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調查方法表 

調查項目 調查方法 

植物 沿線調查(穿越線法) 

鳥類 沿線調查(穿越線法)、定點調查法 

哺乳類 沿線調查(穿越線法)、錄音法 

兩生類 沿線調查(穿越線法) 

爬蟲類 沿線調查(穿越線法)、誘捕法 

魚類 網捕法、誘捕法 

底棲生物(蝦蟹螺貝類) 網捕法、誘捕法 

 

 

三民區鼎金段 262地號護岸改善應急工程 

 

  



「三民區鼎金段262地號護岸改善應急工程」植物名錄 

分類 科名 屬名 紅皮書 生長型 區系 學名 中文名 

蕨類植物 海金沙科 海金沙屬 LC 草質藤本 原生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 

海金沙 

 金星蕨科 毛蕨屬 LC 草本 原生 Cyclosorus parasiticus (L.) Farw. 密毛小毛蕨 

裸子植物 柏科 刺柏屬 - 喬木 栽培 Juniperus chinensis L. 圓柏 

  落羽松屬 - 喬木 栽培 Taxodium distichum (L.) Rich. 落羽松 

 羅漢松科 羅漢松屬 CR 喬木 原生 Podocarpus costalis C.Presl 蘭嶼羅漢松 

雙子葉植物 爵床科 馬偕花屬 NA 草本 歸化 Asystasia gangetica (L.) 

T.Anderson subsp. gangetica 

赤道櫻草 

  蘆莉草屬 NA 草本 歸化 Ruellia brittoniana Leonar 紫花蘆利草 

 莧科 蓮子草屬 NA 草本 歸化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 

空心蓮子草 

 漆樹科 芒果屬 NA 喬木 歸化 Mangifera indica L. 檬果 

 夾竹桃科 黑板樹屬 NA 喬木 歸化 Alstonia scholaris (L.) R.B 黑板樹 

  尖尾鳳屬 NA 草本 歸化 Asclepias curassavica L. 馬利筋 

  緬梔屬 - 喬木 栽培 Plumeria rubra L. 雞蛋花 

  馬蹄花屬 NA 灌木 歸化 Tabernaemontana pandacaqui 

Poir.  

南洋馬蹄花 

 五加科 天胡荽屬 NA 草本 歸化 Hydrocotyle verticillata Thunb. 銅錢草 

 菊科 紫菀屬 NA 草本 歸化 Aster subulatus (Michx.) Hort. ex 

Michx. var. subulatus 

掃帚菊 

  鬼針屬 NA 草本 歸化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Bip.) Sherff 

大花咸豐草 

  香澤蘭屬 NA 草本 歸化 Chromolaena odorata (L.) 

R.M.King & H.Rob. 

香澤蘭 

  假蓬屬 NA 草本 歸化 Conyza canadensis (L.) Cronq. 

var. canadensis 

加拿大蓬 

  鱧腸屬 LC 草本 原生 Eclipta prostrata (L.) L. 鱧腸 

  苦藚菜屬 LC 草本 原生 Ixeris chinensis (Thunb.) Nakai 兔仔菜 

 

 

蔓澤蘭屬 NA 草質藤本 歸化 Mikania micrantha Kunth 小花蔓澤蘭 

 

 

銀膠菊屬 NA 草本 歸化 Parthenium hysterophorus L. 銀膠菊 

 

 

長柄菊屬 NA 草本 歸化 Tridax procumbens L. 長柄菊 

  斑鳩菊屬 - 灌木 歸化 Vernonia amygdalina Delile 扁桃葉斑鳩

菊 

 紫葳科 藍花楹屬 - 喬木 栽培 Jacaranda mimosifolia D.Don 藍花楹 

 仙人掌科 量天尺屬 NA 灌木 歸化 Hylocereus undatus (Haw.) 

