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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植物根系之分布引領進入生態學理領域
顏正平
（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系教授）

摘要

本研究採用嚎溝法，調查 117 種植物，分八項因子及序級，將植物根系分布類型加以分
類，本文係以生態學規律、理論及體系模式解釋植物根系分布相互間，以及其與環境因子之關
係。

很系分布佔據生態位，依生態因子之規律，相互補償適應，經生態系統穩定後，產生根系
分布形態之系統，亦如同植物地上部之發展穩定，而達成生態平衡，此種演變及發展過程可以

生態體系模式表示之。

關鍵詞：生態系統，種群，群落，基本型

一、前言（ Introduction)

任何一種植物均不能脫離特定之生活環境，其生活環境即在一定時間內對生命

有機體生活、生長、發育、繁殖及對有機體存活數量有影響之空間條件及其他條件

之總和，此種空間條件經限制性及耐受性之因子，又從生態演替及生態平衡等變化
過程，而成為變動、穩定、發展之生態系統。
生態系統在一定相互聯系中，是與周圍環境發生關係之各組成部分之總和，其

組成要素之間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相互聯系等組成秩序反映植物生態系統之空間
特性、時間特性、物種組成、種群結構層片結構等結構。此種結構特徵是生物群落

與環境之間保持動態平衡之穩定能力，與同生態系統物種與結構之多 樣性、複雜性
是呈相同關係 ，亦即不同生物種群間造成能量與物質流動障礙時，即 以補償作用予

以克服，因此 多種生活型及基因型之植物物種與種群促進生態系統之穩定與發展，

此即生物多樣性族群穩定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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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與非生物環境對於生態系統而言是缺一不可，倘無環境之存在，生物即無

生存空間，亦未能取得賴以生存之各種物質，即無法生存。綠色植物係生態系統之
核心，因綠色植物既為生態系統中其他生物所需能量之提供者，亦為給予其他生物
棲息場所，故一個生態系統之組成、結構及功能狀態，除取決於環境條件外，最主

要為決定於綠色植物之種類結構及其生長狀態。
生態系統之能量流動與物質循環緊密結合，共同運行，維持生態系統之生長、
發育、進化演替。植物則分為地上部與地下部，分別扮演生產者、消費者及還原者

之工作。
地球上覆蓋不同種類植物，從演替而穩定，而建立生物族群，其地下部亦遵循

生態演替規律有如地下樹，亦有盤結錯綜根系分有之地下世界。本研究即探討根系
分布類型與生態學原理之體系模式之相關性。

二、研究材料與方法

( Material and Method )

（一）調查樹種（ Investigation

species)

以木本植物為主，選定 117 種植物進行根系調查。（顏， 2004)

（二）調查方法（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

本調查採用嚎溝法（Trench method），掘長二公尺，寬一公尺，深至無根處，離
根株50公分（ A 剖面）及 150 公分（ B 剖面）之長方形溝，置長寬一公 尺，內各分 10
公分× 10公分之小方格之方格綱，選定具有代表性之標準木，進行根 系測定。直徑

2公庫以上者屬 為大根，分為六種直徑級別，小於2公盟者為細根，以佔有小方格之
百分率，換算 成五等級之細根指數。 A 與B 剖面測定後，將根株與 A剖面間之土壤
細心掘出，使根系暴露 ，於方眼紙上描繪其根 系分布，並調查士壤層 次與根系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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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係。（顏， 1972

' 2000)

（三）植物根系分類方法（ The classification factors of the root

system)
根系分布類型之決定，著重其擴展綱結之力學性質，兼顧橫向分布與垂直分
布，因水土保持木本植物種類繁多，有高喬小灌，亦有單幹叢生，在同一基準下欲

求其根系分布之類型化，實應以下列八項因子為決定之條件：（顏， 1972)
1. 細根不同深度分布類型。

2. 細根多寡類別。
3. 大根不同深度分布類型。

4. 大根根數類別。
5. 各深度別頻度分布類型。

6. 根系最大深度分布類型。
7. 根系擴展分布類型。
8. 根系分布基本型態。
以上各條件再根據調查木所測得資料統計分析，細分不同序級，將調查木所得

之配列數字歸納，進行根系分布型態歸納分類。（顏， 1974)

三、調查結果（ Results)

吾人對於植物地下部之瞭解，顯較地上部為少，蓋因根系之調查 ，係一困難而

繁重之工作， 若 非用力深掘，難窺其貌。各國學者關於地下根系之 探究，早有進
行，但有關根 系 之分布與生態系統關係，買lj 鮮涉及，吾國有關是項 研 究尤付之闕

