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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要 

民安橋下游位於鳳山溪後段(圖 1)，鳳山溪起源於高屏溪畔之九曲堂山區，

向西南流經前鎮、小港等數個行政區，最終在前鎮河注入臺灣海峽。 

本工程依據「鳳山溪都市水環境營造計畫」，延續上游已整治之鳳山溪河

岸往下游繼續整治，預計於 88 快速道路下方過埤路(民安橋)至中安路(中厝橋)

左右兩岸(圖 2)，以不改變現況之通水斷面為前提延續上游之生態緩坡工法，期

望整治後能達成以下目標：串聯河岸綠色廊道，建構河岸系並營造自然蜿蜒深

槽河道及生態復育、營造水岸公園並有效整合活絡地方產業及觀光價值。 

本團隊進場時本案屬維管階段，針對維護管理之生態檢核，採用增補生態

調查之方式，以瞭解施工完成後棲地復原情況，作為後續生態檢核推動之參考。 

 

 
圖 1 計畫基地行政區相對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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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民安橋下游左右岸生態緩坡營造計畫之工程範圍圖 

 

二、資料收集 

本團隊於維管階段增補工區及鄰近區域之生態物種資料及生態/人文景點

等，包含透過『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高雄縣管區域排水鳳山溪排水系統

治理規劃報告及線上既有資料庫如「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生態調查資料

庫系統」、「eBird」等，其盤點之生態資料、周邊人文及生態景點分別如表 1

及表 7 所示。 

表 1 生態資料蒐集來源盤點表 
物種 文獻 資料庫 訪談 
鳥類  無紀錄  
哺乳類  無紀錄  
爬蟲類  無紀錄  
兩棲類  無紀錄  
魚類  無紀錄  

底棲生物  無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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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鳥類盤點表 
物種 文獻 物種 文獻 物種 文獻 
小白鷺   紅隼  紅冠水雞 

夜鷺   棕三趾鶉  小環頸鴴 

白腰草鷸   斑頸鳩  紅鳩 

番鵑   台灣夜鷹  翠鳥 

小雲雀   赤腰燕  白鶺鴒 

白頭翁   紅嘴黑鵯  紅尾伯勞 

畫眉   粉紅鸚嘴  棕扇尾鶯 

灰頭鷦鶯   褐頭鷦鶯  綠繡眼 

斑文鳥   麻雀  八哥 

白尾八哥   大卷尾  樹鵲 

喜鵲      

 

表 3 爬蟲類盤點表 
物種 文獻 物種 文獻 物種 文獻 
紅耳龜   蝎虎  鉛山壁虎 
鱉   斯文豪氏攀蜥  麗紋石龍子 

長尾南蜥   多線南蜥  盲蛇 

草花蛇      　

 

表 4 兩棲類盤點表 
物種 文獻 物種 文獻 物種 文獻 

黑眶蟾蜍   小雨蛙  澤蛙 

貢德氏赤蛙   牛蛙   　

 

表 5 魚類盤點表 
物種 文獻 物種 文獻 物種 文獻 
琵琶鼠   大肚魚  黃鳝 

吳郭魚   泰國鱧   

 

表 6 底棲生物盤點表 
物種 文獻 物種 文獻 物種 文獻 

粗糙沼蝦   多齒新米蝦  台灣椎實螺 

台灣類扁蜷   圓田螺  圓田螺 

錐蜷   台灣蜆   

 
   



