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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研究緣起 
本計畫之目的在於藉由現場生態資源調查，持續補充東沙島的陸

域生態調查資訊，藉由航空與衛星遙測影像資料庫之建立，彙整過去

各項生態調查的空間資料，以地理資訊系統 (GIS) 為基礎，建立東

沙環礁國家公園的陸域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進而以此為基礎，研

擬保育監測系統之建議案，提供做為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在陸域生態資

源規劃與維護上的基礎。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計畫採用 ESRI 的 ArcGIS 為建檔的主要軟體，以 94 年航照圖

為底圖，套疊 60 公尺×60 公尺的網格系統，建置動物、植物分布與

外來種植物的分布圖。 

野外調查以穿越線調查為主、陷阱設置為輔，所有的資源調查資

料，以及本計畫所彙整的過去資源調查資料，若有空間座標者，均將

以 GIS 方式建檔。 

三、重要發現 
本次共發現 170 種維管束植物分屬於 58 科 144 屬，包含原生植

物 99 種、栽培植物 48 種及歸化植物 23 種，新紀錄植物 41 種；鳥類

紀錄 35 科 140 種，其中燕隼、蒼燕鷗、滸鷸、黑翅山椒鳥、灰卷尾、

黃鸝、冠羽柳鶯、白腹琉璃、輝椋鳥、噪林鳥、北椋鳥，以及野鵐等

12 鳥種為該區域之首次記錄；陸域甲殼類共記錄大型甲殼類 3 科 10
種，其中葛氏陸方蟹、盧氏後相手蟹、清白招潮、北方招潮和四角招

潮為新記錄種，陸寄居蟹則確認為灰白陸寄居蟹；陸域軟體動物紀錄 
13 科 26 種，其中 4 科 20 種為新紀錄，多數種類發現活體與幼

體，5 種舊紀錄種分類誤植亦予以校訂；昆蟲綱則記錄 9 目 31 科 51
種，包括 14 新紀錄種。 

四、主要建議事項 
在保育監測方面，本研究建議將植被組成、外來種、特有種、鳥

類、哺乳類、甲殼類、軟體動物、昆蟲、入侵植物、土地覆蓋與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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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做為指標因子，並且要依據標準化之調查流程、方法與表格，清楚

紀錄調查日期、氣候、物種名稱、調查地點的座標、棲地概況、調查

樣點或調查路線等，以方便觀察長期變化的趨勢走向。 

外來種的防檢疫措施如下： 

1. 島上的露天餿水掩埋處，應是維持外來的野生犬、貓、鼠族

群量的主要食物來源。建議將餿水掩埋處隔離，降低其提供野生犬、

貓、鼠食物的機會，進而降低與人類接觸的機會。 

2. 為控制島上野鼠數量而養貓，必然會傷及非目標性物種。千

萬不可為。建議誘捕移除島上野生犬、貓。 

3. 為控制島上野鼠數量而使用毒餌滅鼠，常會傷及非目標性物

種。建議採用其他方式滅鼠。 

4. 銀合歡及大花咸豐草於當地更新狀態良好，可以見到林下小

苗，所建立之處不僅改變當地景觀也降低生物多樣性。目前除人為不

斷清除方式外，應減少原有灌叢林的破壞砍伐以減低其蔓延速度。 

5. 木麻黃除了營房附近外，也分布於東北側灌叢林間，亦可發現

小樹。應注意該區木麻黃林是否有擴張現象。 

6. 關於木麻黃及銀合歡之監測，建議間隔數年使用航空相片圖判

視，並配合地面的調查行全島分布範圍清查，以注意其動態變化。 

 

關鍵字：地理資訊系統 (GIS) 、軟體動物、甲殼類、外來種、保育

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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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estrial Fauna and Flora Inventory Research at Dongsha Island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stablish a GIS-based terrestrial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logy database for Dongsha National Park by 
field inventory and compiling past published literatures. The database 
will serve as a foundation to delineate conservation and monitoring 
framework, and baseline information for resource planning and 
conservation. 

We use ArcGIS to create these maps, analyz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scape and ecological variables, and select suitable locations as 
research stations. A 60 m×60 m grids map overlapping 94’s aerophoto 
was created as a basis to record biodiversity data and to map the 
distribution once it is available.  The biodiversity distribution maps in 
our database include plants, birds, reptiles, land snails, crustacea, insects 
and mammals.  The field work survey mainly in transects and pitfall trap 
method. Every research should use GPS or maps to record the occurrence 
of species observed and follow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s. 

170 vascular plant belonging to 144 genera and 58 families are found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Compared to historical records, 41 species are 
newly recorded in Dongsha Island and mostly occur in garden area due to 
the introduction.  

Ten species were collected representing three family of land crab in 
this investigation. Five species of Geograpsus grayi H. Milne Edwards, 
Metasesarma rousseauxi H. Milne Edwards, Uca borealis Crane, Uca 
lactea De Haan and Uca tetragonon Herbst are new records. All pagurian 
were identified as Coenobita rugosus H. Milne Edwards. 

26 species belonging to 13 families of land snail were recorded. Of 
these, 20 species and four families are new records. Emendations of five 
species from the previous records were also made. Alive adults along 
with juvenile individuals were collected in most of the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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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species belonging to 9 order 31 families of insecta were identified 
and 14 species were first record from this island. 

We suggest that basic ecological researches should follow standard 
methods in data collection and documentation. To provide a vital sign 
monitoring and to record long-term ecological trends, researches should 
study the following indicators: vegetation composition, invasive plants, 
exotic species, endemic species, birds, and landscape dynamics. Every 
research should use GPS or maps to record the occurrence of species 
observed and follow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s. 

To control the exotic feral dogs, feral cats, and rats on the island, we 
suggest that 1) the leftover burial site should be fenced in; 2) the feral 
dogs and cats should be removed which may depredate local wildlife, and 
transmit diseases; 3) avoid using rat poison to control the rat population 
which may have negative effects on non-target species. To control and 
ecological monitoring the exotic plant, we suggest 4) continue the 
clear-cut of the Leucaena leucocephala and Bidens pilosa var. radiate, 
and avoid destroying the native shrub; 5) proceed the long-term 
monitoring of Casuarina equisetfolia; 6) use the aerophoto analysis with 
field vegetation research to monitor the distribution of invasive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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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論 

內政部於民國 93 年 3 月，正式公告東沙海域為我國首座海洋國

家公園預定地，規劃以東沙環礁領海外界線為國家公園計畫範圍，總

面積約 35 萬 6500 公頃。有鑒於海洋性珊瑚礁島嶼有其特殊性與脆弱

性，必須依據其生態環境和資源特性，進行生態保育和環境保護之規

劃，未來可以詳細規劃東沙海洋國家公園之保育研究、解說教育及經

營管理之措施，以促進東沙環礁海洋生態之永續發展。 

了解生態資源的分布，是進行國家公園規劃的主要依據。我國過

去的 6 個國家公園與規劃中的馬告國家公園，在計畫之初，均曾執行

過許多動植物、人文、考古、地質與地景資源調查工作。目前的東沙

環礁國家公園，在過去數年間，也有國科會和內政部的相關生態資源

資料收集。不過，這些資訊比較偏重在海洋資源面的調查，尤其是珊

瑚、海洋魚類等 (方力行等 1990，方力行與李健全 1994，張萬福等 
1994，方力行 1998，陳田圃等 2005，陳正平等 2005，陳明輝 2005，
鄭明修等 2005，戴昌鳳 2005) ；在陸域方面，則僅有一次較正式的

調查計畫 (劉小如等 2005) 。由於行政作業與本區可及性的問題，相

關的調查次數、時間與努力量有限，目前仍有待進一步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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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目的 

本計畫之目的在於藉由現場生態資源調查，持續補充東沙島的陸

域生態調查資訊，藉由航空與衛星遙測影像資料庫之建立，彙整過去

各項生態調查的空間資料，以地理資訊系統 (GIS) 為基礎，建立東

沙環礁國家公園的陸域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進而以此為基礎，研

擬保育監測系統之建議案，提供做為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在陸域生態資

源規劃與維護上的基礎。 

 

 

 

 

 

 

 

 

 

 

 

 

 

 

 

 

 

 

 

 



第三章、研究地點 

東沙環礁在台灣的西南方，地理位置在北緯 20∘35’至 20∘47’、
東經 116∘42’至 116∘55’之間 (圖 3-1) ，東沙島則位於東沙環礁之

西側，孤立於海洋上，距離高雄 240 海浬，澎湖 230 海浬，香港 170
海浬，汕頭 140 海浬，是東沙環礁中唯一經常露出海面之陸域 (圖
3-2) ；島的東西長約 2800 公尺，寬達 865 公尺，陸域面積約為 1.74
平方公里，島的中間有一潟湖，在退潮時，水深不及 1 公尺，約 0.64
平方公里。整島呈馬蹄狀，位在東沙環礁的西北處，亦名月牙島。 

 

 
圖 3-1、東沙島與鄰近區域之地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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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海軍海洋測量局於 2001 年出版的東沙島地圖，此圖的比例尺

為 1:7,500 
 

在氣候上，東沙島屬於亞熱帶海洋性氣候，9 月至 4 月有東北季

風，風力，以 12 月和 1 月最強，平均風力可達 7 至 8 級，5 月至 6
月後，逐漸轉為西南風，7 至 8 月則為颱風侵襲期，此時期的平均溫

約為攝氏 28.5℃，是全年最高溫，12 月與 1 月平均溫度約為攝氏 20
℃，最低溫為攝氏 17.1℃。在雨量方面，東沙島上的雨量不多，夏季

的午後，偶有雷陣雨，冬季時有陣雨、小雨，9 月份雨量最高，可達

300 mm，12 月份最少，僅約 12 mm。 

東沙島地勢平坦，最高海拔僅 7.8 公尺，四周沙灘覆蓋有貝殼砂。

島上地下水充裕，水位離地面約 2 公尺，不過水質較鹹，雖然可供灌

溉和洗滌使用，飲用水部分則需仰賴儲存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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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方法 

本計畫的時程依據行政作業之要求，從簽約之日起，即從民國 95
年 6 月 12 日到民國 95 年 12 月 31 日止，擬於計畫時間進行野外調查

與研究，並依規定辦理期中與期末簡報。 

本計畫在考量經費、作業時程與天候的範圍內，執行現場補充調

查，並彙整過去研究文獻的相關資料，配合航空與衛星遙測影像資料

庫的建立，利用 GIS，建立東沙國家公園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 

本計畫的主要工作項目包括： 

研究文獻彙整 

建立航、遙測影像資料庫 

以 GIS 建立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 

進行鳥類相調查 

進行植物相調查 

進行陸域節肢動物相調查 

進行陸域軟體動物相調查 

進行現有流浪 (野生) 犬、貓與鼠類調查 

進行主要外來種生物調查 

研擬外來種生物防、檢疫之防治機制 

研擬保育監測系統之架構與建議案 

網頁展示系統之開發 

以下分述之。 

第一節、研究文獻彙整 
有關東沙島上的生物資源，最早首見於 Collingwood (1868) 對於

東沙島上動植物初探之記載，日治時期則僅有台灣總督府殖產局凌海

丸號的東沙島調查報告 (1917)，臺灣光復後至今，曾有過數次短期調

查，大致上，以鳥類與植物種類調查為主，估計本區約有 4 次以上的

鳥類調查資料，分別在 1990、1994、2001-2002、2005 年 (詳見劉小

如等 2005) ，植物方面則有 Huang et al. (1994)、Huang (1998) 與劉

小如等 (2005，由謝長富教授執行調查) 等資料。其他陸生動物的研

究方面，張學文等 (1994、2001) 曾調查過陸棲軟體動物相，劉小如

等 (2005) 則補充了兩棲、爬蟲與哺乳類等脊椎動物與昆蟲、蜘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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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脊椎動物物種的資訊。不過仔細觀之，這些資料，有些分類地位尚

未完成，有些仍可以再進一步調查，釐清其物種名錄，或仍有一些類

型的動物沒有調查，而且，目前相關的資料整合工作，也尚未完成。 

第二節、建立航、遙測影像資料庫 
本區陸域的航遙測影像在過去的研究計畫中，曾有一些建立的資

料，但是因為這些計畫分屬不同的研究人員，彼此之間缺乏整合，加

上使用座標系統也有不同 (如戴昌鳳 (2005) 使用經緯度系統，而劉

小如等 (2005) 則使用 UTM 系統)，很難以 GIS 的方式套疊分析。 

因此，本計畫將依據行政院海洋巡防署的主張 (署巡法字第

0940012125 號公文) ，「有關東沙海洋國家公園，計畫區域內各區海

域界線，建議採用經緯度座標擇定基點……」。 

本計畫擬收集現有的航空照片、或衛星影像，利用 ERDAS 
Imagine 進行空間座標定點與轉換，以建立東沙國家公園的航空與衛

星遙測影像資料庫。 

第三節、以GIS建立自然資源生態資料庫 
本計畫採用 ESRI 的 ArcGIS 為建檔的主要軟體，以 94 年航照圖

為底圖，套疊 60 公尺×60 公尺的網格系統，建置動物、植物分布與

外來種植物的分布圖。 

野外調查以穿越線調查為主、陷阱設置為輔，所有的資源調查資

料，以及本計畫所彙整的過去資源調查資料，若有空間座標者，均將

以 GIS 方式建檔。 

第四節、進行植物相調查 
參考過去的調查記錄，以及航空照片與衛星影像的內容，初步判

斷調查區域之概況，接著進行全區之植被物種調查。 

採用塔山植物資料系統，進行資料整理與名錄製作。所調查的成

果均將以 GIS 建立空間分布檔。 

再配合歷年來的植被調查記錄，觀察其時空變化，並推演植群未

來的發展趨勢。若有特有與稀有物種，將詳細調查其族群大小與分

布，評估環境現況以及其生存壓力，擬定保護這些特有、稀有種植物

之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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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進行鳥類相調查 
調查採用固定樣點調查法的部份，在島上設定調查點，在每個調

查點停留 6 分鐘，以雙筒望遠鏡及單筒望遠鏡掃視樣區內各處，記錄

所觀察到之鳥種、數量及活動地點的棲地特色。 

另設定穿越線，調查時沿穿越線行進，紀錄沿線所觀察到所有鳥

類，並於視野開闊處稍作停留，以雙筒望遠鏡及單筒望遠鏡四周掃

視，詳細計數所見鳥種、數量以及活動地點的棲地特色。所有調查的

成果均將已 GIS 建立空間分布檔。 

另外，也將選定數個夜間觀察點，聆聽尋找是否有夜行性鳥類在

島上活動。 

研究期間進行兩次以上調查，每次調查約需 5 日。 

第六節、進行陸域節肢動物相調查 
陸域節肢動物相調查，會針對各種不同的棲地類型，選取若干個

樣區，設置掉落式陷阱採集於地面活動的生物。同時會在全區進行掃

網採集和非定量之目視觀察，並以手採的方式進行調查。 

由於以往研究缺乏陸寄居蟹和陸域甲殼類動物相調查，因此本計

畫除了進行相關之動物相調查，還將建立其時空分布與棲地相關訊息

研究。最後會提出建議指標性物種，作為保育成效評估之用。 

雖然邀標書認為不必對昆蟲進行調查，我們檢視劉小如等 (2005) 
的成果，在昆蟲方面仍有可以增加的空間，因此，我們擬於本計畫中，

進行補充調查。 

研究期間進行兩次以上調查，每次調查約需 5 日。 

第七節、進行陸域軟體動物相調查 
本計畫將針對不同棲地類型，劃設樣區，進行陸域軟體動物之種

類與數量的調查。同時會在現場實地採集標本，並拍照存檔，以便進

行種類鑑定。對於島上的陸域貝類有基本了解後，將在針對其時空分

布與棲地需求進行了解。 

研究期間進行兩次以上調查，每次調查約需 2～5 日。 

第八節、進行現有流浪 (野生) 犬、貓、鼠類調查 
在營建署 94 年度「東沙國家公園陸域生物資源調查」的調查報

告中，曾提到東沙島現有流浪 (野生) 犬、貓與鼠類，可能會對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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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造成影響。因此，本計畫將針對東沙島現有流浪 (野生) 犬、貓

