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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花改工程友善野生動物措施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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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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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起委託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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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在維護當地生物多樣性
與棲地品質之前提下，以利民便民為目的之政府重大建設。蘇花改計畫目前已完
成第 6 年度各項子計畫，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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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7 年止發現的野生動物包括哺乳類 18
科 42 種（蝙蝠類 5 科 22 種）、鳥類 49 科 191 種（含環頸雉與猛禽類）、爬蟲類
10 科 34 種、兩棲類 6 科 20 種、淡水魚類 12 科 37 種、蝦類 2 科 18 種、蟹類 2
科 9 種，鱗翅目蛾類 55 科 1,189 種，各類調查資料已彙入資料庫達 85,134 筆（包
括維管束植物 142 科 786 種），代表了當地豐富的野生物多樣性。本計畫持續進
行所獲得之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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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影響，並藉以提出改善措施建議，期望能夠降低臺 9
線蘇花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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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工程蘇澳～東澳路段已於 2018
年 2 月 5 日通車營運，本路段主要由橋樑（45.3％）、隧道（39.2％）及路堤（塹）
（15.5％）組成，而蘇花改工程處在兼顧道路開發與自然生態保護之原則下，依
序以迴避、縮小、減輕、補償之友善策略，進行工程之生態保護設計與施作，這
些友善野生動物之措施若能發揮實質效益，將對當地生物多樣性的維護有莫大的
助益。未來本計畫各項調查結果將持續提供管理單位各區段道路開發設置友善野
生動物設施的參考。
關鍵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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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危害、生物多樣性、生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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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前言
臺灣是一座人稱「福爾摩莎(Formosa)」的蕞薾小島，面積僅約 36,000km2，
但由於地理位置處於熱帶和亞熱帶之間，島內多高山，地形海拔落差大，充沛的
雨量衍生各類森林，廣袲地覆蓋於島上每個角落，形成獨特而優質的自然環境。
冰河時期曾使得臺灣海峽海水退卻，讓許多野生動物得以跨過銜接歐亞大陸的陸
橋而遷移至臺灣，因而孕育了相當豐富的野生動物資源，包括許多珍貴的臺灣特
有種與特有亞種。這些野生動物資源自古以來即和生活於臺灣的人類有著相當密
切的關係。從原住民移住臺灣利用大自然資源以謀生起，野生動物即為其最重要
的資產之一。在人類的歷史上，野生動物除了提供食用、醫藥、毛皮、器具、裝
飾品等經濟價值的用途外，對於人類的文學、藝術、信仰、習俗等精神層次亦有
深遠的影響。由於全球人口成長快速，在人類逐漸擴展所開發的土地範圍同時，
也必然壓縮到野生動物生存的空間，特別是地狹人稠的臺灣，如何減輕興建工程
對當地自然棲地與野生物的負面影響，達成生態保育與人民生活便利等雙贏的局
面是個值得令人思考的重要課題。人類要永續存留地球，維護生物多樣性是極為
重要的一環，但事實上臺灣目前因為自然棲地持續地開發或破壞、人為活動的干
擾影響，讓許多珍貴稀有的野生動物逐漸減少，即使「樂觀」推估，部分物種甚
至面臨瀕絕危機，例如臺灣黑熊僅存數量約 600 隻、石虎約 500 隻、歐亞水獺更
是不到 200 隻（臺灣動物新聞網[65]http://www.tanews.org.tw/info/5988）。
隨著人類社會的迅速發展，一條條四通八達的道路網絡因運而生，道路的鋪
設使得自然棲地逐漸零碎化，對野生動物的生態影響更是劇烈。道路對於環境與
生態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會造成野生動物發生車禍而致死（路死；roadkill）
。野生
動物對於道路會有不同的反應，陸生哺乳類、鳥類、爬行類、兩棲類及許多無脊
椎動物常因高車速的車輛與過於頻繁的交通流量，在遷移、覓食或活動的過程中
遭受到車輛撞擊致死。長期下來，族群數量可能因而降低，甚至會造成區域性滅
絕（local extinction）
。此現象也引起歐美國家的重視，並著手進行與道路相關的生
態研究（如道路生態學 Road Ecology）
，主要是藉由蒐集道路上死亡動物的種類、
數量及微棲地環境等資料，來預估動物族群、活動模式、分布調查或探討道路對
生態環境之影響，並期望藉此改善之。
臺 9 線公路在臺灣東部北自宜蘭、縱貫花蓮、南抵臺東，其中臺 9 線蘇花公
路為花蓮與北部區域間僅有且重要的聯外道路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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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來公路總局等相關單位雖然持續努力改善，卻仍難以提升行車品質
與交通效率。臺灣島在夏秋季節經常面臨著颱風來襲導致的強風豪雨，近年來更
由於全球氣候變遷而導致的持續暖化現象，極端天候幾已成為常態，並明顯影響
花東地區民眾生活與觀光產業發展。政府為了回應花東民眾熱切期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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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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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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處主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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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函請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下簡稱特生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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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花改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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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範圍的工程施作無可避免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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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調查評估施工對生態及物種所造成的負面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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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花改道路工程北起蘇澳，南至大清水，沿線動植物種類豐富。本工程蘇澳
～東澳段已於 2018 年 2 月 5 日通車營運，工程路段主要為橋樑（45.3％）、隧道
（39.2％）及路堤（塹）
（15.5％）
（交通部公路總局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處網頁[12]）
，
在隧道出露段及路堤等已設置生態保護措施，然而這些生態防護措施是否具有實
質效益，以達到隔絕動物進入車道而被輾斃的機會，值的吾人檢視省思。

