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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經濟部水利署中區水資源局為完成湖山水庫之興建，於 2007 年起至 2014 年
特別委託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協助規劃執行「湖山水庫工程計畫生態保育措施–
森林、溪流生態系統之調查研究規劃」計畫，相關計畫主要分為森林生態系和溪
流生態系兩大部分，以及後續的生態系復育與保育教育宣導計畫，共計 35 項。執
行期間除了完成多項野生動植物資源現況調查外，並選定指標物種及族群進行多
年的監測，並針對主要物種研究其生活史，並根據調查研究的結果，選定特定生
態需求之指標物種進行森林生態系的復育工作，使得水庫營運後當地生物多樣性
得以逐漸恢復，以減輕水庫興建工程對當地自然棲地與野生動植物所造成的負面
影響，並期望未來可持續提供及維繫良好的棲地品質。另外，透過各類野生動植
物推廣書籍的編印，並深入當地社區及學校舉辦宣導教育活動等方式，提昇民眾
對於湖山地區生態資源之瞭解與重視，並願意共同投入維護生態保育的工作，以
達成水庫興建後提供民生與灌溉用水與維繫棲地保育雙贏的局面。
交通部公路總局蘇花公路改善工程處為順利完成蘇花公路改善工程之施工，
因應環評承諾事項於 2012 年起委託本中心執行「臺 9 線蘇花公路山區路段改善計
畫(蘇澳~東澳、南澳~和平、和中~大清水)施工中暨營運階段指標生物研究計畫」
生態調查及指標生物研究計畫。其過程與湖山水庫之案例有異曲同工之處，皆期
望在重視當地生物多樣性與維護棲地之前提下，以利民便民為目的完成政府重大
建設。然而，湖山水庫之案例可以複製至蘇花公路改善工程嗎？端視主辦單位與
受委託執行單位的共同認知與努力。蘇花改計畫目前已進行至第 5 個年度(2016
年)，各項子計畫係依動物習性與棲地特徵設置樣區並選擇適當的調查方法，按季
節進行調查與研究。目前發現的野生動物包括哺乳類 18 科 44 種(其中蝙蝠類有 20
種)、鳥類 51 科 166 種(含環頸雉與猛禽類)、爬蟲類 10 科 33 種、兩棲類 6 科 19
種、淡水魚類 12 科 32 種、蝦類 2 科 17 種、蟹類 2 科 10 種，以及鱗翅目蛾類 51
科 904 種，代表了當地豐富的野生動物多樣性。本計畫持續進行所獲得之執行成
果，除了建置當地生物多樣性的基礎資料外，亦將運用於評估蘇花公路改善工程
所造成的影響，並藉以提出改善措施建議，期望能夠降低臺 9 線蘇花公路改善工
程施工過程對當地生物多樣性的衝擊，並保有在未來完成後生態復育的潛力，以
及設置對環境友善措施的重要參考。
關鍵字：湖山水庫、臺9線蘇花公路、哺乳類、蝙蝠類、鳥類、爬蟲類、兩棲類、
淡水魚類、淡水蝦類、南澳澤蟹、鱗翅目、生物多樣性、生態復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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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前言
湖山水庫興建(2016 年 7 月開始供水營運)和蘇花公路改善工程都是政府近年
來推動之重大工程，攸關廣大民眾的生活與交通之權益。其中有關生態保育之相
關計畫都和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以下簡稱特生中心)有關。重大工程施工一定會
造成原棲地的破壞與影響(主要為棲地破碎化)，特生中心本於職責與專業，積極協
助調查評估施工對生態及物種所造成的負面衝擊與影響，並將研究成果運用於未
來長期監測，藉以提出建議或改善措施，以降低當地生物多樣性的衝擊，並保有
在未來工程完成後復原當地生物多樣性的潛力。
湖山水庫係政府為解決雲林地區民生用水問題、減輕地下水超抽及地層下陷
所推動之重要水資源建設。經濟部水利署中區水資源局乃於「湖山水庫工程計畫
生態保育措施」內研提執行作業計畫(含森林生態系統、溪流生態系統及人文生態
系統研究)據以推動執行。鑒於湖山水庫之興建是政府既定政策，經濟部水利署中
區水資源局於 2006 年 12 月 11 日報行政院核定「湖山水庫工程修正計畫」將特生
中心列為生態保育措施之協辦單位；本於政府一體，特生中心乃於 2007 年 2 月
26 日同意協助該局執行前述生態保育措施有關森林生態系及溪流生態系專案研究
計畫之研究規劃及生態保育宣導工作。整體計畫期程為 2007 年至 2014 年止，共
8 年。湖山水庫生態保育措施執行計畫主要是依據施工期間環境調查及監測與生
態敏感物種特性調查結果，透過評估來瞭解保護措施執行成效(經濟部水利署中區
水資源局[62]，2005)，以加強落實「湖山水庫工程計畫生態保育措施」，減輕工
程開發過程對生態負面之衝擊，維持多樣性生態環境，進而改善水庫鄰近地區之
棲地品質或供為將來進行該區域整體經營管理之參考。
臺 9 線公路是臺灣東部相當重要的道路，北自宜蘭、縱貫花蓮、南抵臺東，
其中臺 9 線蘇花公路為花蓮地區與北部區域間僅有的聯外道路系統。此段公路因
受地形與地質條件限制，路線彎繞迂迴，行車安全與舒適性相對較差，而且每遇
颱風豪雨經常坍方中斷。歷年來雖然經過公路總局等相關單位持續努力改善，然
而行車品質與交通效率仍難以全面提升。近年來因為全球氣候變遷導致的持續暖
化現象，極端天候幾已成為常態，臺灣島在夏秋季節經常面臨著颱風來襲導致的
強風豪雨。現有蘇花公路因地質脆弱、抗災能力不足，每遇颱風豪雨經常造成坍
方阻斷，這種現象近年來日益明顯，已嚴重影響花東地區民眾生活與觀光產業發
展。政府為了回應花東地區民眾熱切的期盼，提供東部地區一條安全可靠之聯外
道路，遂請交通部對蘇花路廊積極進行改善，爰由交通部公路總局推動臺 9 線蘇
花公路改善計畫，以永續環境發展之思維及導入事前溝通協調之理念，規劃臺 9
線蘇花公路之改善方案。
交通部公路總局依照「臺 9 線蘇花公路山區路段改善計畫(蘇澳~東澳、南澳~
和平、和中~大清水)環境影響說明書」決議事項，於施工期間責成開發單位成立
環境監督委員會，對於施工安全、湧水、空氣污染、水污染、生態及文化資產等
議題進行監督，並由交通部公路總局蘇花改善工程處主辦。因此，為落實並如期
推動前述計畫之施工階段生態監測指標生物研究內容，特成立「臺 9 線蘇花公路
山區路段改善計畫(蘇澳~東澳、南澳~和平、和中~大清水)施工中暨營運階段指標
生物研究計畫」。經過幾次討論溝通，交通部公路總局蘇花改善工程處於 2011 年
12 月 9 日以蘇花勞字第 1001001085 號函請特生中心協助執行揭旨計畫，期望樹
立未來重大工程開發與生態並重之良好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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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計畫內容
2.1 湖山水庫計畫
主要分為三大內容：A.森林生態系(2007~2014 年)；B.溪流生態系(2007~2014
年)；C.部分生態保育宣導(2007~2014 年)。第 1 項研究內容為動植物資源現況調
查、指標物種及族群監測、生活史研究等，再根據以上調查結果，訂定並完成特
定生態需求指標物種及森林生態系復育工作，以提供進行指標物種復原與改善賴
以為生之棲息地的參考，期減輕水庫興建工程所造成之負面影響，最終目的為維
護湖山地區森林性物種生物多樣性及良好的棲地品質。第 2 項主要為瞭解水庫興
建區中，兩溪流生物間的食性關係與個體能量平衡，以建構生態系食物網模式，
以及兩河川生態系的基本構造與水域生態模式變化，提供將來經營管理時之參
考。另外，在湖山水庫興建過程中，往往會引起社會的關注與爭議，因此除調查
動植物資源並研擬生態保育措施外，並透過宣導品之編印、深入社區及學校舉辦
環境教育活動等方式，宣導水庫興建之必要性、開發過程儘量維護生物多樣性、
或完成後復育當地棲息地的努力，藉以提昇民眾對湖山地區生態資源之瞭解與重
視，並願意共同投入保育工作，期能改變開發與保育互相衝突甚至對立的刻板印
象。

