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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態資源表 

 

表 1、本計畫植物歸隸特性 

歸隸特性 蕨類植物 裸子植物 雙子葉植物 單子葉植物 總計 

類別 

科數 7 2 56 12 77 

屬數 8 2 141 35 187 

種數 10 2 172 40 224 

生長習性 

草本 10 0 70 36 116 

喬木 0 2 40 3 45 

灌木 0 0 33 0 33 

藤本 0 0 29 1 30 

屬性 

原生 10 0 86 18 114 

特有 0 0 8 1 9 

歸化 0 0 41 10 51 

栽培 0 2 37 11 50 

註 1：第三季(109.04)調查日期為民國 109 年 7 月 23 日。 

 

表 2、生態調查植物名錄 

類別 中文科名 中名 學名 
特化

性 

生長

習性 
豐度 

紅皮

書 

特稀

有 

蕨類植物 碗蕨科 熱帶鱗蓋蕨 Microlepia speluncae (L.) Moore 原生 草本 普遍   

蕨類植物 碗蕨科 粗毛鱗蓋蕨 Microlepia strigosa (Thunb.) Presl 原生 草本 普遍   

蕨類植物 木賊科 木賊 Equisetum ramosissimum Desf. 原生 草本 普遍   

蕨類植物 蓧蕨科 腎蕨 Nephrolepis auriculata (L.) Trimen 原生 草本 普遍   

蕨類植物 水龍骨科 抱樹蕨 Lemmaphyllum microphyllum Presl 原生 草本 普遍   

蕨類植物 鳳尾蕨科 半邊羽裂鳳尾蕨 Pteris semipinnata L. 原生 草本 普遍   

蕨類植物 鳳尾蕨科 鱗蓋鳳尾蕨 Pteris vittata L. 原生 草本 普遍   

蕨類植物 海金沙科 海金沙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 原生 草本 普遍   

蕨類植物 金星蕨科 密毛毛蕨 Cyclosorus parasiticus (L.) Farw. 原生 草本 普遍   

蕨類植物 金星蕨科 粗毛金星蕨 Thelypteris torresiana (Gaud.) Alston 原生 草本 普遍   

裸子植物 松科 日本黑松 Pinus thunbergii Parl. 栽培 喬木 普遍   

裸子植物 柏科 龍柏 Juniperus chinensis L. var. kaizuka Hort. ex Endl.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爵床科 九頭獅子草 Peristrophe japonica (Thunb.) Bremek. 原生 草本 中等   

雙子葉植物 莧科 台灣牛膝 Achyranthes aspera L. var. rubro-fusca Hook. f.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莧科 空心蓮子草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莧科 蓮子草 Alternanthera sessilis (L.) R. Brown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莧科 紅莧菜 Amaranthus caudatus Linn. 栽培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莧科 青莧 Amaranthus patulus Bertoloni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莧科 野莧菜 Amaranthus viridis L.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莧科 青葙 Celosia argentea L.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莧科 假千日紅 Gomphrena celosioides Mart.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漆樹科 芒果 Mangifera indica L.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漆樹科 羅氏鹽膚木 Rhus javanica L. var. roxburghiana (DC.) Rehd. & Willson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夾竹桃科 酸藤 Ecdysanthera rosea Hook. & Arn. 原生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冬青科 燈稱花 Ilex asprella (Hook. & Arn.) Champ.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五加科 鵝掌柴 Schefflera octophylla (Lour.) Harms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蘿摩科 武靴藤 Gymnema sylvestre (Retz.) Schultes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落葵科 洋落葵 Anredera cordifolia (Tenore) van Steenis 歸化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落葵科 落葵 Basella alba L. 歸化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木棉科 馬拉巴栗 Pachira macrocarpa (Cham. & Schl.) Schl.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紫草科 破布子 Cordia dichotoma G Forst.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仙人掌科 火龍果 Hylocereus undatus (Haw.) Brown & R.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忍冬科 冇骨消 Sambucus chinensis Lindl. 原生 草本 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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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中文科名 中名 學名 
特化

性 

生長

習性 
豐度 

紅皮

書 

特稀

有 

雙子葉植物 番木瓜科 木瓜 Carica papaya L.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石竹科 荷蓮豆草 Drymaria diandra Bl.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石竹科 鵝兒腸 Stellaria aquatica (L.) Scop.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藿香薊 Ageratum conyzoides L.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紫花藿香薊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豬草 Ambrosia artemisiifolia L.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艾 Artemisia indica Willd.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大花咸豐草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走馬胎 Blumea lanceolaria (Roxb.) Druce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茼蒿 Chrysanthemum coronarium L. 栽培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加拿大蓬 Conyza canadensis (L.) Cronq.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野茼蒿 Conyza sumatrensis (Retz.) Walker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昭和草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Benth.) S. Moore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鱧腸 Eclipta prostrata (L.) L.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紫背草 Emilia sonchifolia (L.) DC. var. javanica (Burm. f.) Mattfeld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鼠麴草 Gnaphalium luteoalbum L. subsp. affine (D. Don) Koster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鼠麴舅 Gnaphalium purpureum L.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紅鳳菜 Gynura bicolor (Roxb. & Willd.) DC.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兔仔菜 Ixeris chinensis (Thunb.) Nakai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小花蔓澤蘭 Mikania micrantha H. B. K. 歸化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假吐金菊 Soliva anthemifolia (Juss.) R. Brown ex Less.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苦滇菜 Sonchus oleraceus L.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西洋蒲公英 Taraxacum officinale Weber in Wiggers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王爺葵 Tithonia diversifolia (Hemsl.) A.Gray 歸化 草本 草本   

