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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林調查技術 
一、台灣的生物與環境 

(一)地形、位置－坡度、坡向、海拔高－地理資訊系統與空間分析 
－經度、緯度、大小、範圍－測量學、地圖學 

(二)植生調查－林木、林分即森林測計學內容涵蓋地被為森林生態學內容涵

蓋 
二、台灣的野生動物 
三、野生動物資源調查總論 

1.野生動物的分類與棲息地 
2.調查方法、記錄方式 
3.資料建檔格式 
4.資料分析 
5.棲息地分析 

四、昆蟲 
1.台灣的種類與棲息地 
2.調查方法、記錄方式 
3.資料建檔格式 
4.資料分析 
5.棲息地分析 

五、魚類 
1.台灣的種類與棲息地 
2.調查方法、記錄方式 
3.資料建檔格式 
4.資料分析 
5.棲息地分析 

六、兩棲類 
1.台灣的種類與棲息地 
2.調查方法、記錄方式 
3.資料建檔格式 
4.資料分析 
5.棲息地分析 

七、爬蟲類 
1.台灣的種類與棲息地 
2.調查方法、記錄方式 
3.資料建檔格式 
4.資料分析 
5.棲息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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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鳥類 
1.台灣的種類與棲息地 
2.調查方法、記錄方式 
3.資料建檔格式 
4.資料分析 
5.棲息地分析 

九、哺乳類 
1.台灣的種類與棲息地 
2.調查方法、記錄方式 
3.資料建檔格式 
4.資料分析 
5.棲息地分析 

十、食屑動物 
1.台灣的種類與棲息地 
2.調查方法、記錄方式 
3.資料建檔格式 
4.資料分析 
5.棲息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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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年森林調查技術課程安排 
 
課程 主講老師 連絡電話 時間 地點 

總論 馮豐隆  老師 (O)04-2854060 
(H)04-2853175 

3 月 7 日 惠 蓀 林 場

昆蟲 楊正澤  老師 (O)04-2854667 3 月 14 日 惠 蓀 林 場

兩棲爬蟲類 關永才  老師 (O)04-7232105-3420 3 月 15 日 惠 蓀 林 場

食屑動物 吳聲海  老師 (O)04-2840319-22 3 月 28 日 惠 蓀 林 場

魚類 曾晴賢  老師 (O)035-742765 
(H)035-719879 

4 月 18 日 惠 蓀 林 場

鳥類(雉科) 喬雅玲  老師 (O)04-3595045 
Fax：04-3595845 

4 月 19 日 惠 蓀 林 場

哺乳類 吳海音  老師 (O)02-789-9554 5 月 2~3 日 惠 蓀 林 場

哺乳類 林良恭  老師 (O)02-3595845 
(H)02-5678490 

5 月 30 日~ 
5 月 31 日 

待 確 定

鳥類 尤少彬  老師 (O)04-2840319-18 
(H)04-2854915 

6 月 6 日 惠 蓀 林 場

 
*   老師們若有準備講義，請於事先寄下，以便影印交予學生，謝謝！ 
**  同學請於上課當天早上 7：00 於興大森林研究所前集合由馮老師及簡炯欣學

長帶領乘系車出發(5 月 2 日例外，於當日下午 12:30 集合)。 
*** 請攜帶講義、筆記、長袖衣褲、手套、雨鞋、雨具、及手電筒等請備妥。 
****若有連續兩天，如 3 月 14~15 日、4 月 18~19 日、5 月 2~3 日、5 月 30~5 月

31 日者，請攜帶個人盥洗用具及換洗衣物。 
 



第一章  台灣的生物 
 
一、植物．．．．．．．．．．．．．．．．．．．．． 1- 1～1- 1

二、動物．．．．．．．．．．．．．．．．．．．．． 1- 1～1- 2

三、保育類野生動物．．．．．．．．．．．．．．．． 1- 2～1- 4

四、臺灣森林垂直分布．．．．．．．．．．．．．．． 1- 5～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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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因子－位置、地質、土壤、空間、氣象 
生物因子－(1)植物、林型（天然、人工；針葉樹、闊葉樹）、植群 

(2)動物（無脊椎動物－昆蟲綱、脊椎動物─魚類、兩生類、爬蟲

類、鳥類、哺乳類） 
生態因子─生物與其物化環境間之關係 
台灣森林的植物─林木樹種、灌叢、群叢、植群、林型 

動物─魚類、兩棲類、爬蟲類、鳥類、哺乳類、昆蟲類 
 
一、植物 

賴教授明洲在「台灣地區植物紅皮書」中就針對省產的四千多種維管束植物

依其稀有及危險性兩項因素評選，將其區分為絕滅級者 3 種、瀕危級者 14 種、漸

危級者 62 種、稀有級者 423 種，合計 502 種。如台灣穗花杉、台灣鐵蘇、台灣油

杉、蘭嶼羅漢松、烏來杜鵑等已被列為瀕危級，細蕊紅樹被列為絕滅級，水茄冬、

南湖柳葉菜均被列為稀有等級。 
(1)裸子植物： 

裸子植物與被子植物同為植物界中的高等植物。台灣地區裸子植物有 28
種，其中特有種 13 種，包括台灣穗花杉、恆春竹柏、台灣扁柏、台灣肖楠等。

依據行政院文建會及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編印之「台灣地區具有被指定

為自然文化景觀之調查研究報告」指出，本省稀有裸子植物共有 8 種，其中因

生育地或生態被破壞而日漸減少者 7 種，具有特殊用途而遭過度採伐者 2 種，

分布地狹隘者 5 種；其中遭受絕滅危機者有台灣油杉、蘭嶼羅漢松及台灣穗花

杉等三種。 
(2)被子植物： 

本省被子植物現有 3,435 種（分類群），其中特有種種。依據行政院文建會

及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編印之「台灣地區具有被指定為自然文化景觀之

調查研究報告」指出，本省稀有被子植物共有 329 種，其中面臨生育地或生態

系被破壞者 95 種，具有特殊用途而遭過度採伐者 40 種，分布地狹隘者 244 種；

其中有生存危機者為澤瀉、鐘萼木、台灣萍蓬草、士林佛尾草、流疏樹等 30 種。、 
 
二、動物 
(1)淡水魚類： 

台灣的河川大小共有約 150 條，全長約 3,800 多公里，這些河川據調查原有

150 種魚類，其中 29 種為特有的種類，例如櫻花鉤吻鮭、高身固魚、台灣間爬

岩鰍、埔里中華間爬岩鰍、台灣馬口魚等都是具有代表性的特有種或特有亞種。 
近年來由於非法電魚、毒魚、炸魚、濫捕、河川污染、水壩及砂壩之興建

阻隔等問題，使河川魚類之數量及種類急速銳減，據調查已有 20 種以上瀕臨絕

種或已經絕種，如櫻花鉤吻鮭、高身固魚、銳頭銀魚等在野外河川已不易見到。 
(2)兩棲類： 

本省兩棲類黟生動物據調查有 2 目 6 科 9 屬 30 種。其中屬於有尾目台灣山

椒魚及楚南氏山椒魚，是冰河撤退時遺留下來的孑遺生物，且皆為台灣特有種；

無尾目蛙類中，台灣特有種共月六種，分別為翡翠樹蛙、莫氏樹蛙、褐樹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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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天樹蛙、台北樹蛙及僅有一次採集記錄的杉樹蛙。 
(3)爬蟲類： 

本省爬蟲類野生動物可分為龜鱉類、蛇類、蜥蜴類等三大類；其中鱉類僅

有 1 屬 1 種；陸生龜類則有 1 科 4 屬 4 種，分別為斑龜、柴棺龜、金龜與食蛇

龜（若包括海龜則共為 3 科 8 屬 8 種）；蛇類 5 科 24 屬 45 種（若包括海蛇則為

59 種），其中特有種 9 種，例如斯文豪氏遊蛇、台灣標蛇、白梅花蛇、金絲蛇等；

蜥蜴類則共有 6 科 15 屬 31 種，例如台灣蛇蜥、台灣滑蜥、箕作氏攀蜥、蓬萊

草蜥等均為特有種。 
(4)鳥類： 

本省野生鳥類據調查有 500 種左右，其中在台灣留棲繁殖的鳥類約有 150
種，包括特有種 14 種、特有亞種 69 種；例如：帝雉、藍腹鷴、金翼白眉、白

耳畫眉、藪鳥、烏頭翁、鳳頭蒼鷹、大巷尾、竹雞、白頭翁、岩鷯、小剪尾、

鉛色水鶇、樹鵲、酒紅朱雀等均屬之。 
(5)哺乳類： 

本省陸棲哺乳類野生動物據調查約有 8 目 19 科 60 種。其中 43 種為台灣特

有種類，例如台灣獼猴、穿山甲、台灣黑熊、台灣黑豹、山羌、梅花鹿、台灣

長鬃山羊、台灣野猪、白鼻心等都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特有種或特有亞種。近

年來，由於人口快速成長和開發壓力，已使得其棲息環境遭受改變、破壞，加

上大部份哺乳類體型較大或因長久以來被信以具有補療效用，其皮毛、器官及

體肉成為國人獵捕吃食及利用之對象，更直接造成其族群數量之減少，如梅花

鹿、台灣雲豹、穿山甲等已至絕種或瀕臨絕種。 
(6)昆蟲類： 

台灣的昆蟲類十分豐富，約有 45,000 到 200,000 種，已登記命名者約 17,600
種。「野生動物保育法」分布後，農委會已把珠光鳳蝶、台灣長臂金龜、台灣爺

蟬等 18 種昆蟲列為保育類野生動物，依法加以保護。 
 

三、保育類野生動物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於民國 79.8.31 以農村字第 90303 號函依 78 年 6 月頒布之

野生動物保育法將台灣之野生動物分為瀕臨絕種、珍貴稀有、其他應予保育及一

般類野生動物第四種，其名錄分別如下： 
1.瀕臨絕種保育類野生動物： 

(1)哺乳類─台灣狐蝠、台灣黑麃、水獺、雲豹。 
(2)鳥  類─赫氏角鷹（麃鷹）、林鵰、藍腹鷴、黑長尾雉（帝雉）、蘭嶼角鴞、黃

魚鴞、褐林鴞、灰林鴞、朱鸝、黑面琵鷺、日本白鸛、隼。 
(3)爬蟲類─綠蠵龜、赤蠵龜、玳瑁、革龜、百步蛇。 
(4)魚  類─高身鏟領魚、櫻花鉤吻鮭。 
(5)昆蟲類─寬尾鳳蝶、珠光鳳蝶、大紫蛺蝶。 

2.珍貴稀有保育類野生動物： 
(1)哺乳類─太平洋瓶鼻海豚、南方瓶鼻海豚、台灣獼猴、穿山甲（中國鯪鯉）、

黃喉貂、棕簑貓（食蟹蒙）、白鼻心、麝香貓、石虎（山貓）、台灣

水鹿、山羌、台灣長鬃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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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鳥  類─赤腹鷹、唐白鷺、白鸛、黑鸛、琵鷺、黑頭白環、鴛鴦、鳳頭蒼鷹、

雀鷹（台灣松雀鷹）、鵰頭鷹、大冠鷲、魚鷹（鴞）、環頸雉、水雉、

彩鷸、燕桁、玄燕鷗、白眉燕鷗、蒼燕鷗、小燕鷗、翠翼鳩、長尾

鳩、紅頭綠鳩、草鴞、大赤啄木、八色鳥、黃鸝、綬帶鳥、黃山雀、

赤腹山雀、白喉笑鶇、竹鳥、畫眉、花翅山椒鳥、灰山椒鳥、小剪

尾、台灣藍鵲、灰面鷲、灰鸛、短耳鴞、長刁鴞、鵂鶹、褐鷹鴞、

領角鴞、黃嘴角鴞。 
(3)爬蟲類─柴棺龜、食蛇龜、金龜、大守官（蛤蚧）、蘭嶼守官（菊池氏蛤蚧）、

半葉趾褐虎、雅美鱗趾褐虎、蓬萊草蜥、台灣草蜥、南台草蜥、雪

山草蜥、台灣地蜥、台灣滑蜥、台灣蜓蜥、蛇蜥、台灣蛇蜥、大盲

蛇、台灣鈍頭蛇、標蛇、斯文豪氏遊蛇、台灣赤煉蛇、赤煉蛇、金

絲蛇、紅竹蛇、高砂蛇、錦蛇、雨傘節（手巾蛇）、眼鏡蛇（飯匙倩）、

帶紋赤蛇、羽鳥氏帶紋蛇、環紋赤蛇、龜殼花、阿里山龜殼花、菊

池氏龜殼花、鎖蛇。 
(4)魚  類─台東間爬岩鰍、埔里中華爬岩鰍、台灣鬥魚、鱸鰻。 
(5)昆蟲類─曙鳳蝶、黃裳鳳蝶、台灣爺蟬、渡邊氏長吻白臘蟲、無霸勾蜓、妖豔

吉丁蟲、虹彩叩頭蟲、台灣長臂金龜、台灣大鍬形蟲、長角大鍬形

蟲、霧社血斑天牛、台灣食蝸步行蟲、台灣擬食蝸步行蟲、蘭嶼大

葉螽斯、津田氏大頭竹節蟲。 
(7)甲殼類─椰子蟹（八卦蟹）。 

3.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1)鳥類─喜鵲、橿鳥（松鴉）、紅頭山雀、煤山雀、青背山雀、紋翼畫眉、金翼

白眉、白耳畫眉、藪鳥、冠羽畫眉、烏頭翁、小翼鶇、台灣紫嘯鶇、

阿里山鴝、白頭鶇、白尾鴝、鉛色水鶇、黃胸青鶲，＇黃腹琉璃、

火冠戴菊鳥、紅尾伯勞、紅山椒鳥。 
 

特別林木─珍貴稀有植物：台灣粗 、台灣紅豆杉、台灣羅漢松、威氏帝杉、台

灣杉檜木群落、白晴、雲杉、台灣穗花杉、台灣油杉、台灣櫸牛樟。 
A.闊一級（貴重木） 

201 烏 心 石 Michelia formaosana 
202 櫸 木 Zolkova serrata 
203 毛 柿 Diospyros discolor 
204 牛 樟 Chinamomum micramthum
205 桃 花 心 木 Swietenia spp. 
206 大 葉 心 木 Swietenia macrophylla 
207 小 葉 心 木 Swietenia mahagon 
208 黃蓮木(欄心木) Pistacia chinensis 

B.樟楠類 

301 樟 樹 Chinnamomum camphora 
302 櫟 樹 Sassafras randaiense 
350 楠 木 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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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肉楠、涼植、樟、厚殼桂、釣樟、木薑子、楨楠、

新木薑子、雅楠、賽楠 
C.楮櫟類 

401 馬尾尖楮(柯椎) Castanopsis carlesii 
402 烏 來 楮 Pasania uraiana 
450 楮 櫟 類  

板栗、苦楮、麻櫟、石櫟、桐木(Pasania spp.) 
D.針一級木 

101 扁 柏 Chamaecyparis obtusa var. formaoana 
102 紅 檜 Chamaecyparis formosana 
103 肖 楠 Calocedrus formosana 
104 香 杉 Cunninghamia konishii 
105 紅 豆 杉 Taxus chinesis 

E.針二級木 

106 松 樹 Pinus spp. 
113 鐵 杉 Tsuga chinonsis 
114 冷 杉 Abies kawakamii 
115 雲 杉 Picea morrisonicola 
117 杉 木 ( 廣 葉 ) Cunninghania lanceolata 
118 柳 杉 Cryptomeria japonica 
119 台灣杉 ( 亞杉 ) Taiwania cryptomeriodes 

F.台灣五木： 
紅檜、台灣扁柏、台灣肖楠、巒大杉(香杉)、台灣杉。 



 
 

<ch-1.doc> 

 

1-5

四、臺灣森林垂直分布 
臺灣省林業試驗所參考資料之一：臺灣森林帶垂直分佈一覽表 

森 
林 
帶 

海 
拔 
高 

 
特 徵 樹 種 

 
各 林 木 之 分 佈 限 界 

針

葉

樹

林

帶

寒

帶

林

 玉山(新高山)3,950M Juniperus squamata Lamb.山柏 
Rhododendron pseudo-chrysanthum Hay.高山村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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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Abstract） 
依各方資料顯示台灣野生動物的棲群有大量減少的趨勢，究其原因乃國民對

野生動物價值的觀念不夠完整，只重視於金錢的收益，而忽略很多其他的價值，

同時政府對野生動物的經營不夠好，今特以此文闡述野生動物的價值和台灣野生

動物的經營應何去何從，以激發一般民眾對野生動物價值的澄清；學術界對其研

究的興趣，以便提供政府當局做妥善合理的決策，並付諸行動，使台灣的野生動

物綿綿不斷的為我國民所用。 
 
 
 
【關鍵字】（Keywords）：野生動物、價值、評估、經營 
 



 2-2

一、前言（Introduction） 
(一)野生動物的定義（Definition of Wildlife） 
(二)何以要重視野生動物（Why Need We Pay Attention to Wildlife） 

 
(一)野生動物的定義 

“What is Wildlife？＂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但是卻沒有一個好的答案；

沒有一清晰的分類名詞（Taxonomic noun）或行為範籌（Behavior boundaries）
來定義它，所以在牛津字典（Oxford University Dictionary）沒有這個字(22)，

然而我們甲目前各地方或書本裏所講記載的範圍，大體可由下圖配合來說明： 
 

未馴化的生物 
 

植物 動物 
 

脊椎動物 非脊椎動物 
 
水生 陸生 
 
魚 兩 爬 鳥 哺 節如 其 
 生 蟲 乳 肢甲 
類 類 類 類 類 動蟲 他 

物、 
蝴 
蝶 

 
1.Brokaw 1978年在“Wildlife and American＂提到英國人認為Wildlife包括未

為人類所種植、蓄養的生物－即含植物（Vegetation）和動物（Animals）美

國人則認為 Wildlife 僅指未馴化動物而言。 
2.Robert H. Giles 1978 年在 Wildlife Management 談及 Wildlife 通常指野生

（Wild）或半馴化（Semidomeslicated）的，而對人類有益的陸生脊椎動物

（Terrestrial vertebrates）和蝴蝶(24)。 
3.Raymond F. Dasmann 於 1981 年在“Wildlife Biology＂中指出 Wildlife 為具

脊骨（backbones）的動物－魚類（fishes）、爬蟲類（reptiles）、兩生類

（amphibians）、鳥類和哺乳類（mammals），尤其強調鳥類和哺乳類(22)。 
4.高大成 1974 年於“台灣之野生動物及森林關係＂，則將 Wildlife 認為非經

人類所馴養與不在海洋內長期生長之脊椎之動物而言(7)。 
5.林曜松 1982年於“墾丁風景特定區動物景觀調查與分析＂中將台灣的野生

動物訂為哺乳類、爬蟲類、鳥類和蝴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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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的定義仍為一種決定（decision），最好依其前後文才來判斷定義的

範籌；即為“Contextual definition＂而本文所談的範圍仍以 Robert H. 
Giles(1978)的定義具脊椎骨的動物，尤其強調鳥類和哺乳類。 

 
(一)何以要重視野生動物（Why Need We Pay Attention to Wildlife） 

台灣野生動物的數量，一般有逐漸減少的趨向，有的甚至已經遭遇滅

絕的惡運，所以吾人在野外已經很少看到野生動物，等到完全滅絕，再感

覺得他們的重要性，那就太慢了，依照 G. Uetz 和 D. Johnson 在 1974 年

Breaking the Web Environment 所歸納造成滅絕動物（extinct species）的原

因和其比例(28)如下圖： 
 

 
 
 
說明 
1.生育地破壞  佔 30% 
2.過度商業捕殺佔 21% 
3.外來種引進  佔 16% 
4.打獵        佔 12% 
5.其他        佔 21% 

 
 
 

而台灣的情形究其原因可分（1~3, 顏重威 1982）(16) 
1.生育地的破壞（the Destruction of Natural Habit） 
2.過度的商業捕殺（the Highly commercial hunting） 
3.環境品質的破壞或污染（pollution） 
4.捕食者的控制（predator control） 
5.外來種的引進（the Introduction of Alien Species） 

1.生育地的破壞（the Destruction of Natural Habit） 
環境愈複雜，提供動物覓食、繁殖和避亂的生存條件愈好，棲於其間的野

生動物愈多。三百多年前漢人尚未渡台之先，台灣樹林繁盛，動物種數豐多，

後來漢人移台增多，伐木墾荒為耕地面積增大，清康熙 50 年（西元 1717 年）

陳夢林（編篡諸羅縣誌卷雜誌志云「鹿獐之多，由草之暢茂，且稀霜雪，故族

蕃息肥碩，三十年來縣墾者眾，鹿場悉為田，斗六門以下，鹿獰鮮矣！」可見

由於農地增擴，林相單純化而使野生動物失去適合其生存的生育地。 
2.過度的商業捕殺（the Highly commercial hunting） 

無限制的捕殺，使動物族群數量大為減少，甚至滅絕以往在台灣的梅花鹿

Figure  The relative significance of human-related pressures for animals presently on the

endangered-species list. (After G. Uetz and D. Johnson, "Breaking the Web,"

Environment 16(10):31-39, 1974.)

Hunting for food

6%

Pet trade

5%

Superstitious beliefs

2%

Pollution

1%

Hunting for sport

12%

Introduction of alien

and domestic species

16%

Hunting for

commercial products

21%

Habitat alteration

30%

Pest and predator

contro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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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vus taiouanus Blyte）的數量相當多，以荷蘭時代，每年運送鹿皮至日本

的數量，多達 10 萬張，根據“長崎荷蘭商館日誌＂歷年接貨單上的統計： 
1634 年輸日鹿皮 112,000 張 
1638 年輸日鹿皮 151,000 張 
1655 年輸日鹿皮 104,000 張 
其餘每年皆有 60,000~90,000 張，可見當時產量之豐，1940 年代在台灣原

野已不多見，現在更是組少無蹤跡，台灣黑熊、穿山甲、雲豹、棕簑貓、白鼻

心、台灣長鬃山羊等亦然，尤其雲豹和邏羅鹿（Rucervus platyceros harnunces 
Thomas）在台灣都已滅絕了(8)（陳兼善 1969）。台灣的盜獵行為經分析其心理

狀況，獵者為了商業利益，而購買者了滿足自大的虛榮心，如灰面鷲遭無情的

大量捕殺即是。 
3.環境品質的破壞或污染（pollution） 

環境品質的衝擊破壞，吾人可依 Bettelle 的環境評估系統來得知其大概（如

下頁圖表所示）(21)：以農藥污染來講：台灣每年施農藥量達 31,000 餘公噸，

農民購藥價值 28 億 5,000 萬元(13)（廖龍盛  1980）平均每一平方公里的土地

約有一噸的施藥量（噸＝106 克，一般一包農藥 150 克，則一平方公里的地需

要 666.67 包），以台灣 1,700 萬人口計，每一年每人可要吃下 2.5 公斤的藥，而

老鷹（Milvue Korachum Formoasnes Kuroda）的群落減少與 DDT 使用有相當的

關係。最近於鷺鷥裏，看到小白鷺、黃頭鷺屍體遍佈，其原因發現是農業中毒，

可污染時對野生動物的影響。 
4.捕食者的控制（predator control） 

人類為了家禽、家畜和人類本身的安全將天放予捕殺殆盡，如禿鷹（bald 
eagle）、灰狐（gray wolf）、紅狐（red wolf）、美洲豹（cougar）等都成面臨絕

滅的動物了(28)，即對人類生命利益有威脅的動物，皆有面臨被滅的危險，在台

灣的蛇類即是，人們見到蛇，常不管青紅皂白即將其打死，其實蛇對人類的主

動攻擊致死事跡太少了，依據池晶萍 1975 年述一般被毒蛇咬傷後，中毒的機

大概是 1/2~2/3 間，而這些中毒中，只有比較 1/4 嚴重，也就是 被毒蛇咬傷

後，只有 1/6~1/8 有生命危險(29)，而被蛇咬的機會其實很少，因其少有主動攻

擊者－可是由於人們的捕殺蛇類、囓齒動物（rodents）增加與吾人畜、禽爭食，

您看捕殺捕食者合算？ 
5.外來種的引進（the Introduction of Alien Species） 

國內大型動物在這方面的報導沒有，然而最近轟動的金寶螺、光復初非洲

大蝸牛，造成農作物的危害損失，是用眼睛可看出來的，還有可可椰子（Cocos 
nucifera）的紅胸葉蟲（1975  陳仁昭）和以往供工業用蟲膠之膠蟲(12)，到處

都有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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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野生動物的價值（Wildlife Value） 
什麼叫做“Value＂？Harold W. Steinhoff  1978(18)曾將 Value 分成下面

兩種： 
(1)心理的價值：乃對事物價值的一種態度。 
(2)事物的價值：乃與其他事物相關比較出之價值（worth），也就是所稱的

鑄造價值（Amenity Value）和市場價值（Market Value or Proxy Value）；
鑄造價值乃指：使人感到快樂的事物（object）、特徵（feature）、質量

（quality）或經驗（experience）。然而不管那種價值，皆是以人類的觀

點，站在人類的立場來闡敘，而野生動物的價值大體可列為以下七種： 
(一)經濟價值（Economics Value） 
(二)醫學、營養價值（Medical & Nutrient Value） 
(三)科學研究價值（Scientific Study Value） 
(四)遊樂、美學價值（Aesthetic & Recreation Value） 
(五)文化、宗教價值（Ethical Value） 
(六)基因保存價值（Gone Pool Potential Value） 
(七)生態上的價值（Ecological Value） 
 

(一)經濟價值（Economics Value） 
即可增加金錢收入（monetary return）和減少損失（reduce losses）；經濟

因子，不能表示野生動物的最重要價值所在，但人們所最感興趣，最需了解

的乃其值不值得（worthwhile），而達此金錢量化的目的可由下節所談經濟評

估計算之； 
1.其實一般人所言的經濟價值是商品的市場價，以台灣目前野生動物的價格如

下： （顏重威  1981）(16) 
野生動物種類 單位 價格：元(NT$) 

臭青公(蛇) 條 500 
百步蛇 條 1,000 以上 
台灣瀰猴 隻 2,000~3,000 
石虎 隻 2,000~3,000 
羌 隻 2,000~3,000 
山猪 隻 4,000~5,000 
白鼻心、棕簑貓 隻 5,000~6,000 
長鬃山羊 隻 6,000~7,000 
水鹿 隻 13,000~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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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暨產品種類 單位 價格：元(NT$) 
小水鴨 隻 200 
灰面鷲 隻 300 
畫眉 隻 400 
八哥 隻 800 
尖尾鴨 隻 800 
紅尾伯勞 隻 5~8 
鼯鼠皮 
松鼠皮 

件 
件 300~400 

鹿茸 兩 1,000 
鹿茸 對 30,000~40,000 
蝴蝶 隻 0.8~1,800 

（依顏重威  1981）(16) 

