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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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社區牛食坑排水嘉和橋下游渠段護岸改善應急工程(第二期) 

 

  



「大社區牛食坑排水嘉和橋下游渠段護岸改善應急工程(第二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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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尾蕨科 鳳尾蕨屬 LC 草本 原生 Pteris vittata L. 鱗蓋鳳尾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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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科 刺柏屬 - 喬木 栽培 Juniperus chinensis f. kaizuca 龍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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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莧科 蓮子草屬 NA 草本 歸化 Alternanthera bettzickiana 

(Regel) G.Nicholson 

毛蓮子草 

  莧屬 NA 草本 歸化 Amaranthus lividus L. 凹葉野莧菜 

   NA 草本 歸化 Amaranthus viridis L. 野莧菜 

  青葙屬 LC 草本 原生 Celosia argentea L. 青葙 

  藜屬 LC 草本 原生 Chenopodium serotinum L. 小葉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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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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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atrensis (Retz.) 

Walker 

野茼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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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闊苞菊屬 NA 灌木 歸化 Pluchea carolinensis (Jacq.) 

G.Don 

美洲闊苞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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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斑鳩菊屬 LC 草本 原生 Vernonia cinerea (L.)  Less. var. 

cinerea 

一枝香 

 紫葳科 風鈴木屬 - 喬木 栽培 Tabebuia rosea (Bertol.) Bertero 

ex A.DC. 

洋紅風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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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tton & Rose 

三角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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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黃麻屬 LC 喬木 原生 Trema orientalis (L.) Blume 山黃麻 

 美人蕉科 美人蕉屬 NA 草本 歸化 Canna indica L. 美人蕉 

 石竹科 荷蓮豆草

屬 

NA 草本 歸化 Drymaria cordata (L.) Willd. ex 

Schult. 

荷蓮豆草 



分類 科名 屬名 紅皮書 生長型 區系 學名 中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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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喬木 栽培 Terminalia mantaly H.Perrier 小葉欖仁 

 旋花科 牽牛花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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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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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nso 

盒果藤 

 葫蘆科 絲瓜屬 - 草質藤本 栽培 Luffa cylindrica (L.) M.Roem.  絲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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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瓜屬 - 草質藤本 歸化 Momordica 

charantia L. var. abbreviata Ser.  

短角苦瓜 

 厚殼樹科 厚殼樹屬 LC 喬木 原生 Ehretia acuminata R.Br. 厚殼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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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minea Jacquin 禾葉大戟 

   NA 草本 歸化 Euphorbia hirta L. 大飛揚草 

   NA 草本 歸化 Euphorbia hypericifolia L. 假紫斑大戟 

   LC 草本 原生 Euphorbia prostrata Aiton 伏生大戟 

  痲瘋樹屬 - 灌木 栽培 Jatropha gossypiifolia var. 

elegans (Pohl) Müll.Arg. 

紅葉痲瘋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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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Arg. 

血桐 

  野桐屬 LC 灌木 原生 Mallotus repandus (Willd.) Mü

ll.Arg. 

扛香藤 

  木薯屬 NA 灌木 歸化 Manihot esculenta Crantz 樹薯 

  蟲屎屬 LC 喬木 原生 Melanolepis multiglandulosa 

(Reinw.) Rchb.f. & Zoll. 

蟲屎 

 豆科 蝶豆屬 NA 木質藤本 歸化 Clitoria ternatea L. 蝶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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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羞草屬 NA 草本 歸化 Mimosa diplotricha C.Wright ex 

Sauvalle 

美洲含羞草 

   NA 灌木 歸化 Mimosa pigra L. 刺軸含羞木 

   NA 草本 歸化 Mimosa pudica L. 含羞草 

  葛藤屬 LC 草質藤本 原生 Pueraria montana (Lour.) Merr. 山葛 



分類 科名 屬名 紅皮書 生長型 區系 學名 中文名 

 唇形科 紫蘇屬 NA 草本 歸化 Perilla frutescens (L.) Britt. 紫蘇 

 

 

刺蕊草屬 - 草本 栽培 Plectranthus amboinicus (Lour.) 

Spreng. 

到手香 

 

 

迷迭香屬 - 灌木 栽培 Rosmarinus officinalis L. 迷迭香 

 樟科 樟屬 LC 喬木 原生 Cinnamomum camphora (L.) 