4 
 

表 7 周邊人文與生態景點盤點表 
地點 離工區距離(km) 說明概述 

高雄國際航空站 1.5 

高雄國際機場是位於臺灣高雄市小港區的一座民用機

場，因其所在位置，而又常被稱為小港國際機場，即作

為南臺灣的主要聯外國際機場，以及國際客運出入吞吐

地，也是臺灣第二大國際機場。 

衛武營都會公園 3.9 

衛武營都會公園位於鳳山區和苓雅區交界，總佔地面積

47 公頃，為南臺灣最大的自然生態都會公園，其內有臺

灣最大的國際級藝術表演中心，兼具調節生態環境、健

康休閒與人文藝術等功能。 

大東濕地公園 4.8 

大東濕地公園，占地 9 公頃，創建於 1981 年，昔日為

「柴頭埤」，經整治成為濕地公園，優美的風光被譽為

「高雄的忘憂森林」，園區設有景觀綠地、生態濕地、

藝文草原、濱水步道等區域，提供淨水、生態觀察、人

文遊憩等多重功能的休閒空間。 

紅毛港文化園區 5.1 

紅毛港文化園區由既有的高字塔結合週邊環境資源整

建而成，總面積有 3.42 公頃。園區展示以聚落意象及創

意策展方式，表達紅毛港人代代相傳所累積下來的「潟

湖」、「蝦苗養殖」、「捕烏魚與卡越仔」、「角頭廟」、

「帆筏風華」五大文化特色。 

旗津老街 8.4 

旗津老街指的是旗津的旗後街，俗稱街仔路，又稱通山

巷。1870 年代，旗津可是打狗（高雄舊稱）最繁華鼎盛

的地方，有著名的順和行、中和行等行郊。後來更陸續

開設藥房、碾米店、醫生館、貿易店、郵局、日本料理

店等，是目前旗後碩果僅存的唯一古街道。 

 

三、現場勘查 

(一) 環境概況 

現場勘查日期為 2020 年 5 月 14 日，距工程竣工後(2019 年 11 月 21 日)

約 6 個月，完工補植喬木之成效良好，惟步道旁生態緩坡上有發現部分強勢

入侵或外來種，如美洲含羞草、大花咸豐草及長柄菊等。鳥類多都市常見種

類，如：麻雀、家八哥及珠頸斑鳩等。水體顏色偏綠，流速緩慢。(環境現況

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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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民安橋下游左右岸生態緩坡營造計畫現況圖 

 
(二) 棲地評估 

本案工程之棲地評估藉由水利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進行評比，棲地評

估日期為 2019 年 12 月 3 日，評估結果如表 8 所示。 

表 8 民安橋下游左右岸生態緩坡營造計畫之棲地評估表 
棲地分析因子 棲地概況描述 

(A)水域型態多樣性 水域型態出現三種淺流、淺瀨及岸邊緩流 
(B)水域廊道連續性 受工程影響廊道連續性未受阻斷，主流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狀態 

(C)水質 水中有異味 
(D)水陸域過渡帶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裸露面積比率小於 25% 

(E)溪濱廊道連續性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於 30%廊道連續性遭阻斷 
(F)底質多樣性 主要為礫石，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例小於 25% 

(G)水生動物豐多度 生物種類出現兩種，魚類及底棲 
(H)水域生產者 水呈現為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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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態調查 

本計畫增補本案工程於維管階段生態調查，調查日期為 2020 年 6 月 18-19

日，以工程及周圍 100 公尺範圍內進行調查，調查項目分為植物、陸域動物及

水域生物，水域生物包含魚類及底棲生物(蝦蟹類、螺貝類)，陸域動物包含鳥類，

陸域動植物調查樣線、水域測站位置如圖 4 所示。 

 

 
圖 4 民安橋下游左右岸生態緩坡營造計畫調查樣站分布圖 

 
本計畫調查共記錄陸域動物：鳥類 6 目 11 科 18 種。水域生物：魚類記錄 1

目 2 科 3 種、底棲生物記錄 1 目 1 科 1 種。植物 50 科 109 屬 125 種(調查資源

表詳參附件一)。各類群調查結果說明如下： 

(一) 鳥類 

本次調查共記錄 6 目 11 科 18 種，包含扇尾鶯科的灰頭鷦鶯、褐頭鷦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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鷺科的黃頭鷺、小白鷺、夜鷺；鷸科的磯鷸；雀科的麻雀；椋鳥科的家八哥、