2.2 蘇花改計畫
主要分為兩大內容：A.施工階段生態監測指標生物研究(2012~2020年)；B.營
運階段生態監測指標生物研究(2017~2020年)。目前進行中的工作內容為第1項之
施工階段生態監測指標生物研究，其中包含9項子計畫10個工作項目。整體計畫旨
在落實「臺9線蘇花公路山區路段改善計畫」在施工期間評估反應公路開發過程對
生態負面之衝擊，並將所得研究成果應用於未來長期監測，藉以提出建議或改善
措施，以降低施工過程對當地生物多樣性的衝擊，並保有在未來工程完成後復原
的潛力。
施工階段生態監測指標物種生物研究，主要藉由各生物類別指標物種的現況
調查、監測、試驗樣區施工前後環境變遷比較，並建置研究成果資料庫等項目，
來完整建構各層面所需之資訊。按照環評書的規劃，各項研究計畫內容包括：A.
設置比較樣區進行環境變遷比較：主要在於分析工程對於環境之影響與干擾狀
態，設定出施工區域、施工干擾區與非施工干擾區三類區域，評估施工干擾區與
非施工干擾區之野生動植物干擾狀況；B.生物遷徙廊道研究：經由調查發現工程
區域沿線若有物種進行大規模遷徙行為，即針對該物種進行相關研究與監測，嘗
試提出該物種不受本開發案工程影響的具體方法；C.洄游性物種監測：東部地區
河流生物組成多屬洄游性物種，其組成受豐枯水期影響甚鉅，施工期間應針對沿
線各溪流洄游性魚類與蝦蟹類進行調查研究，期減輕計畫道路工程對水域生態之
影響；D.淡水蟹保育：南澳澤蟹及太魯閣澤蟹為臺灣侷限分布物種，遷移能力較
洄游型螃蟹差，當其棲息環境遭破壞時，族群數量將會明顯減少甚至有滅絕危險，
因此必須進行調查研究並提出有效之保育措施；E.臺灣山羊研究調查：臺灣野山
羊為本區發現最大型的野生哺乳動物，亦為最大型的臺灣特有種動物，常遭人為
干擾及獵捕，保育及監測該物種對棲地及保育具指標性意義；F.翼手目動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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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翼手目動物(即蝙蝠)種類繁多(36種)且族群數量龐大，夜間活動時常穿越車
道並於路燈下捕食昆蟲，計畫路線沿線皆可發現，道路對其有潛在危害，而且翼
手目動物為小型哺乳動物中壽命最長，其族群動態可反應環境變遷、生物毒性累
積及人為活動干擾情形，主要棲息環境為舊有礦坑及溝渠，應評估道路開發對其
影響；G.鳥類指標物種(猛禽+環頸雉)研究：計畫路線對森林開發雖僅侷限隧道
口，對大多猛禽(含日、夜行性)的族群數量多寡與該區域食物來源豐富與否有關？
應列為指標物種進行調查。至於族群量稀少之環頸雉則應特別針對南澳地區溪流
高灘地與漢本新生地之族群進行監測；H.兩棲類爬蟲類指標物種研究：因道路開
發對兩棲類和爬蟲類造成的影響為棲地切割及增加路死機率，其中蛇類屬生態系
中高階消費者，其族群數量易受環境變動影響，可作為生態監測的模式生物，並
有必要針對道路沿線的蛇類分布與路死個體數量進行記錄，以分析道路開發對於
蛇類的影響程度。至於淡水龜(如食蛇龜、柴棺龜等)，本計畫隧道與路堤開挖整地，
對棲息於該環境的物種之棲息地將受到破壞，必須協助遷移至不受工程影響環
境，並評估其復育之可行策略；I.資料庫建置計畫：整合相關計畫調查研究資訊以
作為環境長期變遷之分析基礎。

