度從 5 公分至 100 公分，根系粗細參考苅住曻(1987)與岩崎藤助(1955)之方式記

錄並修改成適合本次實驗，分為五個等級，運用工業用內視鏡觀察記錄根系時，以捲尺做

為根系粗細時的判斷，或是運用內視鏡遠與近交錯觀察，並與捲尺的刻度做比對，以確定

根系直徑的粗細，詳見表 2 、表 3。 

 

 

表 1. 根系分類表 

Table 1. Root classification  

根系分類 尺寸(CM) 

細根  ∮<0.5 cm 

中根  0.5≦∮<2 cm 

大根  2≦∮<5cm  

特大根 ∮≦5cm 以上 

塊根  呈現盤狀或塊狀  

∮：表示為根系直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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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土壤挖掘樣點圖。 

Fig. 1. Soil excavation samples.  

 

表 2. 根徑分類表 

Table 2. Root classification  

分類 細根 粗根 塊根 

說明 

細根 小徑根 中根 大根 特大根 塊根 

∮<0.2cm 以下 0.2≦∮<0.5 cm 0.5≦∮<2.0 cm 2.0≦∮<5.0 cm ∮≦5.0 cm 以上 
呈盤狀或塊

狀根系 

標記 ○ ○ ● 
 

 

∮：表示為根系直徑 

 

表 3. 根系有無分級表 

Table 3. Root whether the grading  

分類 無 些許 有 多 很多 

說明 沒有根 0-≦3 根 3-≦6 根 6-≦9 根 9 以上根 

分級 
0 1 2 3 4 

-  ● ●● ●●● ●●●● 

A 

B 

C 

D E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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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土壤孔洞之各土層深度根系調查與分布推估 

將鑽孔根系調查所得之資料，以 EXCEL2007 與 SPSS 軟體進行數據的統計，並結合

ArcGIS 進行克利金圖面分析，探討每一土壤分層的根系分布與數量狀況，以每 5 公分為

討論之單位。 

運用地理統計法方法解析地底根系分佈模型，地理統計的核心概念是利用區域化變數

理論(the theory of regionalized variables)所推衍之變異圖(variogram)來描述資料的空間相關

性，並經由變異圖所展現的空間結構模式對未採樣位置進行最佳線性無偏的估計(best 

linear unbiased estimation, BLUE)其概念最早是由南非礦業工程師丹尼、克利格(Danie G. 

Krige)和赫伯特、希雪(Herbert Sichel)為探勘金礦所提出的。法國數學家喬吉司、馬斯龍

(Georges Matheron)進而發展歸納地理統計的應用性與發展性，成為現今地理統計的理論基

礎。 

地理統計是認為區域內觀測之隨機變數 Z(x)，分析空間分佈上之具有特定結構，並由

此結構推估區域內變數分佈特性(Delhomme, 1978)。一般克利金法是最為廣泛應用之地理

統計方法，亦常常做為定率模式參數輸入之工具，其假設為區域內變數之帄均值為未知

數，變異數為定數，並且空間內任意兩點之共變異數只與相對距離有關，此性質為二階定

常性(second order stationary)，但往往這假設條件過於嚴苛，所以只要帄均值、變異數與共

變異數具有只與相對距離有關之特性，即符合本質假設(intrinsic hypothesis)，此假設為區

域化變數之理論基礎。一般實際應用上，通常先以各觀測點所測得之觀測值，建立詴驗半

變異元(experimental semivariogram) (h)，如(1)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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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h):配對數; h:間距再以理論之半變異元模式予以套配，求取最適合之模式，一

般套配模式包括指數、高斯、球型模式，並決定模式中影響範圍(range)、臨界變異值(sill)、

碎塊效應(nugget effect)等參數。一般克利金法推估具有最佳線性無偏估之估計方式(best 

linear unbiased estimator, BLUE)，其特性包括推估值為所有觀測資料之線性組合，如(2)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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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i :各觀測點之權重;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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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估點之期望值等於真值之期望值，如(3)式 

)]([)](ˆ[ 00 xzExzE 
                                          (3) 

及導入拉格蘭吉乘數
(Lagrange multiplier)，使推估值與觀測值之變異數為最小等三項特

性，如(4)及(5)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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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推導出克利金系統方程式(6)式及克利金變異數(7)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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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地底根系調查資訊之分層採樣數據進行克利金法推估，並套繪空間相位圖，