2.另外以台北華西街蛇店為例，計算一年的蛇交易量金額（全台灣），華西街有

清男、大發山、金田、中美、亞洲、金代六家蛇店，每家店內皆有幾百隻蛇，

售價以無毒的臭青公（Elaphe carinata Gunther）為例；當場活生生宰殺，新

鮮膽一顆 500 元；肉清燉每碗 50 元；一隻可燉 5 碗；肝做肝油；皮製皮革；

蛇鞭泡酒；蛇骨磨成藥材；一隻最少可賣 500 元，一家 30 分鐘殺一條，以夜

市最忙碌時間 8~11 時（共 3 小時）一家一天就要殺 60 條，500 元/條×60 條/
天、家×50 家/全省×200 工作天/年＝3×108 元，即參億元，再加外銷每年

10,000~15,000 條的毒蛇（池晶萍  1975），一年下來由蛇來的國民生產毛額

就有肆億元以上。 
3.另外依新聞局（GIO）1975 年估計有 2 萬人經營蝴蝶加工業為生，每年有 2,000
萬隻蝴蝶被捕送到 30 家工廠加工，每隻售價由 0.8~1,800 元(25)，若以每隻 10
元算，2,000 萬隻蝴蝶一年就有貳億元。 

 
(二)醫學、營養價值（Medical & Nutrient Value） 

1.有關古埃及羅馬的影片中，常常有麻瘋病（Leprosy）病人無法醫治被殘酷

的隔離的情節，在當時麻瘋病確定無法醫治，同其病菌無法於體外繁殖，

一直到 1971 年經觀察九條犰狳（nine-banded armadillo）罹病的性質，而發

展抽取出一種有效的注射液，才把麻瘋病壓抑治癒(28)！ 
2.台灣瀰猴（Macaca cyclopis Swinhoe）曾多次用於砂眼和腦類的研究（林務

局）。 
3.明代李時珍著作“本草綱目＂詳記：老鷹的腦髓可用來醫治痔疾、頭昏、

痙攣等疾病。麻雀可以治百日咳。 
4.燕窩是一種金絲雨燕之唾液凝結而成，據說可止痰化咳。 
5.潮濕熱帶亞洲，人們搜捕哺乳類、鳥類、蛇、蛙、甚至昆蟲以補充稀少蛋

白質資源（柳 澤 1974 年）於 7,000 萬噸的食物中，大部份的蛋白質皆

取之於野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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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學研究之價值（Scientific study Value） 
野生動物在科學研究上有其不可抹煞的頁獻，如： 
1.送人類上太空探險前，已先遣類緣與人類相似的猩猩至太空以測其在太空

旅行的生存能力與生活情形，認為可以了，沒問題後，才送人類上去。 
2.Dr. Hans Hass 所著“The Human Animal＂是本關於動物比較行為學，由野

生動物的各種行為表現來了解支配人類行為的黑箱（black box）。動物行為

學（ethology）創始人勞倫茲（Knorad Lorenz）曾指出研究動物行為上所得

的新知，可使我們對人類的行為更深一層了解(19)。 
3.由海膽（seaurchins）了解胚胎學（embryology），由恆河猴（rhesus）了解

人類的血緣，由鹿角（antlers of deer）了解自然環境被污染的程度。企鵝與

DDT 於食物鏈的循環情形。 
4.1964 年 Mc Clue 主持的世界性遷移性動物理學調查“Migratory Animal 

Pathological Survey＂於東海大學陳兼善、歐保羅領導下成立“台灣繫放

（Banding）小組＂，使小白鷺、牛背鷺在病原菌傳播的研究上發揮相當大

的作用。 
 
(四)遊樂與美學的價值（Aesthetic & Recreation Value） 

1.狩獵和釣魚是最常見的正當戶外遊樂活動，由該活動所獲得的滿足是無可

限量，另外許多商業為迎合遊樂者所好生產獵槍（firarms）、釣具（fishing 
tackle）、露營設備（camping equipments）、交通或供食宿；公私有林地供高

價值狩獵用地，政府亦可由狩獵執照（licenses）等費用（fares）而增加公

帑(22)。 
2.追蹤足跡、賞鳥、咻鳥叫、掇影、觀賞野生動物影集（如：可愛的動物、

沙漠奇觀、綺麗的世界）閱覽野生動物的書刊、圖片、報導、…凡此種種

都是以野生動物為導向之遊樂活動。 
3.野生動物是自然景觀的一部份，也是主要的遊樂觀光資源，非洲草原上成

千上萬奔馳的動物，日本別府猴群、奈良的梅花鹿均吸引不少的遊客(10)，

台灣家燕群翱於金黃色稻田上，構成一幅相當美的畫面，原野上尋找野生

動物觀賞牠的艷麗體色、優美動作、奇異的行為、聆聽牠們悅耳的鳴唱，

實在是人生一大享受，是無法用金錢計算。動物在觀光美學上最大價值乃

是鼓舞人們走向大自然欣賞大自然的美。 
4.目前對野生動物美學的價值較有具體的組織是賞鳥學會，茲以各地的賞鳥

組織，擁有之會員做一比較： 
(1)英國保護鳥類學會（RSPB）有會員 340,000 人 
(2)美國 National Audubon Society 有會員 450,000 人 
(3)荷蘭自然保護學會有會員 250,000 人 
(4)台灣目前台北賞鳥會 200 名、台中 100 名、高雄 50 名、東海大學 50 名、

屏東農專 100 名，共計約 5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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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宗教文化價值（Ethical Value） 
1.動物被認為是土地上少不了的成員，人人都可想像得到沒有動物是怎樣的

世界，我想不僅僅是 Rachel Carson 的“Silent Spring＂，而是告寵內拉的

“海的死亡＂，其實我們是沒有權利去毀滅野生動物，無權利決定其他動

物的生存，每一種動物都代表看美麗而有條理的自然世界，它們的生存都

深具意義的。 
2.佛教（Buddhism）和印度教（Hinduism）相信殺生是不對的，且印度教教

友對牛更是尊敬！ 
基督教（Christianity）在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曾與野生動物居住、說話。 

3.台灣鄉下迷信穿山甲（Manis pentadatta pentadactyla Linnaue）第七片鱗甲，

掛於小孩子脖上可避邪。 
4.阿美族酋長以藍腹鵰（Lophura swinhoii Gould）尾部的白羽毛象徵威信尊嚴。 
5.魯凱族以百步蛇（Agkistrodon auitas Gunther）為神祉供奉崇拜。 

 
(六)基因保存的價值（Genepool potential Value） 

保持基因庫之多變異性、適應環境變化，當對人類的生存有莫大的幫忙，

對於固有種（Native species）的保持，將能提供新的基因特性（genetic 
characterics）以解決目前和未來食物的供應問題，經過人工飼養的野生動物，

有時會喪失某些遺傳特性，然此特性對其長久生存在動態環境（dynamic 
environment）是很重要的，還有沒有人能預知會有什麼新的致死疾病，致使

人類或其食物於死地，若無基因庫保存的話，則可能使人毀於一旦。 
 
(七)生態上的價值（Ecological Value） 

人常站在自己短視自私的立場，去看其他的生物，所謂益蟲、害蟲、毒

蛇猛獸，都是相當主觀，皆是人類為本位而下的定義，其實任何一種野生動

物都有牠在生態體系（Ecosystem）的地位職責（niche），缺少了牠們中之一

個，皆可能造成不少的震撼。 
現在就以台灣的猛禽類－鷹鷲科（Family Accipitridae）、鴟鴞科（Family 

Strigidae）、蛇與囓齒類（rodents）之間的生態關係：據溫慕蓀 1976 年報告台

灣省鼠害防除六年計劃（由民國 46~50 年），全省 360 個鄉鎮中，有 304 個鄉

鎮參加，動員了 6,000 名人員，總共收鼠尾數 6,570,000 條，創世界防除鼠害

記錄(11)。然而曾幾何時，在鼠類數目竟然超過台灣目前 1,700,000 人口；再據

郭寶章 1956 年對台灣大學農學院實驗營林區造林林木松鼠為害，資料顯示被

為害率最低 31.88%、最高 89.29%、平均 70.95%（以柳杉、香杉、琉球松、

濕地松、巒大杉、紅檜、日本扁柏為害最嚴重，凡此兩起囓齒類為害，無不

是因為自然平衡受破壞，猛禽類和蛇因人類外施力使其族群減少，囓齒類於

有侍無恐之下才大逆其道！ 
加拿大山貓（Canada lynx）和雪蹄兔（Snowshoe hares）之間有互為消長



 2-9

的現象，亦即表示此捕食者（predator）與被捕食者（prey）間達平衡之現象

其圖如下： 

 
 

這就說明野生動物之生態平衡之功效，若缺少天敵來克制，則將造成對

整個生態體系和人類有不良的影響。如 1971 年王鼎定於台灣野鼠防治報告

中，估計台灣鼠數為人口的四倍，當年推算約為 5,600 萬隻，一般估計每隻

鼠一年消耗五公斤計算，每年總消耗量達廿八萬噸以上(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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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野生動物的評估方法（Methods of Measuring） 
野生動物價值的評估，大都依下二原則來做： 

1.以間接量測的方法來計算非市場資源（non-market resource）的價值。 
2.無法以計數（cardinal）效用量測，則以予重視程度滿足的層次而施計序

（order）效用測之。 
但是其評估的方法有相當多，大體可依 Steinhoff  1979(18)(27)分類如下： 

(一)經濟方法（Economics Methods）→Cardinal 
A.市價法（Conventional Market） 
B.費用法（Expenditures） 

1.直接調查法（Direct Effect） 
a.個人花費（Individual） 
b.政府投資（Government） 
c.國民生產毛額法（GNP Method） 

2.間接調查法（Indirect Effect） 
a.投入產出法（Input-Output；Multiplier Effect） 

C.願意支付（或消費者剩餘）（Willing to pay or Consumer’s Surplus） 
1.模擬需求法（Simulated Demand；Hotelling-Clauson） 

a.旅遊區法（Travel Zones） 
b.旅遊成本（Travel Cost） 
c.轉換成本（Transfer Cost） 
d.個別需要（Individual Demancl） 

2.訪問法（Interview Method；Meyer） 
a.訪問參與者（participating） 
將付款項（will pay） 
機會成本法（will be pay） 
社會決策（Community decision-making） 
法官決策（Justical award） 

b.訪問非參與者（Non-participating） 
存在價值（Existence value） 
選擇價值（Option value） 

D.混合和操縱（Combination and Manipulations） 
1.益本法（Benefit Cost） 
2.資本化法（Capitalization） 
3.成本效率法（Cost Effectiveness） 

(二)非經濟法（Non-economic Method） 
A.比較態度（Comparative attitudes） 
B.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 
C.共同決策（Codino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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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價值澄清（Value Clarification） 
以上方法暫不做詳細介紹，待下回再予綜合做一次深入的探討，對何者最適

合台灣情況？何者用於那種情況較為合適？等問題，提出看法和報告。 
經選擇適合台灣野生動物的方法後，將其現場調查資料予以代入，求出其結

果，以便提供決策者，做為決策經營野生動物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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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野生動物的現況（Current State of Wildlife in Taiwan） 
台灣的野生動物依陳兼善 1969 台灣脊椎動物誌，所敘魚類 870 種（板鰓綱

7 目 20 科 71 種，真口綱 31 目 157 科 799 種），兩生綱 2 目 5 科 27 種，爬蟲綱 2
目 16科 92種、鳥綱 23目 61科 402種、哺乳類 10目 24科 79種，以區區 36,000Km3

的土地內擁有這麼多的動物，其雜異度之高可見一斑，先就陸生脊椎動物分別敘

說： 
(一)兩生類：具無尾目（Anura）的蟾蜍（Bufo spp.）、赤蛙（frog）等，和有尾

目（Caudata）中山椒魚科（如 Salamader, newts）而以蛙較具經濟

價值、大家較為關切外，其他兩生類的生態、習性種種則無人重視。 
(二)爬蟲類：92 種內含龜鱉目（Chelonia）9 種，有鱗目（squamata）如蛇、蜥蜴

皆屬之。目前蛇之用途其廣蛇膽、蛇血、蛇血清、蛇皮、蛇骨都有

用，在經濟、醫學、裝飾的功效，但也都只限於對人類實用可見的

範圍。 
然而台灣的兩生類、爬蟲類與蝴蝶一樣，不為野生動物有關法規所保護，另

談不上經營了。 
(三)鳥 類：台灣有 402 種（佔世界 8,600 種中之 1/20），其中有 15 種是台灣特

有種，4 種被世界自然保育聯盟（International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的紅皮書（Red Data Book）列為瀕臨絕種的種類 (15)

（endangered species；threatened species）－ 
1.唐白鷺（Egretta eulophotes Swinhoe） 
2.草鴞（Tyto capensis longimenbris Jerdon） 
3.藍腹鵰（Lophura Swinhoii Gould） 
4.黑長尾雉（帝雉）（Symaticus mikada Ogilvie-Grant）－以往在山

產禮品店常常可見到擺設著各式各樣的鳥類標本，以 1967 年 6 月

在日月潭的店裏有 140 種、2,000 隻左右的標本（Sheldon  1980）。
自從 61 年 10 月 1 日實施全面停獵以來，則山野間看到的鳥類種

類和數量亦隨之增加許多，櫃子內的鳥類標本則相行減少；但是

每年 10 月北飛經過台灣的灰面鷲（Butastun indicus Gmelin）和 9
月來台的紅尾伯勞（Lamius tibetanus formosanus Swinhoe）所遭受

無情殘酷的捕殺，都造成很大的震撼。 
(四)哺乳類：目前台灣除了深山野外要看到囓齒類以外的哺乳類則較困難，台灣

的大型哺乳類有下十三種較有名氣： 
1.台灣黑熊（Ursus tibetanus formosanus Swinhoe） 
2.水鹿（Rusa unicolor Swinhoei P.L. Sclater） 
3.梅花鹿（Cervue taiouanus Blyth） 
4.羌（Muntiacus reevesii micrums P.L. Sclater） 
5.台灣長鬃山羊（Capricornis Swinhoei Grey） 
6.雲豹（Felis nebulosa Griff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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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黃喉貂（Charronia flavigula Chrysospila Swinhoe） 
8.台灣鯪鯉（Manis pentadactla pentadactyla Linnaeus） 
9.水獺（Lutra Iutra Chinensis Grey） 

10.棕簑貓（Herpestes urva Hodgson） 
11.白鼻心（Paguma lariaia Swinhoe） 
12.麝香貓（Vivericula indioca Desmacest） 
13.台灣瀰猴（Macaca Cyclopsis Swinhoe） 

另外囓齒目（rodentia）－含松鼠科（Sciuridae）、鼠科（Muridae）共 13 種，

對林木和人類的破壞損失具相當的地位。 
近年來由於南部橫貫公路和第二條中橫公路的開發，使野生哺乳類動物的生

育地受到破壞，而使棲群減少，再加上中國人對進補的觀念一直保有不衰，認為

鹿角、鹿鞭、猴骨、麝香貓肉、穿山甲（台灣鯪鯉）肉、台灣黑熊的小肚（膀胱

gall blader）、梅花鹿的胎兒（fetus）…等都可當壯陽春藥（aphrodisiac）的補品

（Severinghaus）(25)，雖有禁令，然而由於需求甚切、價格頗高，致使商人、獵

人依然我行我素，若此觀念不改變的話，對本省野生動物是有相當的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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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與建議（Conclusion & Proposals） 
(一)由教育廣播事業宣導，改變一般人的觀念 

1.Ren`e Dubos 言“大地是人類溫化茁長的溫床，要和自然生態體系和協，不

要想去征服、破壞它。＂(28)這個觀念是相當重要，到目前為止人類予自然

生態體系（Ecosystem）的負效應比正效應來得多。其實人類是有能力提供

自然更多的正效應，減少負效應，使自然資源－包括野生動物綿綿不息的

為人類永續使用，且使自然生態體系運轉得更妥協、更平穩。 
2.吾國人對吃和進補的風氣很盛，雖然吾人的營養皆相當充裕，但是一看到

野生動物就想到“好吃＂、“補＂，再由於世界現實短視的普遍存在，一

遇到事物即想到經濟金錢的收益上，然由本文我們得知野生動物提供人類

的不僅是經濟的價值，還有上面所談的種種價值，而言些價值是無法用金

錢來估計。 
3.由廣播、由教育著手，使國民從小即對野生動物喜歡而保護，再由對生態

的正確觀念，配合人類的使用而談野生動物的經營。 
(二)訂定合乎生態原則、福利原則野生動物保育經營法規 

多數人有了正確的野生動物觀念，配合經學術研究單位所提出有關野生

動物生態的報告和各種評估，反應提供政府決策者修訂狩獵法，另訂合時

代、生態、人民福祉的野生動物保育經營法規（有關狩獵法修正的探討如附

件一）。 
(三)設立野生動物專責機構 

負責、研究、規劃、保育及執行工作，目前狩獵法規定經濟部和內政部

為負責機構，而籌劃台灣野生動物的調查工作、保育工作單位則為林務局，

執行狩獵法則規定為警政署，負責權責分散、缺乏積極性、主動性（楊 霖 

1981）(10)，可考慮歸併動物保護協會和自然資源保育協會和林務局、內政部、

警政署、經濟部有關野生動物行政、業務部門，使成一元化增加主動積極的

工作。 
(四)規劃野生動物保護區 

由政府提供研究經費予學術研究機構，訓練專門人員對台灣野生動物的

生活習性、生育地、棲群、經濟的評估做一完整的研究，以提供設立自然保

護區。林務局曾於本省山區設立自然保留區（如附件二），但因缺乏上面的

資料，以致流於空談，形同虛設。 
(五)研究中心的設立、專門人才的培養 

各種工作的推展，若沒有一科學性的組織和訓練有素的專門人才來工作

的話，那麼工作要有效積極的推行就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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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件 
 

目前於我國與野生動物有關的法規只有狩獵法（和漁業法）而已，而狩獵法

於民國二十一年設立，民國三十七年十一月二日修改公佈；其法大概可分以下三

端較不符需要，需予修改者： 
1.第一條「本法所稱狩獵指以獵具或鷹犬捕取鳥獸而言」，其涵蓋的只是鳥

類、哺乳類，對其他的野生動物－兩生類、爬蟲類（昆蟲如：蝴蝶、甲蟲），

則不包括在內。 
2.第十七條「違反本法於禁止、限制之規定者，處以五十元以下罰鍰，並撤

銷其狩獵證書，其情節重大者，得依法處斷。」罰鍰五十元折合台幣亦不

過一百五十元，以此區區小數與獵 物的金錢價值相比，實在小巫見大

巫，實在難產生嚇阻作用。 
3.對於違獵者之處分雖有敘明，但獵物之交易限制、製造販賣鳥獸標本和販

賣原野鳥獸商品及供應野生動物之肉類佐餐等管理取締，則缺乏法令依

據，而此數端又正是引起偷獵、違獵的主要原因。 
 



第三章  野生動物資源調查 
一、前言．．．．．．．．．．．．．．．．．．．． 3- 1～3- 1

二、影響野生動物族群的因子．．．．．．．．．．． 3- 1～3- 2

三、族群和趨勢的估計．．．．．．．．．．．．．． 3- 2～3- 4

四、生育地調查．．．．．．．．．．．．．．．．． 3- 5～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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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野生動物資源經營意味著：使食物(food)、可用植被(cover available)、動物族

群(animal population)三者間某種程度的平衡。資源調查大體可區分兩大部份，一為

推估，一為決定。 
1.推估(estimating)：在某一定時間，以取樣技術調查動物的數目，組成(composition)

趨向(trend)和不同野生動物族群的自然分佈範圍(range)。 
2.決定(determining)：瞭解不同種類動物對食物和棲息環境的需求， 並且評估不同

生育地(Habitat units) 所能提供野生動物的族群數目。 
所以，以普查技術(Census techniques)估計動物的生產率(productivity)和族群發

展動向(population trend)，就顯得特別的重要。 
然而，由於野生動物移動性強，且其食性範圍廣，有取食草類、木本植物或

果實者，所以沒有具簡單又可靠的技術來決定族群的大小，僅可粗略地估計某一範

圍內的動物數目。 
所以研究不同生育地對野生動物的影響，成為土地經營者和保育者的主要責

任。 
*譯自：Tomas. E. Avery：Natural Resource Measurements 1975 
 
二、影響野生動物族群的因子 
(一)組成和生產率(composition and productivity)野生動物的組成與數目一樣重要。

所謂組成即已包括： 
   (1)各齡階的數目(no. of animal in each age group) 
   (2)各齡階的性別比例(sex ratio for each age group) 
   (3)喜好的季節環境(preferred seasonal habitats) 
   (4)健康狀況(general health status) 
   (5)生產率(繁殖率)(productivity rates) 
   (6)死亡率(mortality rates) 
   (7)平均壽命(average life span) 
   (8)適應性(adaptability) 
   (9)移動性(mobility) 
   (10)生活範圍(extent of home ranges) 
       即各種動物的生活史(life history)要事先了解，然後其獸口普查(census)或發

展動向(trend)的資料才能有效地利用。被獵殺族群及未被獵殺族群都需要定期

普查(periodic censuses)，而且動物生產率亦應予以估計，因為死亡和被捕之動

物都直接影響到狩獵收穫的形態。 
 
(二)族群改變的型式(changing population patterns) 
   法則：哺乳類或鳥類愈少，其生產愈快，每年有年邁體物死亡(normal mortality)

和生育(regeneration)─如兔、松鼠，由於族群內每年有一定數目為新生

個體所取代，所以每年增減(annual rate of increase or decrease)率亦隨之改

變。 
即使壽命長之動物其族群的定期推估 (periodic evaluation of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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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ion)亦很重要，如麋(elk)約為人類壽命1/3，其完整族群資料可以預測繁殖

率、年變化的一致性 (uniformity of annual changes)和型態的改變 (pattern of 
change)(族群的增加、穩定或減少)。 

以上這些資訊對某族群定期突發(eruptions)的增加或大災禍(catastrophic decline)
所引起的數目減少，較能有效的預測。連續調查(continues censure) 是動物族群對

環境改變反應很好的指標(gauge)，完整的普查可得知野生動物的改變和其趨勢，

而這正是經營成敗的標準。 
 
(三)死亡率的推估(Mortality Estimates) 

死亡率的推估非常難以決定，自然死亡的原因有：被捕食、疾病、氣象危害

和饑餓等等。連續調查可以間接提供估計每段時間死亡率，其他如定點調查(spot 
checks)、羽毛收集(wing collection box)、郵寄問卷(mail questionnaires)，來算出由

獵人依法捕獲的量。 
 
(四)遷移型態和活動週期(Movement Patterns and Activity Cycles) 

由大動物的移動及其正常的活動範圍，可推知其族群密度和每單位面積的容

納量。測知動物移動的基本性質、範圍和對環境的反應，更可由以下方法得知。

如：調查巢穴的分佈、植物取食線、鳥類繫放；至於大型動物則以無線電測距裝置

(radio telemetry)為研究行為和追蹤動物有效的方法。測距法(telemetry)可做為族群

估計的方法，且由此法可得到動物活動型態(movement pattern)和活動週期(activity 
cycle)的資訊，可供經營者估計特殊季節或一天的某時段裏出現個體佔族群的比

例。活動型態亦可由足跡調查(track count censuses)來推知。因為每單位時間的移動

距離與足跡(track made)數目有關，所以可利用其預測族群在一段時間內的活動圈

(activity range)和移動性(mobility)。 
 
三、族群和趨勢的估計 
(一)普查(Census methods) 
   脊椎動物族群的調查方法分 
   1.直接普查(direct census)─如由飛機、航空照片、熱攝影像等視覺調查。 
   2.間接普查(indirect census)─如聽鳥叫聲、足跡、糞便等來推估族群數量。 
   3.比例法(ratio methods)─係捕獲做記號後放生，由再捕獲數來推估族群大小。 
(二)驅趕調查法(Drive census) 
   方法如下圖： 
 
 
   記                活 ─  打 
                   動 ─  擊   ─ 以林道或燃放爆竹為界 
                     方 ─  者 
   錄                向 ─ 
 
   打擊者以25-50 人在2-3 km2 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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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中調查法 
       由空中監視並直接計算其數量，用於動物有聚集(congregate)趨勢，或上層

植物(overstory) 相當稀疏者，如在廣闊田野裏大哺乳動物(large mammal)和具遷

移性水禽(migratory water fowl)在海邊活動均可用。而使用直升機調查較優於以

固定翼飛機者，因低飛可算出各獸口性別和年齡階的頭數。 
 
(四)航空攝影和熱攝影像( Aerial photographs and Thermalimagery) 
       以1/3000之航空照片即可用於估測水鳥和大型哺乳動物的數量，而彩色片

或紅外光 (infrared color films) 皆適用於此方法。熱 ( 紅外光 ) 掃描系統

(Thermal(infrared) scanning system)可用於大型溫血動物於夜晚或清晨尚未活動

時。一般飛行航高，適用波長在8-14mm之間；但因動物大小、體溫不同而有差

異(但1℃， 1m直徑大小可區分)。 
 
(五)(strip-flushing census) 
       為一人觀測法，當人走近時動物會飛走或跑走，所以記載看到動物時之飛

離距離(flushing distance, F.D.)，再以下式計算之： 
 
     ( 平均飛行距離(F.D.))×2 ＝平均樣線寬 (A.S.W.) 
 
