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設計階段(109 年 1 月 6-7 日) 
植物資源表 

綱 科 屬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2017紅皮書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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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 

裸子植物 柏科 柏屬 Juniperus chinensis var. kaizuca L. Hort. Ex 龍柏 喬木 栽培 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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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葵科 落葵屬 Basella alba L.  落葵 草質藤本 入侵 NA 

雙子葉植物 木棉科 馬拉巴栗屬 Pachira macrocarpa (Cham. &amp; Schl.) Schl.  馬拉巴栗 喬木 歸化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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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針屬 Bidens pilosa L. var.minor (Blume) Sherff 小白花鬼針 草本 原生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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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蔓澤蘭屬 Mikania micrantha H. B. K.  小花蔓澤蘭 草質藤本 入侵 NA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牽牛屬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槭葉牽牛 草質藤本 入侵 LC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括樓屬 Trichosanthes cucumeroides (Ser.) Maxim. ex Fr. &amp; Sav.  王瓜 草質藤本 原生 NE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重陽木屬 Bischofia javanica Bl.  茄冬 喬木 原生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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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蓖麻屬 Ricinus communis L.  蓖麻 草本 入侵 NA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烏臼屬 Triadica sebifera (L.) Small  烏臼 喬木 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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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明屬 Cassia fistula L. 阿勃勒 喬木 栽培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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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藤屬 Pueraria lobata (Willd.) Ohwi 葛藤 木質藤本 原生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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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葉植物 千屈菜科 克非亞草屬 Cuphea hyssopifolia H. B. K.  細葉雪茄花 灌木 栽培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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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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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pisocarpa Gagnep.  雀榕 喬木 原生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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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科 桑屬 Morus alba Linn 桑 灌木 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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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番蓮科 西番蓮屬 Passiflora edulis Sims.  西番蓮 木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芸香科 柑橘屬 Citrus limon Burm. f.  檸檬 喬木 栽培 NA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欒樹屬 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 台灣欒樹 喬木 特有 RE 

雙子葉植物 榆科 朴屬 Celtis sinensis Pers  朴樹 喬木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芭蕉科 芭蕉屬 Musa acuminata L.A. Colla.  香蕉 草本 栽培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虎尾草屬 Chloris barbata Sw.  孟仁草 草本 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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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蜜草屬 Melinis repens (Willd.) Zizka  紅毛草 草本 原生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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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黍屬 Panicum repens L. 鋪地黍 草本 歸化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狼尾草屬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草本 入侵 NA 

註： 
1.本名錄係依據黃增泉等(1993-2003)所著之 Flora of Taiwan 製作。 



2.植物紅皮書：2017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臺灣植物紅皮書編輯委員會，2017)，共可區分為滅絕(Extunct，EX)、野外滅絕(Extunct in the wild，
EW)、地區滅絕(regional extunct，RE)、嚴重瀕臨滅絕(Critically Endangered，CR)，瀕臨滅絕(Endangered，EN)、易受害(Vulnerable，VU)、接近威脅

(Near Threatened，NT)、安全(Least concern，LC)，資料不足(DD)，不適用(Not Applicable, NA)，未評估(NE)，無資料* 



鳥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遷徙屬性 特有性 保育類 

雁形目 雁鴨科 小水鴨 Anas crecca W     

雨燕目 雨燕科 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 kuntzi  R Es   

夜鷹目 夜鷹科 南亞夜鷹 Caprimulgus affinis stictomus R Es   

鴴形目 三趾鶉科 棕三趾鶉 Turnix suscitator rostratus R Es   

鴿形目 鳩鴿科 野鴿 Columba livia I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R     

    金背鳩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orii R Es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R     

佛法僧目 翠鳥科 翠鳥 Alcedo atthis bengalensis R,T     

鵑形目 杜鵑科 番鵑 Centropus bengalensis lignator R     

雞形目 雉科 台灣竹雞 Bambusicola sonorivox R Es   

鶴形目 秧雞科 紅冠水雞 Gallinula chloropus R     

雀形目 扇尾鶯科 棕扇尾鶯 Cisticola juncidis R,T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flavirostris R Es   

  鴉科 巨嘴鴉 Corvus macrorhynchos colonorum R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formosae R Es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harterti R,T Es   

  鵐科 黑臉鵐 Emberiza spodocephala spodocephala W     

  梅花雀科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R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R     

  噪眉科 繡眼畫眉 Alcippe morrisonia R Es   

  王鶲科 黑枕藍鶲 Hypothymis azurea oberholseri  R Es   

  鶺鴒科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R,W     

    
東方黃鶺

鴒 
Motacilla tschutschensis W,T     

  鶲科 黃尾鴝 Phoenicurus auroreus auroreus W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saturatus R     

  雀眉科 頭烏線 Schoeniparus brunneus brunneus  R Es   

  鵯科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nigerrimus R Es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formosae R Es   

  椋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I     

  畫眉科 山紅頭 Cyanoderma ruficeps praecognitum R Es   

    小彎嘴 Pomatorhinus musicus R E   

  繡眼科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R     



鵜形目 鷺科 大白鷺 Ardea alba W,S     

    蒼鷺 Ardea cinerea W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R,S,W,T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R,S,W,T     