三、研究成果
3.1 湖山水庫計畫
相關計畫經過8年(2007~2014年)的研究調查，茲按森林生態系、溪流生態系、
生態系復育與棲地改善及生態保育教育宣導等結果概述如下。
3.1.1 森林生態系
A.植物：於計畫區內之植群型可分為麻竹林型、香楠林型、水同木林型、樹杞林
型、構樹林型及果園型等6個；共記錄維管束植物100科252屬354種，其中圓葉
布勒德藤及岩生秋海棠屬於稀有植物。
B.哺乳類：共發現15科31種野生哺乳類動物(含蝙蝠18種)，包括4種保育類，以臺
灣獼猴出現頻度最高。2007~2011年選擇食蟹獴與蝙蝠類為指標物種進行監
測，自動相機OI值顯示，食蟹獴在當地有明顯下降的趨勢，幼獴在7月至翌年1
月出現，每胎1~2隻幼獴；歷年發現的蝙蝠種數12~17種，捕獲隻數以2009年最
多(163隻)，之後呈現下降。每年4~7月間有多種蝙蝠具懷孕或生殖現象。
C.鳥類：共發現38科102種鳥類(含23種保育類)，以接近森林之人工竹林闊葉樹混
生林之鳥種密度最高，其中32種為復育過程需優先關注的鳥種，大部分為森林
性鳥種。因此水庫鄰近地區進行棲地改善時須優先將開墾地朝森林的方向改
善，增加植被形相結構複雜度及植物種組成多樣性。
D.爬蟲類：共發現2目8科24種，優勢物種為印度蜓蜥、斯文豪氏攀蜥及麗紋石龍
子。闊葉林環境有利於蜥蜴生存，廢棄檳榔園的蜥蜴組成相似度雖然與闊葉林
最為相近，但族群量不穩定；不同年間蜥蜴數量下降36%。監測期間，印度蜓
蜥的活動週期維持固定，每年3月為活動高峰，6月生產幼蜥，11月進入休眠期；
麗紋石龍子活動週期與印度蜓蜥相似，但無明顯高峰期。
E.兩棲類：共有5科21種(包括5種臺灣特有種，6種保育類)。史丹吉氏小雨蛙為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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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性生殖者，配對中的雌雄蛙在體型呈現二型性，雌蛙體型大於雄蛙；雄雌性
比1.6。諸羅樹蛙分布於人工干擾棲地(如雜木林、竹林、果園等)，棲息於暫時
性積水環境，繁殖期3~8月，以產卵泡於地面上的方式生殖。
F.昆蟲：蝶類計有9科147種(包含3種臺灣特有種，1種其他應予保育類)，約占臺灣
蝶類種數的40%。燈光誘集以鞘翅目及鱗翅目(蛾類)數量最多；陷阱則以鞘翅目
及雙翅目為主。蟻類計有7亞科37屬87種(臺灣特有種23種)，約占臺灣螞蟻種數
的40%。不同類型的棲地具特定的種類及生態功能群。
G.蚯蚓：結果共發現2目5科8屬19種(含特有種2種)。當地之優勢種蚯蚓為皮質遠盲
蚓、六胸遠盲蚓及來自中南美的黃頸蜷蚓。蚯蚓物種數及數量與土壤之水分、
pH值等並無顯著相關性。
H.菌根菌與植被類型關係：採集不同林型土壤樣本共33件，經溼篩法及糖液離心
後，分離出外生菌根菌5科5種，內生菌根菌3屬9種。
I.土壤特性與植被類型關係：淹沒區土壤含水率變異極大(<0.1%~35%以上)，不過
均未達飽和狀態，顯示蚯蚓可適應之土壤水分含量範圍廣泛。大部分土樣均以
砂粒為主，有機碳多在20 g/kg以下。未來在淹沒區外進行棲地復育時，增加土
壤有機質應可提高蚯蚓的數量。
J.八色鳥族群數量調查：監測結果顯示歷年八色鳥數量最高為2004年，最少為2012
年，至2016年（新增計畫）雖略為增加，但仍處低點；2016年的數量比2004年
減少超過80％。水庫內外區域八色鳥族群都呈現急遽下降之趨勢，尤其水庫範
圍內的八色鳥自2007年以後即降至10隻以下，2016年則未發現。除了湖山水庫
施工所導致的繁殖棲地減少與劣化外，度冬及過境棲地的改變亦可能是造成研
究地區八色鳥族群數下降的原因。
K.錫蘭七指蕨繁殖復育研究：錫蘭七指蕨為嚴重瀕臨絕滅級物種，本計畫著重於
移地保育施行及無性繁殖的可行性評估。移地保育工作於2013及2014年秋冬季
進行，結果證實以分株方式對錫蘭七指蕨走莖進行切割，經過一段時間後植株
有癒合及再生新生長點的能力。
L.湖山水庫圓葉布勒德藤物候及授粉昆蟲調查：本研究於湖山水庫及其鄰近地區
調查珍稀植物圓葉布勒德藤之物候及授粉者，以瞭解其繁殖機制。發現9月中旬
至11月為盛花期，並於隔年1月結束花期。具長短兩型之雄蕊及孔裂花藥。由出
現的頻度可知本區的主要授粉者為無墊蜂類，授粉方式應屬振動媒介傳粉。在
無傳粉者的媒介下無法成功結實。
M.黃德坑溪及崁頂坑溪流域野生動物資源調查：於2014年於調查區域記錄哺乳類7
目12科22種、鳥類28科42種、爬蟲類8科24種、兩棲類6科17種、魚類2科4種、
蜘蛛類23科126種、蝴蝶類5科74種及蜻蛉目3科10種，其中有50種為臺灣特有種
或特有亞種、20種為保育類動物。野生植物調查，共記錄84科188屬229種。結
果將提供在地社區生物資源資料及棲息地經營策略。
N.湖山水庫生態系保育研究成果資料庫建立與維護：為促進「湖山水庫生態保育
措施相關研究計畫」資料整合流通，建立「湖山水庫自然生態調查地理資訊系
統」，包含(A)提供線上地理空間資訊、(B)研究計畫之資料庫，(C)研究資料的
空間分布資訊展示系統等三大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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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溪流生態系
A.清水溪及梅林溪河川生態系變遷監測：兩溪流共獲9科25種魚類、2科5種蝦類及
2科3種蟹類(含臺灣特有魚種11種，其他應予保育類1種，特有種蝦蟹類4種)；
兩溪流之魚類相明顯不同，而蝦蟹類及水棲昆蟲則無差異。取水系統應有適當
設計避免吸入魚卵、魚苗，以減少對清水溪魚類資源之衝擊及減少魚類被引入
梅林溪之機會。
B.清水溪流域指標物種生活史研究：
(A).明潭吻鰕虎：屬於雜食性魚類，按體長大小分別以水生昆蟲、絲藻片段、
水棲昆蟲、有機碎屑為主；微棲地環境的改變會影響明潭吻鰕虎主要攝食種
類。以生殖腺指數推估其繁殖季應為夏季(5~7月)及冬季(11至隔年3月)。
(B).粗首鱲：對於水生昆蟲有選食偏好或攝食限制，以矽藻植物、絲藻、水生
昆蟲、螞蟻及其他有機碎屑為食，屬雜食性。依據肥滿度、生殖腺指數及肝
臟指數數據變化顯示，粗首鱲繁殖季節應該在每年的2~5月與8~10月。
(C).臺灣馬口魚：該流域之臺灣馬口魚可辨識雌、雄魚比例平均值為0.5：1。以
肥滿度、生殖腺指數及肝臟指數推估繁殖週期，數據顯示臺灣馬口魚繁殖季
節推測可能為6~9月。
C.清水溪水域生物棲地需求研究：共發現7科21種魚類與1科3種蝦類，未捕獲蟹
類。魚類族群量方面以臺灣石魚賓數量最豐(36%)，保育類魚類埔里中華爬岩鰍僅
少量發現。河川生態基流量以臺灣石魚賓為例推估，枯水期之生態基流量維持1.5
cms，水深為0.17公尺、流速為0.87 m/s；豐水期之生態基流量為6 cms時，水深
為0.35公尺、流速為1.42 m/s。
D.湖山水庫相關溪流生態系經營管理研擬及檢討：於梅林溪共捕獲4科9種3,851尾
魚類，清水溪9科26種8,007尾魚類。2014年之後，二條溪流魚類單位努力捕獲
量皆有減少且體型小型化的趨勢，推測應是受水庫相關工程及其他人為干擾之
影響所致。庫區內原溪流生態系轉變成水庫生態系後，推測僅有鯉科的粗首鱲、
臺灣馬口魚、臺灣石魚賓，鰻鱺科的鱸鰻，以及鰕虎科的短吻紅斑吻鰕虎、明潭
吻鰕虎等魚類可適應存活。
E.清水溪生態池設置可行性評估之研究：利用蒐集地理、水文、地文、水質、生
態及河川區域及土地利用等基本資料，以及國內外相關案例與文獻回顧及現場
補充調查方式，嘗試評估可行的生態池位置、面積、型式、操作方式等，同時
擬定數種方案，進行棲地模擬評估，以擬定維護管理措施。
3.1.3 生態系復育與棲地改善
A.湖山水庫棲地改善試辦計畫：需要關注的議題：(A)依照土質與水源狀況調整策
略；(B)思考苗木來源；(C)規劃長期合作及後續維持機制；(D)長期森林復育計
畫；(E)資訊交流與分享；(F)適應性彈性管理。
B.湖山水庫及鄰近地區棲地復育及改善方法試驗研究：藉由實地調查及試驗操作
探討湖山水庫周邊的森林演替模式，尋找符合森林動態及經濟成本的復育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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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包括：(A)推估研究地區植物群落現況及其演替階段；(B)瞭解麻竹林的自
然更新狀況；(C)主動移除麻竹及補植原生樹種，建立監測指標，瞭解復育過程
可能遭遇的困難；(D)調查不同種類及試驗環境下之苗木生長狀況。研究試驗範
圍位於湖山水庫北側的「自然生態保留及復育區」以及林務局阿里山事業區第
61-73林班地。
C.森林生態系復育計畫研擬及檢討：為整合「湖山水庫工程計畫生態保育措施-森
林、溪流生態系統之調查研究規劃」過去調查成果，考量森林生態系、特殊物
種需求以及經濟成本等更多層面，以較大的空間尺度，提出整合性的生態復育
建議。
表1. 2007年4月至2014年12月止於湖山水庫範圍及周邊地區各類物種調查結果表
年度