與鼠類之數量與分布進行調查，就流浪 (野生) 犬、貓與鼠類，對東

沙島生態環境之影響與潛在危害，進行評估，並研擬防治對策。 

研究期間進行二次以上調查，每次約需 5 日。 

第九節、進行主要外來種生物調查 
對於東沙島外來種生物的調查，植物部份可以利用植被調查的結

果，了解東沙島陸域主要的外來植物之數量與分布現況。動物的部份

除了參考其他陸域動物調查結果外，亦將針對鼠類之數量與分布進行

調查。在了解東沙島之外來種生物的現況後，將對於其造成之危害，

研擬防治計畫。 

第十節、研擬外來種生物防檢疫的防治機制 
為了防止外來種生物繼續引入東沙島，本計畫將依據現況調查研

究，參酌世界各國處理的經驗，研擬出類似防檢疫的防制參考機制。

以免這些外來種生物，對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的原有獨特生態系統造成

破壞。 

目前針對銀合歡、鼠類，進行研究與相關資料之收集。 

第十一節、研擬保育監測系統 
依據本次的調查資料，以及過去的資源調查，研擬東沙國家公園

的陸域保育監測系統，提出可以做為未來監測的物種類型、調查方法

與頻度需求。 

第十二節、網頁展示系統之開發 
有鑑於目前有關東沙國家公園的資源介紹，僅有海域的網頁展示 

(見 http://tungsha.sinica.edu.tw/) ，本計畫將所完成的陸域生態資源調

查，以網頁的方式呈現，以提供作為將來建立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網站

的基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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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以GIS建立航、遙測影像資料庫 

李昱君、李培芬 

第一節、前言 
本區陸域的航遙測影像在過去的研究計畫中，曾有一些建立的資

料，但是因為這些計畫分屬不同的研究人員，彼此之間缺乏整合，加

上使用座標系統也有不同（如戴昌鳳（2005）使用經緯度系統，而劉

小如等（2005）則使用 UTM 系統），很難以 GIS 的方式套疊分析。 

因此，本計畫將依據行政院海洋巡防署的主張（署巡法字第

0940012125 號公文），「有關東沙海洋國家公園，計畫區域內各區海

域界線，建議採用經緯度座標擇定基點……」。 

本計畫收集現有的航空照片、或衛星影像，利用 ERDAS Imagine 
9.0 進行空間座標定點與轉換，以建立東沙國家公園的航空與衛星遙

測影像資料。 

第二節、研究方法 
1、航空照片影像校正 

過去研究常使用之座標系統為橫麥卡托二度分帶(TM2)，然而僅

包含台灣本島範圍。且海軍海洋測量局於 2001 年出版的東沙島地圖

以經緯度座標系統繪製，本資料庫以此圖為定位底圖，若再經過其他

轉換可能會導致影像失真，因此影像資料庫所使用座標系統為經緯度

座標系統而不採用橫麥卡托投影 (UTM)。所使用大地基準為

WGS-84，台灣研究常用之 TWD67、TWD97 外島區域並不適用。 

現有包含東沙島嶼之航空照片為民國 94 年拍攝之編號

94R001072 與 94R001073 共兩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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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未經過處理之原始東沙島航空照片，編號 94R001072 
 
 

 
圖 5-2、未經過處理之原始東沙島航空照片，編號 94R00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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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此兩張航空照片數化掃描後以 ERDAS Imagine 9.0 進行定位。

以海軍海洋測量局於 2001 年出版的東沙島地圖數化後之圖層為基

準，選取明顯地物作為控制點，包括機場、道路交叉口或是轉彎處等。

校正後再以軟體之 AotoSyc 功能做修正，得到較佳的定位效果。 

由於此二張航照並未包含東沙島完整區域，因此使用 mosaic 功

能將其疊合，得到完整的融合航照。 

衛星影像部分，包括 QuickBird、SPOT、Landsat7 以及華衛二號

所接收的東沙島區域部分。亦經過上述方式處理給予座標系統及定位

校正。 

將取得之航空照片以及衛星影像數化後，進行座標系統的轉換以

及定位，建立東沙國家公園的航空與衛星遙測影像資料庫，以利未來

進行地理資訊系統的分析。 

 

 

 
圖 5-3、東沙島的 QuickBird 衛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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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網格系統 

所有的資源調查資料，以及本計畫所彙整的過去資源調查資料

（主要為劉小如等（2005），若有空間座標者，均將以 GIS 方式建檔。

因此必須設立網格系統，使得調查資料的輸入及處理更有系統性。 

本計劃所設立網格系統以經緯度為單位， X 方向橫跨 2 分，Y
方向 1 分，分別設立半秒系統、一秒系統與兩秒系統網格。左下角 X
座標 116 度 42 分 20 秒，Y 座標 20 度 41 分 40 秒。若以 1 度為 110
公里來算，每秒等於 30.5556 公尺；若是 1 度為 115 公里則每秒等於

31.94444 公尺。半秒系統共有 240*120 個網格，一秒系統共有 120*60
個網格，兩秒系統則是 60*30 個網格。 

本計畫採用 ESRI 的 ArcGIS 9.1 為建檔的主要軟體，調查資料的

輸入目前使用兩秒網格系統。網格大小約為 60*60 平方公尺，建置自

然資源網格系統後，可知道在網格區域內物種是否出現及其數目，進

而可計算物種密度以及分析物種分布等分析。 

 

 

 
圖 5-4、兩秒網格系統建置於 QuickBird 衛星影像底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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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一秒網格系統細部圖 

 

 

 
圖 5-5、半秒網格系統細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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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結果 
經過校正後的航空照片如圖 5-6，以此為底圖，套疊兩秒系統網

格（圖 5-7），所有物種調查資料以格點方式建立。 

 
圖 5-6、定位處理後之東沙島航空照片 

 

 
圖 5-7、套疊網格系統之航空照片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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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東沙陸域植物相調查 

范素瑋、吳聖傑、林均雅、黃思博、葉定宏、謝長富 

 
【摘要】於 95 年 8 月 3 日至 8 月 8 日進行全區之植群及物

種調查，並整理歷史資料、製作名錄及分析植群組成。本次

共發現 170 種維管束植物分屬於 58 科 144 屬，包含原生植

物 99 種、栽培植物 48 種及歸化植物 23 種。新紀錄種類 41
種，多於苗圃發現，來自人為的引進。15 個 10 m by 10 m 樣

區調查及分析，顯示當地海岸林以葛塔德木草海桐為優勢種

類，當地海岸林下草本植物覆蓋低，部份組成受距離海岸遠

近及人為植栽影響。特有種及稀有種分布分散於全島，以潟

湖北岸種類最多。外來種木麻黃、銀合歡及大花咸豐草的分

布也於調查中製圖描述，可作為監測基礎。 

 

【ABSTRACT】The plant species of Dongsha Island were 
recorded and mapped during August 3 to August 8 in 2006. One 
hundred and seventy species belonging to 144 genera and 58 
families are found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Compar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41 species are newly recorded in Dongsha 
Island and mostly occur in garden area due to the introduction. 
Based on vegetation analysis of 15 10 m by 10 m quadrats, 
Guettarda speciosa and Scaevola taccada are the most abundant 
woody species and herbaceous species are relatively sparse on 
the understory. Distribution of some species may be affected by 
distance of sea coast and plantation and drive the different types 
of vegetation. Endemic species and rare species scatter around 
the island, especially in the northern coast of inland lagoon. The 
exotic species, Casuarina equisetfolia, Leucaena leucocephala 
and Bidens pilosa var. radiate are mapped and described, in 
order to set up basic information for long-term monitoring of 
invasive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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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前言 
東沙島上植物最早由 Collingwood (1868) 略加記錄後，日治時期

的川上瀧彌博士也曾登島進行相關的植物相調查（臺灣總督府，

1917），隨後，Huang et al. (1994)、Huang (1998)則進行較為全面的陸

域植物相調查，劉小如等 (2005，由謝長富教授執行調查)則進一步繪

製初步的東沙島植被圖與稀有植物分布。 

本次計畫延續先前的調查，除了進行樣區調查以繪製更精細的植

被圖外，更彙整自 1868 年 Collingwood 記錄自今的植物名錄，釐清

島上實際植物分布，以建立東沙島基本植物名錄。 

第二節、調查方法 
1、進行植物相調查 

參考過去的調查記錄，以及航空照片與衛星影像的內容，初步判

斷調查區域之概況，接著進行全區之植被物種調查。本次研究期間

95 年 8 月 3 日至 8 月 8 日共 6 日。 

採用塔山植物資料系統，進行資料整理與名錄製作。再配合歷年

來的植被調查記錄，觀察其時空變化，並推演植群未來的發展趨勢。

若有特有與稀有物種，將詳細調查其族群大小與分布，評估環境現況

以及其生存壓力，擬定保護這些特有、稀有種植物之對策。 

 
2、進行主要外來種生物調查 

對於東沙島外來種生物的調查，植物部份利用植被調查的結果，

了解東沙島陸域主要的外來植物之數量與分布現況。 

 
3、以GIS建立自然資源生態資料庫 

所有的資源調查資料，以及本計畫所彙整的過去資源調查資料

（主要為劉小如等（2005）），若有空間座標者，均將以 GIS 方式建檔。 

本計畫採用 ESRI 的 ArcGIS 建檔的主要軟體，建置植群分布、

稀有植物和外來種植物的分布圖。 



 17

第三節、調查結果 
1、植物相 

陸域植物調查共計發現維管束植物 58 科 144 屬 170 種（表 6-2），
包含原生植物 99 種、栽培植物 48 種及歸化植物 23 種（表 6-1）。其

中以禾本科為最優勢，調查得 19 種(圖 6-1)；其次則為豆科（15 種）、

大戟科與菊科（11 種）、馬鞭草科、旋花科及錦葵科（7 種）。 

 
表 6-1、東沙陸域植物種類統計表 

類別 裸子植物 雙子葉植物 單子葉植物 總計 

科名 1 50 7 58 

屬 1 115 28 144 

喬木 1 41 2 44 

灌木 - 34 2 36 

草本 - 48 24 72 

藤本  17 1 18 

原生 - 78 21 99 

栽培 1 42 5 48 

歸化 - 20 3 23 

總計 1 140 29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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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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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鞭草科

旋花科

錦葵科

茜草科

桃金孃科

芸香科

茄科

桑科

紫茉莉科

紫草科

其他

種數  
圖 6-1、各科所含物種的統計 

 

本次調查 41 種為過去未記錄之種類，以來自台灣地區之歸化栽

培植物為主(23 種)，草本植物(20 種)次之 (表 6-3)。新增加的種類多

分布於苗圃果園一帶(15 種)，顯示物種的增加可能來自人為的引進，

此外，因人為施肥與澆灌，果園苗圃土壤水分與養份較其他區域充

分，也使得水分需求較高的雜草得以生長，這一類的雜草一般不容易

在乾燥的沙地上生長，目前島上在土壤環境沒有改變下，這些雜草蔓

延趨勢有限，但仍須持續觀察，部份種類在台灣過去有入侵大量繁殖

之紀錄，也必須持續紀錄注意(表 6-3)，建議未來如有木本景觀作物

之引進，應多加注意雜草種類之夾帶進入。 

 
2、植群概況 

東沙島植群依據受到人為干擾程度不同，可分為原生植被、次生

植被與人工植被。原生植被沿海岸邊向內陸植物組成有變化，海岸沙

灘常見原生或歸化草本植物為海馬齒和馬鞍藤，越往內陸則有其他伴

生植物，如舖地黍、濱大戟、長柄菊、龍爪茅、無根藤、雙花蟛蜞菊、

大飛揚草等；再往內陸則可生長灌木植物，如草海桐、林投等，而白

水木、葛塔德木、檄樹、止宮樹等，則分布於土沙堆積較厚之處，臺

灣本島無分布的海人樹多分布於潟湖沿岸，咸少出現於東沙島之南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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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可能與其適應環境鹽度或其自然歷史有關。草海桐為東沙島上

分佈最廣泛且數量最多的灌木。 

次生植被經人為干擾清除海岸灌叢後，經一段時間自然恢復，常

形成乾生草地景象，常見草本植物主要為長柄菊、大花咸豐草、一枝

香、鐵莧菜、賽葵等，小型的灌木叢主要由馬櫻丹組成，混生一些篦

麻、毛西番蓮等，較大型的灌木為銀合歡，與先前提到之草本植物及

小型灌木互相混生。人工植被大多分布在島中間核心區域及各處建築

物週圍，以木麻黃、台灣海棗、夾竹桃與可可椰子、榕樹、欖仁等為

主。 

 
3、海岸灌叢林 

本次調查於島上原生之海岸灌叢林設置 15 個 10 x 10m2樣區(圖
6-2)，取樣胸高直徑(DBH)>1 cm 之木本植物共 2133 株，進行當地海

岸林的組成定量分析。 

 
圖 6-2、樣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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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選擇避開無法行走之密生草海桐、林投區域，調查結果顯示

當地海岸林木本植物種類單純僅 9 種，依其底面積值排列依序為葛塔

德木(11.40 m2ha-1)、草海桐(4.74 m2ha-1)、止宮樹(3.89 m2ha-1)、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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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3.38 m2ha-1)、小葉桑(2.51 m2ha-1)、白避霜花(1.74m2ha-1)、檄樹(1.48 
m2ha-1)、林投(0.33 m2ha-1)、海人樹(0.02 m2ha-1)。當地灌叢林總底面

積為 29.52 m2ha-1，不及恆春高位珊瑚礁森林(44.26 m2ha-1)和南仁山受

東北季風影響森林(42 m2ha-1)。該處海岸林雖以灌叢林稱之，於內陸

區域高度仍可以到達 4 公尺，植生的密度為每公頃約 3873 株(每 0.01
公頃 38.7±13.34 株)，但如果以分枝數目來計算則可高達每公頃 14220
個分枝幹，所有的樹種均可觀察到分枝，平均分枝數為 3.7 個。此為