如。有鑑於此， 乃選定 117 種植物，進行根系分布類型之研究，俾探討 其與生態學
原理之體系模式 之 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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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年德國 Buhler將根系分為直根、心根、側根、吸收根， 1927 年 Munch 分為
直根、心根、平根， 1935 年日本中島將根系名稱統一為根珠，主根（直根、心根、
平根），副根（垂下根、紐根），細根（鬚根、吸收根） , 1957 年日本剎住以根系分
布方向分為水平根、垂下根、斜出根。（顏， 1972)
熱帶雨林地區因降雨頻繁，溫度大，植物根系無需深入士中，因此根系分布不

深，且多盤走在表層，因土壤水中多土壤空隙空氣含量少（顏， 1975 ），為滿足其
補償作用而有氣根、膝根、直立根之出現，且熱帶雨林風力強，樹冠亦大，因此有

支柱根、板根及膝根之生長，尤在河川出海口、海埔地、沼澤地之紅樹林

(Mangrove ）更易發現。為防退潮時土壤之流失，植物根系更以盤根、膝根及板根
以阻擋土壤之流失或崩毀（顏， 2000 ）。某些植物因根伸展於潮濕水中，為達其呼
吸作用，而白地下根部直立生長土面而成直立根，在越南胡志明紀念公園水池旁可

多見。
2004年顏正平依據逐年根系調查結果資料加以整理統計，在研究方法所列根系
分布類型化之八項因子決定條件，不難瞭解其生態意義。多由吸收根組成之細恨，

對於吸收水分及養分之生理作用最具關連，細根分布之深淺，顯示其對水分、空氣
及養分供應之適應性，而細根之多寡則為其適應之能力，有謂細根分布淺者為好氣
性，深者為嫌氣性，細根多者較耐乾旱。

大根數量及其分布深度為表現其力學之物理性。大根除具輸導之生理作用外，
主要係負荷地上部之支持作用，而在地下部所表現之力學性質，對於水土保持之固
土防明關係至大。
細根及大根在各階層分布之勻配與否，為決定根系擴展伸延情形之條件，亦為
固士網結能力之依據。

以垂直分布而言，底士情況可影響根系之貫穿深度，但植物根系之分布有其先

天之本性，即根系之最大分布深度，除具物理性之意義外，亦可決定其對土壤之適
應性。
根系橫向 分布之測定不易，以追跡法測定水平根發達狀態，在密 集森林或造林

地殊為困難， 故以A剖面與B 剖面根數之比率，以推察根系擴展情形 。
除 1 至7 因 子外，井由根系型比較根系分布形態及某種特殊的根， 以輔助根系型
分類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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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比較根系分布之類似性，將植物根系調查所得資料，加以統計分析，除第 8

因子根系型外， 1 至7 因子再各分為4至6種序級，以為分類之依據。經根系分布深度

之分析，每深 30cm其分布量有急速遞減之趨勢，故以深30cm ’ 60cm ’ 90cm等作為
深度之界層。
本研究係以根系分布之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協調發展、轉化再生、動態平
衡、適應補償、協同進化、資源有限等生態規律，進而研究其生態學基本原理為日
的，因此根據上述條件及序級，將各調查所得之數字，加以歸納比較，配列相似者
歸為一類，依據生態學理將根系分布以基本型、深度型及密度型加以探討，井推研

其體系模式。

（一）根系分布基本型

1. 橫走型（ PH 句間， pa 「allel

and horizontal type ）：台灣扁柏、台灣肖楠、臺灣二

葉松、琉球松、廣葉杉、山胡椒、麻六甲合歡、臺灣紅豆、楓香、楊梅、臺灣

黃紀、山黃麻、稜果榕、小葉桑、蘋婆、 llJ 芙蓉、白跑子、士密樹、香港饅頭
果、小葉桃花心木、東lj 番茄枝、樟樹、天台烏藥、南投黃肉楠、墨點櫻桃、印
度黃檀、長尾尖懦、巒大山石爍、臺灣樺、臺灣朴樹、構樹、雀榕、山龍眼、

薯豆、千年桐、血桐、重陽木、大頭茶、厚皮香、臺灣楊桐、番石榴、欖仁

樹、龍眼、紫葉珠泡花樹、黃連木、山鹽菁、麻露兜、紅花八角、鳥，心石、香

桂、日本禎楠、五掌楠、江某、草草、桂皮爍、川上氏儲、苦扁桃葉石標、短
尾葉石機、銀木前IL 黃、榕樹、倒卵葉山龍眼、黃種、麻風樹、烏臼、山紅楠、

綠樟、柚木、九苟等屬之。（顏， 2004)

2. 直角型（ R-type,Right type ）：濕地松、柳杉、紅橋、香楠、變葉新木薑子、相

思樹、山羊耳、臺灣海桐、無患子、臺灣狄氏厚殼、林投等屬之。（ Yen et.al.,

1978)
3. 垂直與水平型（ VH 句帥，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type ）：臺灣冷杉、鐵刀木、大
葉合歡、木柳、臺灣赤陽、木賊葉木麻黃、木棉、 山臼 、野桐、木荷、瓊崖海