總 計

類別

特別關注物種

植物類

維管束植物121科346屬510種(包括 錫蘭七指蕨、圓葉布勒德藤、
蕨類23科38屬71種、裸子植物2科3 岩生秋海棠、鹿谷秋海棠
屬3種、被子植物96科305屬436種)

哺乳類

哺乳類：15科32種(含蝙蝠4科18種) 食蟹獴、蝙蝠類

鳥類

38科102種

篩選出復育過程需要優先關注
的鳥種(含八色鳥在內共32種)

爬蟲類

9科38種

食蛇龜

兩棲類

6 科 21 種

史丹吉氏小雨蛙、諸羅樹蛙

昆蟲

18目132科688種(含蝶類147種；螞
蝶類、蟻類、扁鍬形蟲
蟻類98種)

蚯蚓

2目5科19種

---

菌根菌

外生菌根菌5科5種
內生菌根菌3屬9種

---

資類庫

81篇成果報告
環境與生物因子資料

---

水域

魚類：9科24種
蝦類：3科8種
蟹類：1科3種

埔里中華爬岩鰍、粗首鱲、臺
灣馬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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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生態保育教育宣導
A.編撰教材：「阿花阿八遊湖山」、「神隱大調查」、「我的自然筆記書」、「盤
古與阿杜」、「百萬幸蝠小學堂」、「候鳥的旅程」、「海岸植物生存戰爭」、
「濕地好好玩」、「甲蟲王者」、「神秘之光-螢火蟲」、「與龜共伍」及「湖
山蛙蛙蛙」等共12套。
B.辦理生態研習營：「湖山生態小偵探夏令營」、「湖山生態小偵探培育訓練活
動」、「湖山水庫地區自然教育研習營」、「2009湖山親子夏令營」、「濕地
體驗營」、「湖山生物資源解說人員培訓班」、「湖山水域生物資源解說人員
進階培訓班」、「湖山水庫地區保育宣導活動」、「湖光山色-湖山生物資源特
展」、「湖山水庫工程人員自然保育研習班」、「臺灣生物多樣性及水資源保
育講座」、「湖山水庫與生態社區營造教師研習活動」及「2011坪頂生態探索
夏令營」等。
C.生態相關活動：「湖山生態之旅」、「捕捉湖光山色兒童生態之旅」、「捕捉
湖光山色-生態攝影比賽」及「捕捉湖光山色兒童寫生活動」等。
D.展覽類：「湖光山色-湖山生物資源特展」及「湖山精靈-紫斑蝶」等。
E.出版品：「湖山水庫地區常見植物」、「湖山蛙鳴」、「湖山蕨色」等解說摺
頁。「湖山四季」、「水育萬物，繽紛湖山」及「彩繪湖山」年曆。「探索湖
山生物多樣性」及「湖山動物故事集-那些年那些動物」桌曆。「七嘴八蛇、蜥
是珍寶-湖山水庫及斗六丘陵地區爬行類動物介紹」解說手冊。『無家可「龜」
一個等待改寫的食蛇龜故事』保育宣導手冊，以及「探索湖山-生物資源解說手
冊」套書等。
F.生態保育到校服務：以南投縣及雲林縣地區為主之中小學共計60所。