     ( 平均樣線寬(A.S.W.))×總樣線長＝取樣面積 (SA) 
 
     族群(N)＝(總面積／取樣面積)×飛離之動物數量 
 
       此方法簡單但其題為該種類面積分佈，此法一般用於視線良好、活動方便

之開闊地。 
 
(六)鳴聲(call counts) 
       當求偶或建立領域(establish territory)時，觀測者於日出前啟程，在一定距

離內算出一定時間(3分鐘)內所有的叫聲)。會叫的雄性動物可利用此法配合性

比例法(sex-ratio)，以提供族群之估計和發展趨勢。 
 
(七)足跡法(Track counts) 
       易於留下腳印的路上(imprinted road and trails)，於大雨後幾小時再去計

算，以了解動物棲群；此法適用於族群小者。此法用於估計一種具季節性遷移

或具集體遷移之動物。 
 
(八)糞便推測法(pellet-group counts) 
       動物排遺(defecation)與族群大小有關，族群愈大，排遺就愈多。如鹿(mule 

deer)和麋(elk)一天排糞13堆(clewsters offecal pellet /1天)(但是要知道鹿在此停留

多久)。否則就先將糞清除後在另一已知時間內去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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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of group ×100 (ha／km2) 
       P.G.／km2 ＝ 
                       area in sample plot (ha) 
 
                       P.G.／km2 
                 ＝ 
                    no. of days × 13 
 
       圓形、線形樣區皆以0.04 ha 為佳。 
 
       此法不適用於落雨強度大的地區和糞球金龜(dung bettles)猖獗(prevalent)的

地方。 
 
(九)比例法(ratio methods) 
   由繫放(banding)或標記(marking)動物和依法捕殺資料(hunts) 
   1. Lcoln Index 
     將繫放或標記動物釋放後再捕獲，即可算出其族群： 
 
              total no. banded 
      N ＝                     × no. of unbanded killed 
             no. of banded killed 
 
 
   2. Kelker's Ratio 
 
                             (狩獵前♀／♂×捕獲♂量)－捕獲之♀ 
     狩獵後之雄鹿數(bucks)＝ 
                                  狩獵前♀／♂－狩獵後♀／♂ 
 
      buck♂×♀deer／♂buck＝♀數 
 
      bucks×♀fawns／♂bucks＝♀數(fawns) 
 
      ♂＋♀＋♀＝post－hunt survey 
 
(十)Trend Estimates 
       於特定季節或期間內，以走路或騎馬的方式在預定路線上計算，如在1km 

的道路上碰到的鹿、麋、兔子，或quail等動物有多少(大概數量)？甚至有n窩
quail、pheasant、火雞，由每窩平均個數為年繁殖率的依據，或其年齡和性別

比例皆可算出，為輔助調查方法，而並非完整的普查方法。並由之導出各年間

動物相對量或變化。 
 
四、生育地調查(habitat measu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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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育地因子 
   野生動物的族群受下列因子影響而有不同： 
   (1)狩獵壓力(hunting presures) 
   (2)種的特性(species characteristics) 
   (3)適應性(adaptability) 
   (4)生育地品質(quality of available habitats) 
   生育地組成因子(habitat components)(basic elements) 
   (1)水 water 
   (2)食物 food 
   (3)庇護所cover：作為躲避惡劣天氣及天敵(包括人類)之用 
   如以上三種因子沒有適當空間組合(spatialarrangement)的話，則族群將變得很

少，甚至近於滅絕。大部份的野生動物在平日活動範圍中，皆需要以上三元素

適當組合安排才可。 
 
(二)可利用之食物(Available Food) 
   (1)調查可食用植物( edible herbage)，係將灌木或樹木被取食前後的枝條長度加

以量測。 
   (2)以每月動物取食量( animal unit month (A.U.M.))為單位來計算食物量。每頭牛

一個月食用的草類乾重約454 kg，所以1 A.U.M.約等於410-475 kg(900-1050 
lb)的乾重(dry-weight forage)。因為追捕昆蟲、囓齒動物或植被枯萎等需耗費

能量，所以取食時移動身體所耗費的能量，約為剪下來供食(clipping)者的

70-80%而已，放於野外者其求得之食量，一般較關於欄內者為多。其他動

物食量換算情形如下： 
       麋鹿(mule deer)：0.2 A.U.M.(cow) 
       羊(ewe and lamb)：0.2 A.U.M.(cow) 
       白尾鹿(white-tail deer)：0.14 A.U.M.(cow) 
       成馬(grown horse)：1.25 A.U.M.(cow) 
       此又可稱為每頭動物食量轉換因素(animal-unit conversionfactors)。 
   (3)每單位面積可取食量(garing capacity／unit area) 
 
           Σ(每種植物單位面積乾重×每種植物使用百分比) 
        ＝ 
                        每頭動物需求量 
 
   (4)植物的果實(包括毬果、堅果、種子) 為野生動物很重要的食物。如何計算果

實是相當困難的，因為果實成熟時間不一，果實停於樹上的時間不一。果實

的計算一般著重於毬果、堅果和大型鮮果，係利用漏斗(funne ltypeetraps)來
收集，每株樹下置4-6個漏斗，然依樹的大小、樹形和種類組成、密度，再

加以調整。 
   (5)利用修剪樣區(clipped plots)的量測方法亦可行，只是所需費用及時間較多， 

有變通法稱rank set method，由眼判別訂階(ocular judgement)，依草秣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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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三階，第一組取最大者；第二組取中等者；第三組取最小者。 
 
(三)邊緣效應(Edge efect) 
    何謂邊緣(Edge)？即表二個明顯植物型間，臨界線的總長，為生育地排列

(arrangment)測度"量"(quantity)的重要元素。因為邊緣通常為提供食物最近其巢穴的

地方和活動的地方，甚至為逃離居所最近的路徑(provide food supplies near nesting 
ground，cover for travel，or a clear escape route near a bedground)。動物對不同edge 
有不同的釋義，如鹿對二不同草原而言並沒什麼不同，但對草原─灌叢的邊緣則認

為不同。邊緣之觀念對有一定範圍 ( limited home range)和每日活動範圍小 (a 
smallradius ofdaily mobility)的動物尤其重要。 
 
(四)野生動物所產生的為害與損失( Damage and Losses fromwildlife ) 
    大型野生動物對林木、農作物(farm crops)為害，小型野生動物對種子的量與儲

存的五穀為害明顯。平衡族群大小、土地容載量(range carrying capa city)。 
    合理地控制無益的動物(如rodents)和捕食者(如coyotes) 
   (1)鑑定(identify)何種動物，何族群動物所造成的為害。 
   (2)為害的嚴重性如何(theserioueness of the loss)？如被截斷之株數／ha，種子損

失／ha。 
   (3)以毒藥、驅避劑、捕捉或使其生育環境不吸引者，以上皆為有效的控制其棲

群。 
 
五、野外調查之技術： 

(一)野外調查之技術 
1.在野外如何做記錄： 

(1)當場記下 
(2)完整的記錄 
(3)每日觀察畢後，想想是否有應調查但卻遺漏的項目 
(4)畫圖 
(5)觀察到什麼便怎樣的記錄它 
(6)記錄務求確實 

2.調查時之工具： 
除了紙筆外，尚須有輔助工具如：  雙目望遠鏡或單眼望遠鏡等 
                                放大鏡 
                                相機、錄影機 
                                地圖 

3.收集及保存生物標本 
 

(二)動物族群之分析 
1.動物之記號(Animal signs) 

在對一特定區域做調查時，吾人希望儘可能用任何可能之線索來查知

每一種之存在及其豐富度。有時不可能或是不希望殺死或捕捉動物，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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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所有之種類不易觀察。因此，我們希望利用動物離去後留下之信號來證

實其存在。不同種類之動物的信號可做為查知其存在及數目之線索，例

如：食物咬斷，貯存食物處，爪痕，足印，巢穴，通道，殘留食物，----
等。 

(1)咬斷食物狀及貯存食物處 
如：Meadow mice常將草咬成一段段(一段約2-3cm長)，而撒佈於通路

上，或是將一小段之草堆成小堆。Lemming mice將草幹咬成一樣之長

度，整齊地堆放在其通路上。 
如：幼嫩之灌木可為判定吃嫩葉及嫩枝者之依據。 
兔：將枝條完全整齊地咬斷 
鹿：折斷樹枝，咬斷處凹凸不平。 
海狸(beaver)：咬斷枝條似以斧頭砍過，且是會留下齒痕。 
如：許多囓齒類動物(rodent)(老鼠、兔、松鼠-等)會將食物貯存 
dermice       貯存核果及種子於林中之木頭下 
chipmunks 
pinemice      貯存種子、根、塊莖、核果於地下 
meadowmice 
red squirrel    將松樹之毬果堆置於木頭或根株周圍 

(2)爪痕 
如：最易判認之爪痕可說是熊在林木上造成的 
如：松鼠常在枯木上留下抓痕，而可能指示吾人此處有巢穴。 
如：Raccoons亦常在樹上留下抓痕，但此較不易正確地鑑別出。 

(3)足印 
在溫暖之季節，常在溪邊及池塘旁泥濘地上留有動物之足跡。如： 
raccoons，opoossuns，mink，crow，herons等。在冬天寒冷地區之雪地也

易留下足印。尤其下新雪於已硬之舊雪上，此時最易留下足印。而小型

哺乳類動物如shunks，shrew，deermice 之足跡後，常會見到大型哺乳動

物如shunks，foxes之足跡。鳥亦會留下痕跡，但較難以辨認。而在積雪

下之通路，常可見meadow mice及地鼠(shrew)活動動其間。 
(4)巢穴 
如：松鼠及deermice之巢穴，易觀察及鑑別 
如：meadow mice 於草地上築巢 
如：許多種動物築巢於地下，但吾人較無法發現 
如：鳥巢在冬季易被發現其位置及辨認 

(5)通道 
若在動物豐富之地區，當人行走時，可感覺腳下有許多通道，如： 
shrens，meadow mice，pine mice等種動物，常建築通道及使用之，但因

其食物咬斷後常置於通道上，因而常會洩漏其行動。各通路有其特徵。

而較大型之哺乳動物之洞穴，可藉由其洞口散佈之毛髮、氣味及殘餘食

物而辨認出。 
(6)殘餘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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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許多捕食性動物之取食習慣十分獨特，因而，由其殘留之食物可推

知捕食者。 
如：角(Horned owl)會將大型獵物之腸挖出，在地上進食，而將較小型獵

物則將其帶至棲息木。如鳥類其會食其頸肉而不破壞其關節，最後再將

毛髮、骨、皮吐出而使成在棲木四周一堆。 
Sharp-shinned & Cooper's Hawks：在吃鳥前會將其皮剝離，然後將其帶

至附近之隱蔽處，去其頭及足、翅再吃其內臟、肉、頸脊椎腳由成堆之

皮毛及殘留之骨骼，即可發現其存在。 
Crow & Jays：此類鳥常吃蛋，以鳥嘴刺之。如crow將蛋自巢中移走後，

在他處進食。蛋若正常孵化時是沿線開裂的，若被此類鳥食之者會有1-2
個很的開口經過殼。 
Foxes： 
被食者常若較大型之動物，在被殺地點進食後常還有剩很多。若食鳥，

則鳥腿常留下及呈彎曲狀。而被食者之上常留有大小一致的齒痕。 
 
         動物記號資料之記錄表： 
         記錄者：              日期： 
         氣候： 
         溫度： 
 
     種類    生育地   觀察到之記號    確實位置、其他觀查值 
 
                            
                      (相機可幫助) 
 

2.胃含量之分析 
─為決定某一種動物之取食習性時之另一方法 

3.生態上之方法 
生態學為生物與環境間相互關係之形式及總合亦可稱為野外生物學。因

此，估量時，包括：(1)對物理環境因子之估量 
(2)生物有機體之估量（藉統計上之方法) 

       如要估計： 
       １．水中氧氣之濃度 
       ２．水中游離二氧化碳之濃度 
       ３．水中ＰＨ值，土壤ＰＨ值 
       ４．水中溫度，空氣溫度，土壤溫度 
       ５．空氣的相對濕度 
       ６．植物族群之分析 
       ７．動物族群之分析 

4.動物族群分析 
     由於動物之移動性，因此，分析時較為困難。 
      (１)如：飛行性昆蟲，可以捕蟲網捕捉，再計算其數目。不過此法所估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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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族群大小，並不十分精確。 
      (２)當方形樣區設立後，計算其動物數目(包括在植物上及土地上的)。當植

物調查完畢後，以鏟挖取土壤，深約-18cm，再以粗網篩出土壤之動

物。同樣的，此法所估測到的動物仍為約略之族群。因為小型昆蟲及無

脊椎動物如線蟲，均會逃出吾人之觀察。 
      (３)森林之落葉層中亦生活了許多小動物，則可從方形區中取回一小部份之

落葉層，再以漏斗過濾。則無脊椎動物可以定性及定量地分析。 
          ＊定性：觀察後，就此社會的組成，賦予一特性的描述。 
          ＊定量：將每一種給予量的表示 
      (４)小型的有機物： 
       可定性分析。將少許土壤樣本放於顯微鏡下觀察，再移去較大顆粒之土

粒，再觀察之，則其中包括了原生動物、線蟲、輪蟲及其他小型有機

物。 
          而欲定量分析：將-20不同之玻片中有機物計算其數目，並取得平均

值。此值在日後比較不同地區之土壤動物相時很有用，及此值可提供一

對單一地區研究之約略之豐富度指數。 
      (５)脊椎動物之族群之分析如下： 
          標記野生動物之技術，可以進行鳥類、哺乳、兩棲類族群之研究 
 

5.標記野生動物之技術 
       為了將來鑑定之方便而標記之最古老的方法為。 
       為了科學上之研究，在歐洲常用鳥領圈或鳥環。 
       標記蝙蝠，亦可用領圈。但此圈領圈不可繫太緊，以免傷其皮膜。 
       小型哺乳動物： 
       將其腳指部份剪掉，則可便於計數，雖傷及動物，但不顯著。此法唯一缺

點是：此類小型動物會常因意外而自己失去腳趾，而會混淆吾人之計算。 
       大型哺乳動物： 
       法一：Banding 貼標籤或烙印 
       法二：將毛剪去一定形狀或圖案，可維持至下次蛻毛 
       法三：染色法。但持續時間較短 
       法四：耳朵掛記號。－為普遍使用之永久標記法，但此觀察時，需捕捉動

物靠近觀察之，不似其它動物可在遠方距離辨之。 
       法五：刺花法（TCC－亦為永久標記但亦需近看，才可辨認鑑定。 
       法六：無線電追跡法－最現代之方法 
       兩棲類：將趾甲剪掉，乃最成功之標記兩棲類之方法如：蛇類：將尾部之

腹面之鱗刮掉 
       如：魚類： 
       法一：將小型標籤放於顎或其它適合部份 
       法二：有的將鰭剪掉，但勿影響其生存 
        被標記動物之發現數可做為對整個族群之指數 
                  Lincoln-Peterse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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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如下： 
                 Ｐ：Ｍ＝ｐ：ｍ 
                                其中   Ｐ：總族群 
                                     Ｍ：標記動物之總數 
                                     ｐ：收集時之個體總數 
                                     ｍ：收集時之標記個體總數 
              例如：共標記隻36個體，在日後之調查中，調查到了40隻個體 
                    其中有標記的個體為10個 
                                   36*40 
                    故總族群應為：        ＝144個 

                               10 
 

(三)植物族群分析： 
1.欲知某一環境之植物種類及數目，常藉其中一特定樣區，計算樣區中所有

種類。 
常用樣區有二種： 

       (1)一者為正方形，稱為方形區（Quadrat) 
       (2)另一者為帶狀，稱為帶狀橫截樣區(Transects)當寬度縮小為０：則樣區

呈一直線，稱為：線截法 
2.樣區之分布型(即樣區位置之排列或散佈方式) 

一般可分為下列幾種： 
       (1)逢機樣區－樣區之設置地點，應採用逢機性，可用逢機數字表排出樣區

之號碼或座標，或將林地劃分或方格分區，用機械逢機設計

法，如抽籤，牌法，擲骰子法等，排出欲設置樣區之位置區

或座標，使樣區在林地上之位置皆呈逢機性。 
       (2)系統樣區－在林分內先選定一點，設定樣區，其餘樣區皆以一定間隔或

距離設定之，除第一樣區外，其餘樣區皆以固定位置，故只

有一自由度，（逢機樣區之每點均有其自由度）系統樣區可

沿一橫截線上每隔一定距離設定之，可用棋盤格式之分佈。 
       (3)選擇性樣區－如時間有限，簡單之取樣法可由調查者主觀在林分內選擇

數個代表性定點，設立樣區。 
因此，若要建立許多方形區樣區，最好採逢機取樣，若只需要幾個樣

區，可以用選擇性樣區。 
 

3.樣區單位之大小 
欲分析植物群落之分析，之植物型，決定樣區之大小 
如林木之方區取樣為  10*10m2 
灌木之方區取樣為      5* 5m2 
草本植物之方區取樣為  1* 1m2 

植群之歧異性很大時若採用典型方形區，則較為困難，若採橫截樣區

即為橫過植物社會)之直線或帶狀。計算所有在帶上或沿線之植物，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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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植物之覆蓋。因為直線橫截樣區只有長度而無寬度，適用於調查構造

較低之植群被覆，植物數量由截取線長度表示之，可作為優勢度之指示，

計算所有測線上出現之次數百分率，可作為頻度但本法不能測計株數或密

度，在測計線上截取物為枝葉之覆蓋，故主要對象為灌木或草本。本法又

稱線截法(trans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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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目標動物 
      需求                     交互  影響                   組合 其他 
  動物棲息地：                環境：                        動物族群 
  食物                        無生物圈 
  棲所                        有生物圈 
 
  植   物                  地位由：                        生態區位 
                           太陽輻射、坡度、 
                           溫度、方位、土壤 
                           、降雨、海拔高 
  植物族群                                                地 位 型 
 
  演    替                                                 林  分 
 
  演替取代                                                林分狀況 
 
      特定經營安排                                    區位佔有 
 棲息地區位 

 
 邊緣 edge 

 
 推移帶 ectone 

 
 邊緣效應 

 
 棲息地豐量度 
                                                          動  物 
  擴散度                                              野生動物種類量 
                                                      植 物 種 類 量 
 
                                                          龐雜度 
 
                增    加                                  穩  定 

 
圖 1-4：森林與野生動物棲息地經營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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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息地調查 
 
(一)地形─平坦、崎嶇起伏、丘陵或高山。 
(二)地貌─地理位置、坡向、坡度、坡長、海拔高、溪流、沼澤、濕地、池塘、湖

泊等水體和鄰近地區之植被。 
(三)地質─岩石組成地質結構(地質岩層)。 
(四)土壤─壤土、沙土、黏土、礫石等土壤種類及土壤深度。 
         →植被種類組成、密度與生長。 
(五)天氣與氣候─每日、每月、每季、每年的週期性變化(最大、最小、平均變異)    
                降雨量 
                氣溫 
                風速 
                蒸散 
                日照 
(六)植被─優勢林種和下層植被種類與海拔高有關闊葉林 
         針闊葉混合林 
         針葉林 
         箭竹草原 
         寒原 
       ─植被密度 
         繁茂 
         普通 
         稀少 
(七)棲息地演替變更史─林木砍伐 
                     森林火災 
                     育林 
                     放牧 
                     農墾 
                     河水氾濫 
                     干擾過程 
                     演替階段 
(八)人文資料─1.棲息地週圍城市、村莊、大型建築物、電力輸送線、道路、欄柵

等。 
             2.社會結構、經濟狀況、人口、狩獵戶、主要維生產業、生活收入

等。 
 
森林植被→野生動物 
一、棲息地指標─生長較緩慢的植物種為環境適應之依據, 所以, 以此植物種的出

現與其相對豐量度來推估棲息地之品質及生產力地位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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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棲息地圖可分 
   1.非生物資料 
     (1)地質 
     (2)土壤 
     (3)雨量 
     (4)水體 
     (5)道路 
     (6)建築 
   2.植被資料 
     (1)樹種 
     (2)樹高 
     (3)密度 
     (4)地理植物種 
   3.動物資料 
     (1)動物種類 
     (2)動物分布 
     (3)巢穴分布 
 
   棲息地重點 
     保謢政策 
     棲息地影響因子 
     食物 
     遮避 
 
棲息地植物社會組成調查 
 
一、取樣調查 
   由動物種的特性                 數目 
                                  位置 ─ 分布 
     動物種的活動範圍   →樣區 
                                  型狀 
     動物種的棲息地               大小 
 
二、固定樣區大小 
   1. 上層喬木 10m×10m 
     中層灌木  4m×4m 或 5m×5m 
     下層草木  1m×1m 
   2.最小面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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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邊樣區法(plotless) 
   調查區取若干調查樣點, 以點為中心, 不設邊界。 
 
      平均面積 = 平均距離 
 
               1 
   平均面積 =  
             密度 
 
四、測量樹距離的方法 
   1.最近個體法(Closest individual method) 
   2.最近鄰樹法(Nearest neighbor method 
   3.隨機配對法(Random pairs method) 
   4.中心點四分法(Point-centered quarter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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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台灣鞘翅目昆蟲介紹與調查 
一、前言 

現今分類學中，昆蟲綱共分26目，其中鞘翅目是最大的一目， 約佔全綱的百

分之四十左右，共包含了176科(以Melande 分類法而言)，已知的種類，約在25萬種

以上。而台灣的昆蟲約有5萬5仟種上下，其中已命名的有15000多種，其中鞘翅目有

4000多種。 
吾人針對鞘翅目中天牛科，加以報告。所探討的多為森林之害蟲，但森林昆蟲

何其多，其中不乏寓教於樂之益蟲；尤其現階段森林經營以多目標經營為理念，故

補充了同是鞘翅目中的兜蟲科及鍬形蟲科之常見昆蟲。 
 
二、前人研究： 

1.關崇智先生所著之森林昆蟲學－研究天牛的分類，森林害蟲的研究，防治法 
2.大陸方面出版的中國經濟昆蟲志－研究大陸各地區及臺灣所出現昆蟲的整理

及分類 
3.張書忱教授在昆蟲學會會報第十二卷第一期pp.4－天牛在果樹方面的危害－

梨樹 
4.張書忱教授在昆蟲學會會報第十三卷第一期pp.4－天牛在果樹方面的危害－

柿樹 
 
三、前人棲地、族群調查法：(關崇智 1980) 

1.標準地法( Sample Polt )：(為全林面積之百分之5) 
(1)調查員先沿河川兩岸流域觀察或在木材生產區，選擇若干區為標準地，以此

區代表全林，再測定其中樹木的被害狀況 
(2)調查時用步測或繩索測定距離，以圖示被害木，並以直徑與高度，計算被害

的材積 
(3)調查時以三人為一組，一人專司前進距離，並用圖示標準地的大小，二人調

查被害的株數，普通自基線角開始在全區域內，作相互交錯的帶狀地調查，

其地寬度以視覺可及為準 
 

2.木材被害調查法： 
(1)蟲孔調查法：天牛的孔道隨幼蟲成長而加大，自入口部逐漸擴大，並在其中

作蛹室及成蟲出孔等，此乃依據出孔的形狀作為調查的根據。 
(2)蟲糞調查法：天牛幼蟲在木材內生活約一年以上，自鑽入孔常排出蟲糞和木

屑，因蟲種而不同，排出木屑也有不同。 
(3)X光調查法：檢查貴重木材 
(4)音波調查法：木材內天牛類幼蟲取食聲音與移動聲音，都可用探測器調查。 

 
四、臺灣天牛科的介紹： 

1.天牛科： 
天牛科在全世界有兩萬種以上，而依據最近的統計台灣有617種，依面積而

言，佔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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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天牛的一般形態：形體70mm-10mm，或為長橢圓形或圓筒形觸角頗長，

一般為11節，產卵有20~30粒，也有上百粒者危害：幼蟲為圓筒形或略

扁平體長4-10mm色黃白常穿孔於樹木材部，而導致樹木枯死或折斷一

般天牛均有趨觸性：許多昆蟲不喜與他物接觸者，此現象稱負趨觸性

(Negative thigmoytopism)但是有些昆蟲最喜棲息於狹隙內，使其體驅與

週圍緊接，平時吾人反翻磚頭及脫落樹皮時，常見多數昆蟲潛留期間，

此現象稱為趨觸性。 
 
Fig 2.  星天牛 Anoplophora maculata Thomson. 
 
Fig 3.  星天牛之幼蟲先在樹皮下方危害形成層，再危害樹皮及邊材. 
 
Fig 4. 長角松斑天牛  Monochamus alternatus. 
 
Fig 5. 台灣桑天牛. Aprionagermari  Hope. 
 
Fig 6. 台灣白條天牛  Batocera ushijimai. 
 
Fig 7. 無花果天牛 Batocera rubus Linn. 
 
Fig 8. 三輪虎天牛 Chlorophorus miwai Gressitt. 
 
Fig 9. 青條天牛  Xystrocera golbosa Olivier. 
 
Fig10. 杉天牛  Semanotus japonicus Lacordaire. 
 
Fig11. 紅豔天牛 Dicelosternus corallinus Gahan. 
 
Fig12. 金毛天鵝絨天牛  Aaaalolepta permutans paucipunctata. 
 
Fig13. 紅緣綠天牛  Chloridolum lameeri Pic. 
 
Fig14. 擬硬象天牛  Doliops similis Miwaet Mitono. 
 
Fig15. 霧社深山天牛 Meocerambyx oenochrous. 
 
Fig16. 六星白天牛  Olenecamptus bilobus taiwanus. 
 
Fig17. 大白天牛  Dlenecamptus cretaceus marginatus. 
 
Fig18. 斯文豪氏天牛 Paraglenea swinhoei Bates. 
 
Fig19. 一色深山天牛 Zegriades maculicol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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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0. 台灣紅星天牛 
 
Fig21. 數種美麗之天牛. 
 
Fig22. 啄木鳥啄食天牛的情形. 
 
Fig23. 昆蟲館外的一景. 