雙子葉植物 菊科 長柄菊 Tridax procumbens L.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一枝香 Vernonia cinerea (L.) Less.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南美蟛蜞菊 Wedelia trilobata (L.) Hitchc. 栽培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黃鵪菜 Youngia japonica (L.) DC. subsp. japonica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甘藷 Ipomoea batatas (L.) Lam. 栽培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番仔藤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歸化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銳葉牽牛 Ipomoea indica (Burm. f.) Merr. 歸化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野牽牛 Ipomoea obscura (L.) Ker-Gawl. 原生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景天科 長壽花 Kalanchoe blossfeldiana v. Poellnitz 栽培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十字花科 芥藍菜 Brassica alboglabra Bail. var. acephala DC. 栽培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十字花科 大芥皺葉芥 Brassica juncea (L.) Coss. 栽培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十字花科 甘藍 Brassica oleracea L. var. capitata L. 栽培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十字花科 焊菜 Cardamine flexuosa With.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十字花科 蘿蔔 Raphanus sativus L. var. acanthiformis Nakai 栽培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西瓜 Citrullus lanatus (Thunb.) Matsum. et Nakai 栽培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南瓜 Cucurbita moschata var. meloniformis (Carrière) L.H. Bailey 栽培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絲瓜 Luffa cylindrica (L.) Roem 栽培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梨瓜 Sechium edule Sw. 栽培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茄冬 Bischofia javanica Bl.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飛揚草 Chamaesyce hirta (L.) Millsp.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密花白飯樹 Flueggea virosa (Roxb. ex Willd.) Voigt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血桐 Macaranga tanarius (L.) Muell.-Arg.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野桐 Mallotus japonicus (Thunb.) Muell.-Arg.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白匏子 Mallotus paniculatus (Lam.) Muell.-Arg.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扛香藤 Mallotus repandus (Willd.) Muell.-Arg. 原生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樹薯 Manihot esculenta Crantz.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五蕊油柑 Phyllanthus tenellus Roxb.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蓖麻 Ricinus communis L. 歸化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白花菜科 平伏莖白花菜 Cleome rutidosperma DC.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金絲桃科 瓊崖海棠 Calophyllum inophyllum L.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胡桃科 黃杞 Engelhardtia roxburghiana Wall.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唇形科 羅勒 Ocimum basilicum L.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唇形科 到手香 Pogostemon cablin (Blanco) Benth. 栽培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樟科 樟樹 Cinnamomum camphora (L.) Presl.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樟科 黃肉樹 Litsea hypophaea Hayata 特有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樟科 大葉楠 
Machilus japonica var. kusanoi Sieb. &amp; Zucc. (Hayata) 

Liao 
特有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樟科 香楠 Machilus zuihoensis Hayata 特有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豆科 相思樹 Acacia confusa Merr.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豆科 煉莢豆 Alysicarpus vaginalis (L.) DC.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豆科 落花生 Arachis hypogaea L. 歸化 草本 普遍   

http://plant.climb.com.tw/modules/mediawiki/index.php/Praxelis_clemat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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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中文科名 中名 學名 
特化

性 

生長

習性 
豐度 

紅皮

書 

特稀

有 

雙子葉植物 豆科 豔紫荊 Bauhinia × blakeana Dunn.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豆科 鳳凰木 Delonix regia (Bojer ex Hook.) Raf. 歸化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豆科 銀合歡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歸化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豆科 含羞草 Mimosa pudica L. 歸化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豆科 盾柱木 Peltophorum pterocarpum (DC.) Backer ex K. Heyne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豆科 山葛 Pueraria montana (Lour.) Merr. 原生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豆科 田菁 Sesbania cannabiana (Retz.) Poir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豆科 紫藤 Wisteria sinensis (Sims.) Sweet. 栽培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千屈菜科 九芎 Lagerstroemia subcostata Koehne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黃秋葵 Abelmoschus esculentus (L.) Moench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洛神葵 Hibiscus sabdariffa L.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細葉金午時花 Sida acuta Burm. f.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野棉花 Urena lobata L.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楝科 楝 Melia azedarach Linn.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楝科 香椿 Toona sinensis (Juss.) M. Roem.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防己科 蓬萊藤 Pericampylus formosanus Diels. 原生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桑科 構樹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桑科 牛奶榕 
Ficus erecta var. beecheyana Thunb. (Hook. &amp; Arn.) 

King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桑科 榕樹 Ficus microcarpa L. f.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桑科 薜荔 Ficus pumila L. 特有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桑科 大冇榕 Ficus septica Burm. f.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桑科 雀榕 Ficus subpisocarpa Gagnep.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桑科 白肉榕 Ficus virgata Reinw. ex Bl.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桑科 葎草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原生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桑科 小桑樹 Morus australis Poir.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紫金牛科 春不老 Ardisia squamulosa Presl 歸化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紫金牛科 台灣山桂花 
Maesa perlaria (Lour.) Merr. var. formosana (Mez) Yuen P. 

