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林業 ■ 九十四年 二月號62

專題■■■■■

黃槿、構樹、朴樹及台灣海桐等林木可逐漸

自然入侵，但第一線植被恢復情形卻不明

顯，顯見如果任其自然演替，當上層的木麻

黃全部枯死後，其他海岸植群恐難可以立即

取代，且當林分衰敗後，不但嚴重喪失防風

的機能，更導致木麻黃純林難以永存。因此

如何利用現有老熟林分，混植原生海岸樹

種，並透過生態營造及相關育林技術來改善

林相，誘導天然更新之發生，俾以提高海岸

林穩定性，實為現今海岸林經營的首要之務。

一、前言

台灣四面環海，海岸線全長達1,139㎞，

由於沿海地區常受季風及颱風的嚴重侵襲，

因此海岸防風林對海岸地域之飛砂安定、農

作物生產及生活環境的保護極為重要。雖然

木麻黃自1897年引入台灣迄今僅有百餘年歷

史，但因其對濱海地區飛砂具有較強之固定

能力，且能耐旱、耐鹽霧及耐貧瘠，故成為

海岸造林最重要的防風樹種。因此西海岸地

區長久以來大多是以木麻黃純林的方式來營

造，並賴以建成強固的天然守護牆。但木麻

黃在長期面對風災、鹽霧、乾旱及病蟲害等

惡劣環境的侵襲下，導致即使只有20∼30年

生之林分，也會產生衰退現象，再加上西部

海岸工業區的陸續開發、濱海遊樂區的設立

以及沿海地區因養殖抽取地下水造成地層下

陷等問題，更持續衝擊著海岸木麻黃林的健

全生長。而更棘手的是，由於木麻黃天然更

新極為不易，同時經野外觀察結果，林分的

衰敗通常係由海岸第一線的木麻黃成熟林分

之林間孔隙逐漸擴大，並向內陸延伸，雖然

台灣西海岸防風林造林策略與樹種之選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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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海岸類型與植物生態的

關係

為正確將育林技術導入生態營造的經營

模式，首應瞭解台灣海岸類型與植物生態之

相互關係。而就台灣海岸類型概可區分為北

部沉降海岸，其範圍西起淡水河口，東至三

貂角；其次為西部隆起海岸，由淡水河口南

岸至屏東楓港附近；至於東部屬斷層海岸，

北起三貂角，南至恆春半島旭海一帶；至於

南部則為珊瑚礁海岸，係以恆春半島為主。

由於台灣海岸類型不同，因此海岸植物群落

類型亦不相同，北部及東部為岩岸植物群

落，南部屬珊瑚礁植物群落，西部組成則較

為多樣，在河岸出海口處有紅樹林，而西部

平坦海岸地帶則有沙丘植物群落、海岸灌叢

及海岸林等，加上西部平原地區又為農耕發

達之處，因此西部海岸地區遂成為本島主要

防風林造林區域。

由於植物群落的分佈與演化趨勢，常受

其生育地環境因子的影響，因此西部海岸地

區在長期受季風、烈日高溫及鹽霧之侵襲

下，對植群而言，皆是嚴苛的挑戰。此外由

於本區域雨量為台灣本島雨量最低之處，平

均低於1,250㎜，且濕潤指數僅介於0∼20之

間，因此無法維繫鬱閉森林之組成，遂成典

型之疏林群系，而所謂疏林即為界於森林與

草原之中間型植物群系。台灣之疏林群落主

要出現於北港溪與大安溪間之西海岸地帶與

澎湖群島之熱帶疏林群系，植被以禾本科與

莎草科之高草類為優勢種，樹木僅散生其

間，如：黃槿、榕樹、刺桐、苦楝、草海桐

與林投等，此外最常見的則是木麻黃人工造

林地。因此綜上所述，本區之造林如任以自

然演替之方式經營，最終所得之疏林群落，

實難達成防風之功效，因此有必要透過適當

的育林技術來加以改善。

▲栽植後應維持經常性的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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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部海岸防風林現況檢討