當地海岸林之特色，樹種單純、樹冠低矮、植株分枝數高，可能為風

與土壤選汰所致。 

以覆蓋度進行海岸灌叢林樣區 (胸高直徑(DBH)<1 cm 以下地被

層) 調查，共發現 21 種植物，包括 8 種喬木灌木小苗，分別為小葉

桑、止宮樹、白水木、海人樹、草海桐、葛塔德木、銀合歡、檄樹。

顯示這些樹種極可能在東沙島貧瘠的沙質地上更新。最常見的草本植

物為圓葉天茄兒、牽牛花、文殊蘭等。東沙灌叢林下的地被覆蓋低且

變異大，平均覆蓋度 10.96±7.94%，樣區中地被覆蓋度總和最高者僅

為 33%，該樣區乃由於具有許多草海桐的萌蘗苗，而提高地被覆蓋

度，實際上草本植物仍十分稀少。 

將樣區調查資料之 15 樣區與 29 物種進行植物社會分群分析，

TWINSPAN 分群的依據乃依樣區間個別種類的差異為主，分析結果

物種組成單純，為白水木-葛塔德木型，DCA 結果顯示樣區沒有明顯

的分群現象，分群受樣區內少數分布有集中傾向的的物種影響，如小

葉桑及檄樹傾向分布於避風內陸，使得第一群為檄樹-葛塔德木型樣

區分布似乎較近內陸區域，而白水木近海岸邊樣區內數量較多，使另

一群成為白水木-葛塔德木型。DCA 結果顯示樣區沒有明顯的分群現

象，樣區的分化受島上分布較為零星的物種影響，如白避霜花、海人

樹、鹽地鼠尾粟等，此外人為干擾引入海岸灌叢的外來種，如大花咸

豐草、植栽的銀龍等，也造成樣區彼此差異。由於物種組成單純，樣

區分群分布並無明顯群聚或是對應地理環境的關係，可將島上海岸灌

叢林視為一個類型，為葛塔德木-草海桐的優勢灌叢林。 

 



 
圖 6-3、TWINSPAN 結果，縱向數字代表樣區位置；橫向數字表示

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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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DCA 結果，樣區分化圖 

 
4、植被圖繪製 

承襲謝（2005）所作若干植被類型，再根據植群形相、植物組成，

進行東沙陸域原生植群更細部的區別。將陸域植被區分為海岸灌叢林

(Coast vegetation) 包含草海桐-林投灌叢、草海桐-止宮樹灌叢，海馬

齒草地 (Sesuvium portulacastrum)、乾生草地 (Grassland)、人工植群 
(Artifical vegetation) 僅指木麻黃及銀合歡分布區域，另區分果園苗圃

花圃區域 (Garden) 及建築地 (Builidings)。已將過去疏灌叢濱海草地

中的草海桐及草生地區別開來 (圖 6-5)。另外林投 (Pandanus) 的分

布也於航照圖中判視獨立標示 (圖 6-5)，所謂海岸灌叢林即為葛塔德

木、草海桐優勢之灌叢林，為島上分布最廣之植被類型，已於前段海

岸灌叢林樣區調查描述。 



 
圖 6-5、東沙植被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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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特有與稀有物種 

依據臺灣植物誌，東沙島的植物名錄中共有 14 種稀有植物。然

而其中春不老、苦檻藍、繖楊、棋盤腳、蓮葉桐、毛柿、象牙樹等 7
種出現在苗圃區，為人為栽培。而止宮樹、檄樹、葛塔德木為島上海

岸灌叢林常見樹種，因此判斷島上數量確實稀有植物有大花蒺藜(圖
6-6)、亞洲濱棗(圖 6-7)、毛苦參(圖 6-8)、老虎心(圖 6-9)等 4 種。再

加上台灣本島未分布的白避霜花(圖 6-10)、沙生馬齒莧(圖 6-11)、海

人樹(圖 6-12)、匍地垂桉草(圖 6-13)、匍匐黃細心、橙花破布子(圖 6-14)
等 6 種植物，是值得特別追蹤觀察的種類。在調查時已將其分布位置

利用 GPS 定位，製作物種分布圖如圖 6-6～6-14，以提共長期監測之

基本資料。 

 
圖 6-6、大花蒺藜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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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亞洲濱棗分布圖 
 

 
圖 6-8、毛苦蔘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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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老虎心分布圖 

 

 
圖 6-10、白避霜花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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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部分沙生馬齒莧位置圖 

 

 
圖 6-12、海人樹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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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部分匍地垂桉草位置 

 

 
圖 6-14、橙花破布子分布圖 

 

 



表 6-2、東沙島陸域植物名錄 

類別 科名 學名 中文名 習性 來源 數量 1858 1994 200511 2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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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葉植物 爵床科 Thunbergia erecta (Benth.) T. Anders. 立鶴花 灌木 栽培 普遍    y 

雙子葉植物 番杏科 Sesuvium portulacastrum (L.) L. 海馬齒 草本 原生 普遍  y y y 

雙子葉植物 番杏科 Trianthemum portulacastrum L. 假海馬齒 草本 原生 普遍  y  y 

雙子葉植物 莧科 Achyranthes aspera L. var. indica L. 印度牛膝 草本 原生 普遍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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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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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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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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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葉植物 夾竹桃科 Adenium obesum (Forssk.) Roem. & Schult. 沙漠玫瑰 草本 栽培 普遍   y y 

雙子葉植物 夾竹桃科 Nerium indicum Mill. 夾竹桃 喬木 栽培 普遍   y y 

雙子葉植物 菊科 Bidens pilosa L. 三葉鬼針 草本 歸化 普遍  y y  

雙子葉植物 菊科 Bidens pilosa L. var. minor (Blume) Sherff 咸豐草 草本 歸化 普遍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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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葉植物 菊科 Erigeron bonariensis L. 美洲假蓬 草本 歸化 普遍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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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葉植物 菊科 Ixeris repens (L.) A. Gray 濱剪刀股 草本 原生 普遍    y 

雙子葉植物 菊科 Lactuca sativa L. 鵝仔菜 草本 栽培 普遍   y y 

雙子葉植物 菊科 Parthenium hysterophorus L. 銀膠菊 草本 歸化 普遍    y 

雙子葉植物 菊科 Sonchus arvensis L. 苦苣菜 草本 原生 普遍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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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葉植物 菊科 Tridax procumbens L. 長柄菊 草本 歸化 普遍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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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葉植物 菊科 Vernonia cinerea (L.) Less. var. parviflora (Reinw.) DC. 小花斑鳩菊 草本 原生 普遍    y 

雙子葉植物 菊科 Wedelia biflora (L.) DC. 雙花蟛蜞菊 藤本 原生 普遍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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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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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葉植物 紫草科 Carmona retusa (Vahl) Masamune 滿福木 灌木 原生 普遍   y y 

雙子葉植物 紫草科 Cordia subcordata Lam. 橙花破布子 喬木 原生 中等  y y y 

雙子葉植物 紫草科 Heliotropium procumbens Mill. var. depressum (Cham.) H. Y. Liu 伏毛天芹菜 草本 原生 中等  y y y 

雙子葉植物 紫草科 Tournefortia argentea L. f. 白水木 喬木 原生 普遍 y y y y 

雙子葉植物 十字花科 Coronopus integrifolius ( DC. ) Spreng 濱芥 草本   y    

雙子葉植物 仙人掌科 Hylocereus undatus (Haw.) Br. et R. 火龍果 灌木 栽培 普遍    y 

雙子葉植物 山柑科 Cleome gynandra L. 白花菜 草本 原生 中等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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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葉植物 木麻黃科 Casuarina equisetfolia L. 木麻黃 喬木 栽培 普遍  y y y 

雙子葉植物 藜科 Chenopodium serotinum L. 小藜 草本 原生 普遍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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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葉植物 使君子科 Lumnitzera racemosa Willd. 欖李 喬木 原生 稀有    y 

雙子葉植物 使君子科 Terminalia catappa L. 欖仁 喬木 原生 普遍  y y y 

雙子葉植物 使君子科 Terminalia mantalyi H. Perrier. 小葉欖仁樹 喬木 栽培 普遍   y y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aquatica Forsk. 空心菜 草本 栽培 普遍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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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batatas (L.) Lam. 番薯 藤本 栽培 普遍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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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nil (L.) Roth. 牽牛花 藤本 歸化 中等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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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pes-caprae (L.) Sweet ssp. brasiliensis (L.) Oostst. 馬鞍藤 藤本 原生 普遍 y y y y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triloba L. 紅花野牽牛 藤本 原生 普遍    y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violacea L. 圓萼天茄兒 藤本 原生 中等  y y y 

雙子葉植物 瓜科 Citrullus vulgaris Schrad. ex Eckl. & Zeyh. 西瓜 藤本 栽培 普遍    y 

雙子葉植物 瓜科 Cucumis melo L. 香瓜 藤本 栽培 普遍  y   

雙子葉植物 瓜科 Cucurbita moschata Duchesne ex Poir. 南瓜 藤本 栽培 普遍    y 

雙子葉植物 瓜科 Luffa cylindrica (L.) M. Roem. 絲瓜 藤本 栽培 普遍   y y 

雙子葉植物 柿樹科 Diospyros ferrea (Willd.) Bakhuizen 象牙樹 喬木 栽培 稀有   y y 

雙子葉植物 柿樹科 Diospyros philippensis (Desr.) Gurke 毛柿 喬木 栽培 稀有   y y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Acalypha australis L. 鐵莧菜 草本 原生 普遍   y y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Acalypha indica L. 印度鐵莧 草本 原生 中等  y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Chamaesyce atoto (Forst. f.) Croizat 濱大戟 草本 原生 中等 y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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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Chamaesyce hyssopifolia (L.) Small 紫斑大戟 草本 歸化 中等    y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Chamaesyce makinoi (Hayata) Hara 小葉大戟 草本 原生 普遍   y y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Chamaesyce tashiroi (Hayata) Hara 田代氏大戟 草本 特有 稀有  y y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Chamaesyce thymifolia (L.) Millsp. 小飛揚草 草本 原生 普遍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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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Codiaeum variegatum Blume 變葉木 灌木 栽培 普遍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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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Pedilanthus tithymaloides (L.) Poit. 銀龍 灌木 栽培 普遍  y y y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Phyllanthus urinaria L. 葉下珠 草本 原生 普遍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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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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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葉植物 豆科 Bauhinia purpurea L. 洋紫荊 喬木 栽培 普遍  y   

雙子葉植物 豆科 Caesalpinia bonduc (L.) Roxb. 老虎心 藤本 原生 極稀有  y y y 

雙子葉植物 豆科 Canavalia rosea (Sw.) DC. 濱刀豆 藤本 原生 普遍  y  y 

雙子葉植物 豆科 Chamaecrista mimosoides (L.) Green 假含羞草 草本 歸化 普遍    y 

雙子葉植物 豆科 Desmodium microphyllum (Thunb.) DC. 小葉山螞蝗 灌木 原生 中等   y  

雙子葉植物 豆科 Desmodium triflorum (L.) DC. 蠅翼草 草本 原生 普遍    y 

雙子葉植物 豆科 Indigofera linifolia (L. f.) Retz. 細葉木藍 草本 原生 中等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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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葉植物 豆科 Macroptilium atropurpureus (DC.) Urban 賽芻豆 藤本 歸化 普遍    y 

雙子葉植物 豆科 Mimosa diplotricha C. Wright ex Sauvalle 美洲含羞草 草本 歸化 普遍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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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葉植物 豆科 Pongamia pinnata (L.) Pierre ex Merr. 水黃皮 喬木 原生 中等   y y 

雙子葉植物 豆科 Senna occidentalis (L.) Link 望江南 灌木 原生 普遍  y y y 

雙子葉植物 豆科 Senna tora (L.) Roxb. 決明 草本 原生 普遍  y y y 

雙子葉植物 豆科 Sesbania sesban (L.) Merr. 印度田菁 灌木 原生 普遍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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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葉植物 豆科 Sophora tomentosa L. 毛苦參 喬木 原生 稀有  y y y 

雙子葉植物 草海桐科 Scaevola taccada (Gaertner) Roxb. 草海桐 灌木 原生 普遍 y y y y 

雙子葉植物 蓮葉桐科 Hernandia nymphiifolia (Presl) Kubitzki 蓮葉桐 喬木 栽培 稀有   y y 

雙子葉植物 唇形花科 Ocimum basilicum L. 九層塔 灌木 栽培 普遍  y  y 

雙子葉植物 樟科 Cassytha filiformis L. 無根草 藤本 原生 普遍  y y y 

雙子葉植物 玉蕊科 Barringtonia asiatica (L.) Kurz 棋盤腳 喬木 栽培 稀有   y y 

雙子葉植物 千屈菜科 Cuphea hyssopifolia H. B. K. 細葉雪茄花 灌木 栽培 普遍   y y 

雙子葉植物 錦葵科 Abutilon indicum (L.) Sweet 冬葵子 草本 原生 普遍  y y y 

雙子葉植物 錦葵科 Hibiscus rosa-sinensis L. 朱槿 灌木 栽培 普遍  y y y 

雙子葉植物 錦葵科 Hibiscus tiliaceus L. 黃槿 喬木 原生 普遍   y y 

雙子葉植物 錦葵科 Malvastrum coromandelianum (L.) Garcke 賽葵 草本 歸化 普遍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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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葉植物 錦葵科 Sida rhombifolia L. 金午時花 灌木 原生 普遍   y y 

雙子葉植物 錦葵科 Thespesia populnea (L.) Solad. ex Correa 繖楊 喬木 原生 稀有    y 

雙子葉植物 楝科 Aglaia formosana (Hayata) Hayata 臺灣樹蘭 喬木 原生 中等   y y 

雙子葉植物 楝科 Melia azedarach L. 苦楝 喬木 原生 普遍   y y 

雙子葉植物 桑科 Ficus microcarpa L. f. 榕 喬木 栽培 普遍  y y y 

雙子葉植物 桑科 Ficus septica Burm. f. 稜果榕 喬木 原生 普遍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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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葉植物 桑科 Morus alba L. 桑樹 灌木 栽培 普遍    y 

雙子葉植物 桑科 Morus australis Poir. 小葉桑 灌木 原生 普遍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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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葉植物 苦檻藍科 Myoporum bontioides (Sieb. & Zucc.) A. Gray 苦檻藍 灌木 原生 稀有   y y 

雙子葉植物 紫金牛科 Ardisia squamulosa Presl 春不老 灌木 栽培 稀有  y y y 

雙子葉植物 桃金孃科 Callistemon rigidus R. Br. 紅花瓶刷子樹 喬木 栽培 普遍    y 

雙子葉植物 桃金孃科 Eucalyptus grandis W. Hill ex Maiden 玫瑰桉 喬木 栽培 普遍    y 

雙子葉植物 桃金孃科 Melaleuca leucadendra L. 白千層 喬木 栽培 普遍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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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葉植物 桃金孃科 Syzygium samarangense (Blume) Merr. & Perry 蓮霧 喬木 栽培 普遍  y y y 

雙子葉植物 紫茉莉科 Boerhavia coccinea Mill. 紅花黃細心 草本 原生 普遍  y y y 

雙子葉植物 紫茉莉科 Boerhavia repens Linnaeus 匍匐黃細心 草本 原生 普遍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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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葉植物 紫茉莉科 Pisonia grandis R. Br. 白避霜花 喬木 原生 普遍  y y y 

雙子葉植物 酢醬草科 Oxalis corniculata L. 酢醬草 草本 原生 普遍   y y 

雙子葉植物 西番蓮科 Passiflora foetida L. var. hispida (DC. ex Triana & Planch.) Killip 毛西番蓮 藤本 歸化 普遍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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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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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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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葉植物 馬齒莧科 Portulaca psammotropha Hance. 沙生馬齒莧 草本 原生 普遍    y 

雙子葉植物 馬齒莧科 Portulaca quadrifida L. 四瓣馬齒莧 草本 原生 中等  y y  

雙子葉植物 鼠李科 Colubrina asiatica (L.) Brongn. 亞洲濱棗 灌木 原生 稀有  y y y 

雙子葉植物 紅樹科 Kandelia obovata C. R. Hseue, H. Y. Liu & W. H. Yong 水筆仔 喬木 原生 中等   y y 

雙子葉植物 茜草科 Guettarda speciosa L. 葛塔德木 喬木 原生 稀有 y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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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葉植物 茜草科 Hedyotis corymbosa (L.) Lam. 繖花龍吐珠 草本 原生 中等  y y y 