白尾八哥；鳩鴿科的紅鳩、珠頸斑鳩、野鴿；秧雞科的紅冠水雞；鵯科的白

頭翁；燕科的家燕、洋燕；梅花雀科的斑文鳥；繡眼科的綠繡眼。 

(二) 魚類 

本次調查共記錄 1 目 2 科 3 種，包含慈鯛科的口孵非鯽雜交種；花鱂科

的孔雀花鱂及食蚊魚。 

(三) 底棲生物 

本次調查共記錄 1 目 1 科 1 種，為蘋果螺科的福壽螺。 

(四) 植物 

1. 植物歸隸屬性分析 

本調查共記錄維管束植物 50 科 109 屬 125 種（如表 9 所示），其中裸

子植物佔 3 科 3 屬 3 種，雙子葉植物佔 41 科 87 屬 99 種，單子葉植物佔 6

科 19 屬 23 種。按植物生長型劃分，計有喬木 48 種、灌木 15 種、木質藤

本 3 種、草質藤本 6 種及草本 53 種。依植物屬性區分，計有原生種 47 種

（包含特有種 3 種）。歸化種 52 種（包含入侵種 13 種），栽培種則有 26

種。 

由歸隸屬性分析發現，本地植物生長型以草本佔 42.4%佔最多，喬木

植物 38.4%次之；物種組成中有 37.6%為原生種（含特有種佔 2.4%），41.

6%為歸化種（含入侵種佔 10.4%）。 

2. 珍稀特有植物分布現況 

調查範圍並未記錄有文資法公告之珍貴稀有植物及環保署植物生態評

估技術規範之特稀有植物；為 2017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錄之具保育急

迫性等級的物種：極危(Critically Endangered, CR)的有蘭嶼羅漢松 1 種；

瀕危(Endangered, EN）的有菲島福木 1 種、易危(Vulerable, VU）的有穗花

棋盤腳 1 種，皆屬人為栽植作為園藝景觀植栽，生長狀況良好；屬臺灣特

有種的有臺灣赤楠、水柳及臺灣欒樹 3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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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植物規隸屬性表 
歸隸屬性 類型 蕨類植物 裸子植物 雙子葉植物 單子葉植物 小計 

分類 
科 0 3 41 6 50 
屬 0 3 87 19 109 
種 0 3 99 23 125 

生長型 

喬木 0 3 43 2 48 
灌木 0 0 14 1 15 

木質藤本 0 0 3 0 3 
草質藤本 0 0 6 0 6 

草本 0 0 33 20 53 

屬性 

原生 0 1 31 12 44 
特有 0 0 3 0 3 
歸化 0 0 35 4 39 
入侵 0 0 9 4 13 
栽培 0 2 21 3 26 

 

五、生態評析 

根據現場勘查及維管生態調查結果增補完工後民安橋下游左右岸生態緩坡

營造計畫生態關注區域說明，如圖 5 所示，其中保安濕地公園及養生公園為範

圍較大之景觀綠地，可供鳥類棲息利用，故定義為低度敏感區；其餘地區受為

人為干擾嚴重。 

 

 
圖 5 民安橋下游左右岸生態緩坡營造計畫生態敏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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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保育措施 

檢核團隊進場時本案屬維管階段，本團隊摘整前期團隊執行之生態檢核內

容之保育措施：雖本案工程位於一般區，附近屬於已開發都市區域，無特殊生

態議題，為提升河川自淨能力及打造民生綠色廊道親水空間，本工程規劃設計

已納入迴避、縮小、減輕、補償，主要生態作為如下： 

(一) 不擾動鳳山溪既有水域，並架設施工圍籬，以維持水域生物棲息地。 

(二) 採用植生砌石，並以塊石及植生坡面進行護坡，緩坡種植百慕達草(草種

對於環境逆境如高溫氣候有高度容忍性)，改善鳳山溪過去築堤束水方式，

降低大量使用混凝土方式，營造綠美化功能以及提供生態服務功能，例

如：塊石間縫隙可提供爬蟲類棲息躲藏。 

(三) 施工中編列環境保護費用，例如：定期灑水降低揚塵、噪音控制、濁度

控制等，以降低工程施作對周遭環境之影響。 

(四) 補植喬木，除增進河川景觀，亦提供當地鳥類(例如：白頭翁、麻雀、珠

頸斑鳩等)停棲使用。 

 