1. 雖然木麻黃引入台灣迄今已逾百年的歷

史，然而卻由於缺乏長期維護管理，加上

其自然壽命在本省僅約二、三十年，且又

欠缺天然更新之能力，故難以永續經營，

而必須不斷重複造林。

2. 西部沿海地區由於海岸地層下陷及海水倒

灌的雙重威脅下，導致土壤鹽化日趨嚴

重，不但危害林木生長甚至死亡，並造成

部份防風林枯死殆盡。

3. 海岸外緣林帶因風及鹽害作用而成低矮灌

叢狀，故難以達到預期的防風效能。

4. 大型工業區陸續朝海岸生態敏感地區開

發。由於工業區多設立在沿海自然條件較

差之區域，不但氣候較不適於植物生長，

且土壤質地亦甚為低劣，因此長期面臨綠

化上之困境。

四、海岸造林再思維

森林之建成可對周遭環境發揮防災保

護、改善與增進公共福祉等功能。海岸造林

主要針對海岸防風林與飛砂防止林而言，海

岸防風林，大多是栽植在海岸及河流出海口

處，林帶與海岸平行，主要作用為防風之

用，尤其是東北季風。而所謂飛砂防止林，

乃指在海岸及河流出海口處，以安定飛砂為

目的，且每年需陸續向外延伸。雖然百年來

木麻黃造就了台灣海岸林的綠色奇蹟，但其

難以永續經營，卻也為經營者帶來沉重負

擔，因此如何重新考量與調整經營策略，實

為今日海岸造林之關鍵所在。

（一）珍惜與利用木麻黃類之遺傳資源

木麻黃類在台灣先後亦引進有10餘種，

但仍以木賊葉木麻黃為主。由於本種屬分佈

廣泛的樹種，易發生地理分化或生態變異，

且在長期育苗造林下，是否已有地域品種的

形成？尚待研究，加上木麻黃類開花期相

近，種間亦可能發生漸滲雜交的現象。因此

可適當透過木賊葉木麻黃親緣關係和族群遺

傳結構之研究，應可選拔出適合台灣海岸生

長，且具更強之抗風、耐鹽與抗病蟲害的能

力的木賊葉木麻黃及山木麻黃種源，將提供

未來臺灣引種育苗和栽植木麻黃經營參考。

（二）生態造林理念的建立與二階段育林技

術之推廣

生態造林即依據生態學上族群演替的理

論，運用鄉土樹種的生長快速及耐蔭性強等

特性，以人工栽植方式來縮短海岸林的演替

過程，並建造成一個能自行天然下種更新的

森林。而為達此目標，施作上可以木麻黃為

先驅樹種，先栽植於海岸前緣，儘速達成防

風定砂之功能，待其林分即將開始老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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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砂防止林。



前，再於林分孔隙處混植鄉土樹種，並漸次

取代原有之木麻黃，此種二階段造林之方

式，不但使現有之木麻黃人工林，不致因砍

伐或重新造林而喪失防風機能，且間植之鄉

土樹種亦受到木麻黃之庇護，得以順利生存

與生長，一旦形成多樹種異齡的混合林後，

再藉著適當育林技術之導入，來誘導天然更

新的發生。

五、造林成敗應先正視濱海環境逆

壓與植物適應性來選拔樹種

濱海地區因直接遭受季節風、乾旱、烈

日高溫及鹽風之侵襲，一般綠、美化植物較

難於適應，故推廣之樹種必須能抵抗或耐受

環境逆壓。因此防風林造林樹種之選擇條

件，自不應以木材之經濟生產為考量，而應

具備生長快速、耐旱、耐鹽、耐瘠、抗風及

抗病蟲害之能力 。同時選擇常綠喬木、樹冠

茂密及深根性者，並具有繁殖容易（成活率

高）、衰退較慢，耐濕、耐砂粒打擊、抗折力

強及具有天然下種更新能力的樹種為優先考

量。而針對這些特性將相關樹種整理如次：

（一）海岸第一線適宜樹種（以二階段造林

為原則）

台灣西海岸第一線防風林適生樹種不

多，仍以木麻黃類為主，尤以木賊葉木麻黃

分佈最廣，此外桃園飛砂防備保安林則以黃

槿較佔優勢，至於海岸林緣或林間孔隙處與

木麻黃混植者，主要為黃槿、林投、草海桐

及白水木等，其他如飛砂防止林則以定砂植

物（馬鞍藤、天蓬草舅、蔓荊及濱刺麥等）

為主；至於河口紅樹林，北部以水筆仔，中

南部以海茄苳、欖李及五梨跤為優先考量。

（二）海岸第二線適宜樹種（採多樹種混合

栽植）

1. 常綠性喬木

相思樹、榕樹、白千層、海檬果、臭娘

子、瓊崖海棠、福木、繖楊、毛柿、構樹、

無葉檉柳、稜果榕、大葉山欖、銀葉樹、小

葉南洋杉及台灣海棗等。

2. 落葉性喬木

苦楝、朴樹、刺桐、台灣欒樹、黃連

木、欖仁、印度黃檀、大葉合歡及水黃皮

等。

3. 小喬木或灌木

草海桐、蘭嶼羅漢松、毛苦參、苦林

盤、白水木鵝掌藤、月橘、厚葉石斑木、象

牙樹、夾竹桃、台灣海桐及海桐等。

（三）低濕鹽分林地之適宜樹種

所謂鹽漬土係指土壤物質受到鹽分的影

響，或指正常土壤受到海水的淹沒、浸漬及

破壞所形成的土壤。作業上，係以土壤改良

為優先，因此應先有效的增設排鹽溝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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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層下陷衝擊著海岸木麻黃林的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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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漬土的改良，方能發揮最有效的功能。在