棠樹、大葉板 、苦棟、大葉桃花心木、檬果、破布子等屬之。（ Ye n

’ 1984)

4. 垂直型（ V句間 ， Vertical type ）：金合歡、銀合歡、密花市蔥等屬之。
5. 團網型（ M 句帥， Massive

type)

：印度田菁、行骨消、山油麻 、山漆莖、直

麻、伯拉木、夾竹桃、埔姜、苦藍盤、馬縷丹等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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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系分布深度很系型
1. 深慢性根系型

( 1 ）具斜出根及垂 F 根，大根、細根及分布頻度集中於中下層，深可至 90 公分以
下，為深根性植物，如香楠、濕地松、紅檔、無患子、木荷、木棉、榕樹、大
頭茶、倒卵葉山龍眼、山柏、柳杉、臺灣朴樹、大樹核等屬之。

·PH 且 tn,te

R-"type

VB-type

M-type

V "7type

圖 1 ：根系基本型圖示（顏， 2004)

Fig. l : Major pattern of root ditsribution

(2 ）在地上部具有粗大氣根，入土後約於地下 30～ 60公分處生出多量中徑側根，如
林投屬之、麻露兜屬之。

( 3 ）水平根或斜出根發達 ， 有 的具有甚長主根或少 量之垂下根 ， 大根或細根集中於
上層，為 一深根性植物，如瓊崖海棠樹、苦棟、破布子、野桐 、水柳、臺灣狄
氏厚殼、 臺灣海桐等屬之。
(4 ）具有直而深之主根，而側恨稀少，其橫向擴展亦狹，係一深根性植物，僅金合

歡一種屬之 。

（顏， 1 97 4 )

闖進入主題開域一植關京之方有

ο

2. 中根性根系型

( l ）具有垂下根及斜出根，但較相思樹根系型為短淺，為一一中根性植物，大根、細
根及頻度分布均集中於下層，如廣葉杉、黃連木、臺j彎梅、臺灣扁柏、印度黃
檀、刺番茄枝、欖仁樹、黃禮、烏臼、銀木麻黃、重陽木、千年桐、山紅楠、

通草、臺灣肖楠、川上氏儲、短尾葉石爍、麻風樹、江某、控皮爍、烏心石等
屬之。

( 2 ）具有水平根或斜出根，垂下根短淺，大根、細根及分布頻度均集中於上層，為
一中根性植物，如南投黃肉楠、山龍眼、臺灣楊桐、構樹、天臺烏藥、巒大山
石爍、琉球松、龍眼、番石榴、樟樹、柚木、血桐、雀榕、山鹽菁、楓香、蘋

婆、稜果榕、自認仔、小葉桃花心木、麻六甲合歡等屬之。（顏等， 1973)

( 3 ）根系擴展範圍狹，側根少，為一中根性植物，不如金合歡根系型有深而直之主
根。屬此型之植物有苦藍盤、密花市蔥、夾竹桃、銀合歡及印度回菁等。

3. 淺根性根系型

( l ）水平根極為發達，垂下根極少或無，水平根白根株處四射伸出。大根及細根均
集中於上層，為一淺根性植物，如胡椒、香港饅頭果、臺灣二葉松、臺灣紅
豆、小葉桑、楊梅、土密樹、山芙蓉、臺灣黃牛己、山黃麻等屬之。

(2 ）根系橫向擴展範圍狹，根細，均集中於上層，分布淺，為一淺根性植物，屬此
型植物有有骨消、山油麻、萬麻、山漆莖、埔姜及馬櫻丹等。（顏， 2004)

（顏等， 2004)

（三）根系分布密度根系型
1. 深密型：屬此型者計有柳杉、紅橋、香楠、變葉新木薑子、相思樹、大葉合

歡、山羊耳、臺灣赤楊、木賊葉木麻黃、無患子、麻露兜等 11 種植物。（顏，

1974)
2. 淺密型：屬 此型者計有濕地松、廣葉杉、臺灣扁柏、臺灣肖楠、 紅花八角、白

花八角、 烏 心石、香桂、日本棋楠、天台烏藥、南投黃肉楠、 山胡椒、五掌

楠、山批把 、山櫻花、墨點櫻桃、鳥梨、江某、楓香、拉皮機、 川上氏儲、長
尾尖儲、苦 扁桃葉石標、短尾葉石標、巒大山石標、臺灣黃紀、 銀木麻黃、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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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樺、山黃麻、構樹、山龍眼、倒卵葉山龍眼、薯豆、黃檯、山臼、白報仔、
六頭茶、木荷、厚皮香、臺灣楊桐、臺灣杜鵑、來特氏越橘、番石榴、山紅