七、自主檢查 

本計畫之檢核團隊進場時本案屬維管階段，自主檢查屬前期團隊執行之工

作項目，詳參 107 高雄市府資訊公開網頁(https://khnuk.weebly.com/)。 

 

八、效益評核 

(一) 降低混擬土硬體設施 

鳳山溪沿岸大多使用混凝土興築護岸，致既有河川喪失原有自然風貌及

親水空間，故本案工程進行全長約為 1,022 公尺河道改善，將原有的混凝土護

岸改為生態緩坡型式，如圖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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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民安橋下游左右岸生態緩坡營造計畫施工前後對照圖 

 
(二) 物種使用概況 

依據資料蒐集、現場勘查及生態調查結果進行生態評析，計畫區域周邊

物種使用概況說明如圖 7 所示。保安濕地公園及養生公園為鄰近本案工程範

圍之景觀綠地，可供都市或鄉村常見之鳥類如紅鳩、麻雀、白尾八哥等棲息；

於河道及溼地公園內的生態池發現親水性鳥類如小白鷺、夜鷺、紅冠水雞等

駐足；水裡則有耐污型生物如口孵非鯽、食蚊魚及福壽螺生存。 

 

 
圖 7 物種使用說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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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質改善 

本計畫於 109 年 10 月 15 日進行維管理階段之水質檢測，如表 10 所示，

民安橋基本水質檢測 pH 7.84 介於 6-8 中性水值中適合一般生物，而濁度測量

後為 30.78 NTU，由此可知完工後工程未影響水質濁度。 

另項次 7(DO)、8(BOD5)、10(SS)、11(NH3-N)等四項檢驗後，依照環保

署用於評估河川水質之綜合性指標為「河川污染指數, River Pollution Index」

簡稱「RPI」，所得點數加總/檢測水質項目數=污染指數=18/4=4.5 依照 RPI

標準值 4.5 介於中度汙染 3.1 ≤ S ≤ 6.0，因此，經採樣分析後，民安橋下游左

右岸生態緩坡工於完工後質檢測為中度污染。 

 

表 10 水質檢驗項目表 
採樣地點：民安橋下(座標：22.591047,120.353200) 
採樣時間：109 年 10 月 15 日 13 點 48 分 
項次 檢測項目(檢測單位) 檢測結果 所得點數 

1 pH 氫離子濃度指數  7.84 - 
2 水溫(℃) 31.2 - 
3 CON 導電度(ms) 917 - 
4 TDS 總溶解固體物(ppm) 467 - 
5 SAL 鹽度(ppm) 590 - 
6 濁度(NTU) 30.78 - 
7 DO 溶氧量 7.11 1 
8 BOD5 生化需氧量(mg/L) 23.1 6 
9 COD 化學需氧量(mg/L) 32.86  
10 SS 懸浮固體(mg/L) 12.4 1 
11 NH3-N 氨氮(mg/L) 5.1 10 

總點數 18 
RPI 4.5 

判定河川水質汙染程度 中度污染 

 



 

附件一、民安橋下游左右岸生態緩坡營造

計畫調查資源表



 