二、研究計畫內容
特生中心協助執行計畫主要分為兩大階段性內容：(一)施工階段生態監測指標
生物研究（2012〜2022年）
；(二)營運階段生態監測指標生物研究（2017〜2022年）
，
總計9項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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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與監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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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包括：1.設置比較樣
區進行環境變遷比較：設定施工干擾區域（施工樣區）與非施工干擾區（比較樣
區）兩類區域探討比較工程對於環境與野生動植物之影響與干擾狀態。2.生物遷
徙廊道研究：期經由調查發現在工程區域沿線具大規模遷徙行為的物種進行相關
研究與監測，嘗試提出不受本開發案工程影響的具體方法。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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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於施工
期間針對沿線各溪流洄游性魚類與蝦蟹類進行調查研究，期減輕道路工程對水域
生態之影響。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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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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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性滅絕危機，因此需進行調查研究並提出有效之保育措施。5.臺灣山羊研究調
查：臺灣野山羊為本區最大型的野生哺乳類及臺灣特有種，昔日常遭人為干擾及
獵捕，保育及監測該物種對棲地及保育具指標性意義。6.翼手目動物研究調查：
翼手目動物（即蝙蝠）具有種類繁多（臺灣有36種）、族群數量龐大、壽命長，
對環境變化敏感等特性，其族群動態可反應環境變遷及人為活動干擾情形；另在
夜間活動時常穿越車道並於路燈下捕食昆蟲，道路對其有潛在危害，應評估道路
開發對其影響。7.鳥類指標物種（猛禽+環頸雉）研究：本案路線開發對森林影響
雖多侷限於隧道口，對許多區域性猛禽（含日、夜行性）的族群量與食物來源影
響程度如何？族群量稀少之環頸雉族群在南澳地區溪流高灘地與漢本新生地之影
響狀況均需進行監測。8.兩棲類爬蟲類指標物種研究：因道路開發對兩棲類和爬
蟲類造成的影響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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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針對道路沿線的蛇類分布與路死數量
進行記錄，以分析道路開發的影響。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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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
各項子計畫於2012年3月至2017年11月期間之執行結果概述（表1）：
3.1 設置比較樣區進行環境變遷比較（其他動物）：
於蘇花改工程沿線設置施工樣區和比較樣區以茲比較，選擇以哺乳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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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類設
立8組調查樣區（每組包含施工樣區及比較樣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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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設立8組調查樣區，採用定點觀察（圓圈法）為主、穿越
線觀察為輔進行調查，記錄見到或聽到的鳥種與數量；兩棲類則設立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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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個年度的調查結果如下：
3.1.1蝙蝠類共錄得17種蝙蝠；物種出現（組成）及活動音頻數量整體趨勢受季節
（主要應為溫度變化）影響，以春、夏兩季為蝙蝠活動高峰期。不同蝙蝠物種（以
堀川氏棕蝠、長趾鼠耳蝠及山家蝠3種指標物種論）對於棲地工程干擾的反應不
一，但依據各年度的夏、秋季颱風來襲影響後多樣性指數多有明顯下降的情形，
未來除將持續監測施工會對蝙蝠活動造成影響外，其他如天災（如颱風）、棲地
破壞（如林木大量砍除）、環境污染（如除草劑或農藥噴灑）所造成的影響亦值
得注意。自動照相機於近68萬的工作時數共拍得野生哺乳類7目11科13種，包括7
種保育類野生哺乳動物（臺灣獼猴、麝香貓、食蟹獴、臺灣野山羊、白鼻心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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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穿山甲），不同年間物種組成穩定。
3.1.2鳥類全區共發現44科125種，包括11種臺灣特有種、29種特有亞種，以及21
種保育類，顯示本區鳥類項豐富度與珍貴性兼具。目擊前5種優勢種為白頭翁、
小雨燕、洋燕、綠繡眼及麻雀，其中，除蘇澳～東澳路段之施工樣區的白頭翁、
綠繡眼及麻雀隻次數多於比較樣區外（可能上述樣區有較多的人為環境或食物來
源有關），其餘各路段樣區比較樣區之鳥種數與總隻次皆多於施工樣區。一年四
季間目擊之鳥類以冬季最多、夏季最少。生物多樣性與均勻度指數均以蘇澳～東
澳路段的比較樣區最高、和中～大清水路段最低。
3.1.3兩棲類共發現6科19種，發現之物種數以春季（平均14.8種）最多。4種指標
蛙種（面天樹蛙、艾氏樹蛙、盤古蟾蜍及黑眶蟾蜍）的發現數量可能同時受到雨
量與工程的影響，但不同物種的影響程度不一。當工程擾動稍減、棲地內的長草
區增加後，面天樹蛙數量會隨之增加，而艾氏樹蛙及盤古蟾蜍數量則易受到人為
干擾而明顯減少，黑眶蟾蜍則無此現象；雖然多數樣區會受各類人為活動干擾而
影響，但一旦干擾減緩而棲地環境穩定後，蛙類族群亦會明顯回升。另外於日夜
間樣點勘查及進行兩棲類調查同時，發現爬蟲類共11科30種（以鉛山壁虎及疣尾
蝎虎最多）
。本計畫同時記錄了路死兩棲類共13種801隻次（常見種為蟾蜍科2種、
拉都希氏赤蛙及面天樹蛙），並發現蟾蜍在繁殖季時有聚集在路燈下抱接及覓食
的情形；路死爬蟲類共21種94隻次（常見種為青蛇及龜殼花）；路死熱區為村落
主要聯外道路，例如金洋產業道路及東岳部落連絡道路等。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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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管鼻蝠、臺灣葉鼻蝠、盤古蟾蜍、黑眶蟾蜍、太田樹蛙、面天樹蛙、二斑叉紋
苔蛾、紅尾伯勞、小雨燕，以及擬燈夜蛾屬的圓端擬燈裳蛾、長斑擬燈裳蛾與橙
擬燈裳蛾）動物作為監測評估對象，彙整各子計畫歷年結果發現前述物種在當地
雖然相當普遍，但目前為止，僅臺灣葉鼻蝠已發現有明確的季節性遷徙現象；蛙
類及蛾類之評估物種在當地數量雖多，但目前為止未發現有遷徒現象；另外，小
雨燕與紅尾伯勞雖有國內外相關研究指出具遷徒能力，但在蘇花沿線尚未發現遷
徙的直接證據。在非屬前述12類評估對象物種中，過往的文獻中顯示紫斑蝶曾有1
次於南澳農場的遷徒記錄，但近年來相關文獻及本計畫則未曾再發現；赤腹鷹與
灰面鵟鷹為具遷徙行為的鳥種（在東澳等地有過境紀錄），2018年將加列此2種遷
徙性猛禽為監測物種。

3.3 洄游性物種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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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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至 2017 年間於
蘇花改路段沿線所經 9 條溪流 19 個樣站調查結果：魚類共捕獲 12 科 37 種，其
中洄游性物種近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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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種，其中洄游性物種比例高達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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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種，
其中洄游性物種比例僅 33％；分布最豐及最廣者皆為字紋弓蟹。歷年魚蝦類捕
獲量似有逐年攀升之情形，推測與道路工程逐漸完工，對於水域環境影響逐漸減
少有關。另外，蟹類在歷年間未有明顯的變動趨勢。