 
五、兜蟲科之介紹 

1.獨角仙  Allomyrina dithotomus (Linn.)大型甲蟲，體長雄蟲 4.0－5.5cm，雌蟲3.5
－4.5cm；雄蟲頭部有1雙叉鹿角狀凸起，為最大特徵，前胸背中央亦有1長角突

起；尖端分叉；雌蟲頭，胸部無突起，但頭部有若干瘤狀突起；腹面及腿節密

布黃褐色細毛。 
本種幼蟲生活在朽木腐質土中，成蟲於5－7月盛行，有趨光性，數量有減

少之趨勢。 
分布於全島山區。 
 

六、鍬形蟲科之介紹 
一般特徵：均有大顎，其長短視種類而定，多數的鍬形蟲罷顎內均有齒，

或多或少，或長或短，雌蟲大顎比雄蟲小，有趨光性，成蟲常聚集樹汁附近，

常見者如下： 
 

 1. 姬肥角鍬形蟲  Aegus nakaneorum Ichikawa et Fujita 
 
 2. 臺灣肥角鍬形蟲  Aegus formosae Bates 
 
 3. 有澤細身赤鍬形蟲  Cyclommatus albersi asahinai Y. Kurosawa 
 
 4. 細身赤鍬形蟲  Cyclommatus multidentatus scutellaris Mollenkamp 
 
 5. 條背大鍬形蟲  Dorcus reichei Hope 
 
 6. 銹鍬形蟲  Gnaphaloryx taiwanicus Nakane et S.Makino 
 
 7. 小型姬深山鍬形蟲 Sucanus datunensis Hashimoto 
 
 8. 臺灣深山秋行蟲 Lucanus formosanus Planet 
 
 9. 高砂深山鍬形蟲 Lucanus taiwanus Miwa 
 
10. 雙鉤薄顎鍬形蟲  Macrodorcas formosanus Mi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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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紅圓翅鍬形蟲  Neolucanus swinhoei Bates 
 
12. 大圓翅鍬形蟲  Neolucanus vendli Dudich 
 
13. 葫蘆鍬形蟲  Nigidionus parryi Bates 
 
14. 蘭嶼角葫蘆鍬形蟲  Nigidius baeri Boileau 
 
15. 鬼豔鍬形蟲 Odontolabis siva Hope 
 
16. 金鬼鍬形蟲  Prismognathus davidis cheni E.Bomans et P. Ratti 
 
17. 兩點鋸鍬形蟲 Prosopocoilus blanchardi Parry 
 
18. 高砂鋸鍬形蟲  Prosopocoilus motschulskii Waterhouse 
 
19. 鹿角鍬形蟲 Rhaetulus crenatus Westwood 
 
20. 扁鍬形蟲  Serrognathus platymilus sika Kriesche 

 
七、建議天牛科棲地、族群調查法： 
    1.先了解天牛科昆蟲的習性，再配合前人之標準地法及木材被害法進行調查。 
    2.根據天牛科昆蟲的習性，作成下表： 

(見附圖) 
    3.調查時應注意下列幾點： 
       (1)觀察葉色及其生氣 
       (2)森林內的堆積物：如斷枝殘葉、蟲糞、木屑 
       (3)林內騷音：如蟲類咬食之聲音 
       (4)鳥的數目及種類：如啄木鳥喜吃天牛的幼蟲 
       (5)樹幹上有無樹脂或樹漿流出 
    4.調查時，晚上可用誘蟲燈來誘捕，白天則以望遠鏡觀查 
 
八、結果分析： 
    1.由天牛的動態可預知其出現期，一般在春夏季為盛行期 
    2.大部分之天牛均產卵一粒於樹皮之隙縫處，且幼蟲孵化後即向內鑽孔危害材

部。 
 
九、結論： 

森林蟲害很多，在蟲害未發生或不嚴重時期以前，依據過去所調查在某時期，

某地點，某樹可能遭受何種天牛蟲害的統計資料而予以遏止。但對於森林益蟲我們

亦應該重視，並將其納入森林遊樂的範疇。在所收集的資料中沒有有關為何某種天

牛喜歡某種樹種的報告，對於昆蟲習性的瞭解仍有不足之感，吾人建議能多加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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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對於害蟲之防治應有所助益。 
 
十、引用文獻： 
    伊藤一雄   原色病蟲圖鑑 VI.樹木篇 
    易希陶    1976      昆蟲分類學 
    關崇智    1980      森林昆蟲學 
    中國經濟昆蟲志 第三十五冊 鞘翅目 天牛科(三) 
    昆蟲學會會報 第一卷 第一冊 pp.4 
    臺灣省主要作物病蟲害彩色圖說 
    臺灣省主要農作物病蟲害彩色圖鑑 
    臺灣野生動物資源調查手冊 (6)  臺灣昆蟲 (I)    行政院農委會 印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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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昆蟲綱鞘翅目天牛科對樹種危害調查表 
 
調查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時間：______________地點：__________________ 
 
全林面積：_______________實調面積：______________ 
 
相片基本圖圖號：_______________座標：________________ 
 
天氣：______________ 
 
氣溫：______________ 
 

項目 
 

種類 

被樹 
 

害種 

成食

蟲部 
取 

成破之

蟲樹形

咬皮狀 

產粒

 
卵數

產位地

卵及面

部離高

成

蟲

數

幼

蟲

數

木觀

屑及

外量

糞觀

便及

外量

蟲直 
 

孔徑 

蟲形 
 

孔狀 

殘落

 
枝葉

             
             
             
       
             
             
             
             
             

總共調查株數：________ 
 
被害株數：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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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被害樹種及其所害天牛種類調查統計表 
 

天牛      
種類 成 幼 化 成 幼 化 成 幼 化 成 幼 化 成 幼 化 

被害 蟲 蟲 蛹 蟲 蟲 蛹 蟲 蟲 蛹 蟲 蟲 蛹 蟲 蟲 蛹 
樹種 數 數 數 數 數 數 數 數 數 數 數 數 數 數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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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蘭嶼珠光鳳蝶復育中的族群量調查 
一、前言 

珠光鳳蝶為蘭嶼特殊品種，極為美觀，現因產地開發及被商人大量採收而瀕臨

絕種。近年來在蝶類專家陳維壽等的奔走、努力下，復育工作稍有成績。本篇報告

的目的是想了解復育工作的成效及估計蝶量。由於珠光鳳蝶瀕臨絕種的主因為馬兜

鈴的大量消失，且珠光鳳蝶數量與馬兜鈴葉片數量呈高度相關，故本篇報告嘗試以

馬兜鈴葉量來估計珠光鳳蝶數量及其數量上的成長。 
 
二、前人研究 
   陳維壽  76年生態研究第 005 號 
              蘭嶼珠光鳳蝶之研究(Ⅰ) 
              (珠光鳳蝶復育可行性之研究) 
              行政院農委會與成功高中昆蟲館合作 
 
   陳維壽  75年生態研究第 005 號 
               蘭嶼蝶類之研究 
               行政院農委會與成功高中昆蟲館合作 
 
三、前人棲地、族群調查方法： 

(一)棲地調查： 
1.方法：a.於珠光鳳蝶的發生期，在蘭嶼進行調查。 

b.採用由縱橫的調查線組合成網狀。 
c.以目視及望遠鏡確認珠光鳳蝶，並作記錄。 

2.原因：a.由於經費、時間及人手關係，不可能進行地毯式的調查。 
b.網線圍繞的網目空間雖然沒有調查，但可以由圍繞它的調查線代

表。例如要在大片草原、單純林進行調查極為容易，但因其植物

相單純，故根本不可能有繁殖地。又如密林內，不僅人員無法進

入，珠光鳳蝶也不會在此生活。 
c.珠光鳳蝶體形特殊，且蘭嶼附近也沒有形態類似的蝶類，故不虞

錯認。 
(二)族群調查： 
 

        成蝶總數 ﹦ 觀察實得數 ＋ 觀察實得數 × 隱藏成蝶係數  
 

1.觀察實得數： 
a.將環島道路分為三段，每段包括1至2個成蝶主要活動區。 
b.在發生期選擇晴天無風的日子，三人一組，每人負責一個調查路段，每

天於上午7 點至11點同時調查成蝶個數。 
c.原則上以目視或望遠鏡觀察，確認後記錄。必要時捕捉成蝶，記錄後釋

回，以免重覆計數。 
d.意義：調查時至少生存的成蝶數目。仍足以用來比較不同時期的個體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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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 
2.隱藏成蝶係數： 

a.選擇一較小觀察區，一人按上述方法作成蝶記錄，另多派人手在調查區

的密林內極力進行騷擾，迫使隱藏成蝶飛舞，並記錄成蝶數。 
 
               隱藏成蝶數 
                              ﹦  隱藏成蝶係數 
               觀察實得數 
 

幼生代羽化成功總數 ﹦觀察實得數 ＋ 隱藏個體數 － 夭折個體數 
(僅為理論) 
 

b.幼生代觀察實得數：進行成蝶數量調查同時，或在前後數日內，檢查野

生或哉植的食草，儘可能計數幼蟲個體。 
c.實際困難：1.尋蛹不易。 

2.蛹不一定結在食草上。 
3.因各種因素而無法羽化的個體數難以得知。 
4.人力、時間、經費難配合。 
 

珠光鳳蝶族群規模 ﹦成蝶總數 ＋ 幼生代觀察實得數 
 

意義：作為復育前後族群規模比較，用以判斷繁殖趨勢。 
───蘭嶼珠光鳳蝶之研究(1)陳維壽 

1987. 6. 
四、珠光鳳蝶及馬兜鈴介紹： 

1.珠光鳳蝶 
(1)學名：Troides magellanus (C.＆ R. Felder) 
(2)特徵：大型鳳蝶，展翅10-12.5公分，無尾狀突起；雄蝶翅為黑色，前翅各

翅脈外緣呈白褐色，後翅金黃色，各室外緣線有鋸齒狀黑斑，反面

與正面相同；雌蝶色較淡，後翅基部至中橫線間與亞外緣各室有黃

斑。本種與黃裳鳳蝶十分相似，但腹部背面呈黃褐色，不是黑色，

且後翅金黃色部分較大，由此可分別。 
(3)分佈：僅分佈於蘭嶼。成蝶通常在靠近海邊之林叢、灌叢地帶及森林邊緣

無風場所活動。 
(4)生態習性：幼虫攝食馬兜鈴科之卵葉馬兜鈴、港口馬兜鈴等植物，成虫主

要發生期在3-4月、9-10月間；飛行迅速，喜訪花。 
(5)產卵：交配後的雌蝶會尋找馬兜鈴，在其葉片下面或附近的植物枝條產卵。

卵粒散狀，每隻雌蝶發卵10-20枚。 
(6)生活史： 

幼生代日數平均69天(以下均為平均天數) 
(a)卵期：7 
(b)幼虫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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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齡幼虫期   3 
2.齡幼虫期   4 
3.齡幼虫期   5 
4.齡幼虫期   8 
5.齡幼虫期  15 
前蛹期    2 

(c)蛹期       25 
2.馬兜鈴： 
(1)有港口馬兜鈴、卵葉馬兜鈴。為藤蔓植物，可高達10公尺。 
(2)外形特徵：見附件一 
(3)分佈：見附件二 

 
五、建議之調查方法： 
 

族群調查 
1.調查目的：了解珠光鳳蝶復育成果及繁殖趨勢。 
2.調查方法：據研究，珠光鳳蝶數量劇減的主要原因為食草(馬兜鈴)被漢人大

量收購以及農地被大量開發，其次為商人大量收買標本。故進行復育工作

時必以培育馬兜鈴為主。另據研究，「每棵成熟馬兜鈴，視其樹葉規模，

每年可孕育一定數量的珠光鳳蝶顯示馬兜鈴葉片數量與珠光鳳蝶數量呈高

度相關，故我們可調查珠光鳳蝶發生期時，馬兜鈴葉片數量，一方面了解

馬兜鈴培育情形，一方面推論珠光鳳蝶數量。即 
 

鳳蝶數量=f(馬兜鈴葉片數量) 
 

我們可以今年的馬兜鈴葉片數量調查結果與去年比較，進行χ-square
測驗，以了解珠光鳳蝶族群是否增加。 

3.調查步驟： 
(1)在人工飼養實驗同時，進行試驗以了解一定數量馬兜鈴葉片所能孕育之

珠光鳳蝶數量。 
a.在復育試驗區內設置36個小區，分九組，各2至10盆馬兜鈴，每組4小區

(A、B、C、D。以2-A、3-B 記錄區號)分別計算各區之葉量(L1)。 
b.馬兜鈴須為成熟者，且須攀附其他植物，高一公尺以上。 
c.調查時間定在二月。二月時全數開放，讓珠光鳳蝶自由產卵。二月結束

即以網封閉試驗區( 珠光鳳蝶之幼虫期多在一個月以上)，開始計算蛹數

並編號(例如：在2-A區的蛹即為2-A-1)。 
d.計算各區之葉量(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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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域    
耗用葉片數

量  L 1 - L 2
   

孕 育 之

蛹  數  Ni
   

備 註    
 
e.求算(L1-L2)與Ni之相關係數及迴歸直線 

Y = a + b X 
 

(2)調查全島之馬兜鈴葉量(位於珠光鳳蝶不可能活動的區域除外)： 
a.訓練當地國中生擔任調查員，培養他們估計馬兜鈴葉量的能力。 
b.將全島的馬兜鈴登錄、編號，並繪製位置圖。 
c.於二月至四月間，每週調查一次全島馬兜鈴葉量(僅限於珠光鳳蝶可能

產卵的下側部份)，並繪出變化區線。 
 
第      週 年 月 日 
編 號      
葉 量      
生長情形      
備 註    總 葉 量  

 
1992 

 250             
總 200             
葉 150             
量 100             
 5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週 
 

d.計算曲線中各最高點與最低點之差，並將之總和(SL) 
e.將SL代入迴歸直線式，即為珠光鳳蝶數量估計值。 

 
(3)如已知最近採蝶量大，或氣候改變大時，模式應作修正。 

 
4.結果分析： 

比較兩年的曲線，若今年的葉片數量經χ-square test的結果明顯大於去

年，則代表族群數量有增加。 
 
六、討論 

1.由於馬兜鈴的復育困難，使珠光鳳蝶的工作倍感艱辛，也使本調查方法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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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發揮。 
2.由於蘭嶼自然環境變化不大，故以馬兜鈴葉片數量為單一考慮因素，日後若

有其它因素明顯影響珠光鳳蝶族群，也應將之加以考慮。 
 
七、建議 

1.政府應加強取締珠光鳳蝶的捕捉及馬兜鈴的採取。 
2.當地鄉公所應加強島民生態保護意識。 
3.有關研究機關應投入更多人力及財力以早日建立大量復育馬兜鈴的能力，使

珠光鳳蝶回復應有的數量。 
 
八、參考資料 
   (1) 陳維壽  1987   76年生態研究第005 號 
                  蘭嶼珠光鳳蝶之研究(Ⅰ)   (珠光鳳蝶復育可行性之研究) 
                  行政院農委會 
 
   (2) 陳維壽  1986   75年生態研究第005 號   蘭嶼蝶類之研究 
                  行政院農委會 
 
   (3) 陳維壽  1984   南仁山區蝶類調查報告   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4) 陳維壽  1974   臺灣區蝶類大圖鑑       中國文化雜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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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林業經營之對象為森林，在早期之林業經營大多是以木材利用為主，惟自

1960年第五次林業會倡導森林多目標利用以來，對森林之經營觀念產生相當大的

變，亦即對森林之經營不再以單一利用為目標，而是包含木材、水源、放牧、野

生動植物及森林遊樂等，做為森林多目標利用之經營原則。而在野生動物這一項

中，即包括了生存於森林溪流中的魚類經營。森林溪流魚類與森林具有密切的關

係，由於森林的存在可改善溪流水質，穩定河川的流量，孳息水棲昆蟲以繁衍魚

類資源。因此，涵養乾淨豐富的水源，使賴以維生的魚蝦得以生生不息，這是未

來林業多目標營中主要的工作之一。我們都知道，魚類與森林都是可再生資源，

如果合理的經營管理，可以取之不盡、用之不竭。 
臺灣的大小河川共有151條，中央山脈為主要分水嶺。全省河川多東西走向，

河流均短急，旱季河流流量極小，但是逢雨成澇，颱風季節更是洪水為患，流量

變化極大。 而由於地形過於陡峻，河川的沖蝕力極大，因而河水的含砂量特高，

下游極容易產生淤積。 
許多的野生動植物利用河流這個環境以棲息、繁衍。例如藻類、水生昆蟲、

魚類、蝦類、兩生類等。同時河流也是一些特有、珍稀、或瀕臨絕種之野生物的

種源保存地。 最有名的例子，當推在七家灣溪復育中的櫻花鉤吻鮭。陸地的環

境特徵，如氣候的、地質的、化學的、生物的、以及土地的使用狀態( 如山坡地

開發、森林砍伐、高山農場經營等)，對於河流的生態特性，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也會間接影響到魚類之生長與分佈。 
目前政府與民間以具有相當程度之環境保育意識，面對魚類資源的枯竭和生

態破壞，我們有責任保護溪流魚類，而對於河川棲地生態之研究和改善，實為魚

類資源保育之首要工作，為此，本報告列出前人對於魚類棲地及族群的調查方法

並提出個人建議之調查方法，做一評估分析其可行之道。 
 

二、前人研究： 

呂光洋、黃生、張明雄、張國治1989所做"有勝溪固有魚類和溪流藻類之生

態關係研究" 
 

(一)棲地調查： 
1.將有勝溪在中、中下與下游各取５０公尺作為研究站，再將各站每隔５公尺

為一區間作為一個小樣區，每個研究站均有十個小樣區，以小樣區進一步研

究棲地與台灣纓口鰍數量的關係。 
2.棲地因子分析： 
(1)棲息地的水質因子包括：溶解性磷酸鹽含量、硝酸鹽氮含量、導電度和水

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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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棲息地的物理結構因子包括：水深、溪寬、流速、流量、底質石組成。 
(二)族群調查： 

1.魚隻收集方法： 
(1)蝦籠法(2).電魚法 

2.標記： 
每月將體長大於70mm的台灣纓口鰍以背鰭穿刺法或剪鰭法標識。 

3.族群結構： 
每月在各站進行至少一次的魚隻收集，並測其體長，準確至1mm；將三

站的魚隻數目及體長記錄，並予以統合。 
4.族群估計： 
移去法：適合小型溪流魚類族群估計，必須在密閉系統中進行。以電魚法進

時，以網目0.5cm的阻攔網阻隔上下游，由上游往下游以"Z"字型方

向電魚，至少重複三次，每次使用的電壓相同、途徑相同、時間也

相同，使每次電魚的效應相同。其計算公式如下： 
ΣＣi-1＝ａ＋ｂ×Ｃi 

Ｎ＝－ａ∕ｂ 
Ｐ＝－ｂ 
 
Ｃi：第i次捕獲魚之數目 
Ｎ：估計的族群數目 
Ｐ：估計的捕獲率 

 
林曜松、楊平世、梁世雄、曹先紹、莊玲川"1989攖花鉤吻鮭生態之研究"

中之調查方法： 
A.棲地調查： 

a.河岸環境調查七家灣溪兩岸的植被、河岸組成和河流狀態。 
b.水質：由武陵賓館至七家灣溪上游吊橋區附近，以三星期為一次調查間隔

進行水溫、氣溫、河寬、平均河深、平均流速、流量、溶氧量、ｐ

Ｈ值、導電度、硬度、硝酸鹽、溶解性磷酸鹽等十二項測定。 
B.族群調查： 

由於魚類族群稀少，且為避免干擾魚族的生存，遂以浮潛方式，調查魚類

的分布。若水潭或急流區面積過大或魚群數量較多不易確定時，則由四名人員

同時觀查，求得平均值。魚體大小則以木尺或將游魚與水中固定之石頭長度比

對估計而得。 
 
汪靜明"大甲溪棲地生態研究及改善"1990之調查方法： 

A.棲地調查： 
a.物理性棲地：測量地理位置、海拔高度、河道形態(溪寬、溪深、流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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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底質。 
b.水質分析：測量溫度、導電度、總溶解固體物質濃度、混濁度、溶氧量、

硝酸鹽、磷酸鹽。 
B.族群調查： 

a.採用手投網及電魚法調查魚類相及其分布。 
b.當魚捕獲後，在野外即行記錄各魚種之棲息環境特徵。 

 

三、保育森林溪流魚類之理由 

對於己經絕種的動物、魚類、植物我們是無法挽救，但對於瀕臨絕種或數量

減少的動物，我們基於下列理由，應負起復育與保育之理由： 
1.道德上的義務 

自然環境中其他種類的生命，也有健康生存的權力。自然環境並不專屬於人

類，所以人類必須與其他生物分享。因為人類在使用或改變自然環境時，有責任

更有義務要考慮到整個群聚的福利。這種看法不是基於宗教或是感情的因素。而

是以科學知識為基礎。而且近年來土地倫理的觀念，廣受世人的接受，這種土地

倫理觀，把人從土地征服者的地位轉變為「土地國」中的一個國民，對土地國其

他份子，如土壤水源，各種植物與動物等不但要接受也要尊重他們的權力若因人

為的破壞，使的動物、魚類遭到瀕臨絕種的危險，人類在道德上有義務使其繼續

生存下去。 
2.生態上的價值 

魚類在河流生態中，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若其族群絕減或減少都將直接影

響其他生物之活動，若溪流中的魚類減少時，在溪流附近覓食活動的動物及猛

禽，將因找不到食物而瀕臨絕減或遷移他地。 
3.學術上的價值 

陸封型的櫻花鉤吻鮭，在地理上，分類上演化理論上都有其價值性如在地球

上消失， 亦等於為地球保留下一個生物基因，而其他的特有種亦然。 
4.提昇林業形象 

保育生物為現代社會之趨勢，若林務局能做好保育高山魚類之工作，不但能

使森林多目標之理念落實，更能藉此提高林務人員之形象。 
5.經濟價值： 

據非正式的估計，台灣約有一百萬以上的釣魚人口，而這麼多的人，必須買

釣具，釣餌因此勢必帶動其他相關之行業的發展，對於經濟發展有一定的貢獻，

而這些多是拜魚之賜，因它才使可那麼多人有飯吃，而且有許多溪魚具有觀賞價

值，也不乏具有高價之食用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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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淡水魚類之特性 

(一)魚類對非生物環境的適應 
1.河水的密度與壓力 

河水的密度主要決定於鹽含量及溫度。密度隨溶鹽的增加而增加，與溫

度成反比。生物個體通常只能適應一定範圍內的密度與壓力值，如環境有所

變化，則原有魚類可能在該地區絕跡。 
2.河水的鹽分含量 

水中鹽類主要係透過滲透壓的改變來影響魚類。大多數魚類僅能適應一

特定滲透壓之溶液，滲透壓改變即會對魚體之生理造成干擾。此外，水中溶

鹽也影響水中植物之生長，因之影響魚類食物供應。 
3.水溫 

魚類屬變溫動物，對於水溫之變化極為敏感。溫度之改變影響魚體的代

謝，而這種刺激也會誘發特定的行為，如產卵及迴游。另外，溫度會影響溶

氧量及某些物質的毒性作用。 
4.光 

大多數魚類在運動時需要光照以辨識方向與物體。光對於魚體的代謝作

用與生殖腺的成熟也有影響。影響光照的因子則為水的深度及透明度。掩蔽

物體也可調整光度，並可提供魚類逃避敵害之處所。 
5.水的流動 

河水之流速與河床地形有關。流速急的河川，其溶氧量通常較高。生長

於其間的魚類多為需氧量大者。這種生物在生存上有著隱憂，因為其對於抵

抗河川污染能力較弱。 
為了適應所在的環境因子，魚類通常在外形上、生理上、行為上產生特

殊的適應。 
 

(二)魚類與生物的關係 
1.種間與種內相關 

魚類種內之關係，有正效應及負效應二種。前者有如形成群體以防止掠

食者侵襲、覓食、尋找迴游的途徑及度冬的地方。種間相關有如掠食、寄生、

共生、食物與棲地之競爭( 即領域現象)。 
2.與其他生物間的關係 

其他生物(包括動物、植物、微生物)對魚類之關係有掠食者與被掠食者、

生產者與消費者、寄生者與寄主等關係。 
 

五、臺灣之淡水魚類 

淡水魚類的種類分布會因棲息環境而不同，這些環境包括地形、水溫、溶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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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底質以及鹽分等等。因此，魚類可以作為河川環境的指標。臺灣的所有河川

中，雖然許多主要河川起源超過3000公尺，但是有魚類分布的河段，最高僅2000
公尺左右。因此，各河川上游大多不適魚類生存。臺灣也有為數不少的高山湖泊，

但目前尚未發現有魚類棲息的情形。其原因可能為魚類出現的時間在河川或湖泊

形成之後，而上下游間的交通極為困難，魚類無法突破這種限制，因此無法順利

分布至較高地區。但人為的移植往往會改變魚類分布的界限。 
 

我們可以依據臺灣已有的魚類，將河川環境分成五區，由上游往下依次為： 
 
(一)鱒魚區(上游) 

其生活環境的條件為水質清澈，水溫通常低於15∘C，溶氧量充足，水流較

快，底質以石礫為主、且水中營養較貧乏、代表性魚種為櫻花鉤吻鮭、臺灣鏟頷

魚、與臺灣櫻口鰍。 
(二)臺灣鏟頜魚區(上游) 

環境特性是水流清澈而急，溶氧充足，底質為石礫且長滿附著性矽藻類。水

溫在15-20∘C之間。代表性魚種為臺灣鏟頜魚、臺灣間爬岩鰍、臺東間爬岩鰍、

臺灣馬口魚等。 
(三)臺灣石賓區(中游) 

海拔高約在800-2000公尺間。本區因兩岸地形尚未大量開發，水流量較大而

稍緩，往往淵瀨交替。水溫較高，夏季約在 20-25∘C水中營養鹽較豐富，各種

藻類、水生昆蟲繁生。代表性魚類為臺灣石賓、高身鏟頷魚、粗首、埔里中華爬

岩鰍等。 
(四)鯉魚區(下游) 

河川流出山區，河床變寬，流速減緩，上游沖刷下來的泥砂開始沉積，水中

浮游生物易繁生，溶氧量較低，水色較混濁。本區魚類以濾食河底的有機物或水

中之浮游生物為主。代表性魚類有鯉魚、羅漢魚以及外來種的吳郭魚。 
(五)出海口區 

本區鹽分變化劇烈，水流較緩，溶氧量也少，河底有較多有機沉積物，混濁

度較高，只有適應力較高之魚類，如大肚魚、鯔魚(烏魚)、吳郭魚等，才能在此

區生存。 
(六)台灣溪魚資源表 

臺灣產的淡水魚種類據研究記錄約有137種左右，其中86種為淡水生活的魚

類，本省特有種(包括亞種)有30餘種外來引進種約十餘種，其中有些種類具有極

為特殊的學術價值，如臺灣鱒、高身鏟頜魚，而有些已絕滅，如香魚、青將魚、

攀木魚、駝背魚、銳頭銀魚、有明銀魚、蘭嶼石鮒、中台鯪、小林氏棘鰍等十餘

種魚，取而代之的卻是吳郭魚、大肚魚。以下介紹幾種臺灣森林溪流之珍貴固有

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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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鱸鰻(鰻鱺科) 
學名：Anguilla marmorata Quoy et gaimard 
俗名：盧鰻、花鰻、烏耳鰻 
分布：全省各河川、湖泊及池沼中均有 
習性：夜行性，以魚、蝦、蟹、蛙及其它小動物為食，亦食生長於河邊之嫩竹筍。 
2.臺灣鱒(鮭科) 
學名：Oncorhynchus masou formosanum 
俗名：梨山鱒、櫻花鉤吻鮭、次高山鱒 
分布：本種是本省的特有亞種，僅產於大甲溪上游環山村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溪

流，目前只有在嚴格保護的七家灣溪部分流域中才可見到少數個體。 
習性：本種僅能存活於16∘Ｃ之清澈溪流中，以水生昆蟲及掉落水中之昆蟲為主

食，已經瀕臨絕種。 
3.香魚(香魚科) 
學名：Plecoglossus altivelis 
俗名：年魚、國姓魚 
分布：原分部於濁水溪以及花蓮三棧溪以北之個溪流中，而以淡水河最富盛名，

而十餘年來已不在發現原生種，可能已絕種了。 
習性：靠刮取石頭上之矽藻、藍藻為食。 
4.臺灣纓口鰍(平鰭鰍科) 
學名：Crossostoma lacustre 
俗名：石貼仔、花貼仔、肉貼仔、鹿仔魚 
分布：臺灣西部自淡水河以南至濁水溪，各溪流中上游均有。 
習性：本種是臺灣特有的魚類，主要以啃取石頭上之藻類為食。 
5.臺灣間爬岩鰍(平鰭鰍科) 
學名：Hemimyzon formosanum 
俗名：石貼仔 
分布：本省中央山脈以西之各溪流中上游均有。 
習性：本種是臺灣特有種，在河川中、上游之湍急河段中棲息，以啃食石頭上之