Britton & Rose 

三角柱 



分類 科名 屬名 紅皮書 生長型 區系 學名 中文名 

 大麻科 葎草屬 LC 草質藤本 原生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葎草 

 木麻黃科 木麻黃屬 NA 喬木 歸化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L. 木麻黃 

 白花菜科 白花菜屬 NA 草本 歸化 Cleome rutidosperma DC. 平伏莖白花

菜 

 使君子科 欖仁屬 LC 喬木 原生 Terminalia catappa L. 欖仁 

   - 喬木 栽培 Terminalia mantaly H.Perrier 小葉欖仁 

 旋花科 牽牛花屬 NA 草本 歸化 Ipomoea batatas (L.) Lam. 甘薯 

   NA 草質藤本 歸化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番仔藤 

  

 

LC 草質藤本 原生 Ipomoea obscura (L.) Ker Gawl. 野牽牛 

 

  

NA 草質藤本 歸化 Ipomoea triloba L. 紅花野牽牛 

  盒果藤屬 LC 草質藤本 原生 Operculina turpethum (L.) 

S.Manso 

盒果藤 

 破布子科 破布子屬 NA 喬木 歸化 Cordia dichotoma G.Forst.  破布子 

 葫蘆科 紅瓜屬 NA 草本 歸化 Coccinia grandis (L.) Voigt 紅瓜 

  垂瓜果屬 NA 草質藤本 歸化 Melothria pendula L. 垂果瓜 

 柿樹科 柿樹屬 DD 灌木 原生 Diospyros vaccinioides Lindl. 楓港柿 

 大戟科 鐵莧屬 LC 草本 原生 Acalypha australis L. 鐵莧菜 

  大戟屬 NA 草本 歸化 Euphorbia hirta L. 大飛揚草 

   NA 草本 歸化 Euphorbia hyssopifolia L. 紫斑大戟 

   LC 草本 原生 Euphorbia prostrata Aiton 伏生大戟 

  血桐屬 LC 喬木 原生 Macaranga tanarius (L.) Mü

ll.Arg. 

血桐 

  蟲屎屬 LC 喬木 原生 Melanolepis multiglandulosa 

(Reinw.) Rchb.f. & Zoll. 

蟲屎 

 豆科 合歡屬 NA 喬木 歸化 Albizia lebbeck (L.) Benth. 大葉合歡 

  煉莢豆屬 LC 草本 原生 Alysicarpus vaginalis (L.) DC. 

var. vaginalis 

煉莢豆 

  決明屬 - 喬木 栽培 Cassia bakeriana Craib 花旗木 

   - 喬木 栽培 Cassia fistula L. 波斯皂莢 

  假含羞草

屬 

NA 草本 歸化 Chamaecrista mimosoides (L.) 

Greene 

假含羞草 

  鳳凰木屬 NA 喬木 歸化 Delonix regia (Hook.) Raf. 鳳凰木 

 

 

山螞蝗屬 LC 草本 原生 Desmodium triflorum (L.) DC. 蠅翼草 

 

 

乳豆屬 LC 草質藤本 原生 Galactia tenuiflora (Klein ex 

Willd.) Wight & Arn. var. 

tenuiflora 

細花乳豆 

  木藍屬 LC 草本 原生 Indigofera spicata Forssk. 穗花木藍 



分類 科名 屬名 紅皮書 生長型 區系 學名 中文名 

  銀合歡屬 NA 喬木 歸化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銀合歡 

  賽芻豆屬 NA 草質藤本 歸化 Macroptilium atropurpureus 

(DC.) Urb. 

賽芻豆 

   NA 草本 歸化 Macroptilium lathyroides (L.) 

Urb. 

寬翼豆 

  含羞草屬 NA 草本 歸化 Mimosa pudica L. 含羞草 

 樟科 樟屬 LC 喬木 原生 Cinnamomum camphora (L.) 

J.Presl. var. camphora 

樟樹 

 錦葵科 木棉屬 NA 喬木 歸化 Bombax ceiba L. 木棉 

  黃麻屬 LC 草本 原生 Corchorus aestuans L. var. 

aestuans 

繩黃麻 

  銀葉樹屬 EN 喬木 原生 Heritiera littoralis Dryand. 銀葉樹 

  木槿屬 - 灌木 栽培 Hibiscus rosa-sinensis L.  朱槿 

   LC 喬木 特有 Hibiscus taiwanensis S.Y.Hu 山芙蓉 

  賽葵屬 NA 草本 歸化 Malvastrum coromandelianum 

(L.) Garcke 

賽葵 

  金午時花

屬 

LC 草本 原生 Sida rhombifolia L. subsp. 

rhombifolia 

金午時花 

 楝科 樹蘭屬 - 灌木 栽培 Aglaia odorata Lour. 樹蘭 

  桃花心木

屬 

NA 喬木 歸化 Swietenia macrophylla King 大葉桃花心

木 

 防己科 木防己屬 LC 木質藤本 原生 Cocculus orbiculatus (L.) DC. 木防己 

 桑科 構樹屬 LC 喬木 原生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

Hér. ex Vent. 