3.4 淡水蟹保育：
南澳澤蟹及太魯閣澤蟹為水域侷限分布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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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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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條溪流的調查結果，僅在南澳南溪及北溪發現南澳
澤蟹。另於施工範圍外之小清水溪以南流域則發現少量的太魯閣澤蟹。由南澳澤
蟹雌蟹有抱卵及抱子的個體出現月份推論，其生殖期大致在6～11月。南澳澤蟹兩
性左右螯的成長速度雄性大於雌性，腹部第5、6節之間寬度成長速度雌性則明顯
大於雄性，即在這兩個部位有明顯的雌雄二型性現象。2016～2017年於26樣區採
取淡水蟹個體，以COI序列進行分子親緣關係分析研究結果顯示：蘇花改沿線(1)
蘇澳至東澳段僅在蘇澳端發現宜蘭澤蟹；(2)A段以南，南澳至小清水溪主要為南
澳澤蟹，並混雜扁足澤蟹，可視為南澳澤蟹複合群（G. nanao complex）；(3)小清
水溪以南，三棧溪、美崙溪及木瓜溪則為太魯閣澤蟹。因此蘇花改沿線水域範圍
迄今仍未發現太魯閣澤蟹存在證據。

3.5 臺灣山羊研究調查：
臺灣野山羊，又名臺灣長鬃山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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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雄皆有一對呈圓錐狀的洞角，終生不脫落。以植物之
幼芽及嫩葉為食，為典型的草食性動物。晨昏為其活動高峰，具強烈的領域性。
從低海拔山麓至海拔3,500m左右之山區皆有其蹤跡。6年間紅外線自動照相機累積
有效工作時數約1,242,200hr。臺灣野山羊在蘇花改工程範圍的分布北起自宜蘭蘇
澳地區，最南可達花蓮匯德地區，其中以清水、小清水及匯德等地的出現指數OI
值較高（活動較為頻繁或相對數量較高）。本區臺灣野山羊日夜間皆有活動（夜
間明顯較白天頻繁），大部分為單獨行動，然由歷年5月～10月間共拍得13筆為1
大1小兩隻個體的影像推論，可能為繁殖育幼期。此外，本區共域的野生哺乳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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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臺灣野山羊共計有7目13科20種，以臺灣獼猴、白鼻心、鼬獾、臺灣野猪、山羌
和刺鼠等6種較普遍常見。

3.6 翼手目動物研究調查：
翼手目動物（即蝙蝠）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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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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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物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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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法進行蝙蝠類日夜調查，總計發現 5 科 22
種蝙蝠。以 2017 年度為例，以網具捕獲之種類以臺灣管鼻蝠最多（28 隻次）
、隱
姬管鼻蝠次之（11 隻次）；超音波音頻資料以長趾鼠耳蝠及山家蝠最多；棲所調
查發現 3 科 4 種蝙蝠，包括臺灣大蹄鼻蝠（5 隻次）及堀川氏棕蝠（19 隻次）等
標放個體，兩物種在 5～8 月間有生殖育幼現象，對棲所有明顯的忠誠度。結果顯
示，春夏秋為蝙蝠物種出現較多的季節（單季最多達 5 科 16 種）
。比較特別的是，
通常分布於中、高海拔的東方寬耳蝠及寬吻鼠耳蝠，於秋冬兩季可能會降遷至低
海拔區域活動。

3.7 鳥類指標物種研究（猛禽+環頸雉）
：
猛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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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猛禽對於人為干擾及環境污染的敏感性極高，因此被視為生態監測之適當指
標物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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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域物種同時受到保護。環頸雉為臺灣特
有亞種，棲息範圍包括平原（開闊性棲地）至丘陵或淺山地區（半開放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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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調查結果共記錄到 3 科 19 種 3,025 隻次日行性猛
禽、1 科 4 種 382 隻次夜行性猛禽。整體來說蘇花公路沿線猛禽組成以留棲性猛
禽為主，其中以日行性猛禽大冠鷲最為普遍、夜行性猛禽則為黃嘴角鴞；留棲性
猛禽中，黑翅鳶在南澳環頸雉調查樣區中觀察到有配對行為。以 2017 年為例，南
澳與環頸雉共記錄到 55 隻次（漢本 9 隻次、南澳 46 隻次）
，相較於漢本族群，南
澳族群較多且相對穩定，漢本地區逐年下降的環頸雉族群量推測應與漢本樣區工
程擴大及大量工程機具進出限縮或影響其活動有關。後續擬加入環頸雉採樣與標
記，期能瞭解當地環頸雉族群動態變化及亞種歸屬議題。