雙子葉植物 茜草科 Hedyotis paniculata (L.) Lam. 大葉珠仔菜 草本 原生 中等  y  y 

雙子葉植物 茜草科 Hedyotis strigulosa Bartl. ex DC. var. parvifolia (Hook. & Arn.) Yamazaki 脈耳草 草本 原生 普遍   y  

雙子葉植物 茜草科 Ixora chinensis Lam. 仙丹花 灌木 栽培 普遍   y y 

雙子葉植物 茜草科 Ixora x williamsii Hort. 矮仙丹花 灌木 栽培 普遍    y 

雙子葉植物 茜草科 Morinda citrifolia L. 檄樹 喬木 原生 稀有 y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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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葉植物 芸香科 Citrus reticulata Blanco 柑橘 喬木 栽培 普遍   y y 

雙子葉植物 芸香科 Citrus sinensis Osbeck 柳橙 喬木 栽培 普遍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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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葉植物 無患子科 Allophylus timorensis (DC.) Blume 止宮樹 灌木 原生 稀有  y y y 

雙子葉植物 無患子科 Litchi chinensis Sonner. 荔枝 喬木 栽培 普遍    y 

雙子葉植物 山欖科 Palaquium formosanum Hayata 大葉山欖 喬木 原生 普遍    y 

雙子葉植物 苦木科 Suriana maritima L. 海人樹 灌木 原生 普遍  y y y 

雙子葉植物 茄科 Datura metel L. 曼陀羅 喬木 歸化 普遍  y y y 

雙子葉植物 茄科 Lycopersicon esculeutum Mill. 番茄 草本 栽培 普遍   y  

雙子葉植物 茄科 Nicotiana tabacum L. 煙草 灌木 栽培 普遍    y 

雙子葉植物 茄科 Physalis angulata L. 苦蘵 草本 原生 普遍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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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葉植物 茄科 Solanum nigrum L. 龍葵 草本 原生 普遍  y y  

雙子葉植物 檉柳科 Tamarix aphylla (L.) Karst. 無葉檉柳 喬木 栽培 普遍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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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科名 學名 中文名 習性 來源 數量 1858 1994 200511 200608 

雙子葉植物 田麻科 Corchorus aestuans L. 繩黃麻 灌木 原生 中等  y y y 

雙子葉植物 田麻科 Triumfetta repens (Blume) Merrill & Rolfe 匍地垂桉草 草本 原生 普遍 y y  y 

雙子葉植物 馬鞭草科 Avicennia marina (Forsk.) Vierh. 海茄苳 喬木 原生 中等   y y 

雙子葉植物 馬鞭草科 Clerodendrum inerme (L.) Gaertn. 苦林盤 灌木 原生 普遍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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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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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葉植物 馬鞭草科 Premna serratifolia Linn. 臭娘子 喬木 原生 普遍   y y 

雙子葉植物 馬鞭草科 Stachytarpheta jamaicensis (L.) Vahl. 藍蝶猿尾木 草本 歸化 普遍  y y y 

雙子葉植物 馬鞭草科 Vitex rotundifolia L. f. 海埔姜 灌木 原生 普遍    y 

雙子葉植物 葡萄科 Vitis vinifera L. 葡萄 藤本 栽培 普遍   y y 

雙子葉植物 蒺藜科 Tribulus cistoides L. 大花蒺藜 草本 原生 稀有  y y y 

單子葉植物 龍舌蘭科 Agave americana L. 龍舌蘭 草本 栽培 普遍  y y y 

單子葉植物 Crinum asiaticum L. 文珠蘭 草本 原生 普遍石蒜科  y y y 

單子葉植物 石蒜科 Hymenocallis speciosa (L. f. ex Salisb.) Salisb. 螫蟹花 草本 栽培 普遍  y y y 

單子葉植物 棕櫚科 Chrysalidocarpus lutescens (Bory.) H. A. Wendl. 黃椰子 喬木 栽培 普遍  y   

單子葉植物 棕櫚科 Cocos nucifera L. 可可椰子 喬木 栽培 普遍  y y y 

單子葉植物 棕櫚科 Phoenix hanceana Naudin 臺灣海棗 灌木 栽培 中等  y y y 

單子葉植物 棕櫚科 Washingtonia filifera (Linden ex Andre) Wendl. 華盛頓棕梠 喬木 栽培 普遍  y  y 

單子葉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rotundus L. 香附子 草本 原生 普遍  y y y 

單子葉植物 莎草科 Torulinium odoratum (L.) S. Hooper 斷節莎 草本 原生 普遍    y 

單子葉植物 薯蕷科 Dioscorea benthamii Prain & Burk. 大青薯 藤本 原生 普遍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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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科名 學名 中文名 習性 來源 數量 1858 1994 200511 200608 

單子葉植物 露兜樹科 Pandanus odoratissimus L. f. 林投 灌木 原生 普遍  y y y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Axonopus compressus (Sw.) P. Beauv. 地毯草 草本 歸化 普遍    y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Brachiaria subquadripara (Trin.) Hitchc. 四生臂形草 草本 原生 普遍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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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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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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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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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Digitaria henryi Rendle 亨利馬唐 草本 原生 普遍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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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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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Eragrostis amabilis (L.) Wight & Arn. ex Nees 鯽魚草 草本 原生 普遍  y y y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Imperata cylindrica (L.) Beauv. var. major (Nees) Hubb. ex Hubb. & Vaughan 白茅 草本 原生 普遍  y  y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Lepturus repens (G. Forst.) R. Br. 細穗草 草本 原生 中等  y y y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Panicum repens L. 舖地黍 草本 原生 普遍  y  y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Paspalum vaginatum Sw. 海雀稗 草本 原生 普遍  y  y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Pennisetum polystachion (L.) Schult. 牧地狼尾草 草本 歸化 普遍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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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Sporobolus indicus (L.) R. Br. var. major (Buse) Baaijens 鼠尾粟 草本 原生 普遍    y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Sporobolus virginicus (L.) Kunth 鹽地鼠尾粟 草本 原生 普遍  y  y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Thuarea involuta (Forst.) R. Br. ex Roem. & Schult. 芻蕾草 草本 原生 普遍  y y y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Zoysia tenuifolia Willd. ex Trin. 高麗芝 草本 原生 普遍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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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 表 CH. Wilford 1858 年到東沙採集之標本紀錄(form: 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1994 表黃增泉等

1994 年於東沙調查之紀錄；200511 表 2005 年劉小如所作之陸域植物調查紀錄；200608 為本次調查記錄物種；y
表示該次有觀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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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2006 年東沙島陸域新紀錄植物名錄 

類別 科名 學名 中文名 習性 狀態 分佈點 策略建議 

雙子葉植物 爵床科 Thunbergia erecta (Benth.) T. Anders. 立鶴花 灌木 引進栽培  未觀察到自然更新 

雙子葉植物 莧科 Gomphrena celosioides Mart. 假千日紅 草本 引入 草生地 需注意 

雙子葉植物 菊科 Ixeris chinensis (Thunb.) Nakai 兔仔菜 草本 隨樹苗引入 苗圃 需注意 

雙子葉植物 菊科 Ixeris repens (L.) A. Gray 濱剪刀股 草本 新紀錄 沙地  

雙子葉植物 菊科 Parthenium hysterophorus L. 銀膠菊 草本 隨樹苗引入 苗圃 需注意 

雙子葉植物 菊科 Sonchus arvensis L. 苦苣菜 草本 隨樹苗引入 苗圃 需注意 

雙子葉植物 菊科 Vernonia cinerea (L.) Less. var. parviflora (Reinw.) DC. 小花斑鳩菊 草本 隨樹苗引入 苗圃 需注意 

雙子葉植物 仙人掌科 Hylocereus undatus (Haw.) Br. et R. 火龍果 灌木 引進栽培  未觀察到自然更新 

雙子葉植物 山柑科 Cleome gynandra L. 白花菜 草本 隨樹苗引入 苗圃 需注意 

雙子葉植物 藜科 Chenopodium serotinum L. 小藜 草本 隨樹苗引入 苗圃 需注意 

雙子葉植物 使君子科 Lumnitzera racemosa Willd. 欖李 喬木 引進栽培  未觀察到自然更新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aquatica Forsk. 空心菜 草本 引進栽培  未觀察到自然更新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batatas (L.) Lam. 番薯 藤本 引進栽培  未觀察到自然更新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triloba L. 紅花野牽牛 藤本 隨樹苗引入 苗圃 需注意 

雙子葉植物 瓜科 Citrullus vulgaris Schrad. ex Eckl. & Zeyh. 西瓜 藤本 引進栽培  未觀察到自然更新 

雙子葉植物 瓜科 Cucurbita moschata Duchesne ex Poir. 南瓜 藤本 引進栽培  未觀察到自然更新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Chamaesyce hyssopifolia (L.) Small 紫斑大戟 草本 隨樹苗引入 苗圃 觀察 

雙子葉植物 豆科 Chamaecrista mimosoides (L.) Green 假含羞草 草本 隨樹苗引入 苗圃 觀察 

雙子葉植物 豆科 Desmodium triflorum (L.) DC. 蠅翼草 草本 新紀錄 草生地  

雙子葉植物 豆科 Indigofera linifolia (L. f.) Retz. 細葉木藍 草本 新紀錄 草生地  

雙子葉植物 豆科 Macroptilium atropurpureus (DC.) Urban 賽芻豆 藤本 野地歸化 草生地 需注意 

雙子葉植物 豆科 Mimosa diplotricha C. Wright ex Sauvalle 美洲含羞草 草本 隨樹苗引入 苗圃 需注意 

雙子葉植物 錦葵科 Thespesia populnea (L.) Solad. ex Correa 繖楊 喬木 引進栽培  未觀察到自然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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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科名 學名 中文名 習性 狀態 分佈點 策略建議 

雙子葉植物 桑科 Morus alba L. 桑樹 灌木 引進栽培  未觀察到自然更新 

雙子葉植物 桃金孃科 Callistemon rigidus R. Br. 紅花瓶刷子樹 喬木 引進栽培  未觀察到自然更新 

雙子葉植物 桃金孃科 Eucalyptus grandis W. Hill ex Maiden 玫瑰桉 喬木 引進栽培  未觀察到自然更新 

雙子葉植物 紫茉莉科 Boerhavia repens Linnaeus 匍匐黃細心 草本 新紀錄 沙地  

雙子葉植物 馬齒莧科 Portulaca psammotropha Hance. 沙生馬齒莧 草本 新紀錄 沙地  

雙子葉植物 茜草科 Ixora x williamsii Hort. 矮仙丹花 灌木 引進栽培  未觀察到自然更新 

雙子葉植物 芸香科 Citrus limon Burm. 檸檬 喬木 引進栽培  未觀察到自然更新 

雙子葉植物 芸香科 Citrus sinensis Osbeck 柳橙 喬木 引進栽培  未觀察到自然更新 

雙子葉植物 無患子科 Litchi chinensis Sonner. 荔枝 喬木 引進栽培  未觀察到自然更新 

雙子葉植物 山欖科 Palaquium formosanum Hayata 大葉山欖 喬木 引進栽培  未觀察到自然更新 

雙子葉植物 茄科 Nicotiana tabacum L. 煙草 灌木 隨樹苗引入 苗圃 觀察 

雙子葉植物 茄科 Solanum diphyllum L. 瑪瑙珠 灌木 隨樹苗引入 苗圃 觀察 

雙子葉植物 馬鞭草科 Vitex rotundifolia L. f. 海埔姜 灌木 新紀錄 沙地  

單子葉植物 莎草科 Torulinium odoratum (L.) S. Hooper 斷節莎 草本 隨樹苗引入 苗圃 觀察 

單子葉植物 薯蕷科 Dioscorea benthamii Prain & Burk. 大青薯 藤本 引進栽培  觀察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Axonopus compressus (Sw.) P. Beauv. 地毯草 草本 隨樹苗引入 苗圃 觀察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Echinochloa colona (L.) Link 芒稷 草本 隨樹苗引入 苗圃 觀察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Sporobolus indicus (L.) R. Br. var. major (Buse) Baaijens 鼠尾粟 草本 隨樹苗引入 苗圃 觀察 

 

*策略建議評估參考 Wu et al. 2004，若於該篇報告中顯示為 I invasive 則建議須注意，如非則為需後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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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鳥類相調查 

柯智仁、楊曼瑜、池文傑、李允如、李培芬 

【摘要】東沙島自 1995 年來共記錄 35 科 140 種鳥類，包括

本計畫所發現的 12 種新記錄鳥類，但 1866 年 Cuthbert 
Collingwood 所記載的壯觀白腹鰹鳥繁殖族群，近年則完全

沒有記錄。2006 年八、九月時，水域鳥類以翻石鷸、磯鷸、

金斑鴴，以及高蹺鴴為主要組成；空域鳥類以家燕為主要組

成；陸域鳥類則以黃鶺鴒和紅尾伯勞為主要組成。島上鳥類

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潟湖周圍，一年之中則以三月與九月為鳥

種數與量豐度最高的時節。 
 

【ABSTRACT】Totally 35 family and 140 species of birds were 
recorded on Dongsha Island since 1995, including 12 new 
records in the survey of this research. Sula leucogaster, the most 
abundant breeding bird on the island recorded in 1866 by 
Cuthbert Collingwood, however, have never been sighted again. 
During August and September in 2006, Arenaria interpres, 
Actitis hypoleucos, Pluvialis fulva, Himantopus himantopus 
build up the main composition of waterbirds; Hirundo rustica is 
the most popular aerial birds; terrestrial birds were mainly 
individuals of Motacilla flava and Lanius cristatus. Distribution 
of birds on the island suggests a preference for habitats 
surrounding the lagoon, and the highest species richness and 
abundance occurs at March and September. 
 