    中白鷺 Mesophoyx intermedia W,S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R,W,T     

鴷形目 啄木鳥科 小啄木 Dendrocopos canicapillus kaleensis R     

鷹形目 鷹科 大冠鷲* Spilornis cheela R   II 

13 目 28 科 41 種 15 種 1 種 
註 1：「*」表訪談資料；「E」表特有種(endemic species)；「Es」表特有亞種(endemic 
subspecies)；「II」表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 
註 2：遷徙屬性：「R」表留鳥；「W」表冬候鳥；「S」表夏候鳥；「T」表過境鳥；「I」表

外來種。  
 

哺乳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食肉目 靈貓科 白鼻心* Paguma larvata taivana Es   

翼手目 蝙蝠科 東亞家蝠 Pipistrellus abramus     

兔形目 兔科 臺灣野兔* Lepus sinensis formosus Es   

嚙齒目 鼠科 鬼鼠 Bandicota indica     

    小黃腹鼠 Rattus losea     

  松鼠科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thaiwanensis     

鼩形目 尖鼠科 臭鼩 Suncus murinus     

  鼴鼠科 臺灣鼴鼠* Mogera insularis insularis Es   

5 目 7 科 8 種 3 種 1 種 
註：「*」表訪談資料；「Es」表特有亞種(endemic subspecies)。 
 

爬蟲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有鱗目 飛蜥科 斯文豪氏攀蜥 Japalura swinhonis E   

  黃頷蛇科 南蛇 Ptyas mucosus      

  壁虎科 無疣蝎虎 Hemidactylus bowringii     

    疣尾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石龍子科 麗紋石龍子 Plestiodon elegans     

    印度蜓蜥 Sphenomorphus indicus     

1 目 4 科 6 種 1 種 0 種 
註：「E」表特有種(endemic species)。 



兩生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性 

無尾目 蟾蜍科 黑眶蟾蜍 Bufo melanosticus   

 叉舌蛙科 澤蛙 Rana limnocharis   

 狹口蛙科 小雨蛙 Microhyla fissipes   

  赤蛙科 拉都希氏赤蛙 Hylarana latouchii   

  樹蛙科 斑腿樹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In  

1 目 5 科 5 種 1 種 0 種 
註：「In」表外來種(introduced species)。 
 

蝶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鱗翅目 灰蝶科 波紋小灰蝶 Lampides boeticus Linnaeus   

  沖繩小灰蝶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蛺蝶科 琉球青斑蝶 Ideopsis similis   

  孔雀蛺蝶 Junonia almana   

  琉球三線蝶 Neptis hylas luculenta   

 粉蝶科 亮色黃蝶 Eurema blanda arsakia   

  荷氏黃蝶 Eurema hecabe   

  緣點白粉蝶 Pieris canidia   

  紋白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1 目 3 科 9 種 0 種 0 種 
 

魚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鯉形目 鯉科 臺灣石魚賓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E  

    臺灣鬚鱲 Candidia barbata E  

    鯽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鯉 Cyprinus carpio carpio   

    粗首馬口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E  

鱂形目 花鱂科 食蚊魚 Gambusia affinis In  

鱸形目 鱧科 線鱧 Channa striata In  

  慈鯛科 口孵非鯽雜交種 Oreochromis sp. In  

  鰕虎科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E  

3 目 5 科 9 種 7 種 0 種 
註：「E」表特有種(endemic species)；「In」表外來種(introduced species)。 



底棲生物資源表 
門名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節肢動物門 十足目 匙指蝦科 假鋸齒米蝦 Caridina pseudodenticulata E  

    長臂蝦科 粗糙沼蝦 Macrobrachium asperulum   

      日本沼蝦 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溪蟹科 拉氏明溪蟹 Candidiopotamon rathbunae E  

      黃綠澤蟹 Geothelphusa olea E  

軟體動物門 簾蛤目 蜆科 臺灣蜆 Corbicula fluminea   

  基眼目 椎實螺科 臺灣椎實螺 Radix swinhoei   

  中腹足目 蘋果螺科 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In  

    田螺科 石田螺 Sinotaia quadrata quadrata   

2 門 4 目 7 科 9 種 4 種 0 種 
註：「E」表特有種(endemic species)；「In」表外來種(introduced species) 
 

水生昆蟲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鞘翅目 龍蝨科 龍蝨 Hydroglyphus sp.   

雙翅目 搖蚊科 搖蚊 Chironomidae   

蜉蝣目 四節蜉蝣科 四節蜉蝣 Baetidae   

半翅目 黽蝽科 黽蝽 Gerris sp.   

毛翅目 紋石蛾科 紋石蛾 Hydropsychidae    

蜻蛉目 細蟌科 青紋細蟌 Ischnura senegalensis   

  春蜓科 鈎尾春蜓 Lamelligomphus formosanus    

  蜻蜓科 猩紅蜻蜓 Crocothemis servilia servilia   

    善變蜻蜓 Neurothemis taiwanensis   

    薄翅蜻蜓 Pantala flavescens   

6 目 8 科 10 種 0 種 0 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