3.8 兩棲類爬蟲類指標物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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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類具有通透性皮膚，生活史橫跨陸域及水域棲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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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7 年兩棲類調查結果共發現 6 科 17 種，優勢物
種為面天樹蛙及太田樹蛙；爬蟲類共發現 11 科 32 種，優勢物種為疣尾蝎虎。在
歷年族群變化上，兩棲類受施工干擾族群量會短暫減少，但其族群數量恢復速度
快，故以長期來看，年度間兩棲類變動差異不大；爬蟲類在 2013 年後總物種數逐
漸下降，顯示爬蟲類受到干擾情況較嚴重，相較兩棲類，其族群規模恢復較慢。
在本計畫研究結果發現，棲地擁有穩定水源且多樣化較高者，通常可以調查到較
多種類及隻次的兩棲類，因此建議施工單位在工程完工後，在附近挖掘一兩個面
積較大且深度較深的水池，或可增加兩棲類族群回復的機會，也順帶讓爬蟲類族
群數量隨之提升。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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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發現座標方面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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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止，已彙入各計畫之調查資料總計
85,134筆，包括(1)「設置比較樣區進行環境變遷比較」（植物）–樣區複查6,866
筆、上木層複查資料3,770筆；「設置比較樣區進行環境變遷比較」（其他動物）–A.
蝙蝠調查資料2,263筆，樣點資料16筆；B.鳥類調查資料11,370筆，樣點資料248筆；
C.兩棲類調查9,836筆，樣點資料4,193筆；(2)「生物遷徙廊道研究」蛾類12,781筆；
(3)「洄游性物種監測計畫」-A.魚蝦蟹調查穿越線水文資料5,817筆、B.電魚法4,835
筆、C.蝦籠法5,300筆。(4)「臺灣山羊計畫」痕跡調查614筆，自動相機拍攝紀錄
共有14,500筆；(5)「翼手目動物研究調查計畫」806筆，採樣點資料57筆；(6)「鳥
類指標物種研究（猛禽類+環頸雉）」3,016筆；(7)「兩棲爬蟲類指標物種」–A.
兩棲類1,820筆；B.爬蟲類631筆。全部資料均彙入Access檔案，檔名「蘇花改生物
調查資料庫2018-02.mdb」，已分送蘇改處及各工作小組參考應用。另蛾類調查資
料 置 於 環 保 署 開 放 資 料 平 臺 有 12,047 筆 ， 連 結 網 址 如 下 ：
http://oopendata.epa.gov.tw/Data/Contents/SuhuaMoth/ 。 另 本 計 畫 使 用 微 軟 的
PowerBI 將蘇花改蛾類調查資料以視覺化呈現，其網址如下：https://goo.gl/CsnXdS
開 放 供 各 界 查 詢 ， 另 所 致 作 的 標 本 照 則 全 部 置 於 網 址
（https://www.flickr.com/photos/hsuhong/collections/72157633823623212/）並以「創
用cc姓名標示」對公眾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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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蘇花改蘇澳～東澳路段之生態保護措施：
維護生物多樣性及自然棲地的健全對人類永續生存至為重要，所以目前我國
政府在實施重大交通建設時已順應世界潮流規劃友善野生動物之措施，以期達到
人類與環境和諧共存共榮之境界。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處在肩負給花東地區一條安
全回家的道路的使命，所規劃設計之蘇花改善道路工程就是建設及安全、自然與
環保並重下所構築的一條道路，執行工程對周邊環境盡量以迴避、縮小、減輕、
補償等友善環境策略進行相關工程之生態保護設計。在克服多年的工程技術挑戰
後，蘇澳～東澳路段（A段）終於在2018年2月5日通車營運，跨出重要的一大步。
蘇澳～東澳路段在通車之前，本研究團隊特於今年1月初至該路段進行現地探勘，
發現道路兩側已設有生態防護網、排水溝排構築動物爬坡道、動物（蝙蝠類）巢
箱等友善野生動物設施。爰於此提出部份建議，期能達到實際效益：

5.1 生態防護網：
目前各隧道出口兩側所設置的動物防護網（或防鳥網）高度略顯不足，當鳥
類飛經路面時飛行高度可能會與行進間的車流交匯而遭撞擊；另防護網與坡面或
兩片防護網間之間隔空隙過大、且下緣與地表或短牆縫隙不夠緊密，容易讓小型
哺乳動物或兩棲爬蟲類輕易進入車道路面。

5.2 動物爬坡道：
部分路段之排水溝渠設有讓動物不慎掉落時，可以自行爬出脫困之爬坡道，
然而多數爬坡道斜度過大（應小於40º為佳），坡面寬度較小，而且無表面粗糙化
處理，不易讓動物（如爬蟲類之龜類或兩棲類）輕易攀爬使用。

5.3 動物巢箱：
據說東澳冷泉之高架橋下有設置有鳥巢箱或蝙蝠巢箱，但位置、數量均不清
楚？且似乎無法檢視動物（鳥類或蝙蝠）的使用情形。（註：本計畫調查發現該
處旁邊之臺鐵高架橋下狹縫處確有棕蝠棲息，作為夜棲所）

5.4 涵洞與圍籬之設置：
蘇澳～東澳路段工程已完工，並於2018年2月5日通車營運，本路段主要由橋
樑（45.3％）、隧道（39.2％）及路堤（塹）（15.5％）組成，理論上動物在道路
兩端之交通（流）應沒問題，不過仍應持續注意路殺現象，若有路殺熱點區段則
有必要考量設置涵洞與引導圍籬。
不可諱言地，人類進行重大工程施工一定會造成原棲地的破壞與影響（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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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棲地破碎化Habitat fragmentation）。所謂棲地破碎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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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破碎化有可能是自
然因素作用（如造山運動、風化、洪水等）改變了當地的物理環境，也有可能直
接來自人類活動或開發而導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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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破碎化對當地生物的影響大致可分為(1)面積效應（area
effect）、(2)隔離效應（isolation effect）及(3)邊際效應（edge effect）等三種效應。
面積效應意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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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生存機率與族群數目。雖然不同物種對於面積效應的衝擊不同，然而一般來說，
對特定棲地依賴性高、活動領域需求大或對於外力干擾回復力較弱的物種通常受
影響狀況最為明顯。隔離效應意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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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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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際效應意指當棲地被切割而破碎化後，會造成物理性及生物性的改
變，諸如零碎棲地內部及外部的生態環境之光照，溫度、濕度和風力等物理性改
變，或活動領域受限、避敵場所減少、被捕食機會增多、路殺效應增加等生物性
的變化，甚至導致外來物種入侵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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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切割後之棲地連結性為當地生物族群存續
關鍵因素之一，自然界野生動物生活史上始終有移動的需求，諸如尋找食物水源、
尋找配偶繁衍後代、個體之遷徙擴散、拓展領域等，棲地間連結性越高越可滿足
野生動物之基本生存需求，因此需積極考量維持重要棲地之連結（如道路結構、
涵洞、陸橋等）、建構關鍵生態廊道（如廣植樹林與灌叢植被之綠林帶）、減少
破壞當地水源水域等。