第一節、前言 
東沙島周圍的豐富漁場和其位在中國南海主要航線上的地理位

置，使其很早就有人類登島活動。1866 年四月底登島進行自然觀察

的英國人 Cuthbert Collingwood 所發表的報告，是現今可追溯到最早

的島上自然景觀文獻。根據 Collingwood 的描述，當時他在島上記錄

到軍艦鳥（Fregeta minor）、黃頭鷺（Bubulcus ibis）、翻石鷸（Aren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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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s）、斑尾鷸（Limosa lapponica）、翠鳥（Alcedo atthis）、金腰

燕（Cecropis daurica）、黑鶇（Turdus merula），以及黃雀（Carduelis 
spinus）等等十幾種鳥類，其中黃頭鷺和金腰燕均有十位數的數量在

島上活動，島西方的潟湖口亦可見為數不少的鷸鴴科族群（Tringa sp.
和 Charadrius sp.）；然而最令 Collingwood 印象深刻，且認為是島上

最具代表性的鳥種則為當時在島上大量繁殖的白腹鰹鳥（Sula 
leucogaster）族群。Collingwood 形容當原本在巢上孵蛋的白腹鰹鳥成

群被驚起時，會在島上空形成一片「鰹鳥雲」，可見當時白腹鰹鳥在

島上數量之豐。 

東沙島自 1990 年至 2005 年進行的鳥類調查共記錄了 36 科 130
種鳥類，絕大多數鳥種為候鳥，在島上繁殖的鳥類極少（劉小如等，

2005）。島上現今以翻石鷸（Arenaria interpres）為最具代表性的鳥種，

度冬最大量可達 400 隻以上，而夏季時也有較小的滯留族群；但因島

上沒有翻石鷸的繁殖記錄，且遷徙性候鳥多有亞成鳥個體留在度冬地

的例子，因此東沙島上夏季的翻石鷸族群應為還未達繁殖年齡的亞成

鳥群。相較於 Collingwood 於一百四十年前所見到的上百隻白腹鰹鳥

繁殖盛況相比，白腹鰹鳥的繁殖族群不僅已經消失，近年來也都沒有

白腹鰹鳥的發現記錄，島上的鳥類群聚顯然已經經過了相當大的變

遷。 

東沙島已完成的鳥類調查大致涵蓋了春夏秋冬各季節，但每個調

查計畫都會發現島上的新記錄種，且有許多鳥種僅有一次的發現記

錄，這代表著島上的鳥類群聚隨時間的變換非常頻繁，需要頻度更為

密集的鳥類調查才能完整的瞭解島上在各季節的鳥類相。此外，島上

仍缺乏夏末秋初的鳥類調查資料，故本計畫將著重於八月和九月的鳥

類相調查。 

第二節、調查方法 
調查採用固定樣點調查法的部份，在島上設定調查點，在每個調

查點停留 6 分鐘，以雙筒望遠鏡及單筒望遠鏡掃視樣區內各處，記錄

所觀察到之鳥種、數量及活動地點的棲地特色。 

另設定穿越線，調查時沿穿越線行進，紀錄沿線所觀察到所有鳥

類，並於視野開闊處稍作停留，以雙筒望遠鏡及單筒望遠鏡四周掃

視，詳細計數所見鳥種、數量以及活動地點的棲地特色。所有調查的

成果均將以 GIS 建立空間分布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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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將選定數個夜間觀察點，聆聽尋找是否有夜行性鳥類在

島上活動。 

第三節、調查結果 
本計畫分別於 2006 年 8 月 17 日至 24 日，以及 2006 年 9 月 14

日至 21 日赴東沙島進行鳥類調查，兩次調查分別記錄了 15 科 35 種

636 隻次（不包括 1 種不及辨識的田鷸屬鳥種 Gallingo sp.），以及 24
科 70 種 1615 隻次（不包括 1 種不及辨識的田鷸屬鳥種 Gallingo sp.
以及 1 種鷚屬鳥種 Anthus sp.），兩次調查共記錄到 25 科 75 種鳥類。

其中，燕隼（Falco subbuteo）、滸鷸（Calidris ferruginea）、蒼燕鷗（Sterna 
sumatrana）、黑翅山椒鳥（Coracina melaschistos）、灰卷尾（Dicrurus 
leucophaeus）、黃鸝（Oriolus chinensis）、冠羽柳鶯（Phylloscopus 
coronatus）、白腹琉璃（Cyanoptila cyanomelana）、輝椋鳥（Aplonis 
panayensis）、噪林鳥（Sturnus sinensis）、北椋鳥（Sturnus sturninus），
以及野鵐（Emberiza sulphurata）此 12 種鳥種為東沙島歷年來調查之

首筆記錄（表 7-1）。 

若將鳥類在東沙島上出現的數量，參考劉小如等（2005）所列標

準分級，可見此兩次調查的鳥種大都屬稀有（1 – 5 隻次）或不普遍

（5 – 50 隻次），在 8 月僅有翻石鷸和家燕（Hirundo rustica）達到「普

遍」（100 – 300 隻次）的標準，達「尚稱普遍」（50 – 100 隻次）標準

的則有磯鷸（Actitis hypoleucos）；而 9 月翻石鷸更達「很普遍」（大

於 300 隻次）標準，家燕和黃鶺鴒（Motacilla flava）達到「普遍」的

標準，達「尚稱普遍」標準的則有金斑鴴（Pluvialis fulva）、高蹺鴴

（Himantopus himantopus），以及紅尾伯勞（Lanius cristatus）（圖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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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2006 年 8、9 月鳥類的普遍性分級 

 

我們將島上記錄的鳥類根據其主要的棲息環境分為三大類群，分

別為水域鳥類（W）、陸域鳥類（T），以及空域鳥類（A）（表 7-1）。
水域鳥類泛指各種以開闊水域、沙灘、沙洲，以及草澤等有水環境為

主要覓食與活動區域的鳥類；陸域鳥類泛指各種以樹林、草生地，以

及人工建築等陸域環境為主要覓食與活動區域的鳥類；空域鳥類泛指

各種以陸域環境為棲息區，但主要以空中為覓食與活動區域的鳥類，

並以燕科和雨燕科為主要組成。根據此一分類，不論 2006 年 8 月或

9 月，島上皆以水域鳥類為最主要組成，分別佔了當月總鳥隻次的

77.4%與 67.3%（圖 7-2）。8 月時空域鳥類數量多於陸域鳥類，但 9
月時陸域鳥類過境族群大量抵達，數量明顯超過該月的空域鳥類。此

結果顯示，東沙島上在夏末秋初時以水域鳥類為島上的最主要鳥類組

成。若與鳥類普遍性分級的結果相比較，可瞭解水域鳥類主要由翻石

鷸、磯鷸、金斑鴴，以及高蹺鴴此 4 種鳥類為主要組成；空域鳥類以

家燕為主要組成；而陸域鳥類則以黃鶺鴒和紅尾伯勞為主要組成，惟

此 2 鳥種於 9 月才大量出現，因此陸域鳥類在 8 月時數量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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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2006 年 8、9 月水域鳥類、陸域鳥類、空域鳥類之數量比較 

 
1、東沙島鳥類分布模式 

1-1、鳥種數Species Richness 

本計畫 8 月調查時，鳥種數最為豐富的區域為機場候機室外的小

潟湖、小潟湖旁的飛機跑道，以及潟湖口南岸區域（圖 7-3），這些地

區鳥種數可達 10 種以上。其他鳥種數較多（達 6 種以上）的區域包

括退潮時露出的潟湖口外灘、潟湖口南岸、飛機跑道北邊小草澤、以

及垃圾掩埋場一帶等等。 

 
圖 7-3、2006 年 8 月全島之鳥種數分布圖 

45 



東沙島陸域動植物相調查研究 

9 月時由於全島鳥種數幾乎為 8 月時的兩倍，島上許多地方的鳥

種數都大幅增加，鳥種數最高的機場旁小潟湖區域更可達 20 種以

上，其他區域如潟湖口外灘、潟湖口北岸、飛機跑道北側小草澤，以

及垃圾掩埋場至漁民服務處鳥種數亦皆可達 10 種以上（圖 7-4）。 

 
圖 7-4、2006 年 9 月全島之鳥種數分布圖 

綜合兩個月的調查結果，可發現鳥種數最高的區域為機場旁小潟

湖，最高可達 25 種，其次則包括潟湖口外灘、潟湖口、飛機跑道北

側小草澤、近垃圾掩埋場的潟湖岸，以及漁民服務處附近，這些地點

的鳥種數也有 16 種以上（圖 7-5）。 

 
圖 7-5、2006 年 8、9 月全島之鳥種數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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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鳥類總隻數 Total Abundance 

8 月調查時鳥類總隻數可達 50 隻以上的區域僅有潟湖口外灘與

垃圾掩埋場兩個區域，其他鳥類數量較多的區域主要散佈於潟湖沿岸

和機場周圍，島東部的陸域鳥類數量均少（圖 7-6）。 

 
圖 7-6、2006 年 8 月全島之鳥類總隻數分布圖 

9 月時，潟湖口外灘和潟湖口周圍為鳥類總隻數最高的地區，數

量可達 100 隻以上，其次為機場旁小潟湖，鳥類總隻數亦可達 50 隻

以上（圖 7-7）。鳥類數量較多的區域仍以潟湖沿岸為主，但島東部的

陸域區域內鳥類數量亦增加許多。 

 
圖 7-7、2006 年 9 月全島之鳥類總隻數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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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沙島陸域動植物相調查研究 

綜合兩月的調查資料，島上鳥類總隻數最高的區域為潟湖口外

灘、潟湖口北岸、垃圾掩埋場周邊，以及機場旁小潟湖，大致與鳥種

數的分布狀況類似（圖 7-8）。 

 

 
圖 7-8、2006 年 8、9 月全島之鳥類總隻數分布圖 

 

整體而言，不論鳥種數或鳥類總隻數，均以潟湖的東西兩側有較

高的數量。鳥類在潟湖西側主要集中於潟湖口外灘和潟湖口周圍的沙

灘、沙洲上；在潟湖東側則主要集中於機場旁小潟湖和垃圾掩埋場的

周邊。值得注意的是，鳥類在潟湖的東西兩側於漲退潮時有不同的利

用方式：漲潮時，西側的潟湖口外灘與潟湖口大部分的沙灘遭潮水淹

沒，此時鳥類會集中於潟湖東側的機場小潟湖與垃圾掩埋場棲息；退

潮時，西側的潟湖口外灘與潟湖口周圍的沙灘露出，鳥群則又集中於

此覓食。 

 
2、普遍鳥種分布 

根據普遍性分級，東沙島在 2006 年 8 月、9 月最常見的鳥種分別

為翻石鷸、磯鷸、金斑鴴、高蹺鴴、家燕、黃鶺鴒，以及紅尾伯勞，

另小白鷺（Egretta garzetta）根據歷年調查為全年常見鳥種，亦提供

島上分布圖供參考。以下逐一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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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石鷸 Arenaria interpres 

翻石鷸為水域鳥類，是調查時島上最常見、數量亦最多的鳥種。

不論 8 月或 9 月，在潟湖口外灘與垃圾掩埋場均為其主要族群的棲息

區域（圖 7-9、7-10），2006 年 9 月大量聚集時數量可達近 200 隻。全

島周圍的沙灘與潟湖沿岸亦均有分布，於機場旁小潟湖和潟湖口附近

為第二主要的活動區域，漲潮時並會停棲於飛機跑道上休息等待退

潮。整體而言，除島東部的內陸區域外，全島沒有植生的裸露環境均

可發現其蹤跡。 

 
圖 7-9、翻石鷸 2006 年 8 月之全島分布圖 

 
圖 7-10、翻石鷸 2006 年 9 月之全島分布圖 

49 



東沙島陸域動植物相調查研究 

家燕 Hirundo rustica 

家燕可謂是調查時島上分布最廣泛的鳥種。由於其為空域鳥類，

島上不論陸域或水域環境的上空均可見其飛翔覓食。在島上數量較多

的區域於兩月之間不甚一致，8 月時在垃圾掩埋場比較大的族群集結

（圖 7-11），9 月時族群則較集中於潟湖口附近與東沙苗圃一帶（圖

7-12），顯示出族群集中的位置會因其食物的集中位置改變而改變。 

 
圖 7-11、家燕 2006 年 8 月之全島分布圖 

 
圖 7-12、家燕 2006 年 9 月之全島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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磯鷸 Actitis hypoleucos 

磯鷸為水域鳥類，主要族群集中分布於垃圾掩埋場至機場旁小潟

湖一帶（圖 7-13、7-14），但在東沙島的東部內陸區域亦常可在各聯

絡道路上見到磯鷸單獨或成小群活動。相較於其他的水域鳥類，磯鷸

在潟湖口的數量甚低，幾乎不會出現在潟湖口外灘這樣的開闊水域環

境。磯鷸亦為島上普遍鳥種之中，9 月數量明顯較 8 月低的唯一鳥種，

參考往年的調查資料發現其他月份的磯鷸數量均不多（除 2006 年 8
月 91 隻次、2006 年 9 月 42 隻次外，其他月份均在 10 隻次以下），

很可能代表其為集中於 8 月時過境東沙島的鳥種。 

 
圖 7-13、磯鷸 2006 年 8 月之全島分布圖 

 
圖 7-14、磯鷸 2006 年 9 月之全島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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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斑鴴 Pluvialis fulva 

金斑鴴為水域鳥類，主要分布區域為潟湖沿岸、潟湖口外灘，以

及機場旁小潟湖，漲潮時則會有部分個體飛進內陸區域的短草地或建

築區休息（圖 7-15、7-16）。2006 年 8 月時金斑鴴數量頗少，僅 21
隻次，9 月時則增加近 3 倍，東沙島西側的分布數量明顯較 8 月增多

（圖 7-16）。 

 
圖 7-15、金斑鴴 2006 年 8 月之全島分布圖 

 
圖 7-16、金斑鴴 2006 年 9 月之全島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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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蹺鴴 Himantopus himantopus 

高蹺鴴為水域鳥類，2006 年 8 月僅出現在東沙島的兩個小型草

澤：機場旁小潟湖和飛機跑道北側小草澤（圖 7-17）， 9 月族群大量

增加時除上述區域外亦有許多個體出現於島東側的內陸區域（圖

7-18）。相較於其他水域鳥類，高蹺鴴出現在潟湖沿岸的數量甚低。

2006 年 8 月時高蹺鴴數量非常少，僅 5 隻次，9 月時高蹺鴴的族群大

量抵達，數量達 70 隻以上，但仍集中於機場旁小潟湖活動。 

 
圖 7-17、高蹺鴴 2006 年 8 月之全島分布圖 

 
圖 7-18、高蹺鴴 2006 年 9 月之全島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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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鶺鴒 Motacilla flava 

黃鶺鴒為陸域鳥類，8 月時主要過境族群仍未到達，僅有零星數

隻，主要集中在垃圾掩埋場一帶覓食（圖 7-19），9 月時適逢其過境

高峰期，數量高達近 200 隻，並廣泛分布於全島各種棲地環境，但仍

較集中於島東部的內陸區域（圖 7-20）。 

 
圖 7-19、黃鶺鴒 2006 年 8 月之全島分布圖 

 
圖 7-20、黃鶺鴒 2006 年 9 月之全島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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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尾伯勞 Lanius cristatus 

紅尾伯勞為陸域鳥類，8、9 月間的差異與黃鶺鴒的情況相當類

似，在 8 月時主要過境族群尚未抵達，全島僅零星見到 2 隻（圖 7-21），
9月時適逢其過境高峰，全島只要有植被的棲地環境均可見其蹤跡（圖

7-22）。 

 
圖 7-21、紅尾伯勞 2006 年 8 月之全島分布圖 

 
圖 7-22、紅尾伯勞 2006 年 9 月之全島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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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東沙島鳥類季節性變化  

東沙島自 1990 年 5 月開始進行鳥類調查以來，共進行了 20 次的

鳥類調查。各次調查時間分散於不同月份，但 2001 年 10 月至翌年

2002 年 3 月由宇泰公司所進行的 6 次鳥類調查，並未於報告中提及

各月份的鳥類種類與數量，因此此 6 次調查所獲得的資料只能算作是

一次的調查資料，且無法做為後續探討季節性鳥類變化的依據。如

此，實際可參考的鳥類調查次數僅為 15 次，一年當中，除 1 月、7
月、10 月，以及 11 月無資料外，其餘各月份至少有一次的鳥類調查。 

東沙島的總鳥種數至 2006 年 9 月累積至 35 科 140 種，此尚不包

括許多不及辨識的鳥種（表 7-2）。此 140 種之中，有 67 種的發現次

數小於 3，佔了將近總鳥種數的一半（47.9%）；每次調查均有發現的

鳥種僅有 3 種，代表著東沙島上的鳥類相以不穩定的候鳥為主要組

成，且鳥類相隨不同的時間有很大的變動。 

現有的資料顯示，東沙島於每年 3 月與 9 月的鳥種數最高，2 月

與 6 月時最低（圖 7-23），鳥類總隻數也呈現同樣的結果（圖 7-24），
顯示東沙島上在春、秋過境時期擁有最豐富的鳥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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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3、東沙島鳥種數月變化    圖 7-24、東沙島鳥類總隻數月變化 

 