3.2 蘇花改：以2012年3月至2015年11月各子計畫之執行結果概述
3.2.1 設置比較樣區進行環境變遷比較(植物)
在工程進行前、進行中與通車後持續進行蘇花公路沿線植群調查，並從中選
擇指標物種加以監測，分析其族群數量及分布狀況，以瞭解歷年族群數量及分布
變化與棲地環境改變之間的關係。2012~2014年間共設置111個植群樣區，調查記
錄維管束植物140科410屬706種；其中受威脅物種有日本卷柏等23種。植群樣區林
型可分為樹杞-江某、澀葉榕-猪母乳、猪母乳-樹杞-菲律賓榕、猪母乳-澀葉榕、細
葉饅頭果-小葉桑、青剛櫟-血桐-白肉榕、血桐-構樹-蟲屎、木麻黃-海檬果等8種林
型，其中以猪母乳-樹杞-菲律賓榕林型之多樣性最高；較多樣區屬於木麻黃–海檬
果林型，其物種豐多度及豐富度均最低(此林型多分布於海岸較平緩區域，較易受
人為或自然干擾所致)。而猪母乳–樹杞–菲律賓榕、猪母乳–澀葉榕、細葉饅頭果–
小葉桑等3種林型已趨於穩定而朝極盛相發展。2015年度多次颱風強烈襲臺，本計
畫特於冬季生長季(12月~5月)及夏季生長季(6月~11月)進行永久樣區植群複查與
評估，探討颱風之干擾影響。結果顯示，強烈颱風雖造成部份喬木層樹木死亡，
但比較此二生長季之喬木層及地被層優勢植物後發現，風災似乎並未對其各樣區
內喬木層及地被層物種組成造成太大影響。另外並已建立永久樣區植物名錄(100
科251屬414種)，同時進行431份植物引證標本製作，目前已鑑定至種隻標本有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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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共75科256種)，並已完成檔案數位化。
3.2.2 設置比較樣區進行環境變遷比較(其他動物)
本計畫所謂施工干擾區和非施工干擾區設置的比較樣區，選擇以哺乳類之蝙
蝠、鳥類及兩棲類為指標物種，按不同季節進行物種與分布現況調查。蝙蝠類共
設立8組調查樣區(每組包含施工樣區及非施工樣區)，主要以超音波回聲測錄辨種
法進行夜間蝙蝠活動音頻之測錄、分析與辨種；另架設紅外線自動照相機調查其
他共域的哺乳類動物。鳥類共設立8組調查樣區，採用圓圈法(定點觀察法)為主、
穿越線觀察法為輔進行調查，記錄見到或聽到的鳥種與數量。兩棲類則設立15組
調查樣區，採用目視遇測法及鳴叫計數法進行調查，亦檢視因路死效應導致之死
亡個體。4個年度的調查結果如下：
A.蝙蝠類共錄得2,878筆音頻，分屬13種蝙蝠；春季活動音頻最多，夏季略少，優
勢物種為長趾鼠耳蝠、堀川氏棕蝠及山家蝠；堀川氏棕蝠於工程施作後於施工
樣區的活動量有減少趨勢，而非施工樣區則略有增加，而長趾鼠耳蝠在不同樣
區間則各有昇跌；自動照相機於123,187工作時數共拍攝野生哺乳類動物7目12
科13種，不同年間物種組成穩定，然而除白鼻心外，刺鼠、鼬獾、山羌和臺灣
野猪在非施工樣區OI值均高於施工樣區。
B.鳥類全區共發現34科77種，在不同路段樣區共目擊55種(總目擊2,420隻次)，種
數以南澳至和平路段的非施工樣區33種最多，和中至大清水路段的施工樣區20
種最少；隻次最多者是蘇澳至東澳路段的施工樣區683隻次，和中至大清水路段
施工樣區與比較樣區皆為203隻次為最少者。當地優勢鳥種前5名為白頭翁、綠
繡眼、洋燕、麻雀及紅嘴黑鵯。各路段年度不同樣區的共同優勢種是白頭翁與
洋燕(和中至大清水路段2014年除外)。
C.兩棲類共發現6科17種，包括鳴叫計數法2,482筆及目視遇測法569隻次；自2012
年至今，沿線可目視或聽到的物種數以春季(平均約14.5種)最多，夏季(約12.6
種)和秋季(約12.3種)略減，冬季最少(約11種)；發現數量與出現頻率最高者均為
面天樹蛙；艾氏樹蛙及盤古蟾蜍族群量可能易受到人為干擾影響而減少，而黑
眶蟾蜍則無此現象；非施工樣區之岐異度呈現由北至南遞減，而施工樣區以南
澳~和平路段最低。另4年間爬蟲類共發現9科28種。
3.2.3 生物遷徙廊道研究
為了評估改善工程計畫施工範圍可能之野生動物生態廊道所能發揮的功能，
按「在蘇花公路改善工程範圍可能進行遷徙的野生動物」清單，並選定12類動物
作為監測對象。結果發現臺灣管鼻蝠、臺灣葉鼻蝠、盤古蟾蜍、黑眶蟾蜍、日本
樹蛙、面天樹蛙、二斑叉紋苔蛾，以及擬燈夜蛾屬的3個物種-圓端擬燈裳蛾、長
斑擬燈裳蛾與橙擬燈裳蛾等物種在當地均相當普遍；其中圓端擬燈裳蛾(南澳4及8
月、東澳8及10月)有大量發生的狀況，但於各樣區的大發生季不同；澤蟹屬物種
則甚少發現，主要集中於清水溪上下游；而盤古蟾蜍被發現的個體數與路死個體
數皆為最多者，是未來需要特別關注的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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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洄游性物種監測
水生動物洄游的目的可分為索餌洄游、越冬洄游和產卵洄游 3 種模式。索餌
性洄游即水生動物從產卵區或越冬區游向攝食區的活動，越冬性洄游是指離開攝
食區到越冬區的行為，產卵洄游為從越冬區移至產卵區的行為，以使卵及幼胚有
更佳的發育條件，尤其是避免於生活史初期被掠食者捕食。自 2012~2015 年間於
蘇花公路改善路段沿線所經 9 條溪流 19 個樣站完成 15 季調查。魚類共捕獲 12 科
32 種 2,279 尾，其中洄游性物種比例為 63%；大吻鰕虎和日本禿頭鯊出現頻度最
高；數量最豐者為日本禿頭鯊，分布亦最廣泛。蝦類共捕獲 2 科 17 種 1,729 隻，
其中洄游性物種比例高達 76%；分布最廣為貪食沼蝦；捕獲數量最豐者為大和沼
蝦。蟹類共捕獲 2 科 8 種 209 隻，其中洄游性物種比例僅 38%；分布最豐及最廣
者皆為字紋弓蟹。就物種多樣性指數比較，19 個樣站中良里溪下游樣站多樣性及
歧異度指數均優於其他樣站，而均勻度指數部分，17 個樣站中(扣除物種數偏少的
2 個樣站)以良里溪上游樣站最佳。
3.2.5 淡水蟹保育
南澳澤蟹及太魯閣澤蟹為臺 9 線蘇花公路改善工程沿線水域範圍內侷限分布
的物種，遷移能力較洄游型螃蟹差。此類物種當棲息環境遭到嚴重破壞時，族群
數量將會明顯銳減，甚至有滅絕的危機。於蘇花公路山區路段沿線水域範圍共 9
條溪流的調查結果，僅在南澳南溪及北溪發現南澳澤蟹，太魯閣澤蟹則尚未發現。
本計畫除了持續調查這兩種澤蟹的數量與分布狀況外，另設置固定樣區定期採
樣，進行南澳澤蟹的生物學研究，以了解其族群結構、繁殖期及成長等生活史的
基礎生物學特性。每月於南澳南溪金洋二號橋支流固定採樣點進行南澳澤蟹生物
學研究(採樣約 50 隻)，以 2015 年度為例，共採得 657 隻(雌蟹 276 隻，雄蟹 381
隻及幼蟹 8 隻)，成體雌雄性比約 1：1.38。全體成蟹的甲寬平均 16.89 公釐，雌性
平均甲寬(17.35 公釐)略大於雄性(16.54 公釐)。由雌蟹有抱卵及抱子的個體出現月
份，可推論生殖期大致在 6~11 月。南澳澤蟹兩性左右螯的成長速度皆雄性大於雌
性，雌性腹部第 5、6 節之間寬度成長速度明顯則大於雄性，即相同甲寬的雌雄個
體，在這兩個部位有明顯的性別二型性現象。另蘇花改工程施工沿線 9 條溪流水
域範圍內迄今仍未發現太魯閣澤蟹蹤跡，本年度嘗試於施工範圍外溪流水域尋
找，僅於立霧溪支流砂卡礑溪發現少量的太魯閣澤蟹族群。
3.2.6 臺灣山羊研究調查
臺灣野山羊，又名臺灣長鬃山羊，屬於偶蹄目、牛科，為臺灣最大型的特有
種野生哺乳動物，目前列為珍貴稀有保育類。雌雄皆有一對洞角，呈圓錐狀，終
生不脫落。喜好在清晨與黃昏為活動的高峰，具有強烈的領域性。食物以植物之
幼芽及嫩葉為主，為典型的草食性動物。從低海拔山麓起至海拔 3,500 公尺左右
之山區都有其蹤跡，但以中、高海拔之針闊葉混生林及原始針葉林區較常見。4
年間以紅外線自動相機與穿越線跡象搜尋調查改善工程施工範圍臺灣野山羊之分
布現況、相對數量及活動模式。結果顯示臺灣野山羊主要分布北起自宜蘭南澳地
區，最南則可達花蓮匯德地區，並以和中、清水、小清水和匯德等地區的相對數
量較高，以出現指數(OI 值)為主。臺灣野山羊日夜間皆有活動，然夜間活動明顯
較白天頻繁。影像資料顯示其活動習性主要為單獨行動，5~7 月間偶有 1 大 1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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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隻個體成對出現。另發現至少有 16 種野生哺乳類與臺灣野山羊共域，其中以臺
灣獼猴、白鼻心、鼬獾、臺灣野猪、山羌和刺鼠等較普遍常見。
3.2.7 翼手目動物研究調查
蝙蝠在各類生態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食果蝠具有傳花授粉、散播種子的
能力，食蟲蝠則具有抑制昆蟲數量的功能。世界上蝙蝠種類達 1,200 多種，臺灣
地區的蝙蝠至少有 36 種。翼手目動物(蝙蝠類)因其物種繁多、族群數量龐大、食
性多樣、活動範圍廣泛，對環境變化敏感，其存在情形攸關生存棲地品質，因此
相當適合作為反應環境變化的物種。4 年間於 40 個樣點(其中 16 處為固定樣點)
以棲所探查、網具捕捉和超音波測錄進行蝙蝠類日夜調查，總計發現 5 科 20 種
蝙蝠。以 2015 年度為例，以網具捕獲之種類以臺灣管鼻蝠最多(38 隻次)、隱姬管
鼻蝠次之(16 隻次)。超音波音頻資料以長趾鼠耳蝠最多；棲所調查 16 地點中有 3
處發現臺灣葉鼻蝠棲息(大清水一處坑道 33 隻之群集最多)，在 5~6 月間有生殖育
幼現象；另於 20 處植物棲所(蕉葉)中共計發現至少有 29 隻次的彩蝠棲息，並有
產仔育幼現象。此外，臺灣小蹄鼻蝠和堀川氏棕蝠會利用鐵路高架橋橋墩作為夜
間棲所。2015 年新捕獲的金芒管鼻蝠為目前臺灣已知最低海拔分布紀錄(約海拔
33 公尺)。
3.2.8 鳥類指標物種研究(猛禽+環頸雉)
猛禽(Raptor)位於食物金字塔較高位階，透過其獵物可反映該地區的物種群聚
結構，因此常被視為指標物種用於生態監測。每種猛禽都有其特定的棲地類型，
有些猛禽對於人為干擾及環境污染的敏感性極高，有些則較能適應。猛禽的活動
範圍廣大，適合透過食物鏈累積的環境訊息，間接監測了解當地生態的完整性及
複雜性。在保育策略上，猛禽也常被視為雨傘物種(Umbrella Species，或稱庇佑物
種)，保護牠們可使得廣大的棲地及其他物種同時受到保護。環頸雉棲息活動範圍
從平原的開闊性棲地至丘陵或淺山地區的半開放棲地，偶而也棲息於農業活動的
環境。臺灣環頸雉為臺灣特有亞種，屬於雉科雉屬。臺灣環頸雉主要棲息於臺灣
西部嘉南平原及花東地區平原地帶，與人為活動範圍重疊，自然棲地受到破壞或
改變土地利用型態、人為獵捕及引進之外來亞種逸出導致雜交等威脅，使得臺灣
環頸雉族群已面臨生存危機。目前列為珍貴稀有保育類野生動物。2015 年度調查
結果共記錄到 3 科 10 種 520 隻次日行性猛禽、1 科 3 種 69 隻次夜行性猛禽，其
中屬於留棲性之日行性猛禽有 4 種，而遷徙過境之日行性猛禽有 5 種，夜行性猛
禽有 3 種。鳴叫紀錄以黃嘴角鴞 53 隻次最多。調查種數以春季 12 種最多，冬季
與夏季均為 9 種相對較少；調查隻次數以秋季 263 隻次最多，冬季 56 隻次最少。
樣區內生物多樣性以東澳樣區較低，其餘 8 個樣區大致相當。在均勻度顯示除了
日月宮與東澳外，其他樣區物種與個體數呈現均勻分布。另外，漢本新生地與南
澳高灘地環頸雉調查結果共記錄 71 筆鳴叫與目視紀錄，其中以春季 44 隻次最高，
夏季僅 7 隻次最少；比較 2012~2015 年和季節間族群數量發現，漢本新生地無明
顯差異，但在南澳樣區部分則出現顯著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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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蘇花改計畫2012年3月至2015年11月止於蘇花改沿線各類物種調查結果表
年度