五、結論與展望
特有生物研究中心自1992年成立以來，長期著力於臺灣野生物之調查、研究、
保育復育及生態教育，尤其著重於物種之分布、動物行為及生活史、族群保育、
種源保存等研究，為積極扮演政府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育的專責機構，並累積了許
多優異成果與保貴的經驗。近10年來特生中心鑒於政府機關共同一體及維護本土
生物多樣性及自然生態的健全下，陸續承接「湖山水庫工程生態保育措施」、「翡
翠水庫生態資源調查」及「衛生福利部國家藥園生物資源調查」等計畫，成績斐
然（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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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已邁入第7年，目前各項計畫調查所得的成果可謂相當豐碩（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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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作為臺9線蘇花改工程對未來生態復育與設置環境友善措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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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考依據。相對於臺灣西部地區，我們發現臺9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的棲地型態
多樣而質優，人為開發與干擾的情形相對較少，咸信應涵養著眾多豐富且獨特的
臺灣野生動物資源。而隨著蘇花改工程A段已完工、B段及C段進入施工中期，如
何成功利用本計畫或相關調查資料成果來設置合適的生態保護措施，以維護當地
豐富生樣性的永續發展，值得大家共同努力及重視。
目前臺灣已有多處成功的動物友善措施，其執行過程與成效可供蘇改處借鏡
參考，例如國道3號280～305k處（梅山到白河路段）利用既有的箱管涵進行10處以
上總範圍超過3km改善工程–動物通道，該路段在中間和路肩則以防護網和引導網
相連接，並設置紅外線自動照相機監測動物使用情況，目前已發現至少有18種動
物使用，最常使用涵管通道設施的物種包括白鼻心、貓、蝙蝠、鼬獾和臺灣刺鼠
等通道，將該處原7.5m寬的橋梁中的1/3改為綠色廊道，供道路兩側淺山活動的動
物通行利用（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國道．石虎．平安龜
http://biodivinfo.asdc.tw/leopardcat/content）[4][5]。國道3號林內段251k+000附近為
紫斑蝶遷徒路徑之路殺熱點，高公局與專家研擬後架設防護網加上尖峰期配合外
線車道封閉，成功地讓紫斑蝶於該路段的總平均致死率降為2.29％（交通部臺灣
區國道高速公路總局，2011年[13]）。高公局並陸續於國道動物出入熱點設置生態
防護網（如大甲段、苗栗段、關西段、古坑至關廟段等）
，以達到減輕動物路死的
效應。故在道路工程動工前，即進行生態調查並於路殺熱點針對目標物種架設合
適的生態保護措施，可有效降低動物路死的比例，但在設置動物保護措施後，仍
需要持續的監測與改善，方可發揮最大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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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生
活周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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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迴避、縮小、減
輕、補償之友善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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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生中心執行蘇花改研究計畫於2012年至2017年在蘇花改沿線各類野生動物調查結果表
年度
計畫名稱
比較樣區其他動物

生物廊道

洄游物種

類別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合計

哺乳類
蝙蝠
鳥類
兩棲類
爬蟲類
評估可能
遷徙物種

10科12種
4科12種
23科45種
6科17種
7科15種

10科11種
4科12種
34科83種
6科17種
8科21種

11科11種
5科16種
39科78種
6科18種
8科20種

10科11種
5科13種
34科77種
6科17種
8科18種

10科11種
5科15種
35科85種
6科17種
8科18種

11科13種
5科14種
37科83種
6科18種
9科19種

11科13種
5科17種
44科125種
6科19種
11科30種

3屬5種

23種

23種

23種

23種

23種

25種

蛾類

6科12種

28科447種

28科516種

33科629種

35科717種

蛾類41科693種

蛾類55科1,189種

魚類
蝦類
蟹類
魚類
蝦類

6科17種
2科12種
2科5種
2科8種
2科7種

6科17種
2科11種
2科4種

8科20種
2科13種
2科5種

10科20種
2科11種
2科5種

10科22種
2科12種
2科6種

8科24種
2科10種
2科6種

12科37種
2科18種
2科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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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隻次；太魯閣
澤蟹5隻次
(僅在蘇花改
沿線外發現)

分子親緣鑑定：
1.僅於A段蘇澳端發現宜蘭澤蟹
2.A段以南為南澳澤蟹，混雜扁足
澤蟹（視為同複合群）
3.僅小清水溪以南發現太魯閣澤蟹

南澳澤蟹2,774隻次
太魯閣澤蟹 5 隻次
(太魯閣澤蟹僅在蘇花改沿
線外小清水溪以南發現)

野山羊

39筆

79筆

100筆

240筆

246筆

467筆

1,171筆，蘇澳至大清水皆有

哺乳類

15科18種

13科17種

12科16種

13科17種

10科10種

13科15種

13科20種

---

4科17種

4科18種

5科18種

5科18種

5科18種

5科18種

5科22種

日行性猛禽
夜行性猛禽
環頸雉
兩棲類

3科10種
1科2種
30隻次
5科15種

3科14種
1科3種
98隻次
5科17種

3科16種
1科2種
140隻次
5科15種

3科10種
1科3種
71隻次
5科14種

3科11種
1科2種
61隻次
5 科 15 種

3科11種
1科4種
55隻次
5 科 15 種

3科19種
1科4種
339隻次
6 科 17 種

爬蟲類

8科19種

10科23種

7科16種

8 科 16 種

10 科 19 種

10 科 20 種

11 科 32 種

---

11類別
4,477筆

12類別4,948
筆

13類別8,799
筆

13類別
10,575筆

13類別
60,551筆

14類別73,046筆

14類別85,134筆
(至2017年5月止)

淡水蟹

野山羊
翼手目
猛禽+
環頸雉
兩棲爬蟲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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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近10年來特生中心於蘇花改、湖山水庫、翡翠水庫及
國家藥園等計畫之各類物種調查結果比較表
計畫別
類別

2012-2017年
蘇花改計畫

2007-2014年
湖山水庫範圍及周
邊地區

植物類

維管束植物
維管束植物
121科346屬510種
142科435屬786種
(蕨類71種、裸子植
(蕨類129種、裸子植物 物3種
、被子植物436
6種、被子植物651種)
種)

哺乳類

18科42種
（蝙蝠22種；台灣野山
羊1,171筆）

2014-2015年
2012-2013年 新北市平溪地
翡翠水庫
區衛服部國家
藥園

---

維管束植物
45科387種

15科32種
(蝙蝠18種)

17科30種
(蝙蝠15種)

15科23種
(蝙蝠 10 種)

鳥類

49科191種
日行性猛禽：3科19種
夜行性猛禽：1科3種
環頸雉：339隻次

38科102種

37科87種

20科48種

爬蟲類

11科34種

9科38種

9科28種

7科28種

兩棲類

6 科 20 種

6 科 21 種

6 科 19 種

4 科 14 種

昆蟲

蛾類55科1,189種

18目132科688種
(蝶類147種；
螞蟻類98種)