藻類及水生昆蟲為生。 
6.臺東間爬岩鰍(平鰭鰍科) 
學名：Hemimyzon taitungensis 
俗名：石貼仔 
分布：中央山脈以東之各河川中、上游均有 
習性：本種是花東兩縣所特有的魚類，以石頭上之藻類及水生昆蟲為食。 
7.埔里中華爬岩鰍(平鰭鰍科) 
學名：Sinogastromyzon puliensis Liang 
俗名：石貼仔、簸簊魚、棕蓑貼、木箕貼仔 
分布：臺灣西部自大甲溪以南至高屏溪之間的中游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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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性：本種為臺灣特有種，以石頭上之藻類及水生昆蟲為食。 
8.臺灣石賓(鯉科) 
學名：Acrossochelius paradoxus 
俗名：石斑 
分布：本省西部各河川均極普遍分布 
習性：本省特有之淡水魚，夜行性，雜食性，主要以攝取石頭上的藻類及水生昆

蟲為食，魚卵有毒，應避免食用。 
9.高身鏟頜魚(鯉科) 
學名：Varicorhinus alticorpus 
俗名：赦免、免仔、高身鮦魚 
分布：高屏溪、卑南大溪、秀姑鑾溪、花蓮溪 
習性：本種是臺灣特有的淡水魚，以附著於石頭上之藻類河水生昆蟲為食。目前

已被列為保護種類禁止以任何方式捕捉。 
10.菊池氏細鯽(鯉科) 
學名：Aphyocypris kikuchii 
俗名：Medaka(台東) 
分布：台東、花蓮、宜蘭等地 
習性：本種是本省特有種，生活於河溝或池沼中，喜歡在有水生植物繁生之水域，

以掉落水面之昆蟲及各種水生昆蟲和藻類為生。 
11.紅鰭(鯉科) 
學名：Culuer erythropterus 
俗名：曲腰翹嘴巴、白魚 
分布：臺灣西部自淡水河以至恆春各地之河川下游、湖泊、池塘中均有00。 
習性：喜歡在緩流或湖泊中棲息，肉食性，以小魚、小蝦和昆蟲為食。 
12.翹嘴紅(鯉科) 
學名：Erythroculter ilishaeformis 
俗名：曲腰、翹嘴巴、總統魚 
分布：在嘉南平原上的一些水庫、河川較普遍。 
習性：本種喜歡在大水域中上層覓食，性情兇猛，以小型魚類為食，成長迅速。

現已極為稀有。 
13.短吻鐮柄魚(鯉科) 
學名：Abbottina brevirostri 
俗名：車栓仔、短吻棒花魚 
分布：本省淡水河、大甲溪 
習性：喜棲息於河流底部石礫上，以啃食藻類和水生昆蟲為生。 
14.粗首(鯉科) 
學名：Zacco pachycephalus 
俗名：溪哥仔、苦槽仔、闊嘴郎(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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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全省除花東兩地以外之河川、湖泊中均極普遍。 
習性：本種在幼魚為雜食性，成長後轉為肉食性，喜食小魚、蝦及昆蟲。為本省

之特有種。 
15.平頜(鯉科) 
學名：Zacco platypus 
俗名：溪哥仔、紅貓 
分布：本省西部各河川中下游。 
習性：本種魚生性活潑，棲息在河川中游附近，雜食性，喜歡追逐落水之昆蟲為。 
16.臺灣馬口魚(鯉科) 
學名：Candidia barbata 
俗名：山漣仔 
分布：本省西部各河川中、上游。 
習性：本省特有種，雜食性，喜冷水域，善跳躍，貪吃。 
17.羅漢魚(鯉科) 
學名：Pseudorasbora parva 
俗名：麥穗魚、尖嘴仔、車栓仔 
分布：全省各地平原區之溪流、湖泊均有。 
習性：本省平地河川及湖沼中最常見之小型魚類，雜食性，以水生植物、藻類、

浮蝣動物及水生昆蟲為食。 
18.花鰍(鰍科) 
學名：Cobitis taenia 
俗名：沙鰍、沙溜 
分布：全省各地溪流之泥沙底河段均有。 
習性：本種喜歡棲息在水質較清之河川、湖泊泥沙底之處，以濾食泥沙中之植物

碎屑、藻類及其它小生物為食。 
19.七星鱧(鱧科) 
學名：Channa asiatica 
俗名：鮕、月鱧 
分布：自宜蘭、台北以南至台南以北 
習性：喜歡棲息在河流、池塘或是沼澤中，是一種兇猛的肉食性魚類，以魚、蝦

及其它小動物為食。 
20.大口湯鯉(湯鯉) 
學名：Kuhlia rupestris 
俗名：黑尾冬 
分布：在新店溪、南澳溪均有捕獲的記錄。 
習性：以水生昆蟲、小魚、小蝦類為食，喜歡在水量大之近海邊溪流中棲息。 
21.日本禿頭鯊(蝦虎科) 
學名：Sicyopterus japon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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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名：和尚魚、石貼仔 
分布：全省各地均有，以東部及南部各河川下游較普遍。 
習性：喜歡群居在清澈未受污染的溪流中，尤喜歡攀附在急流區中或瀑布下，專

門啃食附著性之藻類。 
22.褐吻蝦虎(蝦虎科) 
學名：Rhinogobius brunneus 
俗名：狗甘仔、川蝦虎 
分布：全省各地溪流中下游均極普遍。 
習性：為洄游性魚類，雄魚會築巢護卵，雜食性，極貪吃。 
23.溪鱧(溪鱧科) 
學名：Rhyacichthys aspro 
俗名：粗鱗石貼仔 
分布：高屏溪、花蓮溪、秀姑鑾溪、卑南大溪、及南部靠海的一些溪流。 
習性：本種生活於河川極湍河段之岩石下，以水生昆蟲和其它動物為食。為不常

見之洄游性魚類，本種魚在分類學上有極重要的價值。 
24.蓋斑鬥魚(鬥魚科) 
學名：Macropodus opercularis 
俗名：三斑、臺灣鬥魚、臺灣金魚 
分布：原分布本省北、中、南各地，現除少數地區外已極罕見。以瀕臨絕滅之邊

緣。 
習性：此魚喜棲息河溝、池塘或稻田中，以浮蝣動物、昆蟲幼蟲為食，具有控制

孑孓及其它昆蟲的幼蟲的功能。 
 

六、建議魚類棲地、族群調查方法： 

(一)調查方法： 
1.先蒐集、了解並建立調查地區之環境之基本資料， 
包括：地理位置、經緯度、海拔、坡度、地質、水文、氣候、土地利用等。 
(1)地理位置、經緯度、海拔、坡度、土地利用狀況等環境資料，可依據地

形圖及航照圖，經由研判或計算而得之。 
(2)地質結構，可由地質圖查之概況。 
(3)氣候、水文資料，可由中央氣象局、臺灣省水利局在當地所設氣象站與

水文站記錄得之。 
2.採用10%抽樣調查： 

(1)勘察整條溪流，將其棲地型所在位置段落加以劃分，做好標計並將之標

定在圖籍資料上。 
(2)將同類型棲地單位由最下游往上游順序編上1～10，十個號碼為一組，每

滿10則由1、2、3開始繼續循環，每組的一個單位為一個研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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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個研究站內再分為數條穿越線，穿越線上再分為數個測量點取樣。 
(4)以隨機方式抽取每組的一個單位，然後利用儀器量測所需的記錄資料，

並將該地棲的環境狀況攝影起來。 
(5)用目視法量測其於九個棲地單位所需的記錄資料。 

 
(二)調查表格與內容(參見附表一) 
 

七、台灣魚類現況分析 

(一)森林溪流魚類棲息之生態環境 
高山上的河川，地勢較陡，因此溪水湍急，水中溶氧量較高，尤其在小瀑布

的水域裏，溶氧量較高尤其在小瀑布下的水域裏，溶氧量更超過飽和，此外山區

少環境污染的因素，因此水質潔淨，在此種水域生活的魚類，如歐洲大陸所產的

各種鱒魚，或本省大甲溪上游所產的國寶魚-櫻花釣吻鮭，由於習慣高溶氧量及

潔淨的水質很難在其他水域中被發現。雖然水庫裏(截斷其原產地的溪流者)偶可

見，但其產場多被破壞因此數量稀少。生活在上游水域的魚類無法棲息於其他水

域的原因首先無法克服的生理因素是缺氧：其次是皮膚無法抵抗細菌的侵襲，絕

大部份有害細菌均是嫌氧性細菌，多生活在氧氣不足的環境，溪流中過飽和的氧

氣，就是最有效的殺菌劑。長久處於乾淨水質中，其抗菌力自然不足。另外，一

般單細胞或多細胞的浮游生物，一次分裂需數十小時，若生活於高山激流中，尚

未完成其生活史，便已流進平原的水域，無法在上游的急流中完成其繁殖，因此

高山水域也沒有以浮游生物為食的魚類(李喜嘉1990)；大都以藻類，或水生昆蟲

為主要之食物來源，而其溪旁的植物為魚類的主要能源之一，且其倒木、遮蔭提

供了魚類躲藏的地方，而每個河流都有其不同之植群。茲以南投林區管理處之各

工作站的優勢植群列出做為參考：五節芒、竹、接骨草(丹大工作站)松類、木櫧、

木櫟類芒草(埔里工作站)柳杉，櫟、楠木、松類(竹山工作站)五節芒，竹、接骨

草(水里工作站)(台灣林業17(1)：35pp1991)因為環境構造的非均質化，所以生物

的分布有時呈島嶼的狀態分布。棲地的分佈為塊狀分佈，尤其本島的森林溪流，

急流區及緩流區往往互相間隔的出現，所以對某些生物的分佈而言，就呈不連續

族群的分布，在本島山區的攔沙霸的修築，使本島生物分佈的現象更明顯。(呂
光洋1990)此外其溫度低，水湍急，PH高SpeciesDiversity高水生昆蟲種類多亦為

其特徵之一。 
 
(二)台灣淡水魚類危機 
 

綜觀以上的河川魚類生態環境的惡化，歸納分析其原因，大致上可分為三大

類： 
1.水資源短缺：本島多高山，許多河川的中上游集水區均係山地，流短而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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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地區之季節降雨量變化極大，例如中南部冬季大半是乾旱時期，夏季則

常有颱風及雷雨，而有旱澇兩季之分，以往台灣山地森林茂密，保水力極強，

縱使有數月未曾下雨，亦因森林蓄水量充足，也可確保下游河川有充沛不斷

的水流。反觀近數十年來，台灣高山地區的森林，遭受超限砍伐之後，再也

無法涵蓄雨水。雨季帶來的水，往往一下子就流光了。不僅在某些季節造成

水災頻傳，亦常常在冬季有乾涸的現象，也由於水源全年分配不均造成利用

上的不便，政府乃在各地廣建水壩、水庫，以調節用水。如此一來，水庫以

下的河段受到嚴重的影響。以新店為例，近年來常常在乾旱的季節裡，上游

青潭堰並不常開閘門，下游秀朗橋到福和橋一帶，就會因清水稀釋量減少，

溶氧量減低，汙染濃度相對提高，因此發生魚類大量暴斃的情形(王，1984)。
又如大甲溪沿河的發電廠停止放水發電時，電廠以下的河段頓時(淺)可見

底，這時候所有的魚類全部集中躲到一些較深的水潭，若有人在這個時候下

網捕魚，必定在數小時之內可捉到百來斤的溪魚。如果水流能經常維持豐沛，

相信魚類會有更多生存空間，也不易被捕捉殆盡。 
2.河川水質嚴重汙染：在全省各河川之中，唯有東部少數河川受汙染破壞程度

較低，除此之外，大部份的河川，下游均有嚴重程度的汙染，有的地區(如大

甲溪)連上游都已遭受嚴重汙染。這些汙染的原因不僅只是工業所造成(如新

店溪、淡水河、大漢溪、頭前溪、大里溪等等)，甚至農業上的汙染也十分嚴

重(蘭陽溪、冬山河、大甲溪、濁水溪、高屏溪等等)，不只是農藥等急性化

學物質所產生的危害，還有各種過高濃度有機廢物的大量排放，也造成河水

溶氧不足，水質優養化或水質惡化等等情形，這些影響均會使魚類大量死亡

或產生病變。以高雄愛河在前幾年的整治工作為例，只有清理河川看得見的

一小部份，卻無法全盤控制汙染源，造成委託學術單位做養魚試驗時，最耐

活的種類竟是彈塗魚，原因是彈塗魚的習性是可以不常住在水裡，而且更喜

歡爬到爛泥灘上來躲臭水的魚類，所以再髒的水也奈何不了牠。前幾年，高

屏溪下游常有魚類突然大量死亡的情形，幾乎演變成居民與附近工業區之間

的衝突，後來根據調查很可能是較上游地區有人在河中圍籬養蜆，漁民為了

驅除可能吃蜆的魚類，就以施放農藥的方式來消滅雜魚，因而造成了數次魚

類大量死亡的情形。 
 
3.人類無限制的捕濫：到台灣各地的風景名勝地區去玩經常看到各地小吃店或

餐廳裡擺著各種溪魚待售，有的人以為不吃這油炸的野生小魚，似乎就不像

是到此一遊似的這些魚類大部份是電捕或是用剌網捉的，而且都是由一些職

業漁民經年累月供應的，在前幾年，台灣各地鄉村的早市也常有村民販售電

捕或網捉的溪魚，尤其是一些靠近河川的市鎮，諸如新店、三峽、坪林、竹

東、苗栗、卓蘭、東勢、埔里、竹山、玉井、甲仙、六龜、美濃、旗山、宜

蘭和羅東等特別多，可是好景不常，這幾年愈來愈不容易看到這類市集了，

筆者在幾乎每次都會在野外碰到業餘的電魚農民，在本省許多的鄉村中，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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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家家戶戶自備了一套電魚的器具，農戶們一有閒暇就到田溝、河川中捉

一些魚蝦來加菜，一些職業捕魚的人更是三三兩兩的晚上分組分區的四處圍

捕魚類，筆者就曾經碰到一個職業電魚的人，晚上電魚從不開燈，甚至在警

察局後面電魚不曾被捉過，因為沒有人看得到他，電魚是違法的行為，報上

也常登被移送法辦的例子，可是電魚的人到處都有，就連台北市鬧區都在販

售大批的電魚器材，難怪河川中魚族無法長命百歲。 
 
(三)台灣淡水魚類的保育工作： 

1.各溪流魚的種類，分佈和生態環境調查；分類部份除了台大沈世傑教授等

人一直從事多年旳台灣魚類相調查之外，只有中研院動物所張崑雄博士等

人做了櫻花鉤吻鮭形態比較解剖和族群遺傳學研究。分佈生態環境調查方

面的工作較多，其中以經濟部水資會一直在各地河川所做的長期調查，成

績最為可觀，他們己發表了數篇淡水河、德基水庫、高屏溪、等地研究報

告，成果頗受注目；台大林曜松教授等人對於櫻花鉤吻鮭棲地環境、分佈

狀況、生態習性，也做了很多年長時間的研究；師大呂光洋教授等人做七

家灣溪魚、台灣纓口鰍生態調查；台大楊平世教授等從事七家灣溪、北勢

溪水生昆蟲、魚胃內含物調查；台中縣大林國小詹見平主任做了數年大甲

溪及大里溪魚類調查；南投縣瑞峰國中也做了鹿谷鄉清水溝溪生態調查；

竹北水試分所也對魚的生態和繁殖做了初步的研究；台中自然科學博物館

汪靜明博士也積極進行本省魚生態和棲地之研究；其他尚有許多環境評估

時所做的調查，對於了解魚類分佈有幫助。 
 

2.對台灣特有種及瀕臨絕種魚類的調查：櫻花鉤吻鮭的保育工作進行數年

了，除了人工繁殖之部份尚未達到預期目標，以及河川棲地改善、設魚道

實際工作未能完成之外，其餘的基礎調查和研究均瑧完成之階段，其次是

政府也已公佈高身鏟頜魚為第二種自然文化資產的淡水魚保育工作應該很

快的就會展開才對。 
 

3.建立完善的漁業法令：前年漁政單位討論修正漁業法，可惜並無加以考慮

淡水魚類的保護法令。相形之下，一些縣市鄉鎮的基層單位所訂的區域性

規定，反而更有積極性和實際的效益。 
 

4.建立河川生態保護區：九年前，國內開始了第一件河川生態保育區之籌設

工作，促使了全省類似團體的紛紛成立。南投縣鹿谷鄉清溝溪河川魚蝦生

態保育區榮生會，在千辛萬苦下成立，其他尚有台中縣山城生態環境協會，

台北縣愛魚協會等等，都陸續的成立並有相當活躍的表現。 
5.魚類放流：近年來，各地縣市政府和民間團體積極的放流魚類，除了放流

香魚、鰻魚之外，也放流一些養殖性魚類，可惜尚無法利用原生種魚類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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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繁養殖及魚苗放流，實有美中不足之憾! 
6.保育觀念教育及推廣：諸如林務局、台北縣福和國中、台中縣大林國小等

等單位，分別辦理全國性溪流生態保育研討會，中小學自然科教師魚類生

態研習會等等工作，對於紮根的教育和推廣工作，均有實際的效果。除了

以上所述說的工作項目及介紹的實例之外，尚有許多積極的研究工作和保

護工作在進行，實無法一一列舉。 
 
(四)森林經營對魚類之影響 
 
1.砍伐森林之影響 

(1)減少溪流中溶氧量 
(2)遮蔽物減少使水溫提高 
(3)林地沖蝕加劇，增加河水中懸浮物及沉積物，而使混濁度提高 
(4)土壤養分大量釋放至河中，引起河水過度營養 
(5)使河川流量變率加大 

 
2.藥劑及施肥之影響 

因撫育上之需要，有時必須施用藥劑以防除病害，或者施肥以促進林木之

生長。這些措施可能改變河水中原來的平衡狀態 
 

八、森林溪魚保護計劃 

(一)計劃目標： 
 

1.調查魚類之種類、數量、分布，建立魚類資源資料庫 
2.使森林經營與魚類保育工作相互配合。 
3.以立法及司法的力量限制電魚、毒魚、濫捕等違法事件 
4.輔導民間魚類保育團體確實有效的建立魚類保育之制度 
5.積極宣導及推廣及推廣保育觀念及知識。 

 
 
(二)計劃項目： 
 
A.重點工作： 
1.建立自然生態資源系統： 

(1)調查台灣地區河流生態環境現況並建立資料庫 
(2)加強基本河流生態之研究 
(3)保存本省特有種魚類之繁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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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森林經營與魚類保育之綜合規劃與經營管理 

(1)調和森林經營與魚類保育之相容性及相斥性 
(2)各森林遊樂之廢水排除系統及垃圾處理，須劃定污染管制區及其環境品質標

準。 
(3)可將風倒木之處理木做棲地改良之材料 
(4)禁止於河岸兩旁50m內伐木或做嚴重之開發工程 
(5)在立木較少之河邊栽植適當之林木提供魚群遮陰之處，並提供有機質之來源 
(6)治山防洪等人為工程之建立，須採用對溪流衝擊最少之作業，並於壩旁設立

魚梯，以利溪魚洄溯 
 
3.積極推動執行「台灣地方鄉鎮，溪魚保護計劃」內政部己劃定(1)北勢溪溪魚保

護區(2)三地鄉青山溪保護區(3)烏溪保護區(4)南投清水溝保護區(5)荖濃溪溪魚

保護區，並責請鄉公所擬定保育計劃，且於一定期間內追蹤考核其成效。 
 
4.保育特有種及稀少之溪流魚類 

(1)儘速調查台灣地區珍稀之魚類，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予以指定禁止毒魚、電

魚、濫網、濫釣、並依同法之規定，將其棲息地劃為保育區，禁止破壞或改

變其原有自然狀態，以維護該等地區特殊自然生態環境，並提供魚類繁衍棲

息之場所。 
(2)修改狩獵法，增加對指定之珍稀魚類禁止捕殺販賣或時有及虐待行為之條文

並加重其處罰。 
(3)加強研究有關魚類之生態習性族群分布並建立長期資料 
(4)應建立引進外來魚種評估制度，並徹底檢疫以免破壞本地之生態平衡或成病

害之蔓延。 
 
5.積極推廣自然生態保育觀念保育觀念及知識 

(1)增訂中小學校課本有關自然生態保育之內容 
(2)於公務員各項在職訓練中加入自然生態保育課程，並於學術機構或民間團體

籌設自然生態保育推廣中心提供訓練計劃、訓練教材。 
(3)編著生態保育用語辭典，統一自然生態保育環境保護公害防治等用語。 
(4)協助及輔導有關之機構及各種民間團體，從事生態保育有關活動及出版相關

刊物、書害籍等以增進民眾對自然環境之了解並喚起對此的關懷。 
(5)藉研討、座談、演講，並透過大眾傳播媒體等廣為宣導河流生態保育觀念，

使人人負擔環境保育之社會責任，共同維護河流生態而努力。 
(6)獎勵具有實績之公私團體保育工作。 

 
6.確立權責機關及法令修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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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資產保存法為推動自然生態保育之主要依據，由文建會協調有關機關共

同推動 
(2)請文建會負責協調有關河流生態保育業務，並建立河流生態保育規劃管理體

系及政策綱領，由有關機關經年編列預算，切實推動實施，落實河流生態保

育工作 
(3)由有關機關檢討狩獵法、礦業法林業法、漁業法、農藥管理法等各項法規，

就其中與河流生態保育有關部份予以增訂加強。(台灣自然生態保育方案

1984) 
 
B.先驅工作計劃： 
1.請文建會協調有關機關儘速調查指定台灣地區河流生態資源，並即確立河流資

源政策綱領。 
2.請文建會協調會同有關機關，儘速調查指定台灣地區之溪流魚類，並劃定生態

保區域、自然保留區予以保護 
3.請經濟部修改狩獵法 
4.請內政部會商教育部，協助學術機構及民間團體設立森林溪魚生態保育推廣中

心，提供訓練計劃、教材 
5.請衛生署早日建立環境影響評估制度 
6.請衛生署及經濟部嚴格管制可供毒魚、炸魚物品之製造與銷售。 
 
九、惠蓀林場魚類保育計劃 
 
(一)現況： 

惠蓀林場海拔平均高700公尺，北港溪及關刀溪圍繞其中，兩岸植被以蕁麻

科、山茶科及樟礫群叢為優勢樹種。而溪中的魚類有溪哥、鱸鰻、川虎、苦花、

爬岩鰍、纓口鰍、石賓、曲腰魚及蝦類等。歧異度、密度均很高。河水湍急，溶

氧量高，石木擺置適度，提供良好的躲藏之處。為良好的河流生態環境。但是由

於游憩壓力、攔沙壩、堤防與水壩的開築，開路廢土及民眾毒魚、電魚，漸漸的

影響了魚類的生存。 
 
(二)計劃目標 

將與溪流魚類經營相斥的森林經營，透過林業經營技術予以減輕或甚至完全

排除其為害的程度，以保育目前的魚類資源。 
 
(三)配合溪流魚類保育之林業經營措施 
1.森林遊樂 

遊樂活動通常帶來水質之污染、溪邊垂釣干擾魚群產卵。為減輕對魚類之威

脅，露營區應稍離開溪流兩岸；遊樂區應有污水處理系統，避免熱廢水及化學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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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排入溪中；遊樂區溪流兩岸之設施應採取低密度之開發利用；林間小徑雖循溪

流而設以利擴展視野，但某一段應避開溪流；如果某遊樂區擁有獨特稀有的魚

類，則遊樂區的發展更需慎重。為減輕對珍貴稀有漁類之衝擊，通常可由據點基

地規劃，動線（步道系統）改善、遊客動向調查分析及加強解說服務等方向努力。

但如欲徹底減少環境衝擊，在遊樂區規劃之初，美國林務署發展之遊憩機會譜（Ｒ

ＯＳ）理論頗多值得借鏡，其論點完全是針對自然保育的需要而發展。ＲＯＳ理

論將遊樂區依資源特性分為：(1)原始區，(2)半原始區，無機動車輛行駛，(3)半
原始區，有機動車輛行駛，(4)中間區，(5)鄉村區，(6)城市區，。每一區均有其

經營管理之準則。比如在原始區，只有外圍有簡單步道，並無任何人工設施，通

常本區屬於資源豐富的脆弱地區，由於缺乏步道，故亦限制大量遊客進入。所以

當地的珍貴資源（含魚類）亦得以保存。在城市區，則住宿、遊憩設施與道路系

統均相當密集，亦需龐大污水處理系統，更多人力管理。 
 
2.治山防洪工程 

治山防洪工程的作用有益於水量的穩定並能改變水質但工程中往往產生大

量廢土流入河中污染溪流，並改變正常棲息地，造成水質優養化。故吾人必須事

先預定工程緩衝區，選擇對魚類傷害最小之時節進行工程。 
 
3.伐木造林作業 

木材是天然生成的優良材料，科技雖然發達，但是人類其實仍無法完全脫離

木材的依賴，但由於環境意識的加強，森林經營之伐木計劃應整體評估其對自然

環境(包括溪流魚類，水文)之影響，在施業中須有環境監測、定期或不定期監測

自然生態、水質、水量改變等等。一般而言，伐採與栽植是森林生態系的環境受

威謝脅最嚴重的時期，其他時期如果林分不至過密，森林可以有效防止泥沙、養

分進入溪流，減少對溪流魚類之為害伐區與溪流之間保留相當寬度之緩衝林帶，

可以穩定河岸，避免影響溪流生態系，林業先進國家的作法是在溪流的兩岸保留

20-50公尺之植生帶， 本省環境特殊，伐區最好離溪流100公尺，這100公尺之林

木更新應以擇伐的方式實施；其次嚴格遵守林業經營採伐列區之規則，小面積皆

伐之同一時間砍伐地區至少相隔200公尺，而與伐木區緊鄰之林分應限制在10-20
年內不得砍伐，俟伐區更新成林後始得計劃伐木，以確保全林相不致過度破壞。

伐木時之捯方向應控制向坡上，且不得損及溪流及其緩衝林帶。儘可能利用架空

系統集吊原木，尤其在不穩定之坡面及溪流兩岸地區，集運材不得橫越溪流。在

梅雨季及颱風期，應避免地面拖曳集材，以減低沖蝕污染水源影響魚類生存。伐

木之後整治伐木跡地供更新造林之需。在坡度15%以上的林地，應將伐採後的殘

材及枯枝，依等高線方向橫坡放置或帶狀，以減少逕流.除非確定藥劑不致漂流

至鄰進溪流或農地，否則不得使用除草劑。通常伐採後應迅速造林，避免不必要

的全面整地或除草，以增進植群養分，快速回復覆蓋。疏伐時之倒木方向應避開

溪流及其保護林帶，故溪流兩岸至少30公尺以內不宜疏伐，疏伐木之運集材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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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開溪流。 
 
