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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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裸子植物 羅漢松科 竹柏屬 Nageia nagi (Thunb.) O. Kuntze  竹柏 喬木 原生 EN 

雙子葉植物 莧科 蓮子草屬 Alternanthera sessilis (L.) R. Brown  蓮子草 草本 歸化 LC 

雙子葉植物 五加科 鵝掌蘗屬 Schefflera odorata (Blanco) Merr. &amp; Rolfe  鵝掌藤 木質藤本 原生 VU 

雙子葉植物 落葵科 落葵屬 Basella alba Linn. 落葵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仙人掌科 仙人掌屬 Opuntia dillenii (Ker) Haw.  仙人掌 灌木 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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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科 霍香薊屬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紫花霍香薊 草本 歸化 NE 

雙子葉植物 菊科 霍香薊屬 Ageratum conyzoides L. 藿香薊 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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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和草屬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Benth.) S. Moore  昭和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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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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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科 斑鳩菊屬 Vernonia cinerea (L.)Less. 一枝香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蟛蜞菊屬 Wedelia trilobata (L.) Hitchc.  南美蟛蜞菊 草本 入侵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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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牽牛花屬 Ipomoea obscura (L.) Ker.Gawl. 姬牽牛 草質藤本 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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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桐屬 Mallotus japonicus (Thunb.) Muell.-Arg.  野桐 喬木 原生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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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pium sebiferum (L.) Ro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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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合歡屬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銀合歡 喬木 入侵 NA 

雙子葉植物 豆科 葛藤屬 Pueraria lobate (Willd.) Ohwi 葛藤 木質藤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豆科 田菁屬 Sesbania cannabiana (Retz.) Poir  田菁 灌木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金絲桃科 福木屬 Garcinia multiflora Champ.  福木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仙人掌科 三角柱屬 Hylocereus undatus (Haw.) Britt. 火龍果 攀援肉質灌木 栽培 DD 

雙子葉植物 唇形花科 羅勒屬 Ocimum basilicum L. 九層塔 草本 歸化 NE 

雙子葉植物 千屈菜科 克非亞草屬 Cuphea carthagenensis (Jacq.) Macbrids  克菲亞草 草本 歸化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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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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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carpa Linn. f. 正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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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金孃科 白千層屬 Melaleuca leucadendra Linn. 白千層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桃金孃科 番石榴屬 Psidium guajava L.  番石榴 喬木 栽培 NA 

雙子葉植物 柳葉菜科 水丁香屬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Raven  水丁香 草本 原生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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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薔薇科 枇杷屬 Eriobotrya japonica Lindley 枇杷 喬木 栽培 NA 

雙子葉植物 芸香科 金柑屬 Fortunella japonica (Thunb.) Swingle 圓果金桔 灌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芸香科 月橘屬 Murraya paniculata (L.) Jack.  月橘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茄科 茄屬 Solanum americanum Miller  光果龍葵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榆科 朴屬 Celtis sinensis Pers  朴樹 喬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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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子葉植物 龍舌蘭科 朱蕉屬 Cordyline terminalis (Linn.) Kunth.  朱蕉 灌木 栽培 NE 

單子葉植物 芭蕉科 芭蕉屬 Musa sapientum Linn. 香蕉 大草本 栽培 LC 

單子葉植物 棕櫚科 可可椰子屬 Cocos nucifera Linn. 椰子 喬木 栽培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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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芒屬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 ex K. Schum. &amp; Lauterb.  五節芒 草本 原生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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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尾草屬 Setaria viridis(L.) P. Beauv. 狗尾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薑科 月桃屬 Alpinia zerumbet (Persoon) B. L. Burtt &amp; R. M. Smith  月桃 草本 原生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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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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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鷸科 磯鷸 Actitis hypoleucos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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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鵑形目 杜鵑科 番鵑 Centropus bengalensis lignator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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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頭鷦鶯 Prinia flaviventris R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flavirostris R Es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formosae R Es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harterti R,T Es   

  梅花雀科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R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R     

  伯勞科 棕背伯勞 Lanius schach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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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formosae R Es   

  椋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I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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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冠麻鷺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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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翅鳶* Elanus caeruleus vociferus R  II 

10 目 21 科 34 種 7 種 1 種 
註 1：「*」表訪談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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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囓齒目 鼠科 鬼鼠 Bandicota indica     

    小黃腹鼠 Rattus losea     

  松鼠科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thaiwanensis Es   

鼩形目 鼩鼱科 臭鼩 Suncus murinus     

2 目 3 科 4 種 1 種 0 種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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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蛙科 斑腿樹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In  

1 目 3 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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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蛺蝶科 孔雀蛺蝶 Junonia almana   

  琉球三線蝶 Neptis hylas luculenta   

 粉蝶科 荷氏黃蝶 Eurema hecabe   

  緣點白粉蝶 Pieris canidia   

  紋白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1 目 3 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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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鯉魚 Cyprinus carpio carpio     

鱂形目 花鱂科 孔雀花鱂 Poecilia reticulata In   

    食蚊魚 Gambusia affinis In   

鱸形目 麗魚科 口孵非鯽雜交種 Oreochromis sp. In   

鯰形目 甲鯰科 琵琶鼠 Pterygoplichthys sp. In   

4 目 4 科 5 種 4 種 0 種 
註：「In」表外來種(introduced species)。 
 

底棲生物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十足目 蝲蛄科 克氏原蝲蛄 Procambarus clarkii In  
 匙指蝦科 多齒新米蝦 Neocaridina denticulata   
中腹足目 蘋果螺科 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In  
 田螺科 石田螺 Sinotaia quadrata quadrata   

2 目 4 科 4 種 2 種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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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翅目 搖蚊科 搖蚊 Chironomidae sp.     

半翅目 黽蝽科 黽蝽 Gerris sp.     

蜻蛉目 細蟌科 青紋細蟌 Ischnura senegalensis     

  蜻蜓科 薄翅蜻蜓 Pantala flavescens     

3 目 4 科 4 種 0 種 0 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