蝶類148種
螢火蟲17種

蝶類5科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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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資料庫

14類別85,134筆

81篇成果報告
環境與生物因子資料

---

---

魚類：9科24種
蝦類：3科8種
蟹類：1科3種

---

---

水域

生物
廊道

魚類：12科37種
蝦類：2科18種
蟹類：2科9種
南澳澤蟹2,774隻次
太魯閣澤蟹5隻次
(分子親緣鑑定)
評估25種可能
遷徙物種

註：1.蘇花改特別關注物種：洄游性物種、南澳澤蟹、太魯閣澤蟹、臺灣野山羊、猛禽、
環頸雉。
2.湖山水庫特別關注物種：食蟹獴、蝙蝠類、復育過程需要優先關注鳥種（含八色鳥
在內共32種）
、食蛇龜、史丹吉氏小雨蛙、諸羅樹蛙、蝶類、蟻類、扁鍬形蟲、埔里
中華爬岩鰍、粗首鱲、臺灣馬口魚。
3.翡翠水庫特別關注物種：柴棺龜、食蛇龜、翡翠樹蛙、黃胸黑翅螢、鹿野氏黑脈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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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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2761331#130
傳真：049-2761583
電郵：chenghc@tesri.gov.tw
主要工作
✓

野生哺乳動物調查、研究與監測、蝙蝠族群生態學、系統分類學、超
音波聲音學研究、動物生態保育與自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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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特生中心擔任多項科技計畫主持人，包括於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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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山水庫及鄰近地區森林生態系統研究計畫（2006–2014 年）召集人，
並負責哺乳類（蝙蝠類）之調查及監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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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餘
篇、書籍(手冊)30 餘本、其他期刊發表 80 餘篇、研討會報告 70 餘篇，
並與其他學者共同發表如細尾長尾鼩、寬耳蝠、金黃鼠耳蝠、台灣家
蝠、山家蝠、灰伏翼、東亞摺翅蝠等台灣新種或新紀錄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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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並執行製作 6 部動物生態影片。