附表 1 本計畫調查鳥類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類 遷徙屬性 隻次

雀形目 扇尾鶯科 灰頭鷦鶯 Prinia flaviventris   R 3 
雀形目 扇尾鶯科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flavirostris Es  R 8 
鵜形目 鷺科 黃頭鷺 Bubulcus ibis   R,S,W,T 2 
鵜形目 鷺科 小白鷺 Egretta garzetta   R,S,W,T 9 
鵜形目 鷺科 夜鷺 Nycticorax nycticorax   R,W,T 4 
鴴形目 鷸科 磯鷸 Actitis hypoleucos   W,T 2 
雀形目 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saturatus   R 21
雀形目 椋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Ais  I 14
雀形目 椋鳥科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tristis Ais  I 5 
鴿形目 鳩鴿科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R 16
鴿形目 鳩鴿科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R 7 
鴿形目 鳩鴿科 野鴿 Columba livia Gmelin Ais  I 11 
鶴形目 秧雞科 紅冠水雞 Gallinula chloropus chloropus   R 4 
雀形目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Es  R 17
雀形目 燕科 家燕 Hirundo rustica Linnaeus   R,S,W,T 9 
雀形目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R 4 
雀形目 梅花雀科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e   R 7 
雀形目 繡眼科 綠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R 6 

種類合計(種) 18
數量合計(隻次) 149
多樣性指數(H') 1.17

註 1：「特有種」一欄，「Es」指臺灣特有亞種；「E」指臺灣亞種；「Ais」指外來種。  
註 2：保育類等級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 108 年 1 月 9 日農林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註 3：「備註」一欄，英文代碼第 1 碼為留候鳥屬性(R：留鳥；W：冬候鳥；S：夏候鳥；T：過境鳥；I：引進種)，以「,」
隔開者為本物種兼具多種屬性族群。 

 
附表 2 本計畫調查魚類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類 隻次

鱸形目 慈鯛科 口孵非鯽雜交種 Oreochromis sp. Ais  3 
鱂形目 花鱂科 孔雀花鱂 Poecilia reticulata Ais  13 
鱂形目 花鱂科 食蚊魚 Gambusia affinis Ais  4 

種類合計(種) 3 
數量合計(隻次) 20 
多樣性指數(H') 0.38

註 1：「Ais」指外來種生物。  
註 2：保育類屬性依據 108 年 1 月 9 日農林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附表 3 本計畫調查底棲生物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類 隻次

中腹足目 蘋果螺科 福壽螺 Pomacea canaliculata Ais  6 
種類合計(種) 1 
數量合計(隻次) 6 
多樣性指數(H') 0 

註 1：「Ais」指外來種生物。  
註 2：保育類屬性依據 108 年 1 月 9 日農林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附表 4 本計畫調查植物資源表 

綱  科  屬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IUCN 

裸子植物  南洋杉科  南洋杉屬  Araucaria excelsa (Lamb) R. Br. 小葉南洋杉  喬木  栽培  NE 

裸子植物  柏科  柏屬  Juniperus chinensis L. var. kaizuka Hort. ex Endl. 龍柏  喬木  栽培  NE 

裸子植物  羅漢松科  羅漢松屬  Podocarpus costalis Presl  蘭嶼羅漢松*  喬木  原生  CR 

雙子葉植物  莧科  蓮子草屬  Alternanthera paronychioides St. Hil. 匙葉蓮子草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莧科  蓮子草屬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  空心蓮子草  草本  入侵  NA 

雙子葉植物  莧科  莧屬  Amaranthus viridis Linn. 野莧菜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莧科  青葙屬  Celosia argentea L.  青葙  草本  歸化  LC 

雙子葉植物  漆樹科  芒果屬  Mangifera indica L. 芒果  喬木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漆樹科  黃連木屬  Pistacia chinensis Bunge 黃連木*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夾竹桃科  黑板樹屬  Alstonia scholaris (L.) R.Br.  黑板樹  喬木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夾竹桃科  緬梔屬  Plumeria rubra L. var. acutifolia (Poir.) ex Lam.) Bailey 緬梔  喬木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五加科  天胡荽屬  Hydrocotyle verticillata Thunb. 銅錢草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五加科  鵝掌蘗屬  Schefflera arboricola Hayata 鵝掌蘗*  灌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菊科  鬼針屬  Bidens pilosa var. radiata L. Sch. Bip. 大花咸豐草  草本  入侵  NA 