4.林道工程 

林道是森林區人為干擾而造成溪流泥沙的一項主要來源，因此林道亦應儘量

避開溪流。林道路線的設計，路面起伏，排水設施等，應該注意規劃，以減少泥

沙輸入溪流的機會。如不得已須經過溪流時則應設計橋樑或涵洞，避免阻斷溪流

而影響溯河性淡水魚之迴游。 
 
(四)惠蓀林場魚類經營綜合計劃： 
1.確實執行魚類保育與育林作業之配合計劃。 
2.於公路兩旁及林場內，溪流旁設定告示牌或廣告牌，宣導魚類保育之觀念，多

多舉辦淨溪，釣魚，護魚-----等等親子活動，鼓勵小學生與家長參與，由小學

教育著手，並進而宣導自然生態保育工作。 
3.加強保育法規宣導；電視等媒體對一般大眾的影響最廣也最深入，以毒，電，

炸魚方面人員的層次而言，我們的宣導廣告似應選擇迎合他們口味的電視時段

播放。 
4.取締違規方面，廣籌經費，由有關單位配合成立聯合巡查取締小組，採取不定

時、不定路線、機動巡邏方式，捕獲人犯移送以判徒刑為主，以收嚇阻之效。 
 

十、建議與結論 

1.應寬籌經費，加強溪流環境資訊蒐集，全面有系統的推展溪流魚類棲地調查，

以建立台灣地區溪流魚類棲地資料庫。據以執行溪流魚類之經營工作。 
2.界定外來種之定義為：「非某溪流原產之溪流魚類均稱外來種。」在溪流基本

資料未建立前，不應放流外來種魚類；溪流基本資料建立後，欲放流外來種，

需經過嚴格的環境影響評估。 
3.遊憩事業之發展對本省溪流之魚類是潛在的威脅。因此涵蓋河川範圍之遊樂區

規劃應特別慎重，慎防水源污染。遊樂區應針對保育之需要分級管理，美國林

務署發展的遊憩機會譜(ROS)及可接受的改變限度(LAC)兩套理論可資借鏡者

頗多，以溪流為主的遊憩活動尤應規定容納量以免污染水源。 
4.本省野溪治山防洪工程極普遍，新設的均有魚梯，舊的沒魚梯，但是一條河川

的十多座攔砂壩工程中往往有魚梯者與無魚梯者各佔半數，除了於舊攔砂壩加

設魚梯外，未來亟應建立共同的觀念：除非崩坍極嚴重區域，儘可能減少治山

防洪工程，而以治本之森林與草生覆蓋來保持水土，以減少對溪流魚類之危害。 
5.建立永久林道系統：過去林道的開闢均為林產處分而設，其後的造林新植亦予

以適當的維護，可是造林早期撫育結束後，林道往往遭廢棄極為可惜，對林道

長期管理與維護不僅對林業多目標經營有長遠利益有亦有利於溪流魚類之生

存。 



<ch-5.doc> 

 5-18

6.加強低海拔闊葉樹林之保育：台灣地處亞熱帶，歧異度高的低海拔原生闊葉林

之存在是維繫生態平衡最重要的因素，其對減少水土流失，水源污染、病蟲為

害、野生動物族群不規則之波動、景觀破壞與森林火災等均比單一林相與農墾

為優，對水源涵養與溪流魚類保育之貢獻亦有目共睹。今日本省低海拔山坡地

開發利用已十分嚴重，因此低海拔山區闊葉林之保育顯得格外的重要。本區域

實應多擴編劃設保安林(水源涵養、風景、土砂扞止與魚附等功能)與自然保護

區，不僅為魚類保育之需，亦為萬代子孫生存之最佳保障(楊 1991) 。 
7.減少農藥、肥料的用藥頻率與強度，由有關單位訂定政策，指導農民施用適度

的劑量。 
8.土地開發或建造遊樂區或標售林班須經過詳細之環境評估，若對環境的衝擊太

大，則禁止其工程進行，以免破壤生態。 
9.設立獎金，鼓勵人民檢舉電魚、毒魚、網魚，以杜絕其泛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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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森林溪流魚類棲地調查表 
 
林管處                           工作站                             
事業區                           林班                               
縣                               鄉(鎮)                              
溪流名稱                                                              
集水區名稱                                                            
航空照片基本圖編號                                                    
調查河段編號╴╴╴╴╴之╴╴╴╴(起點╴╴╴迄點╴╴╴) 
斜坡率╴╴╴╴╴長度╴╴╴╴(公里)海拔高(最低╴╴最高╴╴)公尺 
照片檔案號碼╴╴╴╴╴╴╴╴捲╴╴╴╴╴╴╴╴張至╴╴╴╴╴╴╴張 
山谷型態：╴╴╴╴╴╴╴╴╴╴(1."Ｖ"型 2."Ｕ"型3."寬廣"型) 
河沼地帶優勢植群╴╴╴╴╴╴╴╴╴╴╴╴╴╴(列出生長於該地植物3種) 
河床底質                         罩蓋度                               
河床寬度                    (公尺) 
平均河道寬╴╴╴(m)平均河道深╴╴╴(m)河道穩定度╴╴(大.中.小) 
河岸沖刷情形                                        (大.中.小) 
導電度                         (ms/cm)混濁度                   (NTU) 
硝酸鹽╴╴╴╴╴╴(mg/L)磷酸鹽╴╴╴╴╴(mg/L) 
平均流速╴╴╴╴╴╴╴╴╴╴(ｃｍｓ)平均流量╴╴╴╴╴╴╴╴(m/s) 
水溫╴╴╴╴╴╴╴╴╴╴╴╴╴╴╴╴(℃)氣溫╴╴╴╴╴╴╴╴╴╴╴(℃) 
ｐＨ質                              溶氧量                            
水質狀況                                                    (優.可.劣) 
主要魚種                                                             
評論                                                                 
調查人員                                                             
日期             年                月                日 



<ch-6.doc> 

第六章  臺灣的兩棲類 
 

一、前言．．．．．．．．．．．．．．．．．．．． 6- 1～6- 4

二、前人的研究．．．．．．．．．．．．．．．．． 6- 4～6- 5

三、臺灣兩棲類之種類與棲地介紹．．．．．．．．． 6- 5～6-10

四、建議兩生類棲地與族群之調查方法．．．．．．． 6-10～6-11

五、結果與討論．．．．．．．．．．．．．．．．． 6-11～6-11

六、討論與建議．．．．．．．．．．．．．．．．． 6-11～6-11

七、參考文獻．．．．．．．．．．．．．．．．．． 6-12～6-12

八、附表．．．．．．．．．．．．．．．．．．．． 6-12～6-16

 



<ch-6.doc> 

 6-1

一、前言 
(1)動物的定義及演化過程 

雖然我們相當容易地可以區別馬(Horse)和橡樹(Oak Tree)，然而我們

卻無法對大部份的動物做一個明確的定義，但動物仍具有一些如下的定

義： 
     1.所有的動物皆為多細胞(Multicellual )。 
     2.動物為真核細胞。 
     3.動物細胞表現分工的現像，除最簡單的動物外，細胞結合成組織，而組

織結合成器官。在大部份的動物門，特別的器官系統產生特殊的功能。 
     4.動物為異營性 (Hetertrophic) ，它們先攝取食物而後在體內 (通常在消化

系統內)進行消化。 
     5.大部份的動物在其生活史的某段時間具有移動(Locomotion)的能力。然

而，有某些動物--例如海綿(Sponges)--在成体時為固著性(Sessile)(堅固的

附著在基體上)。 
     6.大部份的動物具有分化良好的感覺 (Sensory)和神經 (Nerous) 系統而能

夠對外在的刺激產生正確的反應行為。 
     7.大部份的動物產生有性的，大且不可移動的卵和小且具鞭毛的精子，精

子和卵結合成受精卵 (Fertilized egg) ，或接合子Zygote) ，此受精卵經由

一連串的胚胎時期 (Embryonic Stage)而發育成幼蟲(Larva)或成熟的個

體。 
如同消費者般，所有的動物絕對依賴生產者做為他們物質、能量和

氧氣的來源。動物亦依賴分解者做為營養的再循環。 
 
 
動物的演化過程： 

大部份的生物學家認為對於動物演化的來源並不瞭解。但大部份認為動物可

能由原生動物(Protise)，或許為鞭毛蟲(Flagellates)演化而來，而在不同動物門間

之關係可能為一種推測，而其支持的理論不外為下列兩項： 
     1.無體腔動物和有體腔動物(Acoelomates and Coelomates) 
     2.原口動物和後口動物(Protostimes and Deuteros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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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關係如下（圖一）： 
 
                             動物演化關係圖 
 
                       鞭毛原毛動物(Flagellates) 
 
                           原始動物(Ancestral) 海綿(Sponges) 
 
                                                擳板動物(Ctenophores) 
                                                腔腸動物(Cnidarians) 
                             扁蟲(Flatworms)          * 1-A 
 * 1-A 
 
    *1-A 紐形動物 圓形動物(Nematodes)*1-B 
     (Nemerteans) 輪形動物(Rotifers) *1-B 
 
 棘皮動物(Echinoderms) 軟體動物(Mollusks) 
                       *2-B            環節動物(Annelids) 
 脊索動物(Chordates) 
                    *2-B 
 半索動物(Hemichordates) 節肢動物(Arthropods) 
                *2-B    
圖一  動物演化關係圖 
 
   1.若依體腔分： 

A：扁蟲, 紐形, 擳板, 腔腸動物無中空結構屬於無體腔動物。 
B：圓形, 輪形動物為有體腔，但其體腔是由囊胚腔發育而成位於中胚層內

胚層之間故又名假體腔。 
C：其餘的兩側對稱動物為真體腔，因其體腔位於中胚層之間。 

2.若依原口後口分： 
A：扁蟲、紐形、擳板、腔腸、圓形、輪形、軟體、環節、節枝動物為原

口動物。 
B：棘皮、半索、脊索動物為後口動物。 

 
兩棲類屬於動物界脊索動物門(Phylum Chordata) 脊椎動物亞門(Subphylum 

 Vertebrata) 兩生綱(Class Amphibia)。脊索動物都是兩側對稱, 有體腔的動物，

有三層發達的胚層和體節。大部份的脊索動物在肛門後有尾，有骨骼和閉鎖循環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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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另有三種特徵可以區別： 
1.生命期中必有一時期具有脊索(Nonochord)，脊索位於背側，為縱行的桿狀，

質堅有彈行可以支持身體。 
2.背部有管狀神經索(Nerve Code)，其神經索和無脊椎動物不同，不僅位置有

異且為單一中空，而非一對實心。 
3.於生活史中某些時期具有咽鰓裂(pharyngeal Gill Slits) 在胚胎期咽喉部有

一系列的鰓弧溝。 
    脊椎動物亞門和其它亞門於特徵上的區別為： 
      1.脊柱(Vertibral Column)形成身體的骨軸。 
      2.神經細胞和感覺器官集中於頭部─頭化現象(Cephalization)而脊椎動物

的演化樹可以圖二表示之： 
 

脊椎動物演化圖 
原始脊索動物 

 
硬骨魚 肉鰭魚 軟骨魚 

*陸生演化成功，故肉鰭魚被視為陸生脊

椎動物的始祖(已滅絕) 
                  兩生類 古生代末期 
 
                                           現代兩生類 
 爬蟲類 *真正的陸生動物 
 
  現代爬蟲類 鳥類 

 
有袋類 胎盤類哺乳動物 卵生哺乳類 *具有爬蟲 

類的特徵 
 

肉食類 靈長類 鯨 囓齒類 鴨嘴獸 針騴獸 
 
 

圖二：脊椎動物演化圖 
 

(2)兩棲類的演化及定義 
最初成功適應陸地生活的脊椎動物是迷齒類(Labyrinthodonts)，外型

像蠑螈，短頸笨拙的動物，有一個厚重多肉的大尾巴。這便是最古老的兩

棲類。現代兩棲類分成三個目： 
有尾目(Urodela) ：包括蠑螈(Salamander)、泥狗(Mudpuppies)等具有尾



<ch-6.doc> 

 6-4

巴。 
無尾目(Anura) ：包括無尾的蛙(Froas) 和蟾蜍(Toads) ，腿適於跳躍。 
無足目(Apoda) ：包括蚯螈(Caecilians)，像蠕蟲般無足的動物。 

雖然部份的兩棲類能成功地適應甚至非常乾燥的陸地生活，他們在生

殖時大多仍回到水中，因精子和卵是產在水中的。 
蛙和蟾蜍的胚胎發育成具有鰓和尾的蝌蚪(Tadpoles)，以水中的植物

為生。一段時間之後會進行變態(Metamorphosis) ，鰓和鰓裂消失，尾巴

退化，前肢出現，消化道縮短，吻變寬，舌頭出現鼓膜(Tympanic Membrane) 
出現，以及水晶體的形狀改變。許多生物化學的改變使他們從完全水生而

變成可以行兩棲生活。如昆蟲一般，兩生綱的變態是由激素(荷爾蒙

Hormone) 控制的。兩生類是由甲狀腺所分泌的甲狀腺素 (Thyroid 
Hormone) 所控制。但也有一些種的蠑螈並不進行變態而是以幼蟲的形態

不斷長大，並繁殖後代。 
 
二、前人研究： 

陳世煌 呂光洋  1981  一種臺灣新發現的蛙類──巴氏小雨蛙 
由1952年前之文憲記載，臺灣之狹口蛙科共有三種─小雨蛙、黑蒙西氏

小雨蛙和史丹吉氏小雨蛙，而巴氏小雨蛙乃於1981年八月二十二日在臺南縣

關仔嶺附近採集到四隻狹口蛙之兩棲類，經鑑定後，這四隻狹口蛙屬於

Microhyla butleri，為臺灣之新記錄種，巴氏小雨蛙之發現使臺灣之狹口蛙科

種類增為四種，同時更顯示臺灣之兩類與亞洲大陸之密切關係。 
 

杜銘章  呂光洋  1984  十一種臺灣產兩棲類食性之研究 
兩棲類於變態前大部份為草食性，以石頭上的藻類為主，或是腐爛的植

物小碎塊。而變態後便改為肉食性，以小型的無脊椎動物為主。 
 

陳世煌 呂光洋  1979  臺灣產山椒魚之研究（一）─研究歷史、分佈和形

態學之初步研究 
山椒魚分佈於臺灣海拔2000公尺以上之高山，依其体色可分為阿里山

型、能高型和南湖型。四種鋤骨齒型的分佈和體色無關，但隨各海拔高度有

顯著不同。雖然阿里山型、能高型和南湖型山椒魚在体色和鋤骨齒列方面證

實有連續性的變異，但其分佈並無重疊之現象，因此這四種山椒魚是否為亞

種或不同種便值得進一步研究。 
 

陳世煌 呂光洋  1982  臺灣產山椒魚之研究（二）─阿里山地區山椒魚之

組群生態研究 
此研究從1982年十二月起至1985年六月止，在國科會的經費協助下於阿

里山設定樣區，以標放法長期追蹤調查阿里山山椒魚之族群生態，以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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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其分佈與季節之關係。 
 

何建樂  陳世煌 呂光洋  1980  臺灣區無尾兩棲類蝌蚪之分類 
臺灣兩生類中無尾目有 5科、 7屬28種，對於其蝌蚪之分類、生態、生

活史，所知有限。此研究自1980年二月至1987年十二月從全省各地採集蝌

蚪，再將部份蝌蚪飼養以確定種類，而後依蝌蚪之外型將臺灣無尾兩生類蝌

蚪予以分類，列出科檢索表一組，種檢索表二組。 
 

繆端生  呂明雄  青蛙冬眠之研究 
動物界常有休眠的現象，它有夏眠和冬眠的兩種形式。青蛙的冬眠是生

態問題，同時也是生理問題，故加以研究將青蛙之冬眠應用於其它科學上。 
 
三、臺灣兩生類的棲地與種類： 

(1)棲息環境 
兩生類的棲息環境比較單純。因為牠們是變溫動物( 冷血動物) ，即

體溫隨環境的溫度而改變。為了維持生存所需的代謝作用，牠們生活環境

的溫度不能太低。因此，兩生類分佈的範圍，主要在熱帶、溫帶和亞熱帶

等溫度較暖和的區域。在秋冬溫度較低的季節，牠們往往有冬眠的現象，

以減低能量的消耗。 
臺灣兩生類的分佈。除了山椒魚以外，主要是在中海拔以下的山區和

平地。牠們主要的棲息環境必是水邊或是濕度較高的區域。例如沼澤水田

水塘和田間的水溝(澤蛙、虎皮蛙、金線蛙等)，山澗溪流兩岸(日本樹蛙、

褐樹蛙、腹斑蛙等)，小瀑布或湍流之下之岩隙(斯文豪氏蛙)，陰暗潮濕之

森林底層(黑豪西氏小雨蛙、史丹吉氏小雨蛙)，原始森林底層之濕生植物

中(台灣山椒魚)，姑婆竽、香蕉及美人蕉的葉柄基部蓄水處，以及含水的

小樹洞或竹筒中(艾氏樹蛙、莫氏樹蛙)，潮濕的草地、茶園或作物田地(台
北赤蛙、長腳赤蛙)，以及路邊的土穴或岩石下(盤谷蟾蜍、黑眶蟾蜍)。至

於兩生類的幼體──蝌蚪，牠們以鰓呼吸，必須在水中生活，因此在含水

的樹洞、竹筒以及水稻田、小水潭、溪邊淺水處等水流緩和或靜水的區域

等，都很容易找到牠們。 
 
(2)食物 

成熟個體的兩生類絕大部分為肉食性的動物。牠們的食物主要以小型

的無脊椎動物為主，包括蚊子、蒼蠅、白蟻、螞蟻、甲蟲、蟑螂、蝗蟲、

蟋蟀、蜻蜓和其它的小型昆蟲以及個體很小的青蛙。生活在水中的蝌蚪，

大部分為食草性的；主要的食物為石頭表面或水生植物上面的藻類以及腐

爛的植物小碎塊等。 
(3)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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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所有的兩生類的體色都變化多端，牠們的顏色往往與生存環境的

顏色相配合，而形成很好的保護色。例如，綠色的臺北樹蛙、莫氏樹蛙，

常常停棲在綠色的樹葉上；灰泥色的日本樹蛙常停留在岩石上，而草黃色

的黑蒙西氏小雨蛙，常在森林底層的落葉上活動，牠們都很不容易為人或

其他的掠食性動物所發現。 
大部分的兩棲類，因為怕乾燥和沒有良好的避敵構造，因此大都是夜

行性；即白天躲在陰暗的地方休息，而晚上的時候出來活動，覓食以及求

偶等。兩生類絕大部分為體外受精，兩性的個體沒有接觸，但青蛙在生殖

的過程中，卻有假交配的現象，即雄蛙抓附在雌蛙的背上 (但外生殖器並

無接觸的現象) 雄蛙以此種行為來刺激雌蛙產卵，同時將精子排放於水中

以與成熟的卵子結合，完成受精作用。在假交配之前，雄蛙往往以其鳴曩

發出各種特有的聲音吸引雌蛙以達到受精的目的。各種不同的蛙所發出來

聲音頻率都不相同；因此，依據牠們的求偶之鳴聲，亦可以用來判定不同

的種類。 
在秋冬兩季，分佈在高緯度的兩生類為了避過寒冷的天氣，往往就躲

在石頭下，泥土或洞穴裡面，此即所謂的冬眠現象。嚴格的說來，臺灣的

兩生類，除分佈在較高海拔的地區外，可說無真正的冬眠現象。因為在冬

天溫度較高的時候，牠們又可以出來活動。有不少蛙在冬天的時候進行生

殖。一些熱帶地區的兩生類，在炎熱而乾旱的時期亦停止活動而進入夏眠

的狀態，以度過這不良的季節。 
 

(4)分類 
從發表過的文獻資料中知臺灣產而有記錄之兩生類共有26種。牠們分

屬六科(蟾蜍科、樹蛙科、樹蟾科、赤蛙科、狹口蛙科和山椒魚科等)，七

屬。在這26種中之杉木蛙(Rana taiwaniana)屬赤蛙科。到目前為止唯一一

隻於1970年七月於杉林溪被日本人所捕獲。目前資料僅有一隻標本，有待

更進一步的研究和調查。 
 

臺灣的兩生類之分類方法可依附表（一）之檢索表加以判別。 
而目前臺灣已發現的兩生類之一般資料如下： 

 
有尾目： 
山椒魚科： 
 
臺灣山椒魚(Hynobius formasanus) 

俗名土龍體色為一致黑褐色或褐色，有的具有不規則白色斑紋的有尾兩棲

類，為臺灣特有亞種分佈於海拔約2000公尺以上原始森林的小型山谷、溪谷、溪

流兩旁陰暗潮濕處。是一種夜行性動物，數量已非常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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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南氏山椒魚(Hynobius sonani) 

體型較長，軀幹部分較臺灣山椒魚肥胖些，皮膚光滑但較臺灣山椒魚之顏色

淡，為臺灣特有亞種分佈於海拔約3000公尺以上之山區，族群數量稀少很少被發

現過，其生活史和生態資料都不甚清楚。 
 
無尾目： 
蟾蜍科： 
 
盤谷蟾蜍(Bufo bufo gargarizans Cantor) 

體型可達130mm，身體背面顏色變化多端，為紅褐色、黃褐色、褐色，上面

具有大型黑斑、雲斑或橙紅色斑點。隨著棲息環境不同而構成不同花斑，形成保

護色。夜行性，行動遲緩數量多且普遍。 
 
黑眶蟾蜍(Bufo melanosticus Schneider) 

體型可達100 mm，體外表粗糙怖滿大大小小的腺性顆粒突起。體色變化多

端背面為黃褐色雜有深褐色雲斑紋。棲息於田邊、花園、路邊或住家附近的岩石

穴或泥土穴。分佈於低海拔山區和平地。 
 
樹蟾科： 
中國樹蟾(Hyla chinensis Gunther) 

個體小型之無尾兩棲類。身體背面光滑呈淺黃綠色或深藍綠色，腹部有許多

黑色的橢圓斑點。很少在地面活動故很少被發現，局部數量很多。全省廣泛分佈，

在雨季才較易看到。 
 

樹蛙科： 
日本樹蛙(Buergeria japonicus) 

小型的樹蛙，體長可達35mm。背面不甚光滑滿佈顆粒狀小突起，顏色為藍

褐色或黃褐色。棲息於平地至高海拔山區溪流附近，尤其於溫泉附近的冷水溪流

易見於雨後或潮濕夜晚成群大量出現，鳴聲甚吵雜。 
 
褐樹蛙(Buergeria robustus) 

俗名壯樹蛙，吸盤發達、體型中、大型之樹蛙，身體粗壯，外表顏色變化多

端，有極好之保護色。棲息於低海拔之溪流潮濕處，晝伏夜出，夜間成群出現，

鳴聲細小。 
 
 
艾氏樹蛙(Chirixaluse eiffing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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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名琉球樹蛙，身體中小型，體色隨環境改變，背部為綠褐、黃褐或赤褐色。

棲息於臺灣北、中部的2000公尺以下的山區竹林內，在夜晚尤其是雨後，往往會

成群的跑到葉面來鳴叫求偶。 
 
面天樹蛙(Chirixaluse idiootocus) 

最近區分出來的種類，外型十分類似艾氏樹蛙，但吻端較尖，體型較小。體

色呈黃褐色或暗褐色。為臺灣特有亞種普遍分部於全省中低海拔，叫聲尖銳，繁

殖期長終年可見。產卵後，成蛙以後腳將卵攪拌入土。 
 
白頜樹蛙(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俗名大頭蛙，身體中型皮膚平滑或密佈極細顆粒突起，分佈於較低海拔地

區，但以在森林底層以及潮濕沼澤區較易見到，通常在雨後的夜晚單獨出現，其

鳴聲低沉而大。 
 
莫氏樹蛙(Rhacophorus moltrechti) 

中型綠色樹蛙，身體背面光滑具有很好的保護色，為綠色或淺綠色，為臺灣

特有種，分佈於中低海拔，夜間出來覓食求偶。 
 
翡翠樹蛙(Rhacophorus smaragdinus) 

中大型樹蛙，外表草綠色或黃綠色口角有一條白色縱紋，為臺灣特有亞種，

僅分佈在臺北縣翡翠谷和哈盆自然保護區附近的樹林中，在雨後的黃昏停棲於灌

木鳴叫，雄蛙僅見一鳴囊。 
 
臺北樹蛙(Rhacophorus taipeianus Liang & wang) 

中型之綠色樹蛙，顏色為藍綠色或淺綠色腹側具有雲斑，為臺灣特有亞種，

臺北附近平地或山區以及宜蘭附近之低海拔山區較易見到，白天常單獨的停棲在

陰暗樹葉上，生殖季節在冬季。 
 
狹口蛙科： 
巴氏小雨蛙(Microhyla butleri Boulenger) 

體型小表皮散生許多顆粒狀或不規則短棒突起，體色黑褐或灰褐色，無中背

線。臺灣僅在臺南關子嶺曾被發現，數量稀少，喜匿居於草叢下層，其餘有待研

究。 
 
黑蒙西氏小雨蛙(Microhyla heymonsi Vogt) 

身體小型背部顏色為草枯黃色或為黃褐、紅褐色，中央有一大型的括弧斑

紋，極易辨。棲息於低海拔山區或旱作物田附近，族群稀少以本島南部及東部才

較易見到。其有關生活史及相關資料有待進一步研究。 



<ch-6.doc> 

 6-9

 
史丹吉氏小雨蛙(Microhyla inornata Boulenger) 

身體小型，吻長約等於眼徑，不具吸盤皮膚粗糙，背面為一致深藍色或灰黑

色而有淡褐色斑紋。分佈於低海拔山區或水邊之密林，數量稀少，僅見於關子嶺

及墾丁國家公園。 
 
小雨蛙(Microhyla ornata) 

體型小。外表為淡褐色、草黃色或深赤黃色，皮膚粗糙，後頭部有黑褐色倒

三角形斑紋。棲息於草地水邊的土洞穴，本島由南到北，平地到低海拔山區都有，

為狹口蛙科中數量最多的種類。 
 
赤蛙科： 
腹斑蛙(Rana adenopleura Boulenger) 

身體中型體背為橄欖褐色、黃褐色或灰黑色，有明顯背中線。分佈於全省中

低海拔山區，晝伏夜出，白天匿於石縫中或潮濕草叢或水邊的土穴中。 
 
美國大牛蛙(Rana catesbeiana Shaw) 