✓
✓

主辦國內外學術研討會、特展及論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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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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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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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from the evidences of fauna change by seasons and different elevation
zones.(由不同海拔帶物種組成及季節性變動談臺灣蝙蝠海拔遷移假說 )
2016 年臺灣生態研究網(TERN)年會暨研討會。（口頭報告）
鄭錫奇(2016)，臺灣蝙蝠分類研究與保育現況，2016 動物行為暨生態學研
討會。（專題演講）
周政翰、鄭錫奇(2016)，台灣食蟲蝙蝠回聲定位變異研究，2016 動物行為
暨生態學研討會。（口頭報告）
許家維、陳亭維、周政翰、鄭錫奇、劉建男(2016)，烏石坑地區彩蝠群集組
成及生殖生物學研究，2016 動物行為暨生態學研討會。（口頭報告）
張簡琳玟、張仕緯、劉嘉顯、黃光隆、張均翔、鄭錫奇(2016)，臺灣陸域哺
乳類野生動物資源調查—特生中心計畫之回顧與分析，2016 動物行為暨生
態學研討會。（海報展示）
張簡琳玟、張義榮、周時平、許皓捷、方國運、鄭錫奇(2016)，臺灣中部地
區共域小型食肉目動物相調查，2016 動物行為暨生態學研討會。（海報展
示）
Cheng-Han Chou, Hsi-Chi Cheng(2015). Echolocation variations of
insectivorous bats in Taiwan. The 2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Bioacoustics(日本第二屆動物聲學年會). P12. (Abstract & oral report)
鄭錫奇、張簡琳玟(2015)，臺灣野生動物調查─以哺乳類為例，第七屆熱帶
林業研討會-森林與生物資源的調查技術與發展論文集，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森林系)：59-76 頁。
許家維、周政翰、鄭錫奇、劉建男(2015)，台灣中部地區泰坦氏彩蝠對的棲
所特性的群集組成，第八屆海峽兩岸森林經營研討會摘要集：130 頁。（海
報展示）(榮獲學生組優等論文第一名)
Fang-Tse Chan, Jian-Nan Liu, Hau-Jie Shiu, Chia-Jun Weng, Hsi-Chi Cheng,
Lin-Wen ChangChien & Guo-Jing Weng(2015). Formosan Ferret Badger a
Potential Reservoir Species for Rabies in Taiwan. IWNC(野生動物經營管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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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 2015, Japan.
鄭錫奇、翁國精、詹芳澤、許皓捷、劉建男、翁嘉駿及張簡琳玟(2015)，苗
栗、南投及臺東縣鼬獾族群量及狂犬病盛行率估算，2015 動物行為暨生態
學研討會摘要集：21 頁(FR-09)。
周政翰、黃光隆、張鈞翔、張育誠、許皓捷、張鈞傑、陳麗玲、李銘碩、
陳宏彰、張簡琳玟、黃子典、鄭錫奇(2015)，新竹市地區霜毛蝠（Vespertilio
sinensis）的族群動態與生活史，2015 動物行為暨生態學研討會摘要集：28
頁(MM-4)。
譚承柔、張仕緯、詹芳澤、鄭錫奇、張學文、朱有田(2015)，高雄壽山之臺
灣山羌(Muntiacus reecesi micrurus)在地理上隔離所產生之遺傳變異，2015
動物行為暨生態學研討會摘要集：66 頁(O3-3)。
詹芳澤、官苑芃、林桂賢、蕭舜庭、鄭錫奇、張簡琳玟、張仕緯、林德恩、
李淑慧、張仁杰、凃央昌、蔡國榮、許偉誠、劉建男、翁國精、許皓捷(2015)，
特生中心野生動物病例資料之回溯性調查與狂犬病疫情監測，2015 動物行
為暨生態學研討會摘要集：75 頁(O4-8)。
許家維、陳柏錞、劉秉青、周政翰、鄭錫奇、劉建男(2015)，烏石坑地區彩
蝠對芭蕉捲葉棲所的利用，2015 動物行為暨生態學研討會摘要集：130 頁
(p2-19)。（海報展示）
張簡琳玟、鄭錫奇、劉嘉顯、黃光隆、張鈞翔、許皓捷(2015)，台灣西部地
區靈貓科及獴科哺乳動物之分布與環境因子探討，2015 動物行為暨生態學
研討會摘要集：175 頁(p8-13)。（海報展示）
鄭錫奇、方引平、張簡琳玟、周政翰、陳宏彰(2014)，臺灣蝙蝠多樣性─兼
談新種新紀錄種發現紀實，2014 蝙蝠研究與公民參與研討會(2014 Bat Study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Conference in Taiwan)，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
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蝙蝠學會、臺灣哺乳
動物學會共同主辦。研討會論文集 5-12 頁。
周政翰、鄭錫奇(2014)，臺灣蝙蝠的回聲定位，2014 蝙蝠研究與公民參與
研討會(2014 Bat Study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Conference in Taiwan)。嘉義大
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
蝙蝠學會、臺灣哺乳動物學會共同主辦，研討會論文集 3-4 頁。
鄭錫奇、林瑞興、陳元龍、林春富、朱汶偵(2014)，氣候變遷對台灣高海拔
山區野生動物指標類群族群變動之影響，「因應氣候及糧食安全之農業創
新」103 年成果發表暨研討會摘要集 60-61 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
所主辦。（poster）
鄭錫奇(2014)，臺灣水庫生物調查與生態監測─以翡翠水庫與湖山水庫之哺
乳動物資源為例，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主辦，
臺灣水庫生態資源保育研討會論文集 26-34 頁。
鄭錫奇、林旭宏、葉明峰、張簡琳玟、楊育昌、姚正得(2014)，低海拔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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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寶庫─臺 9 線蘇花公路沿線野生動物多樣性，交通部公路總局蘇花公路改
善工程處主辦，第一屆蘇花改工程技術論壇論文集 105-130 頁。
Hsi-Chi Cheng(2014). Bats of Taiwan. In「Symposium on Bat Biology in
Taiwan (2014 蝙蝠生物學國際研討會)」(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主辦). 摘要論
文集 p.6.
Yi-Ning Chena*, Hong Chang Chenb, Cheng-Han Choub, Hsi-Chi
Cheng(2014). Detection of bat coronavirus in the bat population in Taiwan.
In:16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Infectious Diseases (ICID). Cape Town,
South Africa. April 2-5, 2014. (Poster)
蔡元泰、張簡琳玟、鄭錫奇、許皓捷、陳一菁(2014)，20 世紀之雪山氣候
區小型哺乳動物海拔分布及其變化，2014 動物行為暨生態學研討會摘要
集：p39-O2-2(口頭報告)（海報展示）(榮獲研究優勝獎)
周政翰、鄭錫奇、林德恩、張育誠、黃光隆、劉嘉顯、邵厚潔(2014)，探尋
蘇花公路台 9 線的暗夜精靈，2014 動物行為暨生態學研討會摘要集：
p39-O2-2(口頭報告)。
周政翰、張育誠、黃光隆、陳宏彰、張鈞翔、張鈞傑、陳麗玲、李銘碩、
黃子典、鄭錫奇(2014)，新竹地區霜毛蝠（Vespertilio sinensis）的族群生態
研究，2014 動物行為暨生態學研討會摘要集：p39-O2-13(口頭報告)。
蔡元泰、張簡琳玟、鄭錫奇、許皓捷、陳一菁(2013)，20 世紀之雪山氣候
區小型哺乳動物海拔分布及其變化，中國生物學會第 38 屆會員大會--受威
脅下的生物多樣性研討會。(Biodiversity Under Threat Symposium) （poster）
鄭錫奇、林瑞興、陳元龍、林春富、朱汶偵(2013)，氣候變遷對台灣高海拔
山區野生動物指標類群族群變動之影響，101 年「因應氣候及糧食安全之農
業創新」成果發表會。農業試驗所主辦。（poster）
Cheng-Han Chou, Chun-Chun Tsai and Hsi-Chi Cheng(2013).Do insectivorous
bats just eat insects? Abstract Book of 1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rachnology(第 19 屆蛛形國際研討會). P 187. (Abstract and Poster in English)
張育誠、周政翰、陳宏彰、張簡琳玟、方引平、邵厚潔、鄭錫奇(2013)，野
生動物的楚門世界，2013 動物行為暨生態學研討會大會手冊暨摘要集：
p10-O01-12(口頭報告)。中文摘要刊於「生物科學」
鄭錫奇(2012)，台灣蝙蝠多樣性與保育，2012 蝙蝠國際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雲林縣雲林誠正國小印行。19-23 頁。
方引平、鄭錫奇、楊智安、翁嘉駿(2012)，臺灣無尾葉鼻蝠生活史及生態學
之研究－族群監測與遺傳結構，2012 年動物行為暨生態學研討會，(口頭報
告)中文摘要刊於「生物科學」2012.p.69.OF-16)
方引平、楊智安、鄭錫奇(2012)，利用遺傳標記探討東亞摺翅蝠族群變動與
島內遷移特性，2012 年動物行為暨生態學研討會，中文摘要刊於「生物科
學」2012.p.108.P3-24) (海報)
196