楠、龍眼、紫珠葉泡花樹、綠樟、黃連木、青楓等 49種植物。（顏， 1974)
3. 疏根型：屬此型計有臺灣冷杉、臺灣二葉松、琉球松、臺灣五葉松、東︱︱番茄
枝、樟樹、臺灣林擒、鐵刀木、金合歡、麻六甲合歡、銀合歡、印度黃檀、臺
灣紅豆、印度田菁、蓮草、有骨消、水柳、楊梅、臺灣朴樹、山油麻、榕樹、

稜果榕、雀榕、小葉桑、臺灣海桐、蘋婆、木棉、山芙蓉、千年桐、麻風樹、
烏臼、血綱、野桐、重陽木、士密樹、香港饅頭果、山漆莖、密花市蔥、麗

麻、瓊崖海棠樹、大葉核、欖仁樹、伯拉木、苦棟、大葉桃花心木、小葉桃花
心木、山鹽菁、檬果、夾竹桃、臺灣狄氏厚殼、破布子、埔姜、苦藍盤、柚

木、馬縷丹、九耳、林投等 57 種植物。（顏等， 2004)

四、分析與討論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一）很系分布之生態學規律
1. 依存制約規律

生態體系中各種生物個體均建立在一定數量之基礎上，其大小與數量均存在一
定之比例關係，此即相生相克規律。

相互依存與相互制約，反映生物間之協調關係，係構成生物群落之基礎，相同
生理及生態特性之生物，佔據相適應之生活環境，構成生物群落，此種生態系統之
協調關係即物物相關規律 。

（顏 ， 2004 ) （顏等 ， 2004 )

根系之發育 受遺傳潛力及環境因子（ environmental factors ）所影響。根系分布

雖有其先天之基 本類型，但其分布狀態，每遭氣候、士壤、位置及生物等因子而改
變，同類樹種 生 長於不同生育地者，其分布型態，絕難如一，而各 顯示其不同類

型，生育地因子之綜合作用，非僅影響生育地之性質，且各因子間亦發生相互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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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interaction of site factors ）。植物若遠離其鄉士區域，每有生長不良及根系分布
呈顯著差異，乃由該各生育地因子之殼應，不利其生育故也。（顏， 2000)

2 協同發展規律
有機體與其所處環境形成一個整體，來自環境之能量與物質是生命之源，故個
體與整體環境之緊密結合，方能形成統一整體之協週發展。

幼苗根之生長型自遺傳因子決定，初期根漸次生長，即根系型受環境因子之影
響亦隨之愈大，但某些植物種類不易受環境因子而改變其分布之類型態。故在適宜
之生長地生長正常之植物，同類樹種之根系分布，必有其近似之類型，換言之，在
佔有優勢之生育地，根系之分布仍能發揮其遺傳潛力，故選定適宜之生育地及標準

木，作根系分布類型之分類研究，乃具有極重要之意義及價值。
3. 協調穩定規律
吾人若欲說明根系型與生育地關係，頗難獲致共同之結論，蓋因植物各有其先
天之習性。一般而言，深根性植物適宜生長深層土壤，淺根性植物則在淺層壤易佔

優勢。例如崩壞地土體堆積厚者，常見台灣赤楊分布，因其屬深根性，際岩堆積而
土層淺薄者，貝 lj 山黃麻佔優勢，因其屬淺根性故也。

生物與環境問之輸入與輸出，是相互對立之關係，一個穩定之生態系統，無論

對生物、環境，或者整個生態系統，其物質之輸入與輸出均為穩定平衡。
4. 適應補償規律

生物與環境之間，存在作用與反作用之過程，而反復相互適應與補償。
中生植物（ Mesophytes ）如台灣二葉松、柳杉、濕地松、台灣肖楠、台灣偉、
黃連木、苦棟、台灣赤楊、烏柏、水柳、血桐、楓香、稜果榕、密花市蔥、香港饅

頭果、夾竹桃等，似較為嫌氣性，喜生長士壤水分含量多之濕潤地，其屬深根性者
均生長於河溝兩旁，如台灣赤楊、水柳等是，屬中淺根性者若生長於淺層土壤，為
適應其嫌氣性，多喜分布於溪谷兩岸或水源之地，使易利用 土壤中 之 水分，以補足

其補償因子（ C ompensating factors ），此即為陡斜溪谷多見根系分布 淺之台灣二葉
松、楓香、台 灣 肖楠等之理由 0

多岐性根 系 或細根分布量多者似較耐乾旱，因易獲致多量水分 ，如木賊木麻
黃、大葉合歡 、 台灣朴樹、大葉核、印度黃檀、欖 仁 樹、銀木麻黃 、黃權、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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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苦藍盤、埔姜、林投、麻露兜等。