雙子葉植物  菊科  假蓬屬  Conyza sumatrensis (Retz.) Walker  野茼蒿  草本  入侵  NA 

雙子葉植物  菊科  鱧腸屬  Eclipta prostrata (L.) L.  鱧腸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菊科  紫背草屬  Emilia sonchifolia var. javanica (L.) DC. (Burm. f.) Mattfeld  紫背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菊科  銀膠菊屬  Parthenium hysterophorus L.  銀膠菊  草本  入侵  NA 

雙子葉植物  菊科  長柄菊屬  Tridax procumbens L. 長柄菊  草本  入侵  NA 

雙子葉植物  菊科  斑鳩菊屬  Vernonia amygdalina Delile 扁桃斑鳩菊  灌木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紫葳科  藍花楹屬  Jacaranda acutifolia Humb. et Bonpl. 藍花楹  喬木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紫葳科  火燄木屬  Spathodea campanulata Beauv.  火焰木  喬木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紫葳科  風鈴木屬  Tabebuia pentaphylla (L.) Hemsl. 洋紅風鈴木  喬木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大麻科  山黃麻屬  Trema orientalis (L.) Bl.  山黃麻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白花菜科  白花菜屬  Cleome rutidosperma DC.  平伏莖白花菜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藤黃科  福木屬  Garcinia subelliptica Merr. 菲島福木*  喬木  原生  EN 

雙子葉植物  使君子科  使君子屬  Quisqualis indica L.  使君子  木質藤本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使君子科  欖仁屬  Terminalia mantalyi H. Perrier. 小葉欖仁  喬木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牽牛屬  Ipomoea obscura (L.) Ker-Gawl.  野牽牛  草質藤本  歸化  LC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盒果藤屬  Operculina turpethum (L.) S. Manso 盒果藤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戟葉菜欒藤屬 Xenostegia tridentata (L.) D. F. Austin & Staples  戟葉菜欒藤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葫蘆科  苦瓜屬  Momordica charantia var. abbreviata L. Ser. 短角苦瓜  草質藤本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厚殼樹科  厚殼樹屬  Ehretia microphylla Lam 小葉厚殼樹*  灌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鐵莧菜屬  Acalypha indica var. indica L.  印度鐵莧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地錦草屬  Chamaesyce hirta (L.) Millsp. 大飛揚草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地錦草屬  Chamaesyce hypericifolia (L.) Millsp.  假紫斑大戟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地錦草屬  Chamaesyce serpens (H. B. & K.) Small  匍根大戟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血桐屬  Macaranga tanarius (L.) Muell.-Arg.  血桐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豆科  相思樹屬  Acacia confusa Merr.  相思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豆科  煉莢豆屬  Alysicarpus vaginalis (L.) DC.  煉莢豆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豆科  決明屬  Cassia fistula L. 阿勃勒  喬木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豆科  鳳凰木屬  Delonix regia (Bojer ex Hook.) Raf.  鳳凰木  喬木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豆科  銀合歡屬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銀合歡  喬木  入侵  NA 

雙子葉植物  豆科  賽芻豆屬  Macroptilium atropurpureus (Dc.) Urban  賽芻豆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豆科  老荊藤屬  Millettia pinnata (L.) Panigrahi 水黃皮*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豆科  含羞草屬  Mimosa diplotricha C. Wright ex Sauvalle 美洲含羞草  木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豆科  含羞草屬  Mimosa pigra L.  刺軸含羞木  灌木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豆科  含羞草屬  Mimosa pudica L.  含羞草  草本  入侵  NA 