體大型長約10 -18公分，顏色為斑駁的綠棕色，體側無側背線，鳴叫聲大似

牛一般，原產於美國東部及南部，在臺灣為養殖所逃逸出野外者，蝌蚪為肉食性，

會吃同類或它種的蝌蚪。 
 

貢德氏蛙(Rana guntheri Boulenger) 
大型蛙類長度長達80公分，背面為淺黃褐色、灰黑色或褐色。分佈於全省平

地或低海拔山區之水田、池畔、溪流及排水不良之低地。目前除局部地區外，已

不太容易發現。夜間出來覓食，鳴聲低沉而大，為重要食蛙種類。 
 
古氏赤蛙(Rana kuhlii Dumeril) 

中型蛙類外表粗壯體長30- 60mm吻短，顏色為赤褐色或黃褐色，腹面白色。

棲息於平地或低海拔山區之山澗小溪旁，晝伏夜出遇敵人則迅速躍入水中。 
 
拉都希氏蛙(Rana latouchii Boulenger) 

體型中、小型扁平，背側褶隆起極明顯，為主要特徵，體背為赤褐色或黃褐

色，兩側為灰褐色。分佈於全省平地至低海拔山區的水田、水溏、山澗，一般在

山區較多。 
 
澤蛙(Rana limnocharis limnocharis Bioe) 

俗名田蛙，中小型，外表顏色變化多端為淡褐色、褐色、灰黑色、綠色，且

具有許多黑褐色花斑。全省到處可見，數量極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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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腳赤蛙(Rana longicrus Stejneger) 

中型蛙類體細長，吻端尖銳，雌蛙體色為鮮紅色而雄蛙為黃褐色，分佈全省

中低海拔，海拔2500公尺亦曾有其記錄。 
 
斯文豪氏蛙(Rana narina swinhoana Boulenger) 

大型蛙類，長度可達90mm，為本島產赤蛙科中吸盤最發達的種類。分佈於

全省低海拔的山區森林附近的溪流。 
 
金線蛙(Rana plancyi Lataste) 

身體大型，外表常成三角形，背側褶隆起明顯，背部和體側為草綠色，腹面

白色。棲息於平地或低海拔山區的水池、水溝，分佈不是很廣，在本島之中南部

較多。 
 
梭德氏蛙(Rana sauteri Boulenger) 

中型蛙類，顏色變化多端，有鮮紅色、橙紅色、灰泥色、黃褐色或赤褐色。

分佈於全省中、低海拔之山區，但在海拔2800公尺亦有其記錄，為本島蛙類中分

佈可達最高海拔者。 
 
臺北赤蛙(Rana taipehnsis Van Denburgh) 

身體小而纖細，體長最大可達40mm，顏色極為漂亮一般背部為黃綠色或綠

褐色，背側為褐淡黃色。喜歡棲息在水舔池溏或丘陵地的茶園草叢中，分佈僅限

於北部，目前數量已非常稀少，急待加強保護。 
 
虎皮蛙(Rana tigerina rugulosa Weigmann) 

大型蛙類，外表背面粗糙、黑褐色、灰黑色或綠褐色，外表近似盤谷蟾蜍，

亦俗名田雞。曾廣泛分佈於全島平地或低海拔山區，但因大量捕捉的原因，目前

已不太容易發現。 
 
註：台灣因地處亞熱帶，故兩生類的種類多而無法依外表加以分類檢索表（附表

一）為判斷的主要工具。 
 
四、 建議野生兩棲類棲地、族群調查法 
(一)棲地調查方法 
依發現兩生類種類之地區記錄該地區之環境狀況並採取該環境的水樣。 
 
註：棲地調查表如（附表二），並將採集之水樣帶回實驗室測定其水質。 
(二)族群調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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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兩生類除有尾目分佈於高山湖泊外，其餘無尾目之分佈範圍除一些特有

種及亞種，皆因人類之捕食或棲息環境的改變，而導致分佈範圍只侷限在局部範

圍內，其餘分佈範圍尚廣。 
故調查對象針對一些極待保護之有尾目及無尾目兩生類，使其不再有絕滅之

憂並使其生活環境得以改善。 
我們先於地圖上標定一水域範圍（如大甲溪流域、鴛鴦湖、曾文水庫）再依

其範圍以標示法記錄之。 
 
註：族群調查表如（附表三）。 
 
五、結果與討論 
(一)棲息地之調查分析 

1.由調查資料中之各種資料可以讓我們知道野生兩生類之一般棲息地狀況。 
2.由水質調查資料可以讓我們瞭解環境破壞狀況。 
3.瞭解食物來源之狀況。 

 
(二)族群之調查分析 

1.由記載之記錄推算族群之大小。 
2.藉由長期之調查資料與記錄估算族群成長和衰退之情形。 
3.由蝌蚪之數量與變態後之數量計算兩生類變態過程之死亡數量。 

 
(三)總結 

1.可由棲地與族群資料瞭解兩生類遷移狀況。 
2.瞭解兩生類如何避過惡劣環境。 

 
六、結論與建議 

自古以來兩生類便為人類所食用，但人類對兩生類的研究卻很少，就連族群

的調查都採用折指標示法，而導致兩生類的加速死亡。所以建議今後對兩生類的

族群研究可利用高科技儀器，如分析其鳴聲頻率以判別其種的不同，或以紅外線

感應計算族群的大小，以減少對兩生類之損傷，並長期記錄以獲得完整之資料。 
兩生類之生存情形為水質與陸地環境破壞之明顯指標，本篇報告只提出對兩

生類之族群及棲息地之調查方法，更希望能藉此引起人類對此由水生演化為陸生

的過程中有著重要地位的兩生類有更進一步的關心與研究。在此謹以誠摯之心感

謝東海大學生物系蕭涵憶先生，臺北心系環境工程公司呂榮宗先生的協助及中興

大學森林系馮豐隆老師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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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表 
    附表（一）：臺灣兩生類之檢索表 
 
臺灣產之無尾目屬於前凹亞目及兩盤凹亞目 
1a：肩帶之鎖骨、鳥喙骨賴介乎其間之弧狀鳥喙骨與胸骨聯結；──前凹亞目 
2a：眼後外側有腮腺；上下頷均無齒；皮面有疙瘩呈粗雜狀；卵塊呈長條狀──

─蟾蜍科(BUFONIDAE) 
2b：眼後鰓外側無腮腺；上頜或上下頜均有齒；皮面光滑，腹部多腺體；各指先

端廓大為吸盤狀───樹蟾科(HYLIDAE) 
1b：肩帶之鎖骨、鳥喙骨賴介乎於其間之上鳥喙骨與胸骨密接或癒合為一；──

兩盤凹亞目 
3a：舌體後方通常二分叉；薦椎後橫突(Diapophysis) 桿狀，或略形平扁；上頜

有齒或上下頜均有齒。 
4a：最末二指骨間有間介軟骨；薦椎後橫突桿狀；好產卵於近水地區或臨水之枝

頭，卵塊一般呈泡沫狀，蝌蚪孵化後即落入水中游泳───樹蛙科 
4b：最末二指骨間無間介軟骨，薦椎後橫突桿狀或略形平扁；產卵水中，卵塊帶

狀、球狀或其它形狀───赤蛙科 
3b：舌體後方不分叉；薦椎後橫突平扁為籤片狀；無齒──狹口蛙科 
 
臺灣產之蟾蜍科有黑眶蟾蜍及盤谷蟾蜍 
1a：頭部背面有骨質隆起稜，由吻端沿眼鼻線，經眼眶間隔而終於鼓膜上緣──

黑眶蟾蜍 
1b：頭部背面無骨質隆起稜，蹠部內緣鈍圓而無鋒利之皮褶，且有橢圓之瘤；趾

間之蹼達第三趾之第一或地二趾骨以及第四趾之第一趾骨──盤谷蟾蜍 
 
臺灣產之樹蟾科僅有中國樹蟾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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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吻短而尖鼓膜圓形，鋤骨齒呈板卵形，在二內鼻孔間斜走。 
 
臺灣產之樹蛙科共有兩屬八種 
1a：指之先端膨大為吸盤狀。 
2a：指之最末一節骨片為Ｖ字形；無論前後肢各指間均有蹼；鋤骨齒板比較發達；

外側蹠間之蹼一般均發達，可達蹠之基部。 
3a：頭之寬度小於長度；外鼻孔位於眼之前緣與吻端之間。 
4a：脛長約與蹠長相等脛跗關節相接───莫氏樹蛙 
4b：脛部與蹠部相同脛跗關節相重疊。 
5a：頭部之寬度與長度相等；外鼻孔位於眼與吻端之中間；體面無論背腹均有許

多顆粒突起，體背面為一致之暗褐色，腹面為淡灰色───褐樹蛙 
5b：頭部之長度大於寬度；外鼻孔較接近吻端，指間蹼不顯著。 
6a：體背面中央無黑色縱紋。體背面淡暗褐色，腹面淡灰色眼眶間有一黑色橫帶

───白頜樹蛙 
3b：頭部之寬度約等於長度，由外鼻孔至吻端之距離小於至眼前緣之距離；背面

葉綠色，有淡褐色小斑點，腹面黃色；體側和股部後方無小斑點───臺北

樹蛙 
2b：指最末一節骨片為Ｔ字形；鋤骨齒板有缺如。 
7a：外鼻孔間隔與眼眶間隔寬度相等，外鼻孔比較近於吻端；體暗褐色；背面光

滑而無皺紋突起──日本樹蛙 
7b：外鼻孔間隔較眼眶為狹；體暗褐色，腹部淺黃色而有黑色斑紋───艾氏樹

蛙 
註：另面天樹蛙和翡翠樹蛙為臺灣特有亞種和特有種，為最近所發現尚未編檢索

表。 
 
臺灣產赤蛙科共有一屬12種檢索表 
1a：背面無背側褶襞，而有短棒狀突起，後者往往相連成縱列。 
2a：頭部之寬度與長度相等；鼓膜隱而不顯；外鼻孔比較的略近於眼眶的前緣；

體背面暗褐色或暗橄欖色，而有不規則之小黑斑，腹面灰色，喉部有暗褐色

雲紋───古氏赤蛙 
2b：頭部之長度多少大於寬度；鼓膜顯著。 
3a：無外蹠瘤；各趾間有3/4 或全部有蹼連接之。鋤骨齒板長方形，前端與內鼻

孔之前緣連接；頭部青綠色，驅幹部暗綠色而有黑褐色之豹斑紋；腹面黃白

色，胸部略呈紫青色──虎皮蛙 
3b：外蹠瘤多少具有；各趾間有1/2 - 2/3 有蹼膜連接之；體背面暗赤褐色以至淡

暗褐色，前後肢亦有數條黑色帶，腹面黃白色；體側無褶皺，但背側有線狀

突起──澤蛙 
1b：：有背側褶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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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頭部之寬度與長度相等或寬度大於長度；外鼻孔在吻端與眼之中間。 
5a：頭部之寬度與長度相等，背側褶襞寬而明顯；體背面光滑，灰褐色而有黑斑，

沿背側褶襞有一黑色邊，前肢有白色線紋，後肢有暗黑色帶紋，腹面白色胸

部褐色──腹斑蛙 
5b：頭部之長度等於或略大於寬度；背側褶襞不明顯；體背面光滑但側方有顆粒

狀突起，綠褐色而混有小黑斑，鼻側有黑線，前後肢有不明顯之帶狀橫紋，

腹面白色，趾端膨大為吸盤狀，盤緣有溝──斯文豪氏蛙 
4b：頭部之長度大於寬度。 
6a：脛胕關節達眼之前緣；外鼻孔較近於吻端。 
7a：；後肢為體長之2 倍為前肢之3 倍；體纖細，背面暗赤褐色鼓膜、背側褶襞

之側面均為黃色，前後肢黃色而有淡暗褐色之帶狀斑紋，腹面白色無斑紋小

型蛙──臺北赤蛙 
7b：後肢不及體長之2 倍，前肢之3 倍；脛胕關節達鼓膜與眼，或眼與吻端之間。 
8a：指端尖不膨大，各趾端略膨大；各指間有極不明顯之蹼膜；體色隨環境而易

但多數為綠色，側面淡黃色或淡黑褐色，兩股背面有黑色橫帶──金線蛙 
8b：指端略膨大，趾端則膨大為一吸盤；體上面為灰褐或紅褐色，或有深褐色斑；

頭背兩側由眼沿背側褶襞有一條深褐色或黑色縱紋；四肢有深色橫帶；股後

則有黑色與黃色的斑──貢德氏蛙 
6a：脛胕關節達吻端或超越之；鼓膜圓形。 
9a：脛胕關節達眼眶中部；體背面淡褐色，眼鼻線及背側褶襞 
 
臺灣產之狹口蛙科為一屬四種檢索表 
1a：各趾間有蹼，但不達1/3 ；有明顯之趾吸盤，吸盤背面有縱溝；無跗摺；體

驅背無明顯之小疣；外掌瘤分裂。 
2a：有跗摺；體驅背有明顯之小疣，成縱列排列。體黑褐色或灰褐色，無背中線，

前後肢背面有數條暗色橫帶──巴氏小雨蛙 
2b：背部正中有一深色小()形斑，生活時粉紅色，由吻端至肛部有一米黃色之細

縱脊線；自吻端至体側有醒目之黑色寬紋斜達胯部───黑蒙西氏小雨蛙 
1b：各趾間有不發育之蹼膜而無吸盤；趾端亦無縱溝。體背面淡黑褐色而略帶綠

味；由眼眶間隔斜向背部兩側有兩條顯著之黑色波狀縱帶，此縱帶之外側有

若干與之平行之淡褐色細線───小雨蛙 
1c：趾間無蹼膜亦無吸盤皮膚光滑或背面稍粗糙。背面紫灰色至淡褐色，通常有

暗褐色分散之斑點，或形成縱列，有時成網狀。通常由吻端經眼而延腹側有

一暗色條紋。四肢與背面同色，或成淡紅色。腹面白色，有不規則之褐色條

紋。 
 

附表（二）棲地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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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兩生類棲地調查表 
 
發現兩棲類之種類：□蝌蚪 □山椒魚 □無尾目 
    □  臺灣山椒魚      □   莫氏樹蛙               □   金線蛙 
    □  楚南氏山椒魚    □   翡翠樹蛙               □   梭德氏蛙 
    □  盤谷蟾蜍        □   臺北樹蛙               □   臺北赤蛙 
    □  黑眶蟾蜍        □   巴氏小雨蛙             □   虎皮蛙 
    □  中國樹蟾        □   黑蒙西氏小雨蛙         □   杉木蛙 
    □  日本樹蛙        □   史丹吉氏小雨蛙         □   古氏赤蛙 
    □  褐樹蛙          □   小雨蛙                 □   拉都希氏蛙 
    □  艾氏樹蛙        □   腹斑蛙                 □   澤蛙 
    □  面天樹蛙        □   美國大牛蛙             □   長腳赤蛙 
    □  白頜樹蛙        □   貢德氏蛙               □   斯文豪氏蛙 
    記錄編號：_________        記錄者：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 
    時間：□AM □PM _______  天氣：□晴 □陰 □雨   氣溫：_______℃ 
    像片基本圖圖號：_____________         坐標：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      像片號碼：______________ 

地型： 
平地：□住宅區：人口密度 □高 □中 □低 □規劃中 

             □工業區：工廠類型 □化工廠 □重金屬 □中小企業 □規劃中 
             □農  田：農田類型 □水稻田 □甘蔗田 □蔬菜區 □其它 

森林：□山脊 □山腰 □山谷 海拔高：_______(M)坡度：___坡向：____ 
       林型：□針葉林 □闊葉林 □混淆林 □竹林 □草原 
     層植被：□灌叢 □草本植物 □高山箭竹 □裸露 □其它 
     距最近水源距離：______________(M) 
     採取水樣編號：(1)__________ (2)___________ (3)__________ 
水樣編號 BOD COD 無機鹽量 氮氧化物量 磷總量 污染程度

       
       
       
單位：PPM     污染程度以國家標準標以"＋"或"－" 
備註： 
 
 
附表三  族群調查表 
 
記錄編號：_________ 記錄者：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 
時間：□AM □PM ______ 天  氣：□晴 □陰 □雨 氣溫：________℃ 
像片基本圖圖號：             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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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像片號碼：                   
 
記錄編號 兩棲類學名 出現數量 表現行為 記錄者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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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爬蟲類動物可說是地球上第一類完全適應陸地生活的脊椎動物

(vertebrate)，牠們不僅演化出強而有效的肺；完全脫離靠鰓呼吸的日子，而且不

像而生類動物般將卵產生在水中，爬蟲類動物將卵產在陸地上，這種情形使牠們

遠離水生的環境，成為世界上第一批陸地生活的探索者。 
爬蟲類原可分為15個目(order)；但只有四個目留存下來，那些身軀龐大，腦

部狹小的種類；無法與那些體型小，生殖有效率且活動較敏捷的爬蟲類相競爭；

故而遭到絕種的命運，目前臺灣現生的爬蟲類僅龜與鱉有鱗兩目。 
雖然島嶼上的生物是研究演化和生態非常理想的實驗材料；然而世界上大部

份島嶼的生物 已在人類文明活動下；逐漸面臨嚴重的生存危機，如何在野生生

物尚未完全絕跡之前；充分 研究島嶼生物及其生態是當前非常重要的課題。 
 
二、爬蟲類的概述 
 
三、蜥蜴類 
(一)種類介紹 

雖然島嶼上的生物是研究演化和生態非常理想的實驗材料；然而世界上

大部份島嶼的生物已在人類文明活動下，逐漸面臨嚴重的生存危機

(Williams， 1969：Bram-well，1979)。 
研究台灣本島及其鄰近島嶼的蜥蜴類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在台灣的蜥

蜴分佈相當廣，從生活在海濱岩岸的岩岸島蜥(Emoia atrocostata)到生活於草

地的草蜥類(Takydromus spp.)及樹木中的攀木蜥蜴類(Japalura spp.)；有生活

於野2外的，也有生活在人類建築物內的(如壁虎類)；從平地到海拔三千公尺

的高山中，均有牠們的蹤跡；不論是在自然或是人為的環境中，牠們都佔有

一席生態地位。 
台灣地區(包括澎湖、小琉球、 蘭嶼與綠島等島嶼)蜥蜴類已知具有三十

種，分隸於六個科，十七個屬。其中包括最近命名的新種─雪山草蜥

(Takydromus hsu-ehshanesis 正蜥科) (Lin and Cheng，1982)、和台灣堰蜥

(Lygosoma taiwanense，石龍子科)、(Chen and Lue，in press)等2種，以及最近

才有紀錄的種─鱗趾虎 (Lepidodactyylus lugubris 壁虎科 )、半葉趾虎

(Hemiphyllodactylus typus)、多稜角蜥(Mabuya multicarinata 石龍子科)、和澤

巨蜥(Varanus salvator 巨蜥科)等四種(Ota，1986；Cheng and Lin，unpublished 
datd )台灣區特有種有：蘭嶼壁虎(Gekko kikuchii)、台灣草蜥(Takydromus 
formosanus) 、蓬萊草蜥 (Takydromus stejnegeri) 、南台草蜥 (Takydromus 
santeri)、雪山草蜥(Takydromus husehshanesis)、斯氏攀蜥(Japalura swinhonis)、 
箕作氏攀蜥(Japalura mistsukurii)、 台灣堰蜥(Lygosoma taiwanense)、 和台灣

蛇蜥(Ophis-anrus formosensis) 等九種， 約佔全台灣蜥蜴種類之百分之三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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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今已知台灣蜥蜴類三十種中，較常見的有十五種，分隸於四個科，

八個屬。其中壁虎科有蠍虎(Hemidactylus frenatus)、無蠍虎(Hemidactylus 
bowringii)和守宮 (Gekko Japonicus)三種；飛蜥科有：斯氏攀蜥 (Japalura 
swinhonis)和箕作氏攀蜥(Japalura miataukuril)兩種； 正蜥科有蓬萊草蜥、台

灣草蜥和南台草蜥三種。  石龍子科有：岩岸島蜥、長尾南蜥 (Mabuya 
longicaudata)、麗紋石龍子(Eumeces slsgana)、中國石龍子(Eumeces Chinensis)
股鱗蜓蜥(Sphenomophus boulengeri)、印度蜓蜥(Sphenomophus indicus)和台灣

堰蜥等七種。其餘的十五種均呈局部性分佈，且族群數量稀少，其中翠蜥

(Lamprolepis smaragadinum)可能已在台灣地區絕跡。 
(二)棲息地分析 

臺灣產蜥蜴類的棲息環境，型態廣泛；有生活在海岸岩石地的岩岸島

蜥，有生活在近海拔三千公尺的高山草原及礫石地區的雪山草蜥，有生活在

樹林中的攀木蜥蜴及在田野中的草蜥和石龍子及壁虎。這多種棲息環境的型

態可歸納為以下五型： 
1.海岸型：為海岸邊潮間地之岩石地帶，通常有大大小小的洞穴，大都為珊

瑚礁形成之岩石地。恆春半島、蘭嶼及小琉球等地區皆有。 
2.土石型：為有疏落雜草叢，不同大小的岩石或礫石，及有裸露的泥土地區。

全臺灣各地，從海岸邊一直到大約海拔三千公尺以下的地區，都有各種不

同種的蜥蜴生活在此類型的棲息環境中。這些蜥蜴均是穴居在泥土洞中或

石頭縫中或石頭下。 
3.草原型：為雜草叢生的開闊地，包括灌木林地、旱田地、雜草空地、鄉野

田間等地區。生活在此類型的有蓬萊草蜥、台灣草蜥、台灣地蜥及南台草

蜥等，各分佈於從海岸一直到大約海拔一千八百公尺之間的地區。 
4.樹林型：為各種樹林地區，主要樹種有相思樹、木麻黃或針葉樹類等。生

活在此類型的攀木蜥蜴類，分佈台灣各地從平地到海拔二千四百公尺以下

之地區。 
5.住宅型：為各種建築物的地區，包括住宅、電線桿、教室、工廠等。生活

在此型的蜥蜴有  虎、無疣虎和守宮等。主要分怖在台灣各地，從平地至

海拔一千二百公尺以下之地區。 
(三)蜥蜴的特徵 

牠們主要的特徵是身體細長；有明顯的頭、軀幹和尾部，而尾部和軀幹

的比例，要比蛇大得多。除了少數的種類，蛇蜥外，一般的蜥蜴都具有明顯

的四肢。蜥蜴和蛇類的軀幹都很長，除了有四肢之外，蜥蜴在眼部的後方有

明顯的外耳孔，這也是蜥蜴和蛇類的主要差異點。 
(四)台灣產蜥蜴類的食物 

本島產的蜥蜴類中，一般都是以昆蟲、蜘蛛和其他的節肢動物為食。草

蜥、石龍子及蜓蜥等較害羞和活動性較強的種類，大都採取主動覓食的策

略，牠們所找尋的食物，由分析來看，包括有蜘蛛、蝴蝶及蛾類的幼蟲、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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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步行蟲及其他鞘翅目昆蟲，還有小蝸牛等活動性較小的動物。至於攀蜥

及守宮等活動性較草蜥及蜓蜥小，故一般採取靜等的策略；等待獵物走近再

捕食。牠們捕食的對象就以蝴蝶、蛾、小蝗蟲、蒼蠅、蟑螂等活動性較強的

動物為食。至於蛇蜥則以蚯蚓、白蟻及棲息在泥土中的昆蟲為食。 
(五)蜥蜴的保育 

世界上具有危險性及攻擊性的蜥蜴種類並不多；即使具毒性或危險性，

牠們也很少會主動攻擊人類。在本島產的蜥蜴類，個體都不大，不但沒有攻

擊性而且也都沒有毒性。故對我們而言都相當的安全。 
守宮和壁虎很喜歡棲息在住家附近，牠們會捕食蟑螂、蒼蠅及飛娥，對

住家有很大的好處，所以除非必要，否則不要在屋內噴灑殺蟲劑，對於牠們

喜歡棲息的屋簷下，也絕對不要去干擾。 
攀蜥喜歡在樹上攀爬，故相思樹或其他闊葉樹的存在與否，對攀蜥是相

當的重要。 
人們常以農藥來控制昆蟲的族群，而昆蟲和節肢動物是蜥蜴類的主要食

物，所以在農業經營過程中，殺蟲劑和其他農藥的使用必須要格外小心，才

能確保蜥蜴類的生存。 
 
四、蛇類 
(一)概說 

在爬行動物中，蛇是種數比較多的類別。目前世界上已有記錄的蛇約二

千四百～二千五百種；牠們分屬於十一科四百一十七屬。蛇類主要分佈在熱

帶及亞熱帶地區，溫帶及寒帶都少，極地則無蛇類的分佈。 
台灣本島屬於亞熱帶地區，氣候溫和且海拔高度變化大；適合蛇類棲息

的處所相當多。在台灣有記錄的蛇類共有五十九種。以種數和面積的比例來

看，台灣產蛇的種數是相當的多。 
(二)蛇類的特徵 

蛇是屬於爬蟲類，其守要的特徵即是身體之外表被覆著有不透水的鱗

片，使牠們生活的環境可以遠離水邊。蛇類和其他動物最主要的區別是身體

呈圓柱形，不具四肢，其運動方式非常的特殊，由肌肉的收縮，使牠在地面

上呈波浪狀的運動方式向前爬行。 
在爬蟲類中，蛇和蛇蜥的外表是非常相似，二者的身體都呈圓柱形，沒

有四肢。牠們之間最主要的區別是蛇蜥沒有明顯的頭頸部，但蛇通常有明顯

的頸部；又蛇蜥的尾長（由泄殖腔到尾末端），往往大於軀幹長，而蛇類的

尾長則很短；另外在蛇蜥的頭部有明顯的外耳孔，而蛇類則缺少。 
(三)毒蛇和無毒蛇的簡易區別 

在台灣的陸生蛇類中，具有毒性的就近十種，而一般經常提到的，就是

百步蛇、眼鏡蛇、龜殼花、雨傘節和赤尾  等五種毒性很強的毒蛇。一般區

別無毒蛇和毒蛇，都是以頭是否為三角形來判定；頭是三角形即為毒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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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即為無毒蛇。最基本的毒蛇和無毒蛇的區別，在於毒蛇的口部具有毒