構樹 

  榕屬 LC 喬木 原生 Ficus microcarpa L.f. var. 

microcarpa 

榕樹 

   LC 木質藤本 原生 Ficus pumila L. var. pumila 薜荔 

  桑屬 LC 灌木 原生 Morus australis Poir. 小葉桑 

 文定果科 西印度櫻

桃屬 

NA 喬木 歸化 Muntingia calabura L. 西印度櫻桃 

 蓮科 蓮屬 - 草本 栽培 Nelumbo nucifera Gaertn. 蓮 

 木犀科 梣屬 LC 喬木 原生 Fraxinus griffithii C.B.Clarke 白雞油 

 柳葉菜科 水丁香屬 NA 草本 歸化 Ludwigia erecta (L.) H.Hara 美洲水丁香 

 酢漿草科 酢漿草屬 LC 草本 原生 Oxalis corniculata L. 酢漿草 

 西番蓮科 西番蓮屬 NA 草質藤本 歸化 Passiflora foetida L. var. hispida 

(DC. ex Triana & Planch.) Killip 

毛西番蓮 



分類 科名 屬名 紅皮書 生長型 區系 學名 中文名 

 葉下珠科 重陽木屬 LC 喬木 原生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 茄冬 

  葉下珠屬 NA 草本 歸化 Phyllanthus debilis Klen ex 

Willd. 

銳葉小返魂 

   LC 灌木 原生 Phyllanthus multiflorus Willd. 多花油柑 

 車前科 黃花過長

沙舅屬 

NA 草本 歸化 Mecardonia procumbens (Mill.) 

Small 

黃花過長沙

舅 

 馬齒莧科 馬齒莧屬 LC 草本 原生 Portulaca oleracea L. 馬齒莧 

 茜草科 醉嬌花屬 LC 灌木 原生 Hamelia patens Jacq. 醉嬌花 

  耳草屬 LC 草本 原生 Hedyotis corymbosa (L.) Lam. 繖花龍吐珠 

  仙丹花屬 - 灌木 栽培 Ixora ×westii Huds. 宮粉仙丹 

   - 灌木 歸化 Ixora williamsii Sandwith 矮仙丹花 

  雞屎藤屬 LC 草質藤本 原生 Paederia foetida L. 雞屎藤 

 無患子科 龍眼屬 NA 喬木 歸化 Euphoria longana Lam. 龍眼 

  欒樹屬 LC 喬木 特有 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 臺灣欒樹 

 玄參科 苦藍盤屬 EN 灌木 原生 Myoporum bontioides (Siebold & 

Zucc.) A.Gray  

苦藍盤 

 茄科 燈籠草屬 NA 草本 歸化 Physalis angulata L. 燈籠草 

  茄屬 NA 草本 歸化 Solanum americanum Miller 光果龍葵 

   - 草本 栽培 Solanum melongena L. 茄子 

 土人參科 土人參屬 - 草本 栽培 Talinum fruticosum (L.) Juss. 稜軸土人參 

 馬鞭草科 金露花屬 NA 灌木 歸化 Duranta erecta L. 金露花 

  鴨舌癀屬 LC 草本 原生 Phyla nodiflora (L.) Greene 鴨舌癀 

 葡萄科 山葡萄屬 LC 木質藤本 原生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Maxim.) Trautv. var. hancei 