Yang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桃金孃科 大葉桉 Eucalyptus robusta Smith 栽培 喬木 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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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葉植物 紫茉莉科 九重葛 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 Willd.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木犀科 木犀 Osmanthus fragrans Lour.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柳葉菜科 細葉水丁香 Ludwigia hyssopifolia (G. Don) Exell 原生 草本 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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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葉植物 柳葉菜科 裂葉月見草 Oenothera laciniata J. Hill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酢漿草科 酢漿草 Oxalis corniculata L.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酢漿草科 紫花酢漿草 Oxalis corymbosa DC.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西番蓮科 西番蓮 Passiflora edulis Sims. 歸化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西番蓮科 三角葉西番蓮 Passiflora suberosa L. 歸化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胡椒科 風藤 Piper kadsura (Choisy) Ohwi 原生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海桐科 海桐 Pittosporum tobira Ait. 原生 灌木 中等   

雙子葉植物 車前科 車前草 Plantago asiatica L.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蓼科 火炭母草 Polygonum chinense L.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蓼科 白苦柱 Polygonum lanatum Roxb.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蓼科 早苗蓼 Polygonum lapathifolium L.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蓼科 台灣何首烏 
Polygonum multiflorum Thunb. ex Murray var. hypoleucum 
(Ohwi) Liu, Ying & Lai 

特有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蓼科 假扁蓄 Polygonum plebeium R. Brown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蓼科 羊蹄 Rumex crispus L. var. japonicus (Houtt.) Makino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馬齒莧科 馬齒莧 Portulaca oleracea L.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馬齒莧科 毛馬齒莧 Portulaca pilosa L. subsp. pilosa.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毛茛科 串鼻龍 Clematis grata Wall. 原生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毛茛科 石龍芮 Ranunculus sceleratus L.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薔薇科 山櫻花 Prunus campanulata Maxim.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山黃梔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繖花龍吐珠 Hedyotis corymbosa (L.) Lam.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仙丹花 Ixora stricta Roxb.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雞屎藤 Paederia foetida L. 原生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九節木 Psychotria rubra (Lour.) Poir.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芸香科 檸檬 Citrus limon Burm. f.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芸香科 石苓舅 Glycosmis citrifolia (Willd.) Lindl.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芸香科 月橘 Murraya paniculata (L.) Jack.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芸香科 飛龍掌血 Toddalia asiatica (L.) Lam.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芸香科 雙面刺 Zanthoxylum nitidum (Roxb.) DC. 原生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楊柳科 水柳 Salix warburgii O. Seemen 特有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倒地鈴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 歸化 藤本 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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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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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龍眼 Euphoria longana Lam. 栽培 喬木 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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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無患子 Sapindus mukorossi Gaertn. 原生 喬木 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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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葉植物 茄科 瑪瑙珠 Solanum diphyllum L. 歸化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茄科 茄子 Solanum melongena var. esculentum L. Nees 栽培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茄科 萬桃花 Solanum torvum Swartz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榆科 朴樹 Celtis sinensis Pers.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榆科 山黃麻 Trema orientalis (L.) Bl.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繖形科 雷公根 Centella asiatica (L.) Urban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繖形科 胡蘿蔔 Daucus carota L. var. sativa DC. 栽培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繖形科 銅錢草 Hydrocotyle verticillata Thunb. 栽培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密花苧麻 Boehmeria densiflora Hook. & Arn.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青苧麻 
Boehmeria nivea (L.) Gaudich var. tenacissima (Gaudich.) 

Miq.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長梗紫麻 Oreocnide pedunculata (Shirai) Masam.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小葉冷水麻 Pilea microphylla (L.) Liebm.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杜虹花 Callicarpa formosana Rolfe var. formosana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金露花 Duranta repens L.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馬櫻丹 Lantana camara L. 歸化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葡萄科 漢氏山葡萄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Maxim.) Traut. var. hancei 

(Planch.) Rehder 
原生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葡萄科 虎葛 Cayratia japonica (Thunb.) Gagnep. 原生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葡萄科 三葉崖爬藤 Tetrastigma formosanum (Hemsl.) Gagnep. 特有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杜英科 杜英 Elaeocarpus sylvestris var. sylvestris  原生 喬木 普遍   

單子葉植物 龍舌蘭科 朱蕉 Cordyline fruticosa (L.) Goepp. 栽培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姑婆芋 Alocasia odora (Lodd.) Spach.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大萍 Pistia stratiotes L. 歸化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土半夏 Typhonium blumei Nicolson & Sivad.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鴨跖草科 竹仔菜 Commelina diffusa Burm. f.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覆瓦狀莎草 Cyperus imbricatus Retz.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輪傘莎草 Cyperus involucratus Rottb. 歸化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蓬萊竹 Bambusa multiplex (Lour.) Raeusch. 栽培 喬木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綠竹 Bambusa oldhamii Munro 栽培 喬木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烏葉竹 Bambusa utilis Lin 特有 喬木 中等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臭根子草 Bothriochloa intermedia (R. Br.) A. Camus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巴拉草 Brachiaria mutica (Forssk.) Stapf 歸化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蒺藜草 Cenchrus echinatus L. 歸化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孟仁草 Chloris barbata Sw. 歸化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狗牙根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龍爪茅 Dactyloctenium aegyptium (L.) P. Beauv.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芒稷 Echinochloa colona (L.) Link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稗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P. Beauv.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牛筋草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 (L.) P. Beauv. var. major (Nees) C. E. 