牙而無毒蛇則缺如。 
(四)蛇類在生態系中扮演的角色 

蛇類都是肉食性的動物，牠們一般吃食比牠們小的動物，但有時也有吃

食比牠們體重還重的動物。蛇類一般是以老鼠或者是小形的哺乳動物為食

物。而從無脊椎動物到大形的哺乳動物都可包括在牠們的食譜之內。 
一些小型的遊蛇就常以蛞蝓、螺及蝌蚪為食。水蛇、白腹遊蛇及唐水蛇

等水棲的蛇類就常捕食溪流池塘中的魚蝦。 
一般的動物中，齧齒類動物，兩棲類和蜥蜴類以及鳥類的蛋和幼小的小

鳥是蛇類主要的食物。齧齒類動物對人類而言，是屬於有害的動物，蛇類是

牠們的主要天敵。 
牠們的幼蛇及卵還是經常會被鳥類和哺乳動物所捕食。在本島的大冠，

俗稱蛇鷹就經常捕食蛇類；棲息在溪流旁邊的食蟹  就會捕食在其生活範圍

中的白腹遊蛇、水蛇、紅斑蛇等，甚至於眼鏡蛇等。 
(五)蛇類的保育 

目前來看，要保育本島的蛇類，第一步就是不要吃蛇，人人不吃蛇，那

麼就沒有人會去捉蛇。然而藥物的使用也應非常的謹慎，才不致蛇族群大量

的減少。對於自然野外的蛇類環境，如石縫、土穴、岩洞及灌叢，則盡量不

要去破壞。最後，教育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教師應該將蛇類在生態系中所

扮演角色之觀念傳播給學生，那麼蛇類就不會在某些不正確的觀念下，死得

不明不白了。 
(六)棲地介紹 

1.穴居型：穴居泥土中或棲生于陰暗潮溼的石堆、石塊下，有時庭院的花盆

下也可找到。如盲蛇。 
2.樹棲型：樹棲型蛇類體色以綠色或墨綠色為主，且常停留在綠葉枝條間，

體色與樹幹與相似，不太容易區別清楚，如赤尾青竹絲等。 
3.半水棲型：活動埸所經常發現在池塘、溝渠及其附近，但水棲性于是太強，

多在夜間出來活動，如眼鏡蛇。 
4.水棲型： 

(1)靜水：棲居於池塘、魚塘、溝渠、稻田等靜水中，長期在水裡活動，很

少離水上岸。 
(2)溪流：活動在溪流中及其附近，常將身體隱蔽在水中石塊下，頭部伸出

水面。 
(3)海水：終生棲居海中或海岸河口地帶生活。 

5.陸棲型： 
(1)高山草原：低溫乾燥，分布海拔介於二千至三千五百公尺間。 
(2)針葉林：海拔約二千至三千五百公尺，多為純林低溫終年常見雲霧之霧

林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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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針闊葉混合林：潮溼低溫，海拔約一千至二千公尺 
(4)闊葉林：高溫、夏季多雨，分布在海拔一千五百公尺以下之地區。 
(5)開墾地：經過開墾種植的林地或果園。 
(6)草地 
(7)裸露地 

 
五、龜鱉類 

台灣產龜鱉共4科9種，種類稀少，數量不多。即 
革龜科 

革龜(Dermochelys coriacea) 
鱉科 

鱉(Amyda sinensis) 
蠵龜科(海龜科) 

欖蠵龜(Lepidochelys olivacea)， 
玳瑁(Eretmochelys  imbricata squamata)， 

澤龜科：是現今種類較多且最興盛之一科，遍佈熱帶、溫帶各地，棲息

山地或生活河沼，有 
斑龜(Ocadia sinensis)， 
柴棺龜(Chemmys mutica) 
金龜(Geoclemys reevesii)， 
食蛇龜(Cyclemys flavomarginata) 

其中革龜科和蠵龜科均生活在海中，鱉生活在河流，水稻田，池沼之中，野

生品系已不多見。 
 
六、建議爬蟲類調查方法 
(一)調查目的 

1.瞭解爬蟲類棲息地狀況 
2.瞭解爬蟲類族群狀況 
3.題供資料建立野生動物資料庫(包括種類、數量、棲地、分佈) 

(二)調查方法與步驟 
1.鑲嵌航空照片 
2.劃定調查範圍－例如惠蓀林場 
3.利用逢機取樣與系統取樣，找出樣點以做定點觀察並記錄 
4.另以步道為調查路線進行調查記錄 
5.每月不定期到樣點做定點觀察 
6.調查時間以每一定點觀察一天 

(三)調查表格(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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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果分析 

將調查資料輸入PC，可利用DbaseⅢ管理檔案建立資料庫並且可作各種分

析。 
地理分布：某種類在臺灣的地理分布及分布地點名錄。 
海拔分布：某種類在臺灣的海拔分布及海拔記錄結果。 
棲息地分布：某種類在臺灣的巨微棲息地分布圖，棲息地記錄結果。 
並可查詢某時間範圍，某一地點、某一種類之特定資料。 
 

八、討論與建議 
調查結果的分析是相當重要的。根據調查結，透過PC的分析可看出各種類

爬蟲類在本島的地理分布情形。如果某種類出現在某特定區，若無適當保護而遭

受干擾則極易絕滅。所以一種生物在生物地理上的分布情形，常常是作為其現況

評估的重要依據之一。 
通常爬蟲類的調查是和其他類動物一起調查，因為受經費、人力、技術、時

間等的限制，很少單獨只針對爬蟲類做調查。第三次全省森林資源及土地利用調

查，農委會為建立國內 野生動物之基本資料，也是委請森林資源調查人員於從

事森林調工作之同時，一併進行本島野生動物之調查及觀察。爬蟲類也包含在

內。而一般都以兩棲爬蟲一起作調查，因其在演化上較為接近，有某些相同點。 
利用PC處理調查資料，即方便又好分析過去對於野外調查資料缺乏有系統

的管理和收集，以致於這些寶貴的野外調查資料過於分散，對日後之調查研究幫

助不大。所以本人建議用PC來管理並處理這些資料，以便提供有關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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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森林中鳥類族群及棲息地之調查方法 
我們可以知道，人類對於野生動物的瞭解其實是很有限的，有許多寶貴的資

料我們都還不知道，而這有賴於參考更多的文獻報告，與從事實地的野外調查， 
接著就針對森林中鳥類族群及棲息地之調查方法提出一個例子，可以作為設計其

它野生動物及棲地調查時之參考，在參考文獻中所列的各個"林業調查技術報告"
中，則有更詳盡的，針對各別野生動物的調查資料可供使用。在本篇報告最後的

附錄部份，另有惠蓀林場"南山溪--有勝山"野生動物初步記錄。及應用以下之鳥

類調查表格，所實際從事之"惠蓀林場遊樂區鳥類踏勘調查記錄"，以作為參考之

用。以下則為整個調查工作的大致流程： 
 
    (一)調查目的 
         確定調查目的，在此例中為： 
      1. 瞭解野生鳥類棲息地之森林狀況、植生環境、食餌與水等。 
      2. 瞭解野生鳥類之族群狀況。 
      3. 比較人工林與原始林中植群中野生動物的的歧異度、豐富度。 
      4. 統計野生鳥類在人工林與原始林中的分布情形。 
      5. 提供研究結果作為森林經營與鳥類保育經營之參考，例如：若從人類

之觀點，可分為(1)保育類，(2)利用類，(3)防害類，等等。 
    (二) 調查方法與步驟 
         決定調查方法與步驟，在此例中為採用實地勘察的方法，最好一年四

季皆有記錄，其調查步驟如下： 
      1. 採用系統取樣與逢機取樣綜合之二段取樣法，各選取位於人工林與原

始林中的樣區若干。 
      2. 於樣區中沿途進行數次鳥類調查，同一路徑至少需有早晨及黃昏之記

錄各一次，並標記鳥類出現頻率高的區域。 
      3. 於上述之區域定點觀察數次，時間至少為一整天。並於其周圍針對不

同之林型做植生調查。 
    (三) 調查之表格與內容： 
         臺灣野生動物棲息地調查資料庫建立之研究 
 
二、賞鳥的準備工作 

(一)望遠鏡 
1.望遠鏡的種類 

(1)雙筒望遠鏡        （如圖1） 
a.傳統的兩截式 
b.新穎的直統式 

(2)單筒望遠鏡        （如圖1） 
a.定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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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變焦式 
2.望遠鏡的選擇 

(1)規格標示 7*35， 8*40 (倍數*物鏡直徑(mm))物鏡越大進光越多 
(2)明亮度= (物鏡直徑/倍數)2 
(3)倍數 

a.雙筒望遠鏡(傳統式) 7-9倍為宜 
b.雙筒望遠鏡(直筒式) 10*， 12*亦可 
c.單筒望遠鏡(定焦式) 30*以下 
d.單筒望遠鏡(變焦式) 低倍為宜 

(4)光學品質 
(5)調焦方式 
(6)眼罩 
(7)鏡深 
(8)重量 

3.望遠鏡的使用 
(1)調整視差 
(2)觀看時的動作要領  （如圖2） 

參考目標、視線鎖定 
(二)圖鑑 

1.圖鑑的內容 
2.圖鑑的種類 

(1)繪圖式圖鑑 
(2)照片式圖鑑 

3.野外圖鑑 
4.野外圖鑑的使用 

(三)服裝 
1.色彩 
2.舒適 
3.耐久 
4.服裝各論 

(1)帽子   a.避免耀眼       b.改變頭部形狀 
(2)衣服 
(3)鞋子 
(4)雨具   a.雨傘       b.雨衣 
(5)背袋   a.腰袋       b.旅行袋       c.背包 

 
三、如何辨認鳥類 

(一)外觀    （鳥類全體外觀如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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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小    （如圖4） 
2.形狀 

(1)冠 
(2)嘴型  （如圖5） 
(3)體型  （如圖6） 
(4)翼型  （如圖7） 
(5)尾型  （如圖8） 
(6)足型  （如圖9） 

3.羽色 
(1)眼 
(2)嘴 
(3)頭 
(4)體色 
(5)胸、腹 
(6)翼 
(7)腰 
(8)尾 
(9)腳 

 
(二)行為 

1.覓食                    4.行進    （如圖11） 
2.擺尾    （如圖10）      5.飛行    （如圖12） 
3.停棲                    6.鳴聲 

(三)其他 
1.地點 
2.季節 

 
四、台灣鳥類之介紹 

世界上已知鳥類共有8600多種，隸屬於28目133科。這些種類分別屬六個地

理分布區，即：舊北區、東洋區、衣索比亞區、新北區、新熱帶區、澳洲區（如

圖13）。台灣鳥類歸屬於東洋區。目前台灣鳥類之計錄，若連亞種計算在內共有

428種，隸屬於18目68科。這428種鳥類中約有百分之39是台灣的留鳥，牠們的體

形、習性，隨著演化上適應終年生活於不同海拔高度的森林區、不同形態的棲息

環境。台灣鳥類中約有百分之23的冬候鳥(從高緯度寒冷的北方，來此避冬的鳥

類)，另有百分之1的鳥類為夏候鳥(春夏期間來台灣繁殖)（如圖14所示)。尚有一

些借地稍歇的過境鳥，約佔台灣鳥類總數的百分之17，另有一些迷鳥，約佔百分

之20，(於旅途行中迷失方向或依附海中航行的船隻被運送至陸地被發現的鳥

種)。1863年史溫侯氏強調說：台灣所有種類之動物均可歸屬於中國大陸喜瑪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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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山之類型。 
 
五、台灣各海拔鳥類 

(一)城鎮附近 
1.觀察時間 

(1)季節方面，冬季略佳(冬候鳥加入使種類提昇)； 
(2)選擇清晨、黃昏鳥類覓食時刻機會更佳。 

2.生活於這環境的鳥類 
(1)空中可見：小雨燕、赤腰燕、紅隼； 
(2)住家附近：麻雀、綠繡眼、白頭翁； 
(3)草叢地：褐頭鷦鶯、斑紋鳥，灰頭鷦鶯； 
(4)耕地附近：大卷尾、珠頸斑鳩； 
(5)水邊則有：白鶺鴒、白腹秧雞。 

3.代表風景區 
(1)北部－植物園 
(2)中部－東海大學 
(3)南部－澄清湖 

(二)低海拔地區 
1.觀察時間 

(1)季節方面，冬季有候鳥及中海拔降遷之種類加入，時機最佳； 
(2)選擇清晨，因為清晨時鳥群有群集傾向。 

2.生活於這環境的鳥類 
(1)草叢中：斑紋鷦鶯； 
(2)森林下層：頭烏線、山紅頭； 
(3)森林中層：黑枕藍鶲、小啄木、繡眼畫眉、赤腹山雀； 
(4)森林上層：五色鳥、樹鵲、紅嘴黑鵯、紅山椒、小卷尾； 
(5)溪流地區：灰鶺鴒、紫嘯鶇、翠鳥； 
(6)森林上空：大冠鷲、老鷹。 

3.代表風景區 
(1)北部－烏來 
(2)中部－日月潭 
(3)南部－曾文水庫 

(三)中海拔地區 
1.觀察時間 

(1)季節方面，以冬季可以觀賞到最多鳥類； 
(2)選擇清晨，因為愈接近鳥群清晨覓食時段愈佳。 

2.本型環境中的鳥類 
(1)空中可見：岩燕、巨嘴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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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森林上層：紅胸啄花鳥、白耳畫眉、ㄕ； 
(3)森林中層：冠羽畫眉、黃腹琉璃鳥、紅頭山雀、棕面鶯； 
(4)森林底層：藪鳥、白尾鴝、黃胸青鶲； 
(5)果園常見：山麻雀、青背山雀。 

3.代表風景區 
(1)北部－巴陵 
(2)中部－溪頭 
(3)南部－藤枝 

(四)高海拔地區 
1.觀察時間 

(1)季節方面，除繁殖期稍差外，其於季節並無明顯差異； 
(2)時間上以上午鳥類活動較盛之時段為佳。 

2.本型環境中的鳥類 
(1)林道附近：金翼白眉：阿里山鴝； 
(2)針葉林上層：火冠戴菊鳥、煤山雀、星鴉； 
(3)草原及灌叢帶：鷦鷯、褐色叢樹鶯； 
(4)裸露地：朱雀、岩鷚、灰鸒。 

3.代表風景區 
(1)北部－太平山 
(2)中部－大禹嶺~合歡山 
(3)南部－阿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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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類：bird    鳥類學：ornithology 
分  類：脊索動物間，脊椎動物亞間，鳥綱動物 
生物性：卵生，恆溫，具羽毛 
羽  毛：體被毛，羽毛由角蛋白構成，分正羽、尾羽、飛羽、絨羽、毛狀羽。正

羽一年換一次，尾、飛羽一年換一次內最內側或最外側開始 
四  肢：鳥腳被鱗片，前肢變翼，後肢適於棲走，能飛 
    嘴：嘴被犀角蛋白，嘴端有許多聽覺孔，嘴張開時上下鴿均可移動 
皮  膚：皮膚除尾基部的油脂腺外，幾年分泌腺體 
骨  骼：結實，輕巧，骨內具氣室脊椎骨數為39-63，其中頸椎變異最大(11-25)，

胸骨有骨突起 
體  形：長6.3cm(蜂鳥)-高2.5m(鴕鳥) 
        重3g(蜂鳥)-重135kg(鴕鳥) 
    肺：具毛細支氣管，空氣在其中流動送過管壁進行氣體交換，具氣囊與肺相

連 
系  統：適於飛翔鳥代謝率，食管擴大部分(囊)可暫存食物，砂囊可砂磨食物 
體  溫：410c，(腫眼可低1-1.70c；活動力大時升高20c)無汗腺，通過快速喘氣散

熱，每分鐘300次(家雞) 
排  泄：腎臟在骨盆下側，含氫慶物以尿液排出，無膀光，肛門與輸尿管均開口

殖腔，尿糞同時排出 
排  鹽：海鳥體內過量鹽鈖通過眼口腺體排出 
      ：有色、視覺、嘴是不發力有眼 
 
行為 
  鳥類行為： 
    (1)取食、捕食─食物 
    (2)求偶 
    (3)營巢 
    (4)育雛 
    (5)遷移─轉放(19世紀初) 
    (6)領域 
    (7)鳴叫─聲音 
    (8)生活史─雌雄交配→產卵→孵育→幼鳥→離巢→成鳥→求偶配對 
 
生態 
  鳥類族群 
    (1)種類組成 
    (2)數量 
    (3)結構─年齡分布、成幼雌雄分布、大小主量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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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生長變化─一天、季節、各年度 
 
環境 
  1.地理分布 
    (1)經緯度 
    (2)高度(海拔高)─25000以上，1000-25000，1000以下 
    (3)坡向 
    (4)坡度 
    (5)水系、湖泊、河流、水壩、水庫 
  2.地形 
  3.土壤 
  4.氣象 
  5.植生環境 
    (1)植群種類、組成、結構 
    (2)植群密度 
    (3)食物、棲息地 
 

種類 分佈(m) 食物 習性 

藍腹鷴 300-2300 漿果、嫩葉 白天活動 

環頸雉 平地至山麓  白天活動 

黑長尾雉 1800-3300 野草莓、蕨類、幼根、昆蟲 白天活動 

黃魚鴞 低海拔森林 魚類 夜行性 

蘭嶼角鴞 蘭嶼闊葉林 昆蟲 夜行性 

臺灣松雀鷹 中低海拔森林 小型鳥類、昆蟲 白天活動 

大冠鷲 低海拔闊葉林 蛇、蜥蜴 白天活動 

長尾鳩 蘭嶼闊葉林 植物性食物 白天活動 

大赤啄木 800-2600 樹洞內之昆蟲 白天活動 

松鴉 700-3000 昆蟲、小型鳥類 白天活動 

臺灣藍鵲 低海拔闊葉林 雜食性 白天活動 

黃胸青鶲 700-2300 小型昆蟲 白天活動 

煤山雀 2500-3700 昆蟲 白天活動 

青背山雀 1000-2500 昆蟲 白天活動 

藪鳥 1000-2600 雜食性 白天活動 

白尾鴝 1000-2500 昆蟲 白天活動 
 



<ch-8.doc> 

 8-8

 
圖1  望遠鏡的種類 

 
圖2  觀看時的動作要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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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鳥類全體外觀圖 

 

 

 
圖4  大小 



<ch-8.doc> 

 8-10

 
圖5  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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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體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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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翼型 

 
圖8  尾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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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足型 

 
圖10  擺尾 

 

圖11  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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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飛行 

 
圖13  世界鳥類分布圖 

 
圖14  台灣附近鳥類遷移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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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地理位置適中，不論在溫度、雨量及濕度等氣候條件上，或棲地的多樣

性方面，均適合各種野生動物的生長，故蔚成風景秀麗、動植物種類繁雜的美麗

寶島。近年來由於人為開發或不當利用的結果，這些珍貴的自然資源，有逐漸減

少或被破壞的趨勢，故讓大家了解認識本土常見野生動物，喚起保護意識，是刻

不容緩之課題。 
 
二、棲地類型：（平原多已遭破壞，略去不提） 

(1)闊葉林生態系： 
高溫、夏季多雨，分布在海拔一千五百公尺以下之地區。多重要大型哺

乳類，但開發嚴重多人為干擾。野生哺乳動物有退居到更高海拔之趨勢。動

物種：臺灣野猪、山羌、臺灣獼猴、松鼠、野兔、石虎、白鼻心。 
(2)針闊葉混生林生態系： 

潮溼低溫，海拔約一千至二千公尺，因闊葉林已遭破壞，多數動物遷居

較高海拔，使本生態系成為灣野生動物最重要的棲息場所之一。動物種：臺

灣野猪、山羌、臺灣獼猴、松鼠、水鹿、石虎、白鼻心、華南鼬鼠、長鬃山

羊、臺灣黑熊。 
(3)針葉林生態系： 

海拔約二千至三千五百公尺， 多為純林低溫終年常見雲霧之霧林帶，仍

具大量重要大型哺乳類動物。動物種：臺灣野猪、山羌、臺灣獼猴、松鼠、

水鹿、白面鼯鼠、華南鼬鼠、長鬃山羊、臺灣黑熊。 
(4)高山寒原生態系： 

分布在三千五百公尺以上已達亞極相之狀況，低溫，重要哺乳資源有華

南鼬鼠、高山白腹鼠等適應嚴寒之動物種。長鬃山羊、臺灣黑熊亦偶而在此

出現。 
(5)高山草原生態系： 

低溫乾燥，分布海拔介於二千至三千五百公尺間。中大型哺乳動物不多，

多為鼠科之小型哺乳動物。另長鬃山羊亦在此區出現。 
(6)溪流湖泊生態系： 

本區之溪流均為源頭或上游， 較少人為污染，故仍具多數動物資源，湖

泊供應許多動物飲水。動物種：臺灣獼猴、水獺、臺灣野猪、山羌、松鼠、

水鹿、白鼻心、小鼯鼠、大赤鼯鼠、華南鼬鼠。（鄭美如 1991  調查技術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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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哺乳類動物表 

種類 分佈(m) 繁殖 食物 活動時間 

臺灣煙尖鼠 2000-3000  
昆蟲(蛾)蠕蟲 
軟體動物 夜行性、穴居性 

山階氏鼩鼱 1500-2700  食蟲；喜食蚯蚓 穴居性 
臺灣獼猴 0-3000 夏 植物 群居性、樹上活動 
穿山甲 0-2000 冬 白蟻 夜行性 

臺灣條紋松鼠 500-3000 秋 
植物幼嫩組織 
果實、種子 白天活動 

荷氏松鼠 1000-3500 同上  白天活動 

赤腹松鼠 300-2500 春夏 
雜食性 
喜食堅果 白天活動 

臺灣小鼯鼠 500-2000  
糖分高之 
果實及嫩葉 夜行性 

大赤鼯鼠 100-2500 夏冬 
植物幼嫩組織 
果實、種子 夜行性 

白面鼯鼠 1000-3500 夏冬 
植物幼嫩組織 
果實、種子 夜行性 

臺灣田鼠 2000-3000  素食  
刺鼠 0-2900  雜食 日夜均活動 

高山白腹鼠 2000-3800  
嫩葉、種子 
地下莖 日夜均活動 

臺灣森鼠 1500-3500  昆蟲、植物 夜行性、穴居性 
臺灣野兔 0-500 全年 草 夜行性 
臺灣黑熊 1000-3500 冬 雜實(植物) 夜行性 

水獺 0-1500 秋 魚、蟹、蝦、蛙
日夜均活動 
以夜晚為主 

黃喉貂 0-2000 夏 小動物 日夜均活動 

華南鼬鼠 1000-3500 春 蛙、鼠、鳥 
夜行性 
白天亦會活動 

鼬獾 0-1500 春 鳥、昆蟲、果實 夜行性 
麝香貓 0-1000 夏 囓齒類 夜行性、單獨行動 
白鼻心 0-2000 二次 小動物、果實 夜行性 
棕簑貓 0-2000 春夏 淡水蟹、蛙 日夜均活動 
雲豹 300-1000 秋 動物 夜行性 
石虎 0-1500 全年 小動物 夜行性 
臺灣野猪 0-3000 不定 雜食 群居性、清晨活動 

山羌 500-2000 全年 草 
膽怯、清晨 
薄暮、夜晚活動 

梅花鹿 0-3000 夏 草 群居性 
水鹿 1500-2500 全年 草 群居性 

臺灣長鬃山羊 1000-3000 夏 草 
單獨活動 
夜間與清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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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乳類的骨骼－肢端骨＋帶牙齒的下頜骨（下牙床）。 
哺乳類的牙齒，一般很特化，可充份表現食物和環境的適應。 
由齒骨的大小＋下頜骨的型式＋牙齒的齒式→判斷動物的種屬 
由齒骨的大小＋下頜骨的型式＋牙齒特徵等判斷動物的雌雄或年齡大小。 

 
四、齒的構造 

槽生齒：牙齒的齒根植生在頜骨的齒糟中謂之；其結構如圖一 

 

哺乳類的牙齒由釉質＋齒質＋白堊質三種物質所構成。 
釉質層─包裹在牙齒外表，質緻密堅硬，有光澤，謂之牙磁。 
齒質（或稱象牙質）－牙體及牙根的組成份，由齒髓分泌物形成。 
白堊質（或稱水泥質）－包於牙根的齒質外表，或附著在牙壁和牙冠的外

表，或填充在牙齒釉質褶皺的凹谷之中。 
五、齒的形態及分類 

1.哺乳類牙齒可分四類 
交咬型：上下牙齒互相交錯咬合，如海豚。 
剪切型：上下牙齒的刃峭互相剪切，如貓、狗。 
對壓型：上下牙齒的齒脊、齒稜互相研磨，如鹿、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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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磨型：上下牙齒的齒 互相擠壓，如人。 
2.基本齒型 
三臼齒：前臼齒、犬齒、門齒；門齒(incisors， I)、前臼齒(Premolars， P)、

犬齒(Canines， C)臼齒(Molars， M) 
門齒－單齒根，齒冠呈片狀。 
犬齒－單齒根，齒冠尖銳呈錐狀。 
前臼齒與臼齒－變化較大，為哺乳類分類學和演化學重要依據。 

 
 
3.臼齒齒冠有較低之突起叫丘（Tubercle)， 
臼齒齒冠較高而尖銳，如山峰叫峰（Cup）或錐（Lone）。 
臼齒齒冠較低者叫低冠齒（Brachyodont），如松鼠。 
臼齒齒冠較高者叫高冠齒（Hypaodont），如腮鼠。 
臼齒齒冠具低丘且齒丘呈圓形而分佈，排列呈正方形，適合雜食性－丘 
齒型（Bunodont），如囓齒類、部分食肉類、部分靈長類及猪等雜食性獸類。 
臼齒齒冠側面具低丘，比較尖銳，適於撕裂肉類，謂切齒型（Secodont），如多

數食肉類。 
臼齒齒丘變而成新月形，適於草食，謂月齒型（Selenodont），如鹿科動物。 

 
4.各哺乳類動物之牙齒 

I.C.P.M          3.1.4.2 
標準齒式：─────×＝─────×＝ 44 

I.C.P.M          3.1.4.2 
靈長目： 
頭：顱骨相當大，面骨之鼻吻印短，眼眶面前，眼眶與顳窩間存眶後骨板將之二

者分開，無副枕突。 
2.1.2.3 

齒式：─────×＝32    第三門齒與第一前臼齒消失。 
2.1.2.3 

鱗甲目：成長後完全無齒，頭顱為圓錐狀，愈前端愈尖。 
兔形目：面部骨的上頷骨有二孔狀結構，有大副視突。 

2.0.3.3 
齒式：─────×＝ 28 

2.0.3.3 
無犬齒，第一對上門齒大，終生有開放的齒髓腔。第二對上門齒，呈釘狀，沒咬、

切緣。 
囓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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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 2.3 
松鼠類齒式：────── 

1.0.1.3 
1.0.0.3 

         鼠類齒式：───── 
                     1.0.0.3 
犬齒及前面的前臼齒均消失，後面的前臼齒及臼齒的齒根也是開放的。終生都不

斷生長；臼齒呈稜柱狀為丘齒型，其嚼面的釉質層花紋複雜，適於研磨食物。 
 
       　食物目 
                     3.1.4.2 
         犬科齒式：───── 
                     3.1.4.2 
 
                                 3.1.4.2 
         貂科、狐科、熊科齒式：───── 
                                 3.1.4.2 
 
                 3.1.3.1 
         貓科：───── 
                 3.1.3.1 
 
       　偶蹄科 
                   3.1.4.3 
         猪齒式：───── 
                   3.1.4.3 
 
                 0.1.3.3 
         鹿科：───── 
                 3.1.3.3 
 
                 0.0.3.3. 
         牛科：─────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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