一般而言，上坡及左右兩側根系分布量較下坡為多，下坡多為大徑根，分岐較

少，而根系之伸延多作平行型斜下，上坡則多以水平型或斜出型入士，分岐亦多。
各方位中以南向之根系分布量較多，順次為東向及西向，而北向似較少，此或

因溫度及水分而影響其根系之分布。
調查時同時測定調查木之冠幅、枝下高及樹冠厚度，以求其與根系分布形態之

相關性，亦為計算T-R 率之重要資料。由各根系型所屬之樹種觀之，其樹形有顯著

之差異，亦即吾人無法自根系型以推察其樹形，但樹形主要係由分枝性

(Branching characters ）及枝幹角度（ Stem-branch angle ）所構成，故由地上部枝條
多寡及粗細〉似可尋出其與地下部根之分岐情形及直徑大小，而有某種相關之趨
勢。
大凡地上部枝條細小而分枝多者，其地下部中小徑根亦細密而多分岐，如廣葉
杉、台灣肖楠、天台烏藥、木賊葉木麻黃、台灣楊桐、龍眼等。

地上部枝條疏少而組枝多者，其地下部之大徑根多而分岐少，如樟樹、鐵刀
木、台灣紅豆、台灣赤楊、構樹、稜果榕、木棉、千年桐、山柏、香港饅頭果、木

荷、大葉板、大葉桃花心木、小葉桃花心木、無患子、山鹽菁、台灣狄氏厚殼、破
布子等。
分枝規則者，其根之分岐亦似較規則，如柳杉、香楠、大葉合歡、野桐等。主

幹伸長而側枝細短且少者，其主根修長而側根亦少，如金合歡、銀合歡等。枝幹叢
生，其根亦密如團網狀（ M句pe ），如有骨消、埔姜、馬櫻丹等。

5. 資源有限規律
生物之生存依賴各種環境資源，環境資源在質量、數量、空間及時間等均有一
定限度，不能無限供給。每一生態系統對外來干擾均有」定之忍耐極限，超過此極

限時生態系統即損傷而破壞。（沈， 1998)
植物為生 育地內各因子綜合作用之產物，直接與生育地地位有密切關係，故問

接可應用某種植物社會（ Plant community ）以判定生育地生產之指標價值。一般常

以下層植物（ Lesser vegetation ）為決定地位之指標植物（ Indicator plant ），但其多
屬淺根性，難以反應深層之土壤條件。下草植物之土地利用範圍與高大植物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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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範圍有別，其根系分布深度亦異，以下草植物評定土地利用價值實有不宜，故
有以高大植物之根系分布形態併用為推測生育地指標價值之必要。
深根性之根系型佔有優勢之生育地，可推察為深厚士層者，而中根性及淺根性

根系型佔為優勢之生育地，則可推定為中淺之土層。
崩壞地常見有台灣赤楊群落之形成，可推知其為深厚之士體堆積，因台灣赤楊

為深根性。但若崩壞地為墜石之堆積而土壤含量少或淺薄者， ~IJ 多見山黃麻成為純
林群落，蓋因山黃麻為淺根性者。此種例證，即足以說明根系型評定土地指標價值

及資源有限規律。

6. 轉化再生規律
生態系統中借助能量之不停流動，不斷在自然界攝取物質合成新物質，又隨時

分解轉化為原來之簡單再生物質，重新被補償植物所吸收，而進行物質循環。
根系除可固結表土，防止沖蝕外，深根性之根系有破碎底士，增加風化，而促
使風化層與基岩之境界面漸移，枯死之根系所殘留孔道及遺體，有增加滲透及改良

深層土壤條件之殼。根皮與土壤之接觸面，有利於雨水之滲入，減少逕流溢出，防
止洪害，井可增加蓄水及過濾水質。
明瞭造林樹種之根系型，即可據以選擇適當之生育地，換言之，何種生育地，

即選定何種根系型之樹種。

深根性之樹種，宜營造於深厚土壤，淺根性之樹種，買！J 宜種植於淺薄土壤，若
以深根性樹種栽植於淺薄生育地，貝 lj 生長低劣（如柳杉者然）。

林內常見有風倒現象，若深根性樹種植於淺薄生育地，買！！較向一生育地之淺根

性樹種有風倒之虞，蓋因其淺根性樹種具有發達之水平根支持其幹冠以兔風倒。
i菱根性根系型若其水平根特別發達，而其小徑根及細根在表層網結密厚者，貝 IJ

影響人工植樹造林及天然下種更新，因水分養分競爭關係’苗木易於枯死，即使成

長亦難成良木 。
混交林（ Mixed stand ）營造樹種及混交比率之決定，亦應以根系 型為依據，深
根性與淺根性 、橫走型與垂直型為混交林可為營造林地選定之原則。

栽植距離除考慮幹冠擴張大小外，亦應以根系分布之廣狹為決定之基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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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根發達而橫向擴展廣者，根系競爭至為強烈，尤以中淺根性者然，若高度