Hubb. ex Hubb. & Vaughan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大黍 Panicum maximum Jacq. 歸化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象草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歸化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早熟禾 Poa annua L.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棒頭草 Polypogon fugax Nees ex Steud.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紅毛草 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C. E. Hubb. 歸化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甘蔗 Saccharum sinensis Roxb. 栽培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棕葉狗尾草 Setaria palmifolia (J. König.) Stapf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鼠尾粟 
Sporobolus indicus (L.) R. Br. var. major (Buse) G. J. 
Baaijens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玉蜀黍 Zea mays L. 栽培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百合科 蔥 Allium fistulosum L. 栽培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百合科 蘆筍 Asparagus officinalis L. 栽培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百合科 桔梗蘭 Dianella ensifolia (L.) DC.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鳶尾科 射干 Iris domestica (L.) Goldblatt &amp; Mabb. 栽培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芭蕉科 芭蕉 Musa basjoo Siebold 栽培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芭蕉科 香蕉 Musa sapientum L. 栽培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雨久花科 布袋蓮 Eichhornia crassipes (Mart.) Solms 歸化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菝葜科 菝葜 Smilax china L. 原生 藤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薑科 月桃 Alpinia zerumbet (Pers.) B. L. Burtt & R. M. Smith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薑科 薑 Zingiber officinale Roscoe 栽培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美人蕉科 美人蕉 Canna indica L. 歸化 草本 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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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特稀

有 

         

註 1：紅皮書欄參考 2017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名錄中僅列受威脅等級為極危(Critically Endangered，CR、

瀕危(Endangered，EN、易危(Vulerable，VU 及近危(Near Threatened，NT 之物種。 

註 2：特稀有欄參考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2002 中之特稀有植物等級，按稀有程度區分為第一至第四級，以第

一級最具保育迫切性；另註明文資法公告之珍貴稀有植物。 

註 3：植物名錄主要依據《Flora of Taiwan》(Huang et al., 1997-2003) 、『TaiBNET 臺灣物種名錄』。 

 

註 1：紅皮書欄參考 2017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名錄中僅列受威脅等級為極危(Critically Endangered，CR、

瀕危(Endangered，EN、易危(Vulerable，VU 及近危(Near Threatened，NT 之物種。 

註 2：特稀有欄參考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2002 中之特稀有植物等級，按稀有程度區分為第一至第四級，以第

一級最具保育迫切性；另註明文資法公告之珍貴稀有植物。 

註 3：植物名錄主要依據《Flora of Taiwan》(Huang et al., 1997-2003) 、『TaiBNET 臺灣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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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本計畫陸域鳥類調查成果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 

有 

種 

保 

育 

類 

備註 
109.01 

1/13-15 

109.04 

4/22-24 

109.07 

7/22-24 

109.11 

11/26-27 

佛法僧目 翠鳥科 翠鳥 Alcedo atthis bengalensis   RC/TU 2 2  2 

雨燕目 雨燕科 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 kuntzi Es  RC 3 8 6 2 

雀形目 王鶲科 黑枕藍鶲 Hypothymis azurea oberholseri Es  RC 2 2 2  

雀形目 伯勞科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cristatus  III WC/TC 2 2   

雀形目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harterti Es  RC/TR 5 21 4 3 

雀形目 扇尾鶯科 灰頭鷦鶯 Prinia flaviventris sonitans   RC  11   

雀形目 扇尾鶯科 棕扇尾鶯 Cisticola juncidis tinnabulans   RC/TR  6 1  

雀形目 扇尾鶯科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flavirostris Es  RC 10 9 2  

雀形目 梅花雀科 白腰文鳥 Lonchura striata swinhoei   RC 6    

雀形目 梅花雀科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topela   RC 9 6  5 

雀形目 雀眉科 頭烏線 
Schoeniparus brunneus 

brunneus  
Es  RC  2   

雀形目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saturatus   RC 74 71 10 22 

雀形目 椋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IC 25 19 10 13 

雀形目 椋鳥科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tristis   IC 9 5  8 

雀形目 畫眉科 小彎嘴 Pomatorhinus musicus E  RC 3 1   

雀形目 畫眉科 山紅頭 
Cyanoderma ruficeps 

praecognitum 
Es  RC 6 1 1  

雀形目 鴉科 巨嘴鴉 
Corvus macrorhynchos 

colonorum 
  RC  1   

雀形目 鴉科 喜鵲 Pica pica serica   R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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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 

有 

種 

保 

育 

類 

備註 
109.01 

1/13-15 

109.04 

4/22-24 

109.07 

7/22-24 

109.11 

11/26-27 

雀形目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formosae Es  RC 10 10 2 3 

雀形目 噪眉科 繡眼畫眉 Alcippe morrisonia E  RC 3    

雀形目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namiyei   RC 8 6 3 5 

雀形目 燕科 家燕 Hirundo rustica   SC/WC/

TC 
 2 3 3 

雀形目 繡眼科 斯氏繡眼 Zosterops simplex simplex   RC 9 12 3  

雀形目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formosae Es  RC 26 37 6 40 

雀形目 鵯科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nigerrimus 
Es  RC 5 10 4 2 

雀形目 鶇科 白腹鶇 Turdus pallidus   WC 2    

雀形目 鶲科 黑喉鴝 Saxicola maurus stejnegeri   WU/TU  1   

雀形目 鶺鴒科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leucopsis   RC/WC 3    

雀形目 鶺鴒科 灰鶺鴒 Motacilla cinerea cinerea   WC 3    

雀形目 鶺鴒科 東方黃鶺鴒 
Motacilla tschutschensis 

tschutschensis 
  WC/TC 7   2 

鴞形目 夜鷹科 南亞夜鷹 Caprimulgus affinis stictomus Es  RC  2   

鴴形目 鷸科 磯鷸 Actitis hypoleucos   WC 1    

鴷形目 啄木鳥科 小啄木 
Dendrocopos canicapillus 

kaleensis 
  RC 2 1   

鴷形目 鬚鴷科 五色鳥 Psilopogon nuchalis E  RC 4 3 8  

鴿形目 鳩鴿科 金背鳩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orii Es  RC 3 3 11 5 