2013

2014

2015

合 計

維管束植物121科308
設置比較樣區進 屬 478 種 ( 含 蕨 類 78
行環境變遷比較 種、裸子2種、單子葉
67種、雙子葉331種)
(植物)

維管束植物138科382
屬 674 種 ( 含 蕨 類 104
種、裸子3種、單子葉
96種、雙子葉444種)

維管束植物140科410
屬 706 種 ( 含 蕨 類 106
種、裸子5種、雙子葉
486種、單子葉109種)

永久樣區：維管束植
物 100 科 251 屬 414 種
(冬季：95科226屬358
種 ； 夏 季 94科 211 屬
309種)

維管束植物140科410屬
706種(含蕨類25科52屬
106種、裸子植物3科4屬
5種、被子植物112科354
屬595種)

哺乳類：10科12種
設置比較樣區進 蝙蝠：4科12種
行環境變遷比較 鳥類：23科45種
兩棲類：6科17種
(其他動物)
爬蟲類：7科15種

哺乳類：10科11種
蝙蝠：4科12種
鳥類：34科83種
兩棲類：6科17種
爬蟲類：8科21種

哺乳類：11科11種
蝙蝠：5科16種
鳥類：39科78種
兩棲類：6科18種
爬蟲類：8科20種

哺乳類：10科11種
蝙蝠：5科13種
鳥類：34科77種
兩棲類：6科17種
爬蟲類：8科18種

哺乳類：11科18種

計畫名稱

2012

蝙蝠：5科16種
鳥類：44科112種
兩棲類：6科18種
爬蟲類：9科28種

生物遷徙廊道研 評估5種3屬可能遷徙 評估23種可能遷徙物 評估23種可能遷徙物 評估23種可能遷徙物 評估23種可能遷徙物種
物種(蛾類6科12種） 種(蛾類28科447種)
種(蛾類28科516種)
種(蛾類33科629種)
(蛾類51科904種)
究

洄游性物種監測

魚類：6科17種
蝦類：2科12種
蟹類：2科5種

魚類：6科17種
蝦類：2科11種
蟹類：2科4種

魚類：8科20種
蝦類：2科13種
蟹類：2科5種

魚類：10科20種
蝦類：2科11種
蟹類：2科5種

魚類：12科32種
蝦類：2科17種
蟹類：2科8種

淡水蟹保育

魚類：2科8種
蝦類：2科7種
蟹類：2科9種

南澳澤蟹616隻次
太魯閣澤蟹0隻次

南澳澤蟹1,374隻次
太魯閣澤蟹0隻次

南澳澤蟹657隻次
太魯閣澤蟹0隻次

南澳澤蟹2,647隻次
太魯閣澤蟹 0 隻次
(僅區外發現 5 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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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山羊
研究調查計畫

臺灣野山羊：39筆有
效資料；主要分布於
南澳以南(哺乳類：7
目15科18種)

臺灣野山羊：79筆有
效資料；主要分布於
南澳以南(哺乳類：7
目13科17種)

臺灣野山羊：100筆有
效資料；主要分布於
南澳以南(哺乳類：7
目12科16種)

臺灣野山羊：240筆有
效資料；主要分布於
南澳以南(哺乳類：7
目13科17種)