(Planch.) Rehder  

漢氏山葡萄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芋屬 NA 草本 歸化 Colocasia esculenta (L.) Schott 

var. esculenta 

芋 

  土半夏屬 LC 草本 原生 Typhonium blumei Nicolson & 

Sivadasan 

土半夏 

 棕櫚科 椰子屬 - 喬木 栽培 Cocos nucifera L.  可可椰子 

  大王椰子

屬 

- 喬木 栽培 Roystonea regia (Kunth) Cook  大王椰子 

 鴨跖草科 鴨跖草屬 LC 草本 原生 Commelina diffusa Burm.f. 竹仔菜 

 莎草科 莎草屬 LC 草本 原生 Cyperus difformis L. 異花莎草 

   NA 草本 歸化 Cyperus involucratus Rottb. 輪傘莎草 

   LC 草本 原生 Cyperus rotundus L. 香附子 

  飄拂草屬 LC 草本 原生 Fimbristylis dichotoma (L.) Vahl 竹子飄拂草 



分類 科名 屬名 紅皮書 生長型 區系 學名 中文名 

 芭蕉科 芭蕉屬 - 草本 歸化 Musa sapientum L. 香蕉 

 禾本科 地毯草屬 NA 草本 歸化 Axonopus affinis Chase 類地毯草 

   NA 草本 歸化 Axonopus compressus (Sw.) 

P.Beauv. 

地毯草 

  蓬萊竹屬 - 喬木 栽培 Bambusa oldhamii Munro 綠竹 

  臂形草屬 NA 草本 歸化 Brachiaria mutica (Forssk.) Stapf 巴拉草 

  蒺蔾草屬 NA 草本 歸化 Cenchrus echinatus L. 蒺藜草 

  虎尾草屬 LC 草本 原生 Chloris barbata Sw. 孟仁草 

  狗牙根屬 LC 草本 原生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狗牙根 

  龍爪茅屬 LC 草本 原生 Dactyloctenium aegyptium (L.) 

P.Beauv. 

龍爪茅 

  雙花草屬 NA 草本 歸化 Dichanthium annulatum (Forssk.) 

Stapf 

雙花草 

  馬唐屬 LC 草本 原生 Digitaria radicosa (J.Presl) Miq. 

var. radicosa 

小馬唐 

  穇屬 LC 草本 原生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牛筋草 

  畫眉草屬 LC 草本 原生 Eragrostis amabilis (L.) Wight & 

Arn. ex Nees 

鯽魚草 

  野黍屬 LC 草本 原生 Eriochloa procera (Retz.) 

C.E.Hubb. 

高野黍 

  白茅屬 LC 草本 原生 Imperata cylindrica (L.) P.Beauv. 

var. major (Nees) C.E.Hubb. ex 

C.E.Hubb. & Vaughan 

白茅 

  稻屬 - 草本 栽培 Oryza sativa L. 稻 

  稷屬 NA 草本 歸化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蘆葦屬 LC 草本 原生 Phragmites australis (Cav.) Trin 

ex Steud. 

蘆葦 

  甘蔗屬 LC 草本 原生 Saccharum spontaneum L. 甜根子草 

  結縷草屬 LC 草本 原生 Zoysia matrella (L.) Merr. 馬尼拉芝 

 旅人蕉科 旅人蕉屬 - 草本 栽培 Ravenala 

madagascariensis Sonnerat 

旅人蕉 

合計 50 科 114 屬 130 種 

註 1：紅皮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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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

「CR」表極危(Critically Endangered)「EN」表瀕危(Endangered)，「VU」表易危(Vulnerable)，

「NT」表接近受脅(Near Threatened)，「LC」表極危暫無危機(Least Concern)，「DD」表極資

料缺乏(Data Deficient)「NA」表不適用(Not Applicable,NA)，「-」未納入評估。 

  



「三民區鼎金段 262地號護岸改善應急工程」鳥類調查物種數量表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遷移習性 特有性 保育等級 11106 

鷺科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留/夏/冬/過     5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留/夏/冬/過     1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留/冬/過     8 

黑冠麻鷺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留     1 

鷹科 黑翅鳶 Elanus caeruleus 留   II 2 

秧雞科 
紅冠水雞 Gallinula chloropus 留     2 

白腹秧雞 Amaurornis phoenicurus 留     2 

鳩鴿科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留     7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留     5 

雨燕科 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 留 特亞   35 

翠鳥科 翠鳥 Alcedo atthis 留/過     1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留/過 特亞   1 

王鶲科 黑枕藍鶲 Hypothymis azurea 留 特亞   1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留 特亞   2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留     4 

扇尾鶯科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留 特亞   1 

灰頭鷦鶯 Prinia flaviventris 留     1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留 特亞   14 

