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維護管理階段(108 年 10 月 15-16 日) 
鳥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遷徙習性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鵜形目 鷺科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RU/SC/WC/TC     

  中白鷺 Mesophoyx intermedia SR/WC   

  大白鷺 Ardea alba SU/WR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RC/WR/TR   

  蒼鷺 Ardea cinerea WC     

佛法僧目 翠鳥科 翠鳥 Alcedo atthis RC/TU   

鴴形目 鴴科 小環頸鴴 Charadrius dubius RU/WC     

  東方環頸鴴 Charadrius alexandrinus RU/WC   

雀形目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harterti RC/TR Es   

 燕科 家燕 Hirundo rustica SC/WC/TC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RC     

 鶺鴒科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RC/WC   

  黃鶺鴒 Motacilla tschutschensis WC/TC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formosae RC Es   

 扇尾鶯科 棕扇尾鶯 Cisticola juncidis RC/TR    

 八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IC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IC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RC     

4 目 10 科 18 種 2 種 0 種 
註 1：遷徙屬性/豐富度屬性欄位中，遷徙屬性：R 留鳥、W 冬候鳥、S 夏候鳥、T 過境鳥、I 引進種；豐富

度屬性：C 普遍、R 稀有、U 不普遍、L 局部分布。 
註 2：特有性欄位，「E」為台灣特有種；「Es」為台灣特有亞種；「外」為外來種。 
註 3：保育等級欄位，「II」為珍貴稀有之二級保育類動物、「III」為應予保育之三級保育類動物。保育類屬

性依據民國 108 年 1 月 9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 

 

 

 

 

 



水域生物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鱸形目 慈鯛科 口孵非鯽 Oreochromis niloticus 外  

 鯔科 鯔 Mugil ephalus   

 蝦虎科 彈塗魚 Periophthalmus modestus   

 甲鯰科 野翼甲鯰 Pterygoplichthys disjunctivus 外  
十足目 沙蟹科 弧邊管招潮蟹 Uca arcuata   

 方蟹科 斑點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pictum   
中腹足目 蘋果螺科 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外  

3 目 5 科 7 種 3 種 0 種 
註 1：「外」為外來種。 
 
 
 

  



維護管理階段(109 年 5 月 4-5 日) 
鳥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遷徙習性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鵜形目 鷺科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RU/SC/WC/TC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RC/WR/TR   

佛法僧目 翠鳥科 翠鳥 Alcedo atthis RC/TU   

雀形目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harterti RC/TR Es   

 燕科 家燕 Hirundo rustica SC/WC/TC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RC     

 鶺鴒科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RC/WC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formosae RC Es   

 扇尾鶯科 棕扇尾鶯 Cisticola juncidis RC/TR    

  灰頭鷦鶯 Prinia flaviventris RC   

 八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IC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IC   

 繡眼科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RC   

 梅花雀科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RC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RC     

鴿形目 鳩鴿科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RC     

  野鴿 Columba livia IC   

4 目 10 科 17 種 2 種 0 種 
註 1：遷徙屬性/豐富度屬性欄位中，遷徙屬性：R 留鳥、W 冬候鳥、S 夏候鳥、T 過境鳥、I 引進種；豐富

度屬性：C 普遍、R 稀有、U 不普遍、L 局部分布。 
註 2：特有性欄位，「E」為台灣特有種；「Es」為台灣特有亞種；「外」為外來種。 
註 3：保育等級欄位，「II」為珍貴稀有之二級保育類動物、「III」為應予保育之三級保育類動物。保育類屬

性依據民國 108 年 1 月 9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 

 

 

 

 

 

 



水域生物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鱸形目 慈鯛科 尼羅口孵非鯽 Oreochromis niloticus 外  

 鯔科 鯔 Mugil ephalus   

 蝦虎科 彈塗魚 Periophthalmus modestus   

 甲鯰科 野翼甲鯰 Pterygoplichthys disjunctivus 外  
十足目 沙蟹科 弧邊管招潮蟹 Uca arcuata   

  乳白南方招潮 Austruca lactea   

 相手蟹科 漢氏螳臂蟹 Chiromantes dehaani   

  斑點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pictum   
中腹足目 蘋果螺科 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外  

3 目 5 科 9 種 3 種 0 種 
註 1：「外」為外來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