由於缺乏許多關鍵月份的鳥類資料，目前不易對東沙島上出現的

鳥類進行其遷徙屬性上的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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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沙島上的目前僅有 3 種繁殖鳥類的記錄，分別為白腹鰹鳥、白

腹秧雞（ Amaurornis phoenicurus ），以及紅冠水雞（ Gallinula 
chloropus）。白腹鰹鳥的繁殖族群為 1866 年 Collingwood 所記錄的，

現今已消失；白腹秧雞在近年的調查於 3月至 9月均有穩定記錄，2006
年 8 月發現的白腹秧雞幼鳥屍體（圖 7-25）證實了島上有白腹秧雞的

繁殖族群存在，但族群可能僅有二至三對成鳥；紅冠水雞的繁殖記錄

則為島上官兵所見（劉小如等，2005），但紅冠水雞實際調查發現的

次數甚少，很可能現今也無繁殖族群存在。 

 
圖 7-25、東沙島上見到的白腹秧雞幼鳥 

 
4、東沙島與台灣本島的鳥類相比較 

東沙島截至 2006 年 9 月共記錄到 140 種鳥類，台灣本島根據台

灣野鳥圖鑑（王嘉雄等，1991）則計有 444 種。東沙島上有出現而未

列在台灣野鳥圖鑑內的鳥種有赤頸鷿鷉（Podiceps grisegena）、長嘴

半蹼鷸（Limnodromus scolopaceus）、棕腹杜鵑（Cuculus fugax）、金

腰燕、髮冠卷尾（Dicrurus hottentottus），以及輝椋鳥（Aplonis 
panayensis）共 6 種。但此 6 種鳥類近年在台灣本島、金門，以及馬

祖等地區陸續都有發現記錄，其中長嘴半蹼鷸與髮冠卷尾應為台灣本

島的稀有過境鳥；金腰燕為馬祖地區的不普遍夏候鳥；赤頸鷿鷉和棕

腹杜鵑為台灣與金馬地區的迷鳥；輝椋鳥則為台灣本島的強勢外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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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原生地包括印尼與菲律賓群島等地區，島上於 2006 年 8 月發現

的 1 隻亞成鳥個體可能是由菲律賓群島或台灣本島擴散出來的。因此

東沙島上並沒有發現過台灣本島沒有出現的鳥種。 

 
表 7-1、東沙島 2006 年 8 月、9 月鳥類調查結果 

中文名 學名 2006/08 2006/09 

鷺科 Ardeidae  

蒼鷺 Ardea cinerea 3 3 

池鷺 Ardeola bacchus 21 

黃頭鷺 Bubulcus ibis 47 

綠簑鷺 Butorides striata 2 5 

大白鷺 Ardea alba 17 

小白鷺 Egretta garzetta 25 31 

中白鷺 Egretta intermedia 1 18 

黃小鷺 Ixobrychus sinensis 1 

夜鷺 Nycticorax nycticorax 1 

鷲鷹科 Accipitridae  

赤腹鷹 Accipiter soloensis 4 

澤鵟 Circus spilonotus 1 

日本松雀鷹 Accipiter gularis 2 

隼科 Falconidae  

燕隼 Falco subbuteo 1 

紅隼 Falco tinnunculus 3 

秧雞科 Rallidae  

白腹秧雞 Amaurornis phoenicurus 5 4 

鴴科 Charadriidae  

東方環頸鴴 Charadrius alexandrinus 34 

小環頸鴴 Charadrius dubius 1 1 

鐵嘴鴴 Charadrius leschenaultii 30 36 

蒙古鴴 Charadrius mongolus 7 

金斑鴴 Pluvialis fulva 21 78 

灰斑鴴 Pluvialis squatarola 2 22 

鷸科 Scolopacidae  

翻石鷸 Arenaria interpres 249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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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學名 2006/08 2006/09 

尖尾鷸 Calidris acuminata 1 

濱鷸 Calidris alpina 1 

滸鷸 Calidris ferruginea 1  

穉鷸 Calidris ruficollis 10 21 

雲雀鷸 Calidris subminuta 5 6 

三趾鷸 Calidris alba 6 9 

田鷸 Gallinago gallinago 2 

 Gallinago sp. 1 5 

中杓鷸 Numenius phaeopus 3 6 

黃足鷸 Heteroscelus brevipes 12 16 

鷹斑鷸 Tringa glareola 7 7 

磯鷸 Actitis hypoleucos 91 42 

青足鷸 Tringa nebularia 4 1 

白腰草鷸 Tringa ochropus 1 

小青足鷸 Tringa stagnatilis 8 

赤足鷸 Tringa totanus 1 4 

反嘴鷸 Xenus cinereus 1  

反嘴鴴科 Recurvirostridae  

高蹺鴴 Himantopus himantopus 5 77 

鷗科 Laridae  

燕鷗 Sterna hirundo 1  

黑腹燕鷗 Chlidonias hybrida 1 11 

蒼燕鷗 Sterna sumatrana 8 

鳩鴿科 Columbidae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1 

杜鵑科 Cuculidae  

筒鳥 Cuculus saturatus 4 

噪鵑 Eudynamys scolopaceus 4 

雨燕科 Apodidae  

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 1 

翡翠科 Alcedinidae  

翠鳥 Alcedo atthis 4 3 

黑頭翡翠 Halcyon pileata 3 

佛法僧科 Coraci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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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學名 2006/08 2006/09 

佛法僧 Eurystomus orientalis 1 4 

戴勝科 Upupidae  

戴勝 Upupa epops 1 5 

燕科 Hirundinidae  

家燕 Hirundo rustica 115 101 

山椒鳥科 Campephagidae  

黑翅山椒鳥 Coracina melaschistos 1 

灰山椒鳥 Pericrocotus divaricatus 2 

卷尾科 Dicruridae  

灰卷尾 Dicrurus leucophaeus 1 

髮冠卷尾 Dicrurus hottentottus 1 

黃鸝科 Oriolidae  

黃鸝 Oriolus chinensis 2 

鶇科 Turdidae  

藍磯鶇 Monticola solitarius 1 20 

黑喉鴝 Saxicola torquatus 2 

鶯科 Sylviidae  

極北柳鶯 Phylloscopus borealis 24 

冠羽柳鶯 Phylloscopus coronatus 1 

黃眉柳鶯 Phylloscopus inornatus 3 

灰腳柳鶯 Phylloscopus tenellipes 1 

鶲科 Muscicapidae  

白腹琉璃 Cyanoptila cyanomelana 1 

灰斑鶲 Muscicapa griseisticta 1 2 

寬嘴鶲 Muscicapa dauurica 7 

鶺鴒科 Motacillidae  

大花鷚 Anthus richardi 2 

 Anthus sp. 1 

灰鶺鴒 Motacilla cinerea 10 7 

黃鶺鴒 Motacilla flava 10 180 

伯勞科 Laniidae  

紅尾伯勞 Lanius cristatus 3 68 

八哥科 Sturnidae  

檳城椋鳥 Aplonis panayensi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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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學名 2006/08 2006/09 

噪林鳥 Sturnus sinensis 19 

北椋鳥 Sturnus sturninus 4 

鵐科 Emberizidae  

小鵐 Emberiza pusilla 1 

野鵐 Emberiza sulphurata 1 

織布鳥科 Ploceidae  

麻雀 Passer montanus 1  

    36 種 72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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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東沙島各月份鳥類名錄 

中文名 學名 遷移屬性 1. 
(台灣本島)

棲地 
分類 2. 1 月 3.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2001/10- 
2002/03 4. 

鷿鷉科 Podicipedidae                
赤頸鷿鷉 Podiceps grisegena V W 2

R W 2

W W 2 x

W x

T W x

R W x x

W W 1
W W 1
W W 1 x
W W x

T T 1 1

               
小鷿鷉 Tachybaptus ruficollis                
鸕鶿科 Phalacrocoracidae                
鸕鶿 Phalacrocorax carbo 

dae
               

軍艦鳥科 Fregati                 
 Fregata sp. 

dae
               

鷺科 Ardei                 
蒼鷺 Ardea cinerea W W  1 10 4 2   3 3   12 x 
池鷺 Ardeola bacchus T W   1  x    21     
黃頭鷺 Bubulcus ibis S T  3 10 7 20 20  2 47   8 x 
綠簑鷺 Butorides striata R W      1  2 5     
大白鷺 Ardea alba W W  6 20 14 10 10   17   18 x 
唐白鷺 Egretta eulophotes                
小白鷺 Egretta garzetta R W  4 30 5 30 7  25 31   5 x 
中白鷺 Egretta intermedia W W  6 5 2    17 18   9 x 
岩鷺 Egretta sacra R W   1         1 x 
栗小鷺 Ixobrychus cinnamomeus                
黃小鷺 Ixobrychus sinensis R W     x 3   1     
夜鷺 Nycticorax nycticorax 

dae
R W  1 1 1 x    1     

雁鴨科 Anati                 
尖尾鴨 Anas acuta                
琵嘴鴨 Anas clypeata                
小水鴨 Anas crecca                
花嘴鴨 Anas poecilorhyncha 

dae
               

鷲鷹科 Accipitri                 
赤腹鷹 Accipiter soloensis T T   1  10    4     
灰面鷲 Butastur indicus T T   30 2 x 1      1 x 
鵟 Buteo but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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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學名 遷移屬性 1. 
(台灣本島)

棲地 
分類 2. 1 12 月

2001/10- 
2002/03 4. 月 3.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8 月 9 月 10 11月 月 月

澤鵟 Circus spilonotus W T    1     1     
日本松雀鷹 Accipiter gularis 

dae
T T   1  x    2     

鶚科 Pandioni                 
魚鷹 Pandion haliaetus 

dae
W W x

W T x
T T 1

T W x

W T 6

T W 6
T W 1

T W x

               
隼科 Falconi                 
隼 Falco peregrinus                
燕隼 Falco subbuteo                
紅隼 Falco tinnunculus W T  2 4 2 1    3   3 x 
秧雞科 Rallidae                
白腹秧雞 Amaurornis phoenicurus R W   3 3 2   5 4     
紅冠水雞 Gallinula chloropus 

dae
R W   2  x        x 

鴴科 Charadrii                 
東方環頸鴴 Charadrius alexandrinus W W  5 30 2    1 34   36 x 
小環頸鴴 Charadrius dubius W W   25 3    6 3   38 x 
環頸鴴 Charadrius hiaticula                
鐵嘴鴴 Charadrius leschenaultii T W   12   1  30 36    x 
蒙古鴴 Charadrius mongolus T W   12 8 1   3 7   40  
金斑鴴 Pluvialis fulva W W  11 60 34 5 2  21 78   42 x 
灰斑鴴 Pluvialis squatarola W W  6 21 2 1   2 22   20 x 
小辮鴴 Vanellus vanellus 

dae
               

鷸科 Scolopaci                 
翻石鷸 Arenaria interpres W W  108 450 230 50 50  249 576   450 x 
尖尾鷸 Calidris acuminata T W     5    1     
濱鷸 Calidris alpina W W  12 20  11    1    x 
漂鷸 Calidris canutus                
滸鷸 Calidris ferruginea                
穉鷸 Calidris ruficollis W W  5 22 1 10 12  10 21   20 x 
雲雀鷸 Calidris subminuta W W   2     5 6     
丹氏穉鷸 Calidris temminckii                
姥鷸 Calidris tenuirostris T W   50  x         
三趾鷸 Calidris alba W W   35     6 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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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移屬性 1. 
(台灣本島)

棲地 
分類 2. 1 月 3.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2001/10- 
2002/03 4. 中文名 學名 

田鷸 Gallinago gallinago W W   1      2    x 
 Gallinago sp.          1 5

T W 3

W W 1
T T 1 1

W T 1

T W 3

S W 1

T W 1
S W 8

      
斑尾鷸 Limosa lapponica                
黑尾鷸 Limosa limosa T W   1  x       1  
大杓鷸 Numenius arquata                
小杓鷸 Numenius minutus                
中杓鷸 Numenius phaeopus W W  2 2 1 1   3 6   2  
山鷸 Scolopax rusticola                
黃足鷸 Heteroscelus brevipes T W  2 4 2 5 6  12 16   2 x 
鷹斑鷸 Tringa glareola W W   2   1  7 7     
磯鷸 Actitis hypoleucos W W   2 3 2 1  91 42   7 x 
青足鷸 Tringa nebularia W W   5  2 3  4 4   4  
白腰草鷸 Tringa ochropus W W   1      1     
小青足鷸 Tringa stagnatilis T W   1 2 x   2 8   2 x 
赤足鷸 Tringa totanus W W    20 2 1  5 4     
反嘴鷸 Xenus cinereus T W      1  1    4  
長嘴半蹼鷸 Limnodromus scolopaceus 

dae
               

反嘴鴴科 Recurvirostri                 
高蹺鴴 Himantopus himantopus 

dae
W W    2    5 77    x 

燕鴴科 Glareoli                 
燕鴴 Glareola maldivarum 

dae
S A   18 5 3 1        

鷗科 Lari                 
紅嘴鷗 Larus ridibundus W W  1          1 x 
小燕鷗 Sterna albifrons S W   5   4  5 1    x 
紅燕鷗 Sterna dougallii                
燕鷗 Sterna hirundo T W     x 1  1      
黑腹燕鷗 Chlidonias hybrida W W      6  1 11     
鷗嘴燕鷗 Sterna nilotica                
蒼燕鷗 Sterna sumatrana 

dae
               

鳩鴿科 Columbi                 
家鴿 Columba livia R T   19 5 10 1   4   2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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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學名 遷移屬性 1. 
(台灣本島)

棲地 
分類 2. 1 月 3.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2001/10- 
2002/03 4. 

斑頸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R T 1 1               
金背鳩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R T   12         6 x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dae
R T  1       1   1 x 

杜鵑科 Cuculi                 
番鵑 Centropus bengalensis R T 1

V T x

T T 1

1

T W 1

T T 1 4

1

R A 1

V A 2

               
棕腹杜鵑 Cuculus fugax                
筒鳥 Cuculus saturatus S T   1 1 1    4     
鷹鵑 Cuculus sparverioides S T     3    1     
噪鵑 Eudynamys scolopaceus 

dae
V T      1   4     

鴟鴞科 Strigi                 
短耳鴞 Asio flammeus                
夜鷹科 Caprimulgidae                
 Caprimulgus sp. 

dae
               

雨燕科 Apodi                 
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 R A      3   1     
白腰雨燕 Apus pacificus 

dae
R A   1  6       1  

翡翠科 Alcedini                 
翠鳥 Alcedo atthis R W   2 1 3 1  4 3   1 x 
赤翡翠 Halcyon coromanda                
黑頭翡翠 Halcyon pileata 

dae
V W     x    3     

佛法僧科 Coracii                 
佛法僧 Eurystomus orientalis 

dae
               

戴勝科 Upupi                 
戴勝 Upupa epops 

dae
T T   1 1    1 5     

百靈科 Alaudi                 
 Alauda gulgula? 

dae
               

燕科 Hirundini                 
毛腳燕 Delichon dasypus                
家燕 Hirundo rustica S A  3 20 120 20 15  115 101   5 x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R A   2      28   1 x 
金腰燕 Cecropis dau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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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學名 遷移屬性 1. 
(台灣本島)

棲地 
分類 2. 1 月 3.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2001/10- 
2002/03 4. 