可以推估描繪地底根系之空間分佈情形，以利後續現象探討，根系之分類，分為三部分做

探討，一為細根，細根包含直徑小於 0.2 公分與介於 0.2 至 0.5 公分的根系，二為粗根的

探討，包含了大根中的中根、大根、特大根與塊根，三為綜合的探討，將細根、大根與塊

根綜合一起討論，並給予不同根系權重，將小根的分數給予一分，粗根中的中根給予 2 分，

大根 3 分，特大根 4 分，塊根 5 分做克利金的探討分析，詳見表 2 、表 3。 

三、研究限制 

由於區域並非全然無地上物，因此無法在每個間距上都得到樣點，且在人力與時間上

的限制，本研究在樣點的取樣上避開鋪面、花台、遊具與其他建物，且周邊有道路、私人

之農田、店家、住宅等，為無法調查之區域，因此本次研究範圍北至管理委員會邊界，東

至福德祠與道路邊界，南至公共廁所旁道路，西至稻田邊界，且在範圍中有鋪面之位置，

屏除於研究範圍之內。。 

洞之挖掘時，因無法掌控土壤中內涵物，可能會遇到土層中有硬物、石塊等，使之無

法深入挖掘，因此挖掘之洞有深淺上之不同。 

 本實驗主要於 99 年 10 月至 100 年 5 月，由於實驗無法一次完成，因此採用逐次調

查的方式進行，可能造成實驗結果有些許之誤差，視之為時間限制。 

 

 

結 果 與 討 論 

本研究以珍貴老樹非破壞性根系調查之研究以后里澤民樟樹為例。首先以土壤表層根

系調查，了解澤民樟樹的根系分佈概況，之後配合鑽孔根系分布調查與分層根系分布與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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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推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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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表層根系調查結果分析 

在土壤表層根系數量調查方面，綜合土壤表層根系調查之結果，整理調查所發現的根

系狀況，有生長出不定根、細根的分布成水帄狀生長、排水不良、根系生長由土層下方往

上方生長等狀況，並在以下做探討： 

(一)在根頭區域挖掘發現，部分塊根、特大根或大根因該區域先前有鋪設植草磚工

程，故因為施工等外力造成根系受傷現象，使得根系腐爛或長出許多的不定根等。 

(二)細根於植草磚下方密布，呈現水帄生長，推測原因為植草磚本身構造使該間隙下

方水分與空氣充足，而水分無法滲入深層土壤中，導致根系多於表層地區，並可於分層根

系分布與數量狀況分析中相對照，於分層討論中可得知，細根的分布以淺層(0-20cm)為主。 

(三)部分區域的土壤表層挖掘中，發現探坑有排水不良的現象，這些區域的根系也相

對的較少，但由於本次實驗並未實際測量土壤排水，故無法以數值做分析。 

(四) 根系的生長由土層下方往上方生長，推測原因，根據澤民樟樹旁所立之碑文，

其中說到『澤民千年大樟公，況革概略相傳此地昔日是大水窟，窟中土堆上一株樟樹』，

現在的生長環境為帄地，原低窪地可能有重新覆土的情況，所以造成部分地區的根系有向

上生長的狀況。 

二、鑽孔根系分布調查結論 

於距根頭相同距離之立面結果發現，立面於距根頭 3 公尺至 24 公尺，總共分析 22 條

立面，深度於 0-100 公分，總共 130 個樣點，根系分布有以下發現： 

距根頭 3-6 公尺處，有不同的根系型態分布，塊根、特大根、大根、中根與細根，深

度集中於 0-20 公分的淺層。 

距根頭 6-11 公尺，根系分布有兩個層次，一為淺層(5-25 公分)，主要分布於此層的根

系類型為細根與中根，二為深層(45-65 公分)，此深度分布的根系類型主要為中根與大根。 

帄面距離 11 公尺至 24 公尺處，南北兩側有稍不同，北側 11 公尺至 24 公尺細根數量

明顯減少，中根於各深度皆有分布，大根與特大根主要分布於深度 45-65 公分處。南側 11

公尺至 24 公尺細根數量集中於淺層(5-25 公分)，中根皆有分布，大根與特大根主要分布

於深度 40-80 公分處。 

綜合以上，塊根與特大根，因所調查到的數量較少，無一定規律；大根與中根的根系

分布呈現倒 U 字型，推測原因為碑文記載澤民樟樹原本的棲地為生長於土丘之上，該根

系生長會受土丘地勢影響，故根系於根頭至距根根頭約 10 公尺處，呈現一個倒 U 生長，

於距根根頭約 10 公尺處至 22 公尺處區於水帄狀，近似土丘的形狀，而目前的生長環境為

一個帄地，原低窪地可能有重新覆土的情況，除原本倒 U 型的根系外，亦造成根系有二

次生長現象。並於土壤表層根系數量調查時，發現根系的生長由土層下方往上方生長，表

示澤民樟樹原本的根系於較深的位置，被覆土後，造成根系的二次生長與向上竄升生長的

現象，兩次調查中的結果有相對應。細根的分布則集中於淺層地區 5-25 公分處，最深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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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公分處亦有發現細根生長，詳見圖 2。 