密植，生長必劣。為緩和根系競爭，擴展範圍之橫走型其栽植距離宜大，而根系擴
展狹者則可密。

同一根系型而其細根在同一土壤層分布多者，或在表層水平根發達之根系型，

根系之競爭強烈，為緩和生存競爭（ Struggle for existence ）促進林木之生長，有作
適當疏伐（ Thinning ）之必要。問伐方式及多寡，則應視根系型而決定，以適應轉
化再生規律。

（二）根系分布之生態學基本原理
1 最小限度因子原理
當某種土壤未克供應某種最低限量，勿論其他養分如何充足，植物仍不能正常

生長。 1940年德國化學家立比西（ J. Leibig ）在研究穀物產量時發現，植物對某種
礦物鹽類之需要不能低於某一限量。植物處於某種特殊之環境因子，植物生長仍遵

循此種最小限度因子原理，進行物質與能量之輸出與輸入之規律。（何， 2002!
利用植物以減剎風速及安定飛砂為有效之方法，惟植物非具特殊之根系型，實

難立足於強風地帶。某種根系型因具支柱根，故可被選作為海岸防風之用。適生海
岸地區之喬木，應具深根性之根系型，始可抵禦強勁風勢。內陸地區風力較弱，中

根性喬木及淺根性灌木，凡具此種根系型而有防風效果者均可應用。耕地防風為避
免與主作物競爭水分養分，根系深長而橫向擴展狹者，方為理想之根系型。
以根系型之特定用途而分，能抗風、抗旱、耐鹽、耐沙等之限制因子情況 F 之
根系型有卡列三種：

( I ）海岸防風根系型
深根性喬木如木賊葉木麻黃、相思樹、臺灣赤楊、大葉合歡、榕樹、臺灣朴

樹、大葉核、瓊崖海棠樹、苦棟、臺灣海桐、鐵刀木等均屬之。

( 2 ）內陸防風根 系型
中根性喬 木如印度黃檀、刺番茄枝、欖仁樹、黃權、烏臼、銀 木麻黃、垂陽

木、麻風樹、 琉球松、龍眼、 LLJ 鹽菁、楓香及淺根性灌木如苦藍盤、 楊梅、埔姜、

馬續丹等均屬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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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耕地防風根系型
金合歡及銀合歡根系型屬之。

明瞭植物根系分布類型，可解決諸多問題，如水土保持上之崩明防止、減少水

土流失、防風定砂、改良土壤、增加滲透，林業上之判定生育地條件、選定造林樹

種、適當栽植距離及間伐之決定，與山坡地農業開發經營之宜農直牧地判定、山作
物與耕種方式選定、坡地開墾整根株拔除方法及混農林營造之依據等，在在均需據
以根系型為基礎，作適當之應用，故根系分布類型之研究實係迫切之重要問題。

2. 忍受性原理
上述為某種土壤不能供應最低量之最小限制因子規律，但若因子過量而超過生
物體之耐受程度時亦可形成為限制因子。每種生物對某種環境因子均有一生態態上

之適應範圍，此種生態幅即在某種最低點與某種最高點，其兩者間之幅度為耐受性

限度。（沈’ 1998)
紅樹林（ mangrove ）多出現在多鹽、多濕、多風、多泥等耐受性限制因子，在
出海口，沿海地帶及潮沼地區，因能生長於耐受性之環境而自成紅樹林群落，如多

支柱恨、板根、氣根、直立根、膝根等特殊之根系型態，在限制因子之情況下，以

達到補償作用。其他生長於海岸地帶而達到優勢群，即以深根性及深密型之根系型
達到其忍受性限制因子，如木賊葉木麻黃即是。
3. 生態位原理

生態位（ ecclogical

niche ）是指種群在群落中在時間與空間上所佔之地位。其

生態位之寬度依該種適應性而改變，適應性較大者可佔有較寬廣之生態位。在生態

系統中每種生物之生存均需一定空間與資源，因此同樣需要之物種間引起激烈之競
爭關係，競爭與選擇之結果，種群間造成生態位之隔離，以避免及減少，生態位重
疊，而呈現一定範圍之物種多樣性特點。
台灣西部淺丘地區土壤多屬紅土台地之卵石層，相思樹可以成為優勢純林，是因

根系橫向擴展廣 ， 細根 、 木根及分布頻度密集於中下層 ， 是屬深密性根 系型，上坡之
根系多以橫走型或直角入士，以力學性質而言，其穩定性強，故屬防現根系型。

每年五月 盛 開白花之苗栗油桐花祭，即為千年桐，因可與相思樹混生而成族群
社會，是因油桐為橫走型、中根性、疏根型與相思樹之生態位不同， 避兔生態位重

疊，故呈現一 定範圍之物種多樣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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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溪流域多見台灣二葉松、台灣五葉松等成為優勢種群，因上述植物屬淺根
性之疏根型，水平根極為發達，自根株四射而出，橫走於表層，垂下根短淺或無’
是橫走型根系型，能伸長於大甲溪沿岸之破碎岩中，因而可立足。