鴿形目 鳩鴿科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humili 
  RC 7 37 4 3 

鴿形目 鳩鴿科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chinensis   RC 10 5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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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 

有 

種 

保 

育 

類 

備註 
109.01 

1/13-15 

109.04 

4/22-24 

109.07 

7/22-24 

109.11 

11/26-27 

鴿形目 鳩鴿科 野鴿* Columba livia   IC 10 52 30 35 

雞形目 雉科 台灣竹雞 Bambusicola sonorivox E  RC 3 1   

鵑形目 杜鵑科 北方中杜鵑 Cuculus optatus   SC  6   

鵑形目 杜鵑科 番鵑 Centropus bengalensis lignator   R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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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C/TC 
3 9 2 5 

鵜形目 鷺科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nycticorax 
  RC/WR/

TR 
7 9 1 1 

鵜形目 鷺科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coromandus   RC/SC 1 12  3 

鵜形目 鷺科 黑冠麻鷺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RC 1 5  1 

鵜形目 鷺科 蒼鷺 Ardea cinerea jouyi   WC 3    

鶴形目 秧雞科 白腹秧雞 
Amaurornis phoenicurus 

chinensis 
  RC 1 1   

鶴形目 秧雞科 紅冠水雞 Gallinula chloropus chloropus   RC 15 2 1 3 

鷹形目 鷹科 大冠鷲 Spilornis cheela hoya Es II RC 1  2  

鷹形目 鷹科 鳳頭蒼鷹 Accipiter trivirgatus formosae Es II RC 1    

種類合計(種)    41 39 23 22 

數量合計(隻次)    306 396 118 169 

多樣性指數(H')    3.07 2.98 2.61 1.06 

註 1：「特有種」一欄「E」指臺灣特有種；「Es」指臺灣特有亞種。 

註 2：保育類等級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註 3：「中名文」加註「*」屬外來種。 

註 4：「備註」一欄，英文代碼第 1 碼為留候鳥屬性(R：留鳥；W：冬候鳥；S：夏候鳥；T：過境鳥；I：引進種)，第 2 碼為豐度屬性( C：普遍；R：稀有；U：不

普遍；L：局部分布)，以「/」隔開者為本物種兼具多種屬性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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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本計畫哺乳類調查成果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類 
109.01 

1/13-15 

109.04 

4/22-24 

109.07 

7/22-24 

109.11 

11/26-

27 

鱗甲目 穿山甲科 穿山甲 Manis pentadactyla pentadactyla Es II 1    

鼩形目 鼴鼠科 臺灣鼴鼠 Mogera insularis insularis Es 
 

5 1   

鼩形目 尖鼠科 臭鼩 Suncus murinus 
  

2    

嚙齒目 松鼠科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thaiwanensis Es 
 

1 3   

食肉目 靈貓科 白鼻心 Paguma larvata taivana Es 
 

 1#   

種類合計(種)   4 3 0 0   

數量合計(隻次)   9 5 0 0   

多樣性指數(H')   1.15 0.95 0 0   

註 1：「特有種」一欄「Es」指臺灣特有亞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註 3：「1#」為訪問調查結果，數量暫以 1 隻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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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本計畫爬蟲類調查成果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類 
109.01 

1/13-15 

109.04 

4/22-24 

109.07 

7/22-24 

109.11 

11/26-27 

有鱗目 石龍子科 印度蜓蜥 Sphenomorphus indicus 
  

2 1   

有鱗目 石龍子科 麗紋石龍子 Plestiodon elegan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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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   

有鱗目 黃頷蛇科 赤背松柏根 Oligodon formosanus 
  

 1   

有鱗目 壁虎科 疣尾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3 4 2  

有鱗目 壁虎科 無疣蝎虎 Hemidactylus bowringii 
  

 1  1 

龜鱉目 地龜科 斑龜 Mauremys sinensis 
  

2  2  

龜鱉目 澤龜科 紅耳龜* 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1 1 1  

種類合計(種)   5 7 3 1 

數量合計(隻次)   9 20 5 1 

多樣性指數(H')   1.52 1.4 1.05 0 

註 1：「特有種」一欄「E」指臺灣特有種。 

註 2：「中名文」加註「*」屬外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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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本計畫兩生類調查成果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類 
109.01 

1/13-15 

109.04 

4/22-24 

109.07 

7/22-24 

109.11 

11/26-

27 

無尾目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5 6 3  

無尾目 赤蛙科 拉都希氏赤蛙 Hylarana latouchii 
  

2 5   

無尾目 赤蛙科 貢德氏赤蛙 Hylarana guentheri 
  

 4 2  

無尾目 赤蛙科 斯文豪氏赤蛙 Odorrana swinhoana E 
 

 1   

無尾目 赤蛙科 腹斑蛙 Babina adenopleura 
  

 1   

無尾目 樹蛙科 面天樹蛙 Kurixalus idiootocus E 
 

3    

無尾目 樹蛙科 莫氏樹蛙 Rhacophorus moltrechti E 
 

1    

無尾目 樹蛙科 斑腿樹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2 1 6  

無尾目 樹蛙科 臺北樹蛙 Rhacophorus taipeianus E III 2    

無尾目 樹蟾科 中國樹蟾 Hyla chinensis 
  

1    

無尾目 蟾蜍科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5 11   

種類合計(種)   8 7 3 0 

數量合計(隻次)   21 29 11 0 

多樣性指數(H')   1.92 1.62 0.99 0 

註 1：「特有種」一欄「E」指臺灣特有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註 3：「中文名」加註「*」屬外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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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本計畫蝶類調查成果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類 
109.01 