J.Presl. var. camphora 

樟樹 

 錦葵科 莔麻屬 LC 草本 原生 Abutilon indicum (L.) Sweet var. 

indicum 

冬葵子 

 楝科 桃花心木

屬 

NA 喬木 歸化 Swietenia macrophylla King 大葉桃花心

木 

 桑科 波羅蜜屬 - 喬木 栽培 Artocarpus heterophyllus Lam. 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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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喬木 歸化 Ficus religiosa L. 菩提樹 

   LC 喬木 原生 Ficus superba (Miq.) Miq. var. 

japonica Miq. 

雀榕 

  桑屬 LC 灌木 原生 Morus australis Poir. 小葉桑 

 紫茉莉科 葉子花屬 - 木質藤本 栽培 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 Willd. 九重葛 

 木犀科 木犀屬 - 喬木 栽培 Osmanthus fragrans (Thunb.) 

Lour.  

桂花 

 柳葉菜科 水丁香屬 NA 草本 歸化 Ludwigia decurrens Walt. 翼莖水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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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草質藤本 歸化 Passiflora suberosa L. 三角葉西番

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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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密樹屬 LC 喬木 原生 Bridelia tomentosa Blume 土密樹 

  白飯樹屬 LC 灌木 原生 Flueggea virosa (Roxb. ex 

Willd.) Voigt 

密花白飯樹 

  葉下珠屬 NA 草本 歸化 Phyllanthus amarus Schum. & 

Thonn. 

小返魂 

   NA 草本 歸化 Phyllanthus debilis Klen ex 

Willd. 

銳葉小返魂 



分類 科名 屬名 紅皮書 生長型 區系 學名 中文名 

   LC 草本 原生 Phyllanthus hookeri Müll.Arg. 疣果葉下珠 

   NA 草本 歸化 Phyllanthus tenellus Roxb. 五蕊油柑 

 雨久花科 鴨舌草屬 LC 草本 原生 Monochoria vaginalis (Burm.f.) 

C.Presl 

鴨舌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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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 草本 原生 Portulaca pilosa L. subsp. pilosa 毛馬齒莧 

 報春花科 紫金牛屬 NA 灌木 歸化 Ardisia squamulosa Presl 春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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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丹花屬 - 灌木 歸化 Ixora williamsii Sandwith 矮仙丹花 

  羊角藤屬 LC 喬木 原生 Morinda citrifolia L. 檄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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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芸香科 月橘屬 LC 喬木 原生 Murraya exotica L. 月橘 

  烏柑屬 LC 灌木 原生 Severinia buxifolia (Poir.) Tenore 烏柑仔 

 無患子科 倒地鈴屬 NA 草質藤本 歸化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 倒地鈴 

  龍眼屬 NA 喬木 歸化 Euphoria longana Lam. 龍眼 

  無患子屬 LC 喬木 原生 Sapindus mukorossii Gaertn. 無患子 

 茄科 煙草屬 NA 草本 歸化 Nicotiana plumbaginifolia Viv. 皺葉煙草 

  茄屬 NA 草本 歸化 Solanum americanum Miller 光果龍葵 

   NA 灌木 歸化 Solanum diphyllum L. 瑪瑙珠 

   LC 灌木 原生 Solanum violaceum Ortega 印度茄 

 蕁麻科 冷水麻屬 NA 草本 歸化 Pilea microphylla (L.) Liebm 小葉冷水麻 

  霧水葛屬 LC 草本 原生 Pouzolzia zeylanica (L.) Benn. 霧水葛 

 馬鞭草科 馬櫻丹屬 NA 灌木 歸化 Lantana camara L. 馬櫻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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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婆芋屬 LC 草本 原生 Alocasia odora (Lodd.) Spach. 姑婆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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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島棕屬 - 喬木 栽培 Dypsis lutescens (H.Wendl.) 

Beentje & J.Dransf. 

黃椰子 

 天門冬科 龍舌蘭屬 - 草本 栽培 Agave attenuata Salm-Dyck 翠綠龍舌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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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vifolius (Rottb.) Endl. 

ex Hassk. 

短葉水蜈蚣 

   LC 草本 原生 Cyperus compressus L. 沙田草 

   NA 草本 歸化 Cyperus involucratus Rottb. 輪傘莎草 

   LC 草本 原生 Cyperus iria L. 碎米莎草 



分類 科名 屬名 紅皮書 生長型 區系 學名 中文名 

 水鱉科 水蘊草屬 NA 草本 歸化 Egeria densa Planchon 水蘊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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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禾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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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草本 歸化 Cynodon nlemfuensis Vanderyst 長穎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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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Beauv. 