所謂珍貴老樹是胸高直徑的公尺以上（胸圈4.7 公尺以上），樹齡 一 百年以上，
特殊或具區域性之樹種 。 1990 年陳明義調查鄉間珍貴老樹 250棵，榕樹﹛占 26.8% ’
2003 年張蕙芬等調查台灣老樹400棵，屬於榕樹者則佔 38.5% 。（陳， 1996)
榕樹是屬深根性疏根型及橫走型之根系分布，根系在深 60 ～ 90 公分之細根有

10%以上，大根有 20% 以上，在深度 90 公分以下之大根或細根仍有5% 以上之分布，
其橫走根在地表面水平盤結密布，佔據廣大面積，為達到其補償作用，有氣根、支
柱根、膝根及直立根，其地上部之樹冠廣密，終年常綠，此即其生態位佔有優勢地

位，能量與物質緊密結合，共同運行，有利於生長，發育與進化，而可長久吃立於

生態系統中，成為珍貴老樹，珍貴老樹是文化遺產，是綠色古蹟，應予珍惜及保
護。

4. 多樣性導致穩定性原理
生態系統物種與結構之多樣性、複雜性能力愈強，貝 lj 其抗干擾性亦強，亦即生
物群落與環境之間保持動態平衡穩定狀態之能力，係同生態系統物種及結構之多
樣、複雜性呈正相闕，因在結構複雜之生態系統中，當某一環節發生異常變化，造
成能量與物質流動之障礙時，可由不同生物種群間取得其補償作用，亦可由辭落演
替恢復原先之穩定狀態。在物種豐富多樣之熱帶雨林中，某些物種的缺失即可由補

償作用以穩定其生態系統之平衡。
熱帶雨林因高溫多雨，土壤含水量高，不置水分之供給，但土壤團粒中之空氣

則相對減少，為滿足其補償作用而有氣根，為防止其表土沖蝕及流失，以及風倒，

而有支柱根、盤根、膝根及直立根，以保持自身之生存延續，而達成及樣性之穩定
狀態 。 如榕樹、雀榕、欖仁樹、印度黃檀、烏臼、黃權、林投麻露兜、苦藍盤等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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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進入跨學領域一勵根互之淵。

l. 氣根 Aerial root

2. 支柱根 Prop root
3. 膝根 Knee root
4. 直立根 Erect root

5. 板根 Plank root

圖2 ：植物特殊根系（顏， 2004)

Fig.2 : Special root of tree

5. 生態演替原理

變動與發展為生態系統最基本特徵之一，植物生態系統中因時間推移優勢種發

生明顯改變而引起植物組成之變化過程，此種演替係以穩定之生態系統為發展演
替，在一定之限度內通過自我調節能力，平衡自然或環境之沖擊，從而保持其穩定

性，此種發展穩定之生態系統遵循生態演替規律，表現為個群落取代另一群落。
種群（ population ）係在特定時間與一定空間中生活與繁殖同種個體之群體，
亦即在一定時空同種個體之總和。種群數量之增加受空間之限制，即產生個體之爭

奪，而出現領域性行為與擴散性遷移，種群中之個體對佔有空間具有保護及防禦之
行為‘一個種群所佔生存空間愈多，貝 lj 其發繁殖潛能亦愈大。種群密度係單位面積

或單位空問內之個體數目。根系分布受遺傳因子與環境因子所影響，種群內之變異
性是進化之起點，而進化則使生存者更適應變化之環境。
群落（ community ）係指在一定時間一定空間內之生物種群之集合，亦即各個
物種之種群共同組成生態系統中有生命之部分。在時間過程中生物群落具有一定順

序狀態改變其外貌，亦即具有發展與演變之動態特徵。

維持群落穩定性係依在一定時間過程中物種數量與物種間之相互組合，在經外
界擾動後之調 節能力，亦即變化過程中為生態系統穩定之發展演 替。（夏等，

1993)
在火災跡地可常見台灣二葉松、香港饅頭果、小葉桑、山芙蓉等之根系布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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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疏性橫走型。

在崩明地或堆積地因士層深厚多見台灣赤楊、無患子、變葉新木、薑子、野
桐、山鹽菁、台灣朴樹、苦棟、血桐、白考包子、構樹等屬於深密或中疏型之根系分
布型態，其中尤以台灣赤楊因屬於密根型佔優勢二期植物之生態演替。
崩明地或地滑地若土壤淺薄而陳石多者，常見山黃麻、江某、土密樹、山鹽
菁、小葉桑、有骨消、山芙蓉等中淺根性之淺密型或疏根型，其中山黃麻之淺密性

淺根型，在崩落之河床地帶常可見佔優勢之二期植物生態演替。

6. 生態平衡原理
生態系統在一定限度內通過自我調適能力平衡自然或人為干擾衝擊，而保持其

穩定性，此種在一定時期內結構與功能處於相對穩定狀態，即生態系統之平衡。
生態系統（ ecosystem ）是一定空間內生物與非生物成分通過物質循環、能量
流動及信息交換而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所構成之一個生態學功能單位。（諸，