山椒鳥科 Campephagidae                
黑翅山椒鳥 Coracina melaschistos V T 1

V T 1
V T 1 1

R T 2

R T 1

W T 2 x
W T 2 x

W T 1 1

W T 1 2
W T 4 1

R T 2
T T x

V T 1
V T 4

               
灰山椒鳥 Pericrocotus divaricatus 

dae
T T   25      2     

卷尾科 Dicruri                 
灰卷尾 Dicrurus leucophaeus                
髮冠卷尾 Dicrurus hottentottus 

dae
               

黃鸝科 Orioli                 
黃鸝 Oriolus chinensis 

dae
               

鵯科 Pycnonoti                 
棕耳鵯 Microscelis amaurotis 

dae
               

鶇科 Turdi                 
野鴝 Luscinia calliope W T   4 1 x         
藍磯鶇 Monticola solitarius W T  1 4 2    1 20   2 x 
黃尾鴝 Phoenicurus auroreus                
黑喉鴝 Saxicola torquatus                
赤腹鶇 Turdus chrysolaus W T  2 4         20  
虎鶇 Zoothera dauma                
黑鶇 Turdus merula T T   3         1  
斑點鶇 Turdus naumanni                
白腹鶇 Turdus pallidus 

dae
               

鶯科 Sylvii                 
大葦鶯 Acrocephalus orientalis W T   2      2   4  
短翅樹鶯 Cettia diphone T T   10 1 4         
錦鴝 Cisticola juncidis                
茅斑蝗鶯 Locustella lanceolata                
極北柳鶯 Phylloscopus borealis W T   5 1 2    24     
冠羽柳鶯 Phylloscopus coronatus                
褐色柳鶯 Phylloscopus fuscatus                
黃眉柳鶯 Phylloscopus inornatus T T         3   2  
灰腳柳鶯 Phylloscopus tenellipes 

dae
V T   6      1     

鶲科 Muscic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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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學名 遷移屬性 1. 
(台灣本島)

棲地 
分類 2. 1 月 3.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2001/10- 
2002/03 4. 

白腹琉璃 Cyanoptila cyanomelana T T 1               
黃眉黃鶲 Ficedula narcissina V T 1

T T 7 x

W T 7

E T 1

T T x
W T 19

V T 4

T T x

W T 1

               
灰斑鶲 Muscicapa griseisticta T T     x   1 2     
寬嘴鶲 Muscicapa dauurica                
鶺鴒科 Motacillidae                
赤喉鷚 Anthus cervinus                
樹鷚 Anthus hodgsoni W T   1  x         
大花鷚 Anthus richardi W T   1      3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W T   25 1     2    x 
灰鶺鴒 Motacilla cinerea W T   8  x 2  10 22   1 x 
黃鶺鴒 Motacilla flava 

dae
W T  3 5 1 30 1  10 180   3 x 

伯勞科 Lanii                 
紅尾伯勞 Lanius cristatus 

dae
W T  1 2 2 12   3 68   1 x 

八哥科 Sturni                 
輝椋鳥 Aplonis panayensis                
灰椋鳥 Sturnus cineraceus T T   16         1  
小椋鳥 Sturnus philippensis                
噪林鳥 Sturnus sinensis                
絲光椋鳥 Sturnus sericeus T T   28 5        16  
北椋鳥 Sturnus sturninus 

dae
               

繡眼科 Zosteropi                 
綠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R T  6 17 10  1   1   3 x 
雀科 Fringillidae                
黃雀 Carduelis spinus 

dae
               

鵐科 Emberizi                 
小鵐 Emberiza pusilla T T   1  x    1     
野鵐 Emberiza sulphurata 

dae
               

織布鳥科 Plocei                 
麻雀 Passer montanus R T   5     1 1     
  共 38 科 144 種    - 24 種 77 種 41 種 54 種 30 種 - 41 種 80 種   60 種 49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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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根據王嘉雄等(1991)所定義之台灣鳥類遷徙屬性，留鳥（R）、夏候鳥（S）、冬候鳥（W）、過境鳥（T）、迷鳥（V）、外來種（E）。 

2.棲地屬性分類：水域鳥類（W）、陸域鳥類（T）、空域鳥類（A）。 

3.有刪除線的月份表示該月份目前無鳥類調查資料。 

4.宇泰公司於 2001 年 10 月至翌年 2002 年 03 月進行之鳥類調查，因資料無分月，故獨立分欄表示之。 

5.文獻資料未記載數量者以「x」表示該鳥種有在該月份出現。 

6.本名錄的分類採 Howard and Moore (2003)。 



第八章、東沙島陸域無脊椎動物相調查甲殼綱 

連裕益、連裕豐、林嘉瑋、李培芬 

【摘要】民國九十五年八月八日至十二日、九月五日至八日分

別前往東沙島進行調查，共記錄大型甲殼類 3 科 10 種，其中葛

氏陸方蟹、盧氏後相手蟹、清白招潮、北方招潮和四角招潮為

新記錄種，陸寄居蟹則確認為灰白陸寄居蟹。 
 

【 ABSTRACT】 The Crustacea fauna of Dongsha Island was 
conducted between August 8th to 12th and September 5th to 8th 2006, 
ten species were collected representing three family of land crab in 
this investigation. Seven species of Geograpsus grayi H. Milne 
Edwards, Metasesarma rousseauxi H. Milne Edwards, Uca borealis 
Crane, Uca lactea De Haan, Uca tetragonon Herbst and Coenobita 
rugosus H. Milne Edwards are new records. All pagurian identify as 
Coenobita rugosus H. Milne Edwards. 

一、前言 
甲殼類（Crustacea）為無脊椎動物中節肢動物門內僅次昆蟲綱的第

二大類物種，全世界已知約 67000 多種（Brusca & Brusca, 2002），多數

種類棲息於海洋，即使適應陸域的淡水環境，其生活史中也必有一段時

間必須回到海洋，僅少數種類能夠完全於淡水棲地中完成，其中以十足

目的種類為主。東沙島為四面環海的珊瑚礁島，島上並無淡水來源，因

此並無真正的淡水甲殼類，因此，只要生活史中部分時段能夠於陸域環

境生存的種類，皆屬於本次調查的對象。 

東沙島之陸域甲殼類調查在過去文獻報告中皆有提及陸蟹與寄居蟹

之記錄（方、李, 1994; 方等, 1990），卻都未詳加鑑定至種，至張學文

（2001）才確認島上棲息數量龐大的兇狠圓軸蟹（Cardisoma carnifex），
其後，陳正平（2004）則將棲息於潮間帶之半陸棲性螃蟹進行初步調查，

確認了角眼沙蟹（Ocypode cerathophthalma）、平掌沙蟹（Ocypode 
cordimana）和粗腿綠眼招潮（Uca crassipes）棲息於島上潮間帶，鄭明

修等（2005）則首次記錄了陸寄居蟹科之凹足陸居蟹（Coenobita 
cavipes），這與本次調查所發現的種類不同，有待進一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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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方法 
東沙島實地調查於 95 年 8 月 8~12 日進行第一次調查，9 月 5~8 日

進行第二次調查。 

甲殼類動物調查於白天和夜間進行地表的目視觀察和地面挖掘法為

主，掉落陷阱法為輔，於全島進行實地調查，採獲的個體先行攝影後以

75%的酒精溶液浸泡保存。 

掉落陷阱以直徑 12 公分高 16 公分的鐵罐為收集罐，埋設於樣區地

表下，瓶罐口與地面齊，罐內各以新鮮魚肉或鳳梨為餌，誘集各種地表

活動的甲殼類動物，每日前往記錄罐中捕獲的物種和數量。 

三、結果與討論 
東沙島上和海岸地帶共記錄了大型甲殼類生物 3 科 10 種（表 8-1），

並無東沙特有種類，多為印度洋和太平洋常見種類，其中方蟹科的葛氏

陸方蟹（Geograpsus grayi）、盧氏後相手蟹（Metasesarma rousseauxi）
與沙蟹科的清白招潮（Uca lacte）、北方招潮（Uca borealis）和四角招潮

（Uca tetragonon）為本次調查新記錄的種類。 

陸寄居蟹科僅記錄了灰白陸寄居蟹（Coenobita rugosus），並未發現

凹足陸寄居蟹，由採集的樣本研究（圖 8-1~8-4），灰白陸寄居蟹有各種

的不同體色呈現，為多態型的種類，其中棕黑色型與凹足陸寄居蟹的外

觀非常相似，相當容易辨識錯誤，對於鄭（2005）所記錄的資料相當存

疑，或許是本種的誤判。 

依照棲地類型區別，東沙島四周的海岸沙地以角眼沙蟹、平掌沙蟹

和灰白陸寄居蟹為主要棲息者，角眼沙蟹的數量相當龐大，遠多於平掌

沙蟹的數量，前者更分佈於潟湖南側的沙地上；灰白陸寄居蟹除了海岸

地帶有大量的族群外，島上各地皆有其分佈 (圖 8-5)，然島內的數量相

對減少許多，以夜間為主要的活動時間。招潮蟹則棲息於潟湖周遭，特

別是潟湖西側和北側的灘地，以粗腿綠眼招潮的數量最多，其次為清白

招潮和四角招潮，北方招潮最少；兇狠圓軸蟹為島上最常見的陸蟹，全

島可見，集中於機場跑道西側的池沼，潟湖沿岸也有不少的族群分佈；

葛氏陸方蟹僅在島西南的海岸地帶有一隻的個體發現，盧氏後相手蟹則

在海岸地帶和潟湖沿岸枯木下皆有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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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灰白陸寄居蟹紅褐色個體。 圖 8-2、灰白陸寄居蟹白色個體。

圖 8-3、灰白陸寄居蟹紅色個體。 圖 8-4、灰白陸寄居蟹黑褐色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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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東沙島甲殼類種類分布。 

 
表 8-1、東沙陸域甲殼類名錄 

中文名 學名 張, 2001 陳, 2004 鄭, 2005 本次調查

十足目 ORDER DECAPODA        

陸寄居蟹科 Family Coenobitidae         

凹足陸寄居蟹 Coenobita cavipes Stimpson   ※  

灰白陸寄居蟹 Coenobita rugosus H. Milne Edwards    ★ 

方蟹科 Family Grapsidae        

葛氏陸方蟹 Geograpsus grayi H. Milne Edwards    ★ 

盧氏後相手蟹 Metasesarma rousseauxi H. Milne Edwards    ★ 

兇狠圓軸蟹 Cardisoma carnifex Herbst ※ ※ ※ ※ 

沙蟹科 Family Ocypodidae        

角眼沙蟹 Ocypode ceratophthalmus Pallas  ※ ※ ※ 

平掌沙蟹 Ocypode cordimana Desmarest  ※  ※ 

北方招潮 Uca borealis Crane    ★ 

粗腿綠眼招潮 Uca crassipes Adams & White  ※ ※ ※ 

清白招潮 Uca lactea De Haan    ★ 

四角招潮 Uca tetragonon Herbst    ★ 

總計  1 4 4 10 

註：※表過去記錄★新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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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東沙島陸域軟體動物相調查 

吳書平、連裕益、林嘉瑋、李培芬 

【摘要】2006 年夏秋兩季在東沙島進行詳盡的陸生軟體動物相

調查，共紀錄 13 科 26 種，其中 4 科 20 種為新紀錄。多數

種類發現活體與幼體， 5 種舊紀錄種分類誤植亦予以校訂。東

沙島無特有種陸生軟體動物，其種源應由鄰近地區自然擴散播

遷或經人為引入。 
 

【 ABSTRACT】 A thorough field survey concerning the land 
molluscan fauna of the Dongsha Island was executed starting from 
summer to fall, 2006. Twenty-six species belonging to thirteen 
families of land snail were recorded. Of these, twenty species and 
four families are new records. Emendations of five species from the 
previous records were also made. Alive adults along with juvenile 
individuals were collected in most of the species. No endemic land 
snail species on the Dongsha Island was found, thus the plausible 
origin of these land snails may have dispersed from adjacent 
localities or via artificial introduction. 

第一節、前言 
東沙島位於東沙環礁的西側，為南中國海上各群島內面積最大的

島，豐富的漁業資源 (Su et al., 1976; Lu and Shieh, 1981)，使得本島的開

發相當早，也影響了島上的自然生態發展。目前已進行過東沙群島的陸

域動物、海域動物和植物相調查 (方、李, 1995; Chen et al., 1991; Chiang, 
1975; Huang et al., 1994)，陸域軟體動物調查過去僅記錄了 9 科 11 種，

包括人為引入的非洲大蝸牛 (Chang et al., 1995)。 

由於海洋性島嶼相當容易受到人為干擾而改變生物相之組成，在以

海洋國家公園成立為前提下，清查島上的陸蝸種類和分佈，對於未來的

經營管理有重要的影響，相較於其他動物如鳥類、哺乳類、魚類等，陸

域軟體動物是其中較少被研究的對象，本調查重點便在建立東沙島的陸

蝸資料庫與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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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調查方法 
東沙島實地調查於 95 年 8 月 8~12 日進行第一次調查，9 月 5~8 日

進行第二次調查。 

軟體動物調查於白天和夜間進行地表、灌木、建築物和植物體的目

視觀察和採集，地面挖掘法針對土棲陸蝸進行調查，對於各種石塊、枯

木、落葉予以翻動搜尋，再輔以篩網法採集地面沙地或樹根附近的土壤

環境，以 10×10 mm、5×5 mm、2×2 mm 和 1×1 mm 等不同網目的篩網調

查。 

採集的個體以 95%的酒精溶液浸泡保存，再攜回實驗室進行分類鑑

定和分析。 

所有的陸蝸調查資料所記錄之空間座標，均以 GIS 方式建檔，具體

呈現島上實際的分佈狀況。 

第三節、調查結果 
共計調查陸蝸 13 科 26 種 (表 9-1)，其中 4 科 20 種為東沙島之新記

錄 (圖 9-2)，分別為山椒螺科光澤山椒蝸牛 (Assiminea nitida)，斷殼蝸牛

科之斷殼蝸牛  (Truncatella guerinii) 、法氏斷殼蝸牛  (Truncatella 
pfeifferi)，耳螺科之栗濱耳螺 (Melampus nuxeastaneus)、黃濱耳螺 (M. 
flavus)、濱耳螺 (M. castanea)、刻點耳螺 (M. sculptus)、寬帶耳螺 (M. 
taeniolatus) 、條耳螺  (Tralia malanastoma) ，蛹蝸牛科之砂蝸牛 
(Gastrocopta pediculus)、卵砂蝸牛 (G. pediculus ovatula)、褐砂蝸牛 (G. 
servilis)，牙蛹蝸牛科之？牙蛹蝸牛 (Vertigo sp.)，椎實蝸牛科之椎實蝸牛 
(Succinea erythrophana)，錐蝸牛科之粗錐蝸牛 (Lamellaxis turgidulum)、
瑪瑙錐蝸牛 (Paropeas achatinaceum)、圓錐蝸牛 (Subulina octona)，扭蝸

牛科之雙色草包蝸牛 (Indoennea bicolor)，琥珀蝸牛科之樹琥珀蝸牛 
(Zonitoides arboreus)，扁蝸牛科之球蝸牛 (Acusta tourannensis)。 

大部分陸蝸屬於全島陸地環境分佈 (圖 9-1)，例如皺足蝸牛、扁蝸

牛、絲蛹蝸牛、非洲大蝸牛，除了島四周的海岸地帶，隨處可見，白天

躲藏餘各種遮蔽物或植物體陰暗處，夜間覓食與活動；侷限分佈的種類

以斷殼蝸牛科和耳螺科為主，僅分佈於潟湖周遭潮濕的潮間帶和島南的

海岸帶；至於東南亞廣泛分佈的球蝸牛，則以島東為主要棲息場所；聲

名狼籍的非洲大蝸牛為過去日本佔領時期所引入的種類，為島上最大的

軟體動物，也是分佈最廣泛與最常見的陸蝸，其殼常為島上的灰白陸寄

居蟹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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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沙島並無特有或新的陸蝸，其中絲蛹蝸牛為台灣特有種，在島上