雙子葉植物  豆科  水合歡屬  Neptunia pubescens Benth.  毛水含羞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豆科  紫檀屬  Pterocarpus indicus Willd. 印度紫檀  喬木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豆科  決明屬  Senna siamea (Lamarck) Irwin & Barneby 鐵刀木  喬木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豆科  田菁屬  Sesbania cannabiana (Retz.) Poir  田菁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天芹菜科  天芹菜屬  Heliotropium procumbens Mill. var. depressum (Cham.) H. Y. Liu 伏毛天芹菜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唇形科  海州常山屬  Clerodendrum inerme (L.) Gaertn. 苦林盤*  灌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唇形科  海州常山屬  Clerodendrum quadriloculare (Blanco) Merr. 煙火樹  喬木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唇形科  小鞘蕊花屬  Coleus amboinicus Lour. 到手香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樟科  樟屬  Cinnamomum camphora (L.) Presl.  樟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玉蕊科  棋盤腳樹屬  Barringtonia racemosa (L.) Blume ex DC. 穗花棋盤腳*  喬木  原生  VU 

雙子葉植物  母草科  母草屬  Lindernia crustacea (L.) F. Muell.  藍猪耳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千屈菜科  紫薇屬  Lagerstroemia speciosa (L.) Pers. 大花紫薇  喬木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錦葵科  木棉屬  Bombax malabarica DC. 木棉  喬木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錦葵科  木槿屬  Hibiscus rosa-sinensis L.  朱槿  灌木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錦葵科  木槿屬    Hibiscus sabdariffa L. 洛神葵  灌木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錦葵科  木槿屬  Hibiscus tiliaceus L.  黃槿*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錦葵科  賽葵屬  Malvastrum coromandelianum (L.) Garcke 賽葵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錦葵科  金午時花屬  Sida rhombifolia L.  金午時花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楝科  楝屬  Melia azedarach Linn 苦楝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桑科  波羅蜜屬  Artocarpus heterophyllus Lam. 波羅蜜  喬木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桑科  構樹屬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  構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桑科  榕屬  Ficus caulocarpa (Miq.) Miq.  大葉雀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桑科  榕屬  Ficus microcarpa Linn. f. 正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桑科  榕屬  Ficus religiosa L.  菩提樹  喬木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桑科  葎草屬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葎草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西印度櫻桃科  西印度櫻桃屬 Muntingia calabura L.  西印度櫻桃  喬木  入侵  NA 

雙子葉植物  桃金孃科  白千層屬  Melaleuca alternifolia Cheel 澳洲茶樹  喬木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桃金孃科  赤楠屬  Syzygium formosanum (Hayata) Mori  臺灣赤楠*  喬木  特有  LC 

雙子葉植物  蓮科  蓮屬  Nelumbo nucifera Gaertn.  蓮  草本  歸化  NE 

雙子葉植物  紫茉莉科  九重葛屬  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 Willd.  九重葛  木質藤本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木犀科  梣屬  Fraxinus griffithii C. B. Clarke  白雞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木犀科  素馨屬  Jasminum sambac (L.) Ait. 茉莉  灌木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木犀科  木犀屬  Osmanthus fragrans Lour.  桂花  喬木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柳葉菜科  水丁香屬  Ludwigia decurrens Walt.  翼莖水丁香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西番蓮科  西番蓮屬  Passiflora foetida var. hispida L. (DC. ex Triana & Planch) Killip  毛西番蓮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葉下珠科  重陽木屬  Bischofia javanica Bl.  茄冬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葉下珠科  葉下珠屬  Phyllanthus debilis Klein ex Willd.  銳葉小返魂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藍雪科  藍雪屬  Plumbago auriculata Lam.  藍雪花  灌木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馬齒莧科  馬齒莧屬  Portulaca oleracea L.  馬齒莧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報春花科  紫金牛屬  Ardisia squamulosa Presl  春不老  灌木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茜草科  黃梔屬  Gardenla jasminoides Ellis 山黃梔*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茜草科  仙丹花屬  Ixora duffii T. Moore 大王仙丹  灌木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茜草科  仙丹花屬  Ixora x williamsii Hort. 矮仙丹  灌木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茜草科  羊角藤屬  Morinda citrifolia L.  檄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楊柳科  柳屬  Salix pendulina Wenderoth  垂柳  喬木  歸化  NE 