第五屆蘇花改工程技術論壇論文集

Cheng H-C and C-H Chou(2011). Establishment of Echolocation Database of
Insectivorous Bats in Taiwan and Compare the Variances among Inter- and
Intra- species. 2011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nimal Physiology and
Behavior Adaptation in Taiwan. (2011 年動物生理與行為適應國際學術研討
會). P25.(Abstrect)
Chou C-H, C-C Tsai and H-C Cheng(2011). Population Monitoring and
Foraging Ecology of Sympatric Insectivorous Bats at Yushan National Park.
2011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nimal Physiology and Behavior Adaptation
in Taiwan. (2011 年動物生理與行為適應國際學術研討會). P26. (Abstrect)
鄭錫奇、方引平、周政翰、張恒嘉、胡伯齊、張家維、張簡琳玟(2011)，台
灣蝙蝠物種、分布與季節性遷移模式探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
保育中心，2011 生物樣性研討會摘要論文集。P8。
張簡琳玟、許皓捷、張仕緯、陳一菁、李培芬、鄭錫奇(2011)，應用地理資
訊系統探討台灣松鼠科動物之空間分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
保育中心，2011 生物樣性研討會摘要論文集，P82。(海報)
Fang Y-P, J-A Yang, C-J Weng and H-C Cheng(2011). Life history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Formosan tailless leaf-nosed bat in Taiwan. 2nd
International South-East Asian Bat Conference（2011 第二屆東南亞蝙蝠國際
研討會）. P20. (Oral presentation)
Chang C-W, H-C Cheng, L-W Chang-Chien and Y-P Fang(20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t fauna and environment preference in central Taiwan.
2nd International South-East Asian Bat Conference（2011 第二屆東南亞蝙蝠國
際研討會）. P51. (Poster)
Chang C-L, H-C Cheng, C-H Wu, C-J Hsiao and Y-P Fang(2011). Population
genetic structure and gene flow in the Formoan tube-nosed bat (Murina puta) in
Taiwan. 2nd International South-East Asian Bat Conference（2011 第二屆東南
亞蝙蝠國際研討會）. p70. (Poster)
方引平、鄭錫奇、楊智安、翁嘉駿(2011)，臺灣無尾葉鼻蝠生活史及生態學
之研究－棲息洞穴監測與族群動態，2011 年動物行為暨生態研討會。(口頭
報告，中文摘要刊於「生物科學」2011.p.66.OK-07)
高梅婷、張育誠、周政翰、鄭錫奇(2011)，不同飛行環境東亞家蝠(Pipistrellus
abramus)的回聲定位差異，2011 年動物行為暨生態研討會。(海報，中文摘
要刊於「生物科學」2011.p.71.PA-01)(獲得最佳海報獎)
周政翰、鄭錫奇、張簡琳玟(2010)，台灣地區食蟲性蝙蝠回聲定位與其變異
研究，2010 PBAN 生物聲學研討會((Pan-Pacific BioAcoustic Network)。（口
頭報告）
周政翰、高梅婷、張育誠、鄭錫奇(2010)，東亞家蝠（Pipistrellus abramus）
於不同複雜度棲地的回聲定位變異研究 ，2010 PBAN生物聲學研討會
(Pan-Pacific BioAcoustic Network)。（口頭報告）
周政翰、蔡淳淳、鄭錫奇(2010)，楠梓仙溪保護區共域性食蟲蝙蝠之族群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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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及覓食生態研究，玉山國家生物多樣性資源保育經營管理成果發表會論
文集，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33-46 頁。
林清隆、鄭錫奇、方引平(2010)，探討蝙蝠族群在台灣島內的移動及基因交
流－以兩種管鼻蝠為例，2010 年動物行為暨生態研討會。(口頭報告，中文
摘要刊於「生物科學」2010.p.37.) ISSN: 0379-7384
陳宏彰、陳東瑤、鄭錫奇(2010)，外寄生蝠蠅物種、數量與摺翅蝠年生活週
期之相關性探討，2010 年動物行為暨生態研討會。(poster，中文摘要刊於
「生物科學」2008.p.94.) ISSN: 0379-7384
Ya-hsuan Chen, Mei-Hsiu Hwang, Hsi-Chi Cheng, Mei-Fong Lin(2009).
Apparent Digestibility and Correction Factors of Asiatic Black Bears (Ursus
thibetanus) 。2009 International Syposium on Conservation of Asiatic Black
Bear(亞洲黑熊保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p.102, in English abstract)。(poster).
ISBN: 978-986-02-0903-7
張家維、鄭錫奇、張簡琳玟、方引平(2009)，阿里山地區蝙蝠相組成及分布
和環境因子關係之研究，2009 年動物行為暨生態研討會。(口頭報告，中文
摘要刊於「生物科學」2008.p.48.) ISSN: 0379-7384
林清隆、鄭錫奇、張仕緯、方引平(2009)，台灣兩種管鼻蝠之族群遺傳結構，
2009 年動物行為暨生態研討會。(poster，中文摘要刊於「生物科學」
2008.p.108.) ISSN: 0379-7384
陳宏彰、陳東瑤、鄭錫奇(2009)，蝙蝠的性別與體重對於外寄生蟲豐富度的
相關性探討，2009 蝙蝠研究研討會論文集，靜宜大學第三屆 2009 年環境論
文研討會，35-45 頁。
方懷聖、林宗歧、楊育昌、楊燿隆、鄭錫奇(2009)，台灣陸域動物多樣性熱
點評估標準作業程序之建置，2009 年生物多樣性行動計畫成果研討會，國
科會主辦，南投集集。
鄭錫奇(2008)，台灣野生動物多樣性調查、資料建置及應用，全球暖化永續
生態研討會，32-33 頁。(中、英文摘要)
張簡琳玟、鄭錫奇、張家維、方引平(2008)，台灣蝙蝠物種分布與環境相關
性研究，全球暖化永續生態研討會，32-33 頁。(poster，中、英文摘要)
鄭錫奇、張簡琳玟(2008。台灣蝙蝠的多樣性、研究現況與度冬遷移推論，
2008 蝙蝠研究研討會論文集，台灣蝙蝠學會主辦。5-15 頁。
林清隆、吳泰翰、鄭錫奇、方引平(2008)，，台灣大蹄鼻蝠之遺傳變異。2008
蝙蝠研究研討會論文集，台灣蝙蝠學會主辦。43-53 頁。
吳建廷、方引平、鄭錫奇、李玲玲(2008)，台灣地區家蝠屬分類現況。2008
蝙蝠研究研討會論文集。台灣蝙蝠學會主辦。55-56 頁。
蕭淳任、吳忠信、鄭錫奇、方引平(2008)，蝙蝠也有方言？以台灣大蹄鼻蝠
為例，2008 蝙蝠研究研討會論文集，台灣蝙蝠學會主辦。79-91 頁。
張家維、鄭錫奇、張簡琳玟、方引平(2008)，蝙蝠組成與環境因子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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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以台灣中南部山區為例，2008 蝙蝠研究研討會論文集，台灣蝙蝠學會
主辦。119-126 頁。
陳宏彰、鄭錫奇、陳東瑤(2008)，南投地利地區摺翅蝠與蝠蠅之外寄生關係
初探，2008 蝙蝠研究研討會論文集，台灣蝙蝠學會主辦，151-160 頁。
鄭錫奇、劉建男、賴國祥、湯曉虞(2008)，自然保護留區內生物多樣性調查
及評析—案例研究，保護區經營管理暨生物多樣性國際會議論文集，147-156
頁。(英文摘要)
Cheng-Han Chou, Chun-Chun Tsai , and Hsi-Chi Cheng(2008). Population
monitoring and night activity patterns of insectivorous bats in Yushan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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