卻相當普遍；類似地，小線黍蝸牛是僅分佈於琉球到台灣的種類，在島

上也相當常見 (Chang et al., 1995; Kuroda, 1958; Ueshima, 1989)，顯示島

上的陸蝸分佈與台灣頗有關連，整體而言，東沙島的陸蝸相屬於泛熱帶

和熱帶亞太組成(Azuma, 1982; Faustino, 1930; Hsieh et al., 2006; Kuroda, 
1941, 1958; Masuda and Uchiyama, 2004; Pilsbry and Hirase, 1906; Pilsbry, 
1916-1918)，容易受人為外來引種而改變陸蝸群聚，可由非洲大蝸牛的廣

分布窺見一斑。 

第四節、討論 
Chang et al. (1995) 記錄東沙島陸蝸 8 科 10 種，發現島上有許多陸貝

的死殼，僅 4 種有採集到活體，推論島上的物種進行著快速入侵—殘存—

滅絕論；本次調查記錄的 26 種陸蝸中，23 種發現活體，而且多數為幼

蝸階段，顯示島上的陸蝸多已建立族群，而非屬於快速入侵並且迅速滅

絕的生態進程。 

東沙島的陸蝸來源可能有兩種路徑，第一為由鄰近島嶼或亞洲大陸

散播而來，多數島嶼生物經由意外的事件擴散而致 (Bullock et al., 2002; 
Grant, 1998; Whittaker, 1998)，例如漂流木或候鳥都能夾帶微蝸牛飄洋過

海，而蛹蝸牛科和牙蛹蝸牛科則為熱帶太平洋島嶼廣泛連續性分佈的種

類。此外，斷殼蝸牛科和耳螺科等半陸域或海岸棲息的有肺種類，則為

南中國海的固有種；其中法氏斷殼蝸牛廣泛分佈於潟湖周圍和島南海草

堆中，在過去的文獻  (Chang et al., 1995)被誤判為高雄斷殼蝸 
(Truncatella takaoensis)；另一種侷限分佈於島南沙岸的斷殼蝸牛則為黑潮

流經區廣分佈的種類，包括日本、琉球、台灣、菲律賓、澳洲和印度洋 
(Hsieh et al., 2006; Minato, 1988; Smith, 1992)。過去未記錄的 6 耳螺科種

類，在東沙島之分佈和斷殼蝸牛類似，棲息於潟湖和島南的的海草堆中，

為南中國海的原生固有種，相當容易擴散至東沙島。 

第二種路徑是人為的故意或意外引種 (Barker, 2001)，例如島上最大

的非洲蝸牛出現在整個南亞包括台灣和東沙島，都是為充當食物而從非

洲引入 (Kuroda, 1958)；另外，錐蝸牛科的大錐蝸牛和扁蝸牛科的扁蝸牛

之入侵，主要是透過農作物栽植或園藝植物的輸入引進 (Hsieh et al., 
2006)，這與東沙島數百年來被中國、日本和鄰近國家漁人利用，及半世

紀來的軍隊駐紮都有關係，皆從其他地區攜來了大量的園藝植物和農作

物 (Chen, 1997; Chen and Tang,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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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嶼生態是相當脆弱和易變動的 (Grant, 1998; Whittaker, 1998)，未

來國家公園成立後，將開放觀光和生態旅遊，將有大批的人潮湧入，可

能對東沙島帶來各種可能的影響，由於缺乏全面性的生態調查和長期監

測，並無法評估可能的變化，建議未來應進行詳細且長期的動植物相調

查研究，而非僅是簡單的生物資源調查，畢竟海洋和島嶼生態都是屬於

保育生物學上易受危的脆弱生態系，應更加重視之。 

 

 

 
圖 9-1、東沙島陸域軟體動物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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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東沙陸蝸圖譜 1、光澤山椒蝸牛(2.4mm). 2、斷殼蝸牛(10mm). 3、

法氏斷殼蝸牛(7mm). 4、濱耳螺(幼體, 7mm). 5、濱耳螺(成體, 
12mm). 6、栗濱耳螺(11mm). 7、黃濱耳螺(15mm). 8、刻點耳螺

(6.8mm). 9, 10、寬帶耳螺 (8mm). 11、條耳螺(5.8mm). 12、皺足

蝸牛(52mm). 13、砂蝸牛(2.5mm). 14、卵砂蝸牛(2mm). 15、褐砂

蝸牛(2.4mm). 16、絲蛹蝸牛(1.8mm). 17、未知牙蛹蝸牛(3mm). 
18、椎實蝸牛(9mm). 19、大錐蝸牛(11mm). 20、粗錐蝸牛(5.6mm). 
21、瑪瑙錐蝸牛(9mm). 22、圓錐蝸牛(16.7mm). 23、非洲大蝸牛

(80mm). 24、雙色草包蝸牛(6mm). 25、小線黍蝸牛(3.5mm). 26、
樹琥珀蝸牛 (4.3mm). 27、球蝸牛(20mm). 28、扁蝸牛 (14mm). 

表 9-1、東沙陸域軟體動物名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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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名 學名 數量 備註 

山椒螺科 Assimineidae*   

  光澤山椒蝸牛 Assiminea nitida (Pease, 1864)  不常見 新記錄 

斷殼蝸牛科 Truncatellidae   

  斷殼蝸牛 Truncatella guerinii A. & J.B. Villa, 1841 不常見 新記錄 

  法氏斷殼蝸牛 Truncatella pfeifferi Martens, 1860  多 新記錄、修訂 

耳螺科 Ellobiidae*   

  栗濱耳螺 Melampus nuxeastaneus Kuroda, 1949 不常見 新記錄 

  黃濱耳螺 Melampus flavus (Gmelin, 1791) 稀少 新記錄 

  濱耳螺 Melampus castanea (Mühlfeld, 1818) 不常見 新記錄 

  刻點耳螺  Melampus sculptus (Pfeiffer, 1855) 稀少 新記錄 

  寬帶耳螺 Melampus taeniolatus (Hombron et Jacquinot, 1854) 不常見 新記錄 

  條耳螺 Tralia malanastoma Garrett, 1873 不常見 新記錄 

皺足蝸牛科 Veronicelloidae   

  皺足蝸牛 Laevicaulis alte (Férussac, 1821) 常見  

蛹蝸牛科 Pupillidae   

  砂蝸牛 Gastrocopta pediculus (Shuttleworth, 1852)  常見 新記錄、修訂 

  卵砂蝸牛 Gastrocopta pediculus ovatula (Moellendorff, 1890)  稀少 新記錄 

  褐砂蝸牛 Gastrocopta servilis (Gould, 1843)  不常見 新記錄 

牙蛹蝸牛科 Vertiginidae   

  絲蛹蝸牛 Nesopupa yamagutii Kuroda, 1941 常見 特有種 

  ？牙蛹蝸牛 Vertigo sp.  稀少 新記錄 

椎實蝸牛科 Succineidae   

  椎實蝸牛 Succinea erythrophana Ancey, 1883 常見 新記錄、修訂 

錐蝸牛科 Subulinidae   

  大錐蝸牛 Lamellaxis gracilis (Hutton, 1834) 多  

  粗錐蝸牛 Lamellaxis turgidulum (Heude, 1841) 稀少 新記錄 

  瑪瑙錐蝸牛 Paropeas achatinaceum (Pfeiffer, 1846) 稀少 新記錄、修訂 

  圓錐蝸牛 Subulina octona (Bruguiere, 1792) 稀少 新記錄 

非洲大蝸牛科 Achatinidae   

  非洲大蝸牛 Achatina fulica Bowdich, 1822 多  

扭蝸牛科 Streptaxidae*   

  雙色草包蝸牛 Indoennea bicolor (Hutton, 1834) 不常見 新記錄 

鼈甲蝸牛科 Helicarionidae   

  小線黍蝸牛 Liardetia yaeyamensis (Pilsbry, 1901) 多  

琥珀蝸牛科 Zonitidae*   

  樹琥珀蝸牛 Zonitoides arboreus (Say, 1816 ) 稀少 新記錄 

扁蝸牛科 Bradybaenidae   

  球蝸牛 Acusta tourannensis (Souleyet, 1842) 不常見 新記錄 

  扁蝸牛 Bradybaena similaris (Férussac, 1822) 常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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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東沙島陸域無脊椎動物相調查昆蟲綱 

連裕益、連裕豐、李培芬 

【摘要】民國九十五年八月八日至十二日、九月五日至八日分

別前往東沙島進行調查，共鑑定出昆蟲 9 目 31 科 51 種，其中

14 為新記錄種。 
 

【ABSTRACT】The Isecta fauna of Dongsha Island was conducted 
between August 8th to 12th and September 5th to 8th 2006, 51 species 
were collected representing nine order and 31 family of insects in 
this investigation. 14 species are new records. 

第一節、前言 
東沙島昆蟲最早由 Collingwood (1868) 描述島上蝗蟲分布相當廣

泛，之後便無任何研究進行，僅張學文（2001）記錄了 15 科 17 種，其

中有 7 種未鑑定至種；隨後劉小如等（2005）進行全面調查，記錄了 73
科 125 種，鑑定了 32 種；綜合兩者調查共鑑定了 36 種昆蟲分佈於東沙

島上，其他多尚待鑑定或不確定種。 

楊（2005）之報告相當重視生態調查，記錄了許多重要的昆蟲與植

物關係，奠定了未來島上整體生態系之研究，然報告中許多物種曾提及

卻未在最後的昆蟲名錄中出現，是否遺漏或不確定種，本次調查也將一

併處理。 

第二節、調查方法 
東沙島實地調查於 95 年 8 月 8~12 日進行第一次調查，9 月 5~8 日

進行第二次調查。主要調查方法如下： 
1）、網捕法，調查人員沿穿越線以昆蟲網來回 8 字掃網兩次，收集採獲

的物種。 
2）、陷阱法，(pitfall traps)，每一樣區於穿越線中間與末端處各設置鳳梨

餌料和魚肉餌料掉落陷阱各一個，彼此距離 20 公尺以上。 
3）、挖掘法，沿穿越線使用器具挖掘或翻動地表枝葉層，甚至石頭下、

細石堆中，以吸蟲管或小型吸塵器將見到的昆蟲採穫。 
4）、劈木法，沿穿越線使用斧頭或山刀將枯木或樹皮劈開，以採集昆蟲。 
5）、目擊法，沿穿越線記錄所目擊的昆蟲種類、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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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沙島陸域動植物相調查研究 

6）、燈光誘集法，調查區域內建築物設有燈光處，亦於夜間前往燈下，

調查出現的種類。 

第三節、結果與討論 
本次調查除了確認過去的記錄外，也積極調查過去未留意的棲地，

包括潮間帶、潟湖等，共鑑定出昆蟲 38 種，其中有 14 種為新記錄（表

10-1）。 

由於昆蟲分類相當繁雜，許多物種鑑定上不容易確認，部分種類與

本次調查所發現的種類不同，有待進一步釐清。 

 
表 10-1、東沙島昆蟲名錄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張, 2001 劉等, 2005 本次調查

蜚蠊目 ORDER BLATTARIA        

  匍蠊科 Family Blaberidae         

    穌里南潛蠊   Pycnoscelis surinamensis (Linnaeus)    ※ 

鞘翅目 ORDER COLEOPTERA        

  三錐象甲科 Family Brentidae        

    甘薯象甲   Cylas formicarius (Fabricius)   ※ ※ 

  天牛科 Family Cerambycidae        

    圖紋虎天牛   Chlorophorus graphuus Holzschuh E  ※ ※ 

  葉甲科 Family Chrysomelidae        

    甘藷龜金花蟲    Cassida circumdata Herbst  ※ ※ ※ 

  瓢甲科 Family Coccinellidae        

    茄二十八星瓢蟲   Henosepilachna vigintioctopunctata (Fabricius)    ※ 

    六條瓢蟲   Menochilus sexmaculatus (Fabricius)  ※ ※ ※ 

  鰹甲科 Family Dermestidae        

    點鰹甲   Dermestes maculatus DeGeer   ※ ※ 

  金龜科 Family Scarabaeidae        

    東方白點花金龜 Protaetia orientalis (Gory & Perchelon)    ※ 

  擬步甲科 Family Tenebrionidae        

    姬擬步甲   Alphitobius laevigatus (Fabricius)   ※ ※ 

    球頸銹艷擬步甲   Derosphaerus rotunidcollis (Laporte de Castelnau)   ※ ※ 

    毛扁足甲   Mesomorphus villiger (Branchard)   ※ ※ 

    台灣俏擬步甲   Nesocaedius taiwanus Shibata   ※ ※ 

    紅頸艷翅長樹潛甲   Strongylium erythrocephalum (Fabricius)   ※ ※ 

雙翅目 ORDER DIPTERA        

  蚊科 Family Culicidae         

80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張, 2001 劉等, 2005 本次調查

    白線斑蚊   Aedes (Stegomyia) albopictus (Skuse)   ※ ※ 

  肉蠅科 Family Sarcophagidae        

    肉蠅    Sarcophaga peregrina  ※  ※ 

半翅目 ORDER HEMIPTERA        

  細緣椿科 Family Alydidae        

    條蜂緣椿   Riptortus linearis (Fabricius)   ※ ※ 

  緣椿科 Family Coreoidea        

    瘤緣椿   Acanthocoris sordidus (Thunberg)   ※ ※ 

  盲椿科 Family Miridae        

    琉球盲椿   Deraeocoris ryukyuensis Nakatani   ※  

  椿科 Family Pentatomidae        

    稻綠椿   Nezara viridula (Linnaeus)   ※  

    小珀椿   Plautia crossota stai Scott   ※ ※ 

  姬緣椿科 Family Rhopalidae        

    小紅緣椿   Leptocoris augur (Fabricius)   ※ ※ 

膜翅目 ORDER HYMENOPTERA        

  蟻科 Family Formicidae        

    蟻   Cardiocondyla nuda   ※  

    花居單家蟻    Monomorium floricola (Jerdon)    ※  

    小黃家蟻    Monomorium pharaonis (Linnaeus)  ※   

    柯氏黃蟻    Paratrechina kraepelini (Forel)    ※  

鱗翅目 ORDER LEPIDOPTERA        

  燈蛾科 Family Arctiidae        

    普三色星燈蛾   Utetheisa pulchelloides Hampson  ※ ※ ※ 

  挵蝶科 Family Hesperiidae        

    台灣絨毛挵蝶   Hasora taminatus vairacana Fruhstorfer   ※  

    單帶挵蝶   Parnara guttata (Bremer & Grey)  ※ ※  

  灰蝶科 Family Lycaenidae        

    波紋小灰蝶   Lampides boeticus (Linnaeus)  ※   

    微小灰蝶   Zizina otis (Fabricius)   ※ ※ 

  夜蛾科 Family Noctuidae        

    榕擬燈蛾   Asota ficus (Fabricius)    ※ 

  蛺蝶科 Family Nymphalidae        

    黑脈樺斑蝶   Danaus genutia (Cramer)    ※ 

    幻紫斑蝶海南亞種   Euploea core amymone (Godart)   ※ ※ 

    琉球紫蛺蝶   Hypolimnas bolina kezia (Butler)  ※  ※ 

    孔雀蛺蝶   Junonia almana (