1/13-15 

109.04 

4/22-24 

109.07 

7/22-

24 

109.11 

11/26-

27 

鱗翅目 灰蝶科 琉璃波紋小灰蝶 Jamides bochus formosanus Es 
 

2    

鱗翅目 灰蝶科 細邊琉灰蝶 Celastrina lavendularis himilcon 
  

 9   

鱗翅目 灰蝶科 臺灣琉璃小灰蝶 Acytolepis puspa myla Es 
 

1    

鱗翅目 灰蝶科 臺灣黑星小灰蝶 Megisba malaya sikkima 
  

1    

鱗翅目 灰蝶科 藍灰蝶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7 2 2 1 

鱗翅目 粉蝶科 白粉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43 22 3 13 

鱗翅目 粉蝶科 荷氏黃蝶 Eurema hecabe 
  

 3 2 2 

鱗翅目 粉蝶科 黑點粉蝶 Leptosia nina niobe Es 
 

6    

鱗翅目 蛺蝶科 孔雀蛺蝶 Junonia almana 
  

1 1   

鱗翅目 蛺蝶科 豆環蛺蝶 Neptis hylas luculenta 
  

2 1 4 2 

鱗翅目 蛺蝶科 琉球紫蛺蝶 Hypolimnas bolina kezia 
  

1    

鱗翅目 蛺蝶科 黃鉤蛺蝶 Polygonia c-aureum lunulata Es 
 

2 1 3 1 

鱗翅目 蛺蝶科 黑樹蔭蝶 Melanitis phedima polishana Es 
 

3    

鱗翅目 蛺蝶科 旖斑蝶 Ideopsis similis 
  

 2   

種類合計(種)   11 8 5 5 

數量合計(隻次)   69 41 14 19 

多樣性指數(H')   1.43 1.42 1.57 1.04 

註 1：「特有種」一欄「Es」指臺灣特有亞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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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本計畫蜻蛉類調查成果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類 
109.01 

1/13-15 

109.04 

4/22-24 

109.07 

7/22-24 

109.11 

11/26-

27 

蜻蛉目 細蟌科 青紋細蟌 Ischnura senegalensis 
  

8 22 3 2 

蜻蛉目 細蟌科 紅腹細蟌 Ceriagrion auranticum ryukyuanum  
 

 6  1 

蜻蛉目 琵蟌科 脛蹼琵蟌 Copera marginipes 
  

6    

蜻蛉目 蜻蜓科 杜松蜻蜓 Orthetrum sabina sabina 
  

1 1  1 

蜻蛉目 蜻蜓科 善變蜻蜓 Neurothemis taiwanensis E 
 

2 6 2  

蜻蛉目 蜻蜓科 黃紉蜻蜓 Pseudothemis zonata 
  

 3   

蜻蛉目 蜻蜓科 褐基蜻蜓 Urothemis signata yiei Es 
 

 4   

蜻蛉目 蜻蜓科 霜白蜻蜓 Orthetrum pruinosum neglectum 
  

2    

種類合計(種)   5 6 2 3 

數量合計(隻次)   19 42 5 4 

多樣性指數(H')   1.36 1.4 0.67 1.04 

註 1：「特有種」一欄「E」指臺灣特有種；「Es」指臺灣特有亞種。 

 

  



 

15 

 

表 9、本計畫魚類生物調查成果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 

有 

種 

保 

育 

類 

客雅溪 

109.01 109.04 109.07 109.11 

1/13-15 4/22-24 7/22-24 11/26-27 

U M D U M D U M D U M D 

鯉形目 鯉科 䱗 
Hemiculter 

leucisculus 
  8  1      8    

鯉形目 鯉科 鯽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3 1 1 1         

鯉形目 鯉科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            

鯉齒目 花鱂科 食蚊魚* Gambusia affinis   15 8 7 9     10    

鯰形目 甲鯰科 野翼甲鯰* 
Pterygoplichthys 

disjunctivus 
  6 1 2 9  1 4      

鱸形目 麗魚科 吳郭魚* Oreochromis sp.   8 2 3 11 3 21 24  9    

鱸形目 鰕虎科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5            

鱸形目 鱧科 線鱧* Channa striata     1 14 1 6   1    

種類合計(種) 
  

7 4 6 5 2 3 2 0 4 0 0 0 

數量合計(隻次) 
  

46 12 15 44 4 28 28 0 28 0 0 0 

多樣性指數(H') 

  
1.7

4 

0.9

8 

1.4

9 

1.4

7 

0.5

6 

0.6

6 

0.4

1 
0 

1.2

1 
0 0 0 

註 1：「中文名」加註「*」屬外來種。 

註 2：樣站代碼 U 工區上游、M 為工區及 D 為工區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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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本計畫蝦蟹類調查成果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 

有 

種 

保 

育 

類 

客雅溪 

109.01 

1/13-15 

109.04 

4/22-24 

109.07 

7/22-24 

109.11 

11/26-27 

U M D U M D U M D U M D 

十 足

目 

長 臂 蝦

科 
日本沼蝦 

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2 1 1   1   11 

   

十 足

目 

長 臂 蝦

科 
粗糙沼蝦 Macrobrachium asperulum            

   

十 足

目 

匙 指 蝦

科 
假鋸齒米蝦 

Caridina 

pseudodenticulata 
E  5         

   

十 足

目 
溪蟹科 黃綠澤蟹 Geothelphusa olea E   1        

   