雙子葉植物  楊柳科  柳屬  Salix warburgii O. Seemen  水柳*  喬木  特有  LC 

雙子葉植物  無患子科  龍眼屬  Dimocarpus longan Lour.  龍眼  喬木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無患子科  欒樹屬  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  臺灣欒樹*  喬木  特有  LC 

雙子葉植物  山欖科  膠木屬  Palaquium formosanum Hayata  大葉山欖*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茄科  煙草屬  Nicotiana plumbaginifolia Viv.  皺葉煙草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茄科  茄屬  Solanum nigrum L.  龍葵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馬鞭草科  金露花屬  Duranta repens Linn. 金露花  灌木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馬鞭草科  馬櫻丹屬  Lantana camara L.  馬纓丹  灌木  入侵  NA 

雙子葉植物  馬鞭草科  鴨舌黃屬  Phyla nodiflora (L.) Greene  鴨舌黃  草本  歸化  LC 

單子葉植物  天南星科  大萍屬  Pistia stratiotes L.  大萍  草本  歸化  NA 

單子葉植物  棕櫚科  酒瓶椰子屬  Hyophorbe lagenicaulis (L. H. Bailey) H. E. Moore 酒瓶椰子  喬木  栽培  NE 

單子葉植物  棕櫚科  海棗屬  Phoenix dactylifera Linn. 海棗  喬木  栽培  NE 



 

單子葉植物  天門冬科  龍血樹屬  Dracaena fragrans (L.) Ker-Gawl. 香龍血樹  灌木  栽培  NE 

單子葉植物  鴨跖草科  水竹葉屬  Murdannia keisak (Hassk.) Hand.-Mazz.  水竹葉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莎草科  莎草屬  Cyperus imbricatus subsp. imbricatus Retz. Retz.  覆瓦狀莎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莎草科  莎草屬  Cyperus involucratus Rottb.  輪傘莎草  草本  歸化  NA 

單子葉植物  莎草科  莎草屬  Cyperus iria L. 碎米莎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莎草科  莎草屬  Cyperus rotundus L. 香附子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莎草科  斷節莎屬  Torulinium odoratum (L.) S. Hooper  斷節莎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地毯草屬  Axonopus compressus (Sw.) P. Beauv.  地毯草  草本  入侵  NA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臂形草屬  Brachiaria mutica (Forssk.) Stapf  巴拉草  草本  入侵  NA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蒺藜草屬  Cenchrus echinatus L.  蒺藜草  草本  歸化  NA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虎尾草屬  Chloris barbata Sw. 孟仁草  草本  入侵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狗牙根屬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狗牙根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龍爪茅屬  Dactyloctenium aegyptium (L.) P. Beauv.  龍爪茅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稗屬  Echinochloa colona (L.) Link  芒稷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稗屬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P. Beauv. 稗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穇屬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牛筋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畫眉草屬  Eragrostis amabilis (L.) Wight & Arn. ex Nees 鯽魚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白茅屬  Imperata cylindrica (L.) P. Beauv. var. major (Nees) C.E. Hubb. 白茅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稷屬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草本  入侵  NA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紅毛草屬  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C. E. Hubb. 紅毛草  草本  歸化  NA 

註 1：「IUCN」欄顯示臺灣植物紅皮書編輯委員會（2017）中的物種受威脅等級，物種評估等級分為滅絕（Extinct, EX）、野外滅絕（Extinct in the Wild, EW）、區域滅

絕（Regional Extinct, RE）、極危（Ritically Endangered, CR）、瀕危（Endangered, EN）、易危（Vulnerable, VU）、接近受脅（Near Threatened, NT）、暫無危機（Least 

Concern, LC）、資料缺乏（Data Deficient, DD）、不適用（Not Applicable, NA）和未評估（Not Evaluated, NE）等 11 級。 

註 2：中文名後方*代表該種為原生種或特有種，但在當地屬於人為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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