臺灣野山羊：452筆有效
資料；主要分布於南澳
以南 (哺乳類：7目21科
21種）

翼手目動物
研究調查計畫

蝙蝠類4科17種

蝙蝠類4科18種

蝙蝠類5科18種

蝙蝠類5科18種

蝙蝠類5科20種

鳥類指標物種研 日行性猛禽3科10種
究 ( 猛 禽 + 環 頸 夜行性猛禽1科2種
環頸雉30隻次
雉)

日行性猛禽3科14種
夜行性猛禽1科3種
環頸雉98隻次

日行性猛禽3科16種
夜行性猛禽1科2種
環頸雉140隻次

日行性猛禽3科10種 日行性猛禽3科19種
夜行性猛禽1科3種
夜行性猛禽1科3種
環頸雉71隻次
環頸雉339隻次

兩棲類爬蟲類
指標物種研究

兩棲類：5科15種
爬蟲類：8科19種

兩棲類：5科17種
爬蟲類：10科23種

兩棲類：5科15種
爬蟲類：7科16種

兩棲類：5科14種
爬蟲類：8 科 16 種

兩棲類：5 科 17 種
爬蟲類：10科26種

資料庫建置
計畫

11類別4,477筆

12類別4,948筆

13類別8,799筆

13類別10,575筆

14類別52,640筆
(至2016年5月止)
維管束植物140科410屬
706種；哺乳類18科44種
(含蝙蝠類5科20種)；鳥
類51科166種；兩棲類6
科19種；爬蟲類10科33
種；蛾類51科904種；魚
類12科32種；蝦類2科17
種；蟹類2科10種。

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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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兩棲類爬蟲類指標物種研究
蛙類具有通透性極佳的皮膚，生活史橫跨不同類型的陸域及水域棲地；蛇類
為生態系中營養階層較高的消費者，族群數量易受環境變動影響；兩類生物生存
狀況與群集結構可反應環境品質的變化，經常被視為典型的指標生物。2015 年度
於改善計畫施工段內及其周邊共設置調查樣線，按季進行日、夜間兩棲類與爬蟲
類穿越線調查。結果發現兩棲類的隻次最高者為 S5-東澳溪床(147 隻次)，而爬蟲
類調查隻次最高者為 S22-秀林鄉牌(40 隻次)。兩棲類物種數則以 S5-東澳溪床和
S22-秀林鄉牌調查到 9 種最多；爬蟲類物種數以 S26-崇德步道 5 種最多。各樣線
內出現之兩棲類優勢種為日本樹蛙及面天樹蛙，爬蟲類優勢種則為疣尾蝎虎。連
同樣線外之調查結果，2015 年共發現兩棲類 5 科 14 種共 1,509 隻次；爬蟲類 8 科
16 種共 176 隻次。調查結果與分析比較顯示隧道與橋樑工程可能會造成兩棲爬蟲
類被迫遷移而數量減少，然若能維護週遭環境可供棲息的植被及水域，兩棲類及
爬蟲類都有機會復原族群及數量。
3.2.10 資料庫建置計畫
為妥善建置「臺 9 線蘇花公路山區路段改善計畫施工中暨營運階段指標生物
研究計畫」各類生物調查所得資料，以供典藏、分析、分享、展示及後續比較研
究之用。各生物資源調查資料除蛾類調查採用 Access 開發資料表與資料登打表單
外，其餘各生物類群調查資料仍以 Excel 建檔並匯入 MySQL 資料庫，座標方面一
率採 WGS84 為大地基準(以 10 進位記錄各調查點之經緯度)，學名採用由中央研
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的「臺灣物種名錄 TaiBnet(http://taibnet.sinica.edu.tw/)」。
至目前(2016 年 5 月)為止本計畫已彙入各計畫之調查資料總計有 52,640 筆，包括
蝙蝠類調查 561 筆(含形質量測資料)；蝙蝠比較樣區調查 1,463 筆；哺乳類痕跡調
查 492 筆，紅外線自動照相機資料 15,209 筆；鳥類（猛禽）2,203 筆；比較樣區
兩棲類調查 6,414 筆，比較樣區兩棲類樣點資料 2,760 筆；指標物種兩棲類調查
1,357 筆，指標物種爬蟲類調查 480 筆；洄游性生物調查蝦籠法 3,428 筆、電魚法
2,601 筆、穿越線法調查水文水質 4,093 筆；植物調上木層複查資料 3,770 筆；蛾
類調查 5,601 筆，全部資料已彙整存入「蘇花改生物調查資料庫 2016 年版.mdb」
檔中，並配合政府「開放資料」政策，蛾類調查之原始資料已放置於環境保護開
放 資 料 平 臺 (http://opendata.epa.gov.tw/Data/Contents/SuhuaMoth/) 開 放 供 各 界 查
詢 ， 另 蛾 類 標 本 照 則 全 部 置 於 網 路 (https://www.flickr.com/photos/hsuhong/
collections/721576338236232212/)，並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對公眾授權。