十 足

目 
蝲蛄科 

克氏原蝲蛄

* 
Procambarus clarkii     1       

   

種類合計(種)   2 2 2 0 0 1 0 0 1 0 0 0 

數量合計(隻次)   7 2 2 0 0 1 0 0 11 0 0 0 

多樣性指數(H')   0.6 
0.6

9 

0.6

9 
0 0 0 0 0 0 0 0 0 

註 1：「特有種」一欄「E」指臺灣特有種。 

註 2：「中文名」加註「*」屬外來種。 

註 3：樣站代碼 U 工區上游、M 為工區及 D 為工區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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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本計畫螺貝類調查成果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 

有 

種 

保 

育 

類 

客雅溪 

109.01 

1/13-15 

109.04 

4/22-24 

110.04 

4/24 

109.11 

11/26-27 

U M D U M D U M D U M D 

中腹足目 田螺科 石田螺 Sinotaia quadrata   2     4   2   1 

中腹足目 蘋果螺科 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8 11 12 22  8   11 3 5 10 

基眼目 椎實螺科 臺灣椎實螺 Radix swinhoei   5  2          

基眼目 囊螺科 囊螺* Physa acuta     2 3      3  1 2 

種類合計(種)   3 2 3 1 0 2 0 0 3 1 2 3 

數量合計(隻次)   15 13 17 22 0 12 0 0 16 3 6 13 

多樣性指數(H')   0.97 0.43 0.8 0 0 0.64 0 0 0.83 0 0.45 0.69 

註 1：「中文名」加註「*」屬外來種。 

註 2：樣站代碼 U 工區上游、M 為工區及 D 為工區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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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本計畫水棲昆蟲類調查成果表 

目名 科名 英文科名 忍受值 

客雅溪 

109.01 

1/13-15 

109.04 

4/22-24 

109.07 

7/22-24 

109.11 

11/26-27 

U M D U M D U M D U M D 

半翅目 黽蝽科 Gerridae 5 3  5 7  3 2  1  1 2 

蜻蛉目 珈蟌科 Calopterygidae 5  1           

蜻蛉目 細蟌科 Coenagrionidae 9 3 4 2  2        

蜻蛉目 蜻蜓科 Libellulidae 9 2 2 4          

雙翅目 搖蚊科 Chironomidae 8 7 2 3 2         

種類合計(科)  4 4 4 2 1 1 1 0 1 0 1 1 

數量合計(隻次)  15 9 14 9 2 3 2 0 1 0 1 2 

多樣性指數(H')  1.27 1.27 1.33 0.53 0 0 0 0 0 0 0  

Hilsenhoff 科級生物指標 
 7.73 8.33 7.36 5.67 9 5 5  5 0 5 5 

(Family-level Biotic Index, FBI) 

FBI 水質等級  Very poor Very poor Very poor Fair Very poor Good Good  Good - Good Good 

註 1：樣站代碼 U 工區上游、M 為工區及 D 為工區下游。 

註 2：Hilsenhoff 科級生物指標(Family-level Biotic Index, FBI 計算方法為 FBI value = Σ(ni × ti /N。ti 為第 i 科水生昆蟲之污染忍受值，ni 為第 i 科水生昆蟲之個體

數，N 表各採測站水生昆蟲之總個體數。Hilsenhoff 科級生物指標將水質依據指標值劃分為七個水質等級，0.00<FBI<3.75 為 Excellent，3.75<FBI<4.25 為 Very good，

4.25<FBI<5.00 為 Good，5.00<FBI<5.75 為 Fair，5.75<FBI<6.50 為 Fairly poor，6.50<FBI<7.25 為 Poor，7.25<FBI<10.00 為 Very 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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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生物調查及分析方法 