樹種選擇上，就四湖栽植情形觀察，從初期

生長與成活率顯示以肯氏蒲桃、臭娘子、欖

仁樹、刺桐、銀葉樹及水黃皮較佳，此外，

苦楝雖初期生長不佳，但6年生以後卻有不錯

成效。其後陸續補植的海茄冬、水筆仔、欖

李、蓮葉桐、土沈香、苦藍盤及苦檻藍等生

長情形均不錯。

六、選擇可行的海岸防風林造林方

法（透過植物演替的原理，逐

步建立海岸帶植物群落）

在造林策略上，其基本原則即在確保植

物存活與成長，首應以選擇當地原生樹種及

類似生育地之樹種為原則。宜採用小苗栽

植，選用1∼2年生容器苗，並應配合季節性

出栽，栽植採密植方式，通常每公頃至少

5,000株以上（採三角栽植）。而就西部海岸

地區而言，一般受風、砂等多項因子危害侵

襲，這些危害的發生，主要受風之氣象條件

及砂之地質條件所支配。

為確保造林成功，飛砂地以堆砂法，而

低溼地則以築堤法進行整地工作。定砂工

作，首先以堆砂籬堆砂，其材料大部分以桂

竹桿為柱，以梢或細小之竹子為編籬，此材

料不僅易於獲得，而且對減低風速及堆砂均

有不錯效果，並配合栽植地被植物(如馬鞍

藤、天蓬草舅及濱刺麥等)方式併用，使未安

定之砂丘穩定後再實施造林為當。而築堤法

則以挖土機每間隔一段距離開溝築堤，並可

藉此達到排鹽之效果。作業上，第一線由於

環境逆壓太大，一旦直接將闊葉樹種栽植在

惡劣環境下，恐將無法獲得理想之綠化成

效。因此可運用二階段造林之方式來進行，

▲防風籬。



即以木麻黃為先驅樹種先栽植，並利用木麻

黃營造出來的防風林再陸續以濱海型原生樹

種進行間植，形成木麻黃及闊葉樹種之混合

林，再逐年將木麻黃汰除，以漸進的方式建

成原生樹種混合林，但位於第一線最前緣的

木麻黃林帶（約0∼15m以內的林帶），由於

至目前為止依舊無法取代，因此間植時仍以

木麻黃為主。至於第二線的造林方式，則可

採多樹種混合栽植法，並以自然生態法配

置，採多樹種之複層混交栽植方式，而且藉

著地形及防風網來保護所栽植的原生樹種及

地被植物。至於如位於河川出海口之潮間帶

(濕地)，由於受潮汐影響較大，鹽分極高，

故選擇水筆仔、海茄苳、欖李及五梨跤等紅

樹林樹種栽植。此外建議不論採取何種栽植

方式，均應實施適當之土壤改良以利苗木根

系的生長，並務須維持經常性的維護管理來

配合。

七、結語

台灣易受颱風危害，尤其西部海岸則再

加上每年深受冬季東北季風侵襲危害，而目

前台灣海岸造林樹種一般多採用木麻黃且以

純林方式經營，但由於缺乏長期維護管理加

上其自然壽命所限，而需不斷重覆造林。有

鑑於此，林業界早有提倡混合造林，或林下

更新等措施，因此利用木麻黃林下或空隙處

栽植台灣海岸鄉土樹種，期望所種植之海岸

樹種，在有上層木麻黃保護下，能順利成活

生長，改善海岸林之林分結構，只是目前確

實運用於造林策略上者較少，或者所栽植之

林木只限於少數種類，而未施行全面之推

廣。

由於混合造林或林下更新時栽植樹種，

易受到快速生長之上木木麻黃凌壓，而影響

其生長，且由林下植樹更新試驗中，發現林

分內之光度值變化實為重要影響因子。因

此，如何選擇適生樹種尤屬重要。而就生物

多樣性的角度而論，選拔鄉土樹種混合栽植

實具有增加植群變異，提昇林分之保護功

能。因此海岸林栽植宜以育成混合林為目

標，利用可自行更新之多樣樹種，營建歧異

性高且具生態穩定性之林相。此外濱海地區

縱使在環境逆壓太大時，亦可先採用適應性

較強之木麻黃，來進行綠化工作，再以漸近

的方式建成原生樹種混合林，然而必須強調

的是，第一線前緣的木麻黃林帶至目前為止

依舊難以取代，間植時仍以木麻黃為主，但

只是被合理的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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