四、結論與展望
「臺9線蘇花公路山區路段改善計畫(蘇澳~東澳、南澳~和平、和中~大清水)
施工中暨營運階段指標生物研究計畫」生態調查及指標生物研究計畫執行至今
(2016)年已邁入第5年，目前各項計畫調查所得的成果可謂相當豐碩(如表3所示)，
相較於政府另一項重大建設–湖山水庫8年之調查研究計畫所得之野生物資源結
果，除了兩棲爬蟲類相當外，各項生物資源都相對豐富。同時，也發現了許多昔
日文獻未曾記錄的當地新紀錄種，這將有助於建構當地生物多樣性資料，並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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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9線蘇花公路改善工程對未來生態復育與設置對環境友善措施的重要參考。相對
於臺灣西部地區，我們發現當地的棲地型態多樣而質優，人為開發干擾的情形亦
較少，咸信應涵養著豐富且獨特的野生動物資源。
然而不可諱言地，重大工程施工一定會造成原棲地的破壞與影響(主要為棲地
破碎化)。所謂棲地破碎化(Habitat Fragmentation)意指當一個生物生存的自然棲
地，因為外在環境的力量而出現不連續的分布情形，形成如島狀嵌塊，稱之為棲
地破碎化或零碎化。棲地破碎化的原因有可能是自然因素作用，例如造山運動、
風化、洪水等，改變了當地的物理環境；至於人類活動而導致棲地破碎化通常包
括道路或鐵路的建構、水庫的建立，農業、牧場之開發設置等。棲地零碎化對當
地生物的影響大致可分為三種效應：(一)面積效應(Area Effect)：原棲地面積會被
切割而破碎化，殘留棲地面積的大小將影響物種生存機率與族群的數目。不同物
種對於面積效應的衝擊不同。一般來說，對特定棲地依賴性高、或活動領域需求
量大的物種通常受影響狀況最為明顯。相反地，物種數量較多、能夠利用多樣化
棲地、而且對於外力干擾回復力較高的物種則比較不受影響；(二)隔離效應
(Isolation Effect)：棲地的破碎化會造成物種間交流不易、遷移障礙變多、距離加
大，直接妨礙物種的擴散機會，而影響到不同族群間的基因交流，可能會造成基
因的多樣性下降。若被隔離棲地內僅剩單一生物族群則容易瀕臨絕種；(三)邊際效
應(Edge Effect)：當棲地被切割而破碎化後，會造成光照，溫度、濕度和風力等物
理性的改變，都可能會影響零碎棲地內部及外部的生態環境。生物性的變化則包
括活動領域受限、避敵場所減少、被捕食機會增多、路殺效應增加等，甚至導致
外來物種入侵，在受到干擾的地區建立族群，結果往往破壞了原棲地內的自然生
態。這些因重大工程所造成的棲息地破碎化後所引發的負面效應，主辦機關實應
儘早探究因應。
蘇花公路改善工程處依照「臺9線蘇花公路山區路段改善計畫(蘇澳~東澳、南
澳~和平、和中~大清水)環境影響說明書」決議事項，於施工期間成立環境監督委
員會，對於施工安全、湧水、空氣污染、水污染、生態及文化資產等議題進行監
督。另為落實並推動施工階段生態監測指標生物研究，特函請本中心協助執行「臺
9線蘇花公路山區路段改善計畫(蘇澳~東澳、南澳~和平、和中~大清水)施工中暨
營運階段指標生物研究計畫」，共計11個子計畫(12個工作項目)，包括完工通車後
(2018~2020年)評估道路使用對環境(及野生動物)之干擾情況。整體計畫旨在瞭解
「臺9線蘇花公路山區路段改善計畫」於施工期間、公路開發過程及未來營運階段
對生態及物種所造成的負面衝擊，並將研究成果運用於未來長期監測，以及評估
蘇花改善工程所造成的影響，藉以提出建議或改善措施，以降低當地生物多樣性
的衝擊，並保有在未來工程完成後復原的潛力。然而，相對於「湖山水庫工程計
畫生態保育措施」所執行的計畫項目(包含森林生態系統、溪流生態系統及人文生
態系統研究)，在棲地改善計畫及生態保育教育宣導兩大領域則尚未規劃，湖山水
庫之執行過程與成效或許以可讓蘇改處借鏡參考。
近年來臺灣的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的意識抬頭，越來越多的民眾關心生活品
質與野生動植物保育議題，這是已開發國家和具文明水準國民的主要特徵之一。
因此，若政府在考量國人利益與交通便利下而進行重大建設之開發案時，能對生
態棲地的維護和生物多樣性保育多一份考量，並進行適當的補償(復育)措施，則將
可以創造國家發展與生態保育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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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湖山水庫計畫與蘇花改計畫工作內容比較表(委託單位：湖山水庫計畫-中區水資源局；蘇花改計畫-蘇花公路改善工程處)
計畫別

湖山水庫計畫2007~2014(8年)

蘇花改計畫2012~2020(9年)

調查區域

湖山水庫及鄰近周邊地區

臺 9 線蘇花公路蘇澳至大清水路段

計畫項目數

36項子計畫8年執行成果

9項子計畫(10個工作內容)4年執行成果

調查成果

 維管束植物121科346屬510種
 哺乳類15科32種(包含蝙蝠類4科18種)
 鳥類38科102種
 兩棲類6科21種
 爬蟲類9科38種
 昆蟲18目132科688種(含蝶類147種、螞蟻類98種)
 魚類9科24種、蝦類3科8種、蟹類1科3種
 外蚯蚓2目5科
 生菌根菌5科5種，內生菌根菌3屬9種
 資料庫81篇成果報告及環境與生物因子資料
 關注物種監測調查：錫蘭七指蕨、圓葉布勒德藤、食蟹獴、
八色鳥、史丹吉氏小雨蛙、諸羅樹蛙
 棲地復育類計畫：湖山水庫及鄰近地區棲地復育及改善方
法試驗研究、森林生態系復育計畫研擬及檢討等
 經營管理類計畫：清水溪水域生物棲地需求研究、湖山水
庫溪流生態系經營管理研擬及檢討
 其他類：清水溪生態池設置可行性評估之研究、黃德坑溪
及崁頂坑溪流域野生動物資源調查
 生態教育宣導：教材類12套、生態研習營144梯次、生態宣
導活動4場、展覽類2場、出版品(含桌曆、年曆、套書、
摺頁等)11種、到校教育服務60場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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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管束植物140科410屬706種
 哺乳類18科44種(包含蝙蝠類5科20種)
 鳥類51科166種(含猛禽4科22種、環頸雉339隻次)
 兩棲類6科19種
 爬蟲類10科33種
 蛾類51科904種
 魚類12科32種、蝦類2科17種、蟹類2科10種
 資料庫13類別28,826筆
 關注物種監測調查：臺灣野山羊、猛禽及環頸雉、南
澳澤蟹及太魯閣澤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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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錫奇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研究員兼動物組組長
地址：南投縣集集鎮民生東路1號
哺乳類動物研究室
電話：049-276-1331轉130
傳真：049-276-1583
電郵：chenghc@tesri.gov.tw
主要工作
野生哺乳動物調查與監測、蝙蝠族群生態學、系統分類學、超音波聲音學研究、
動物生態自然教育。

專業資歷







臺灣野生動物之調查、研究與長期監測。
臺灣蝙蝠族群研究，並發表多種新種及新紀錄種。
研究成果發表於學術期刊與專書著作。
生物多樣性資料建置與運用於自然生態保育。
擔任學術期刊的總編輯，並積極參與相關的保育學會。
於各級學校、保育團體與相關單位演講推廣生態保育及環境教育。

參與專案
 在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擔任多項科技計畫主持人，包括於 1992-2007 年與同
仁完成臺灣地區各縣市野生動物資源調查，目前已建置超過 120,000 筆物種及
分布資料，並陸續出版 15 冊各縣市野生動物資源專書。
 2008-2010 年間協助進行臺灣地區多處保護留區，野生物多樣性現況調查與經
營管理評析。
 有關自然保育及野生動物研究之學術發表與著作，包括：學術論文 23 篇、書
籍(手冊)24 本、其它期刊發表 67 篇、研討會報告 52 篇，並與其他學者共同發
表如細尾長尾鼩、寬耳蝠、金黃鼠耳蝠、臺灣家蝠、山家蝠、灰伏翼、東亞摺
翅蝠等新物種。
 執行製作 6 部動物生態影片。
 主辦國內外學術研討會、特展、論壇 10 餘場。
 擔任農委會防檢局「外來入侵種諮詢委員會」及林務局「加強入侵種管理諮詢
委員會」之諮詢委員。
 擔任農委會林務局 2007-2008 年修定「保育類野生動物哺乳類名錄」專家群召
集人，並協助編撰「臺灣地區保育類野生動物圖鑑」。擔任林務局多項科技計
畫審查委員。
 2013 年下半年奉令規劃執行「因應狂犬病之鼬獾主動監測」計畫，完成野外實
地調查與報告書之撰寫，有助於狂犬病防檢疫工作。

學歷
 國立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博士。
 2007 年參加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練(審核通過)。
 1992 年國家高等考試一級農業職系(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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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組織/獲獎
 2008 年教育部核可頒發助理教授證(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申請)。
 2009 年製作「Happy 與 Bingo 兩隻小熊的成長故事」生態影片榮獲政府出版獎
特優(首獎)。
 2011 年榮獲農業委員會對林業及自然生態有功人員。
 2012 年奉派陪同環保署長至俄羅斯伯力參加 APEC 環境部長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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