龍爪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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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金子屬 LC 草本 原生 Leptochloa chinensis (L.) Nees 千金子 

  稷屬 NA 草本 歸化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狼尾草屬 NA 草本 歸化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蘆葦屬 LC 草本 原生 Phragmites karka (Retz.) Trin. ex 

Steud. 

開卡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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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黍屬 NA 草本 歸化 Sorghum halepense (L.) Pers. 詹森草 

合計 48 科 105 屬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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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社區牛食坑排水嘉和橋下游渠段護岸改善應急工程(第二期)」

鳥類調查物種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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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留/冬/過     1 

秧雞科 
紅冠水雞 Gallinula chloropus 留     4 

白腹秧雞 Amaurornis phoenicurus 留     1 

鳩鴿科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留     2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留     2 

翠鳥科 翠鳥 Alcedo atthis 留/過     1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留/過 特亞   2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留 特亞   2 

燕科 
赤腰燕 Cecropis striolata 留     2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留     4 

扇尾鶯科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留 特亞   1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留 特亞   8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留 特亞   3 

白環鸚嘴鵯 Spizixos semitorques 留 特亞   2 

畫眉科 小彎嘴 Pomatorhinus musicus 留 特有   1 

繡眼科 斯氏繡眼 Zosterops simplex 留     3 

椋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引進種 外來種   2 

灰頭椋鳥 Sturnia malabarica 引進種 外來種   17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引進種 外來種   2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留     8 

梅花雀科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留     5 

夜鷹科 南亞夜鷹 Caprimulgus affinis 留 特亞   1 

雉科 臺灣竹雞 Bambusicola sonorivox 留 特有   1 

鬚鴷科 五色鳥 Psilopogon nuchalis 留 特有   1 

合計 8 目 17 科 25 種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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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社區牛食坑排水嘉和橋下游渠段護岸改善應急工程(第二期)」

哺乳類調查物種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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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蝙蝠科  

東亞家蝠 Pipistrellus abramus     * 

東亞摺翅蝠 Miniopterus fuliginosus     * 

高頭蝠 Scotophilus kuhlii     * 

崛川氏棕蝠 Eptesicus pachyomus horikawai 特亞   * 

合計 2 目 2 科 5 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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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社區牛食坑排水嘉和橋下游渠段護岸改善應急工程(第二期)」

兩生類調查物種紀錄表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11106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4 

赤蛙科 貢德氏赤蛙 Sylvirana guentheri     1 

狹口蛙科 亞洲錦蛙 Kaloula pulchra 外來種   2 

合計 1 目 3 科 3 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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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社區牛食坑排水嘉和橋下游渠段護岸改善應急工程(第二期)」

爬蟲類調查物種紀錄表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11106 

壁虎科 疣尾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3 

蝙蝠蛇科 眼鏡蛇 Naja atra     # 

黃頷蛇科 王錦蛇 Elaphe carinata     # 

地龜科 斑龜 Mauremys sinensis     4 

鱉科 中華鱉 Pelodiscus sinensis     # 

合計 2 目 5 科 5 種 7 隻次 

註：「＃」表民眾訪談資訊。 

  



「大社區牛食坑排水嘉和橋下游渠段護岸改善應急工程(第二期)」

魚類調查物種紀錄表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11106 

鬍鯰科 鬍鯰 Clarias fuscus     1 

甲鯰科 豹紋翼甲鯰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外來種   1 

花鱂科 孔雀花鱂 Poecilia reticulata 外來種   10 

麗魚科 雜交口孵非鯽 Oreochromis sp. 外來種   37 

鱧科 線鱧 Channa striata 外來種   1 

鯉科  

粗首馬口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特有   18 

臺灣鬚鱲 Candidia barbata 特有   3 

高體鰟鮍 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     1 

鯽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2 

合計 4 目 6 科 9 種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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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社區牛食坑排水嘉和橋下游渠段護岸改善應急工程(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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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匙指蝦科 鋸齒新米蝦 Neocaridina denticulata     14 

錐蜷科 
網蜷 Melanoides tuberculatus tuberculatus     2 

瘤蜷 Tarebia granifera     12 

椎實螺科 
小椎實螺 Austropeplea ollula     2 

臺灣椎實螺 Radix swinhoei     11 

蜆科 臺灣蜆 Corbicula fluminea     5 

合計 4 目 4 科 6 種 46 隻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