項目 調查方法 

鳥類 

鳥類調查採用沿線調查(穿越線法)或定點調查法，沿水道旁有步行小徑的

地方設穿越線，穿越線須鄰近範圍內各類型重要的鳥類棲地，穿越線長度為 200

公尺。調查時以目視法輔以聲音進行判別，紀錄種類、數量及其出現的棲地。 

沿線調查法以距離為努力量標準；定點調查法以時間為努力量標準。調查

發現的鳥類紀錄種類、數量及其出現的棲地。調查紀錄包括鳥音（即聽到的鳥

種）。 

哺乳類 

哺乳類採用定點觀察調查法、小獸類捕捉調查及訪問調查為主。除目視外，

輔以 Nikon 8×30 雙筒望遠鏡進行調查，此法主要調查一些在林間活動的小獸類，

如松鼠或飛鼠。於定點範圍紀錄發現的哺乳動物或是其足跡、排遺、食痕等痕跡。

調查過程中訪談計畫區及鄰近區之農民、住戶，配合圖片說明，詢問最近半年內

曾出現之哺乳動物。而由於一般民眾對於中、大型(如鼬獾、白鼻心、臺灣獼猴)，

或是較特殊的小獸類(如鬼鼠、鼴鼠、臭鼩)的辨識度較高，因此訪談採信的部份

將以民眾辨識度較高的物種為主。 

小獸類捕捉調查乃於每樣站調查範圍布設 5個捕鼠籠。設置地點以現場較

自然且植物較多的環境為主。陷阱內置沾花生醬之地瓜作為誘餌，並在內部放

置碎紙屑以避免小型哺乳類因失溫死亡。夜間以超音波偵測儀輔助進行蝙蝠調

查。 

爬蟲類 
爬蟲類調查採用穿越線法，長度為 200 公尺。調查方法採逢機漫步之目視

預測法，紀錄出現之爬蟲類種類、數量及棲地等。穿越線法以距離為努力量標準。 

兩棲類 
兩棲類調查採用類似鳥類之穿越線法進行調查，沿溪流、水域及邊坡等環

境進行。調查時間為天黑以後以探照燈目視尋找。 

陸上昆蟲 
陸上昆蟲以蝶類及蜻蛉目為主要對象。以手抄網捕捉或長鏡頭拍攝來確定

蝶類及蜻蛉的種類。調查範圍參考鳥類穿越線。 

魚類 

以手拋網、蝦籠誘捕或目視調查為主要方法。實地魚類調查方法得視水道

當時情況，選擇手拋網或蝦籠(內置調和魚餌)誘捕。若在採集時遇到釣客，可進

行訪問。 

蝦蟹類 

以蝦籠誘捕及使用手抄網於岸邊濱水植被與水域交界進行採集為主要方

法，每一調查樣站架設中型蝦籠 3個(口徑約為 12公分)，內置狗飼料作為誘餌，

手抄網每樣站約採集 15分鐘。 

螺貝類 
螺貝類採集以目視選擇個體出現之相對密度較高之棲地，以定面積(50 cm 

× 50cm)(3 樣本)的範圍內進行種類鑑定與計數。 

水棲昆蟲

類 

水生昆蟲以蘇伯氏水網採集為主，而以手抄網為輔。採集時於人員安全可

及之樣區上下游 50 公尺範圍尋找流速約 30~50cm/sec 及水深約 30~50cm 之礫

石、卵石之河床 3 處，依環保署公告之標準作業(NIEA E801.30T)之蘇伯氏定面

積水網採集。採獲之水生昆蟲先以 10%福馬林液固定，記錄採集地點與日期後，

帶回實驗室鑑定分類。如缺乏使用蘇伯氏水網之環境，則改以手抄網沿岸邊緩流

環域採集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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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調查方法 

植物 

(陸域植物

及水生植

物) 

陸域植物調查紀錄調查工程預定地、鄰近區域及溪流河岸綠帶植物種類。若有發

現符合該縣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之樹木，則予以標定，製作圖說。陸域植物調查，選擇

較原始或是未開發區兩百平方公尺的複合面積為樣區。調查植物種類及豐度，木本植物

量測胸徑，草本植物量測覆蓋度。 

水生植物調查則選擇代表性之水岸或淺水砂洲為樣區，設定一條跨越水岸線的寛二公

尺、長五公尺的垂直流向之長方形樣帶，記錄植物種類及覆蓋度。 

植被及自然

度調查 

配合航照圖進行判釋，依據土地利用現況及植物社會組成分佈，區分為 0~5 級。 

自然度 0：因人類活動造成的無植被區，如房舍、道路及機場等。 

自然度 1：裸露地：因天然因素造成的無植被區，如河川流域、礁岩及天然崩塌地所造

成的裸露地等。 

自然度 2：農耕地：植被為人工種植的農作物，包括果園、稻田、雜糧等，及暫時休耕、

廢耕的草生地，此區的植被可能隨時變動。 

自然度 3：造林地：包含伐木或火災跡地的造林地、草生地及竹林地。其主要植被雖為

人工種植，但不經常翻耕，收穫期長、穩定性高。 

自然度 4：原始草生地：在當地大氣條件下，應可發育為森林。但受限立地因子，如土

壤、水分、養分及重複干擾等因子限制，使其演替終止於草生地階段，長期維持草生地

之形相。 

自然度 5：雜木林地區：包括未經破壞的樹林，以及曾經遭受破壞但已演替成天然狀態

的森林，即植物景觀、植物社會之組成，結構頗穩定。若不遭受干擾，在未來其組成及

結構改變不大。 

樣區植物之

計算公式 

樣區木本植物計算公式如下： 

相對密度(%)=(某植物之株數/所有樣區內全部植物之株數) ×100 

相對優勢度(%)=(某植物之底面積/所有樣區底面積之總和) ×100 

相對頻度(%)=(某植物之頻度/所有樣區內植物頻度之總和) ×100 

相對底面積=(某一種的底面積/樣區內所有木本總底面積)*100% 

底面積由 dbh(胸高直徑)換算 

百分比重要值(%)=(相對密度+相對優勢度+相對頻度) /3 

樣區地被植物計算公式如下： 

相對優勢度(%)=(某植物之覆蓋度/樣區植物之總覆蓋度) ×100 

相對頻度(%)=(某植物之頻度/樣區植物頻度之總和) ×100 

百分比重要值(%)=(相對優勢度+相對頻度) /2 

多樣性指數

(H’) 

Shannon-Wiener 多樣性指數(Shannon-Wiener’s diversity index( ))： 

H ＝－
=

S

i

iP
1

log10 Pi 

S ：各群聚中所紀錄到之動物種數 

Pi：各群聚中第 i 種物種所佔的數量百分比 

本指數可綜合反映一群聚內生物種類之豐富度(Species richness)及個體數在種間

分配是否均勻。若 值愈大，則表示群聚間種數愈多或種間分配較均勻。於本計畫主

要用於快速比較各樣站間之歧異度差異。如各樣站紀錄之種類數<2)，則不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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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影像紀錄 

  

照片 1、工區上游紅冠水雞 

(109.11.26) 

照片 2、工區上游小白鷺 

(109.11.26) 

  

照片 3、工區上游翠鳥 

(109.11.26) 

照片 4、工區下游金背鳩 

(109.11.26) 

  

照片 5、工區下游白頭翁 

(109.11.26) 

照片 6、工區下游大卷尾 

(109. 1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