繡眼科 斯氏繡眼 Zosterops simplex 留     16 

椋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引進種 外來種   23 

灰頭椋鳥 Sturnia malabarica 引進種 外來種   2 

亞洲輝椋鳥 Aplonis panayensis 引進種 外來種   5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留     28 

梅花雀科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留     6 

鶲科 白腰鵲鴝 Copsychus malabaricus 引進種 外來種   2 

夜鷹科 南亞夜鷹 Caprimulgus affinis 留 特亞   2 

鬚鴷科 五色鳥 Psilopogon nuchalis 留 特有   1 

雁鴨科 綠頭鴨 Anas platyrhynchos 冬/引進種     2 

合計 10 目 20 科 28 種 180 隻次 

註 1：遷移習性：「留」表示留鳥，「夏」表示夏候鳥，「冬」表示冬候鳥，「過」表示過境鳥，

「引進種」表示人為引進之外來物種。 

註 2：特有性：「特有」表示臺灣特有種，「特亞」表示臺灣特有亞種，「外來種」表示人為引

進之外來物種。 

註 3：保育等級：「I」表示瀕臨絕種保育類，「II」表示珍貴稀有保育類，「III」表示其他應予

保育類。 

 



「三民區鼎金段 262地號護岸改善應急工程」哺乳類調查物種數量

表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11106 

松鼠科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thaiwanensis 特亞   1 

尖鼠科 臭鼩 Suncus murinus     1 

蝙蝠科 

東亞家蝠 Pipistrellus abramus     * 

東亞摺翅蝠 Miniopterus fuliginosus     * 

高頭蝠 Scotophilus kuhlii     * 

游離尾蝠科 東亞游離尾蝠 Tadarida insignis     * 

合計 3 目 4 科 6 種 2 隻次 

註 1：特有性：「特有」表示臺灣特有種，「特亞」表示臺灣特有亞種，「外來種」表示人為引

進之外來物種。 

註 2：「＊」表超音波記錄資訊。 

「三民區鼎金段 262地號護岸改善應急工程」兩生類調查物種數量

表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11106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16 

赤蛙科 貢德氏赤蛙 Sylvirana guentheri     5 

蟾蜍科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5 

狹口蛙科 
小雨蛙 Microhyla fissipes     35 

亞洲錦蛙 Kaloula pulchra 外來種   7 

樹蛙科 斑腿樹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外來種   18 

合計 1 目 5 科 6 種 86 隻次 

註：特有性：「特有」表示臺灣特有種，「特亞」表示臺灣特有亞種，「外來種」表示人為引進

之外來物種。 

「三民區鼎金段 262地號護岸改善應急工程」爬蟲類調查物種數量

表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11106 

石龍子科 長尾真稜蜥 Eutropis longicaudata     1 

壁虎科 
疣尾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7 

脊斑蝎虎 Gekko monarchus 外來種   1 

黃頷蛇科 王錦蛇 Elaphe carinata     1 

地龜科 斑龜 Mauremys sinensis     24 

合計 2 目 4 科 5 種 34 隻次 

註：特有性：「特有」表示臺灣特有種，「特亞」表示臺灣特有亞種，「外來種」表示人為引進

之外來物種。 



「三民區鼎金段 262地號護岸改善應急工程」魚類調查物種數量表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11106 

甲鯰科 豹紋翼甲鯰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外來種   5 

花鱂科 食蚊魚 Gambusia affinis 外來種   8 

麗魚科 雜交口孵非鯽 Oreochromis sp. 外來種   41 

鱧科 線鱧 Channa striata 外來種   1 

鯉科 䱗 Hemiculter leucisculus     5 

合計 4 目 5 科 5 種 60 隻次 

註：特有性：「特有」表示臺灣特有種，「特亞」表示臺灣特有亞種，「外來種」表示人為引進

之外來物種。 

「三民區鼎金段 262地號護岸改善應急工程」底棲生物調查種類數

量表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11106 

長臂蝦科 日本沼蝦 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29 

蘋果螺科 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外來種   9 

田螺科 石田螺 Sinotaia quadrata     4 

椎實螺科 臺灣椎實螺 Radix swinhoei     2 

合計 3 目 4 科 4 種 44 隻次 

註：特有性：「特有」表示臺灣特有種，「特亞」表示臺灣特有亞種，「外來種」表示人為引進

之外來物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