1989)
生態系統在一定時期內結構與功能相對穩定狀態，其物質能量之輸入與輸出相

等時，即使在外來干擾下能自我或人為調節控制，而可恢復原初之穩定狀態，此即

為生態平衡。
台灣三千公尺以上高山地區，順向坡風衝地帶多見高山箭竹及台灣冷杉分別佔

有優勢之生態位。台灣泠杉水平根極為發達，垂下根極少，或無，水平根自根株四
射而出，大根及細根均集中於表層，為淺根性疏根型之高喬橫走型植物，而高山箭

竹根系分布橫向擴展範圍狹，根細而淺，集中分布於表層，根系淺密如團網，為團
網型根系分布型態，其在生態系統之生態位佔有利條件，而可成片有如草原自成穩
定平衡狀態。但在逆向坡之陡削坡上則多見台灣冷杉、鐵杉、台灣杉、玉山杜鵑等

群狀分布，其根系分布互佔有相對之生態位，而能穩定平衡。
台灣中海拔 之族群生態社會為針

iv 革V 交林，各佔有其依存生態位之生態系

統，如紅繪、 柳杉、香楠、木荷、大頭茶、無患子、野桐、台灣狄氏 厚殼等為深根
型。而台灣扁 柏、廣葉杉、台灣肖楠、短尾葉、石標、桂皮採、烏 心石、天台烏
藥、巒大山石標等為中根性根系型。台灣二葉松、香港饅頭果、台灣紅豆、台灣黃

把等均屬淺根性根系型，因其結構與功能均在生態系統達到相對穩定 之生態平衡。

闖進入主是將域一植歸根互之淵。

台灣西部淺丘山區，若在西側迎風面受季節及海風之衝擊，相思樹根系分布因
屬深密性直角型，可立足於多風乾燥紅土碟石層土壤，佔據適宜之生態位而成為優

勢純林。但若在內陸丘陵山區則濕度較高，西曬較弱，有較多之依存協調生態系統
之種群出現，如油桐花祭之千年桐，其基本型為橫走型，可避免生態位之重疊，而

達到生態平衡。

（三）根系分布生態體系模式
在生態平衡之生態系統中，能量流動與物質循環能長期保持穩定狀態，生物群
體之種類、數量、生物量等均達到最大，對外來干擾可自行調節，以恢復正常狀
況，長期相對穩定之協調關係必定要合理之生態系統結構及動能之作用為條件，故

生態系統之形成乃是種群群落與環境之間，種群群落相互之間，長期演化與適應之

結果。
總之，根系分布之生態學規律、生態學原理，以及根系型之分類，可將其生態

體系模式簡列如下：

圖3 ：生態體系模式（顏， 2004)

Fig.3 : Model of ecosystem

種群是在一定時空中同種個體之總和，具有空間、數量及遺傳等特性，是組成
生態系統中有生命之部分。但群落中所有物種，並非具有相等重要性，在其大小、
數量及活動上扮演重要影響與控制作用，而成為多樣性及優勢，︱生之種群群落。

生活環境是一綜合體，由各種因素組成其組成因素即為生態因子，生態因子之

作用為限制因子、最小因子及耐受性因子等，故一個生物或一群生物之生存與繁榮
取決於綜合之環境因子，亦即諸多生物與非生物因子影響種群群落之適合度，而欲
達到適合度之進化過程中，必然發生競爭與排斥作用，而爭取有利之生態位佔據位
置。

群落穩定性係指群落在一段時間過程中維持物種生態位之互相結合及各物種數

量關係之穩定能 力，當一個群落具有多樣物種，且個體數比例均勻分布，經補償作

用及多樣性之 發育階段是決定群落穩定性之原因。在生態系統穩定上 及空間上佔有
其穩定生態位， 根系分布型類於焉產生 ， 其根系分布系統分為基本型 、深度型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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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型等三種。
生態系統在一定時期內植物之地上部及地下部結構與功能佔據適當之生態位而

處於相對穩定狀態，倘若遭受外來干擾，亦能通過補償調適，以恢復原來之穩定狀
態，此可謂為根系分布系統之生態平衡。

五、結論（ Conclusion )

生物群落與環境是相互依存，無環境即無生命，環境影響植物，植物亦適應環
境，依相互制約、協調及發展等生態因子之規律，遵循此種規律而佔據適宜之生態

位，形成可相互補償適應之生態穩定，植物地上部生存發展規律是如此，地下部亦
穩定而形成生態位不重疊之根系分布系統，此即根系分布之基本型、深度型及密度
型，而形成穩定發展之植物社會，生物群落乃趨於生態平衡狀態，此種演變及發展
過程可以生態體系模式表示之。

闖進入戚相域一植關京之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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