三、土壤孔洞之各土層深度根系的數量與分布調查結論 

以高壓水力挖掘法挖掘深入土壤中之洞孔，並於各洞中深度每 5 公分為一討論之單

位，深度從 5 公分至 100 公分，總共 20 層。 

(一)細根探討 

細根分析中發現，各分區分布於深度 5-20 公分為最多，但於深度 40-65 公分處數量

有稍微增多。各區的探討，細根於 A 區北側、C 區、D 區、E 區為多，其中以 A 區北側

為最多，可發現細根分布較多的區域，與地上部北側較粗之枝條有相互輝映的情況，以區

位探討，細根有偏向生長的現象，偏向於北方為最多，其次為西南方近根頭位置，最少的

地區以西南方靠近研究地點外圍地區為多，詳見圖 3。 

(二)粗根探討 

粗根分析中發現，各分區分布 5-30 公分與 50-65 公分處為最多，可明顯看見有兩個

層次，分為淺層與深層。各區的探討，於 A 區發掘為最多，此區為根頭區域，發掘較多

的粗根，其次為 B 區、C 區、E 區等區域，可發現粗根分布較多的區域，與地上部較粗之

枝條有相互輝映的情況，以區位探討，粗根有生長及中於各方位的根頭區域，其中以北方

與南方為最多，最少的地區以西北方與西南方靠近研究地點外圍地區為多，詳見圖 4。 

 

 

 

 

 

圖 2. 綜合根系分布圖。 

Fig. 2. All root distribution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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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綜合細根克利金分析圖。 

Fig. 3. Fine roots kriging analysis chart. 

 

 

 

 
 

圖 4. 綜合粗根克利金分析圖。 

Fig. 4. Large roots kriging analysis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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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探討 

綜合各區的探討，根系的分布有不同層次的，於深度 5-25 公分處，多數區域此深度

根系分布較為旺盛，推測原因為，深度 5-25 公分層為植草磚下方之區域，植草磚厚度為

10 公分，環境因子水份與土壤通氣度較足夠，為根系旺盛之原因，其次為 45-65 公分處，

對照與根頭相同距離位置斷面調查結果推測原因為，此層的大根與特大根數目偏多，造成

此結果。 

各區根系於 A 區北側為最多，其次為 C 區、D 區、E 區，發現根系分布較多的區域，

與地上部較粗之枝條有相互輝映的情況，此現象可於 A 區與 E 區明顯見到，以區位探討，

根系有偏向生長的現象，偏向於北方為最多，最少的地區以西南方靠近研究地點外圍地區

為多，詳見圖 5。 

四、后里澤民樟樹二段根 

本研究在鑽孔根系調查中發現，澤民樟樹的根系分布有分層的現象，可大致分為 5-25

公分層與 45-65 公分層，有二段根的發現，推測原因為澤民樟樹的土層有被覆土的現象，

覆土的深度達 80-100 公分，以至於本次調查的結果。 

根系分布有層次性，因為再次被覆土，被迫長出二段根，可能導致樹勢衰弱而走向死

亡，為值得注意的問題。 

 

 

 

 

圖 5. 綜合根系克利金分析圖。 

Fig. 5. All root kriging analysis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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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續 研 究 方 向 與 建 議 

一、研究時間 

本研究進行實驗之時間方面，由於人力的限制，進行調查的時間天數較分散，日後可

嘗詴討論季節性的差異，探討根系生長於秋季、冬季或夏季間的不同，深入了解根系成長

時間點，可做為後續研究的重點。 

二、根系探討 

本研究於根系探討中，以劉東啟教授專利，運用高壓水力挖掘法挖掘土壤，挖掘 130

個取樣點，總帄均深度為 78.5 公分，其中的每個樣點的深度不一，其中的因素有很多，

洞中的內涵物如碎石、石頭、粗根等，都會影響到挖掘的深度，可於後續研究中，挖掘更

深的土層，探討 100 公分以上的根系分布，做更詳細的研究與探討。對於澤民樟樹二段根

的發現，可針對其他同種珍貴老樹做探討。 

三、研究對象 

本次所研究對象只針對后里澤民樟樹做探討，未來可針對台中地區不同樹種的珍貴老

樹做比較，探討類似環境因子，不同樹種之間的差異。台中市的珍貴老樹樹木，樹種分別

有榕樹、茄苳、雀榕、龍眼、芒果、楓香、吉貝木棉等七種，例如台中市西區後龍里台中

港路老茄苳樹，環境因子類似，皆有廟孙、鋪面圍繞等，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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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ees and human life. Trees purify the air, act to 

conserve soil and water, maintaining our environment under a stable condition. It is an 

important asset of nature as it contributed as a part of ecology. Trees, despite their biological 

age, survive only on healthy root system as roots absorb water and mineral, enabling al the 

metabolism activities within a tree. Four observations of roots were recorded: 1) large root at 

abnormal size, decaying and adventitious roots grows near the trunk flares were caused by the 

secondary growth after they were injured by external forces 2) fine roots spread and grow under 

the aeration brick 3) research pits with poor drainage have lesser roots 4) when the pits went 

deeper, roots grow upward directing to the soil surface.Under this study, the root with excessive 

size are of random, medium to large roots with the inverted U-shape root distribution is caused 

by the soil mound up before these trees were planted. Distribution of fine roots is concentrated 

at the soil depth of 5-25 cm to the deepest 100 cm. Roots were categorized by a) less than 0.5cm 

diameter b) 0.5 ≦ - ≦ 5.0 cm diameter c) combination of root a) and b). Kriging analysis 

forecast the root distribution. Type a) roots tend to grow to the north areas, followed by the 

southwest side near the trunk flare. Root b) growth in all positions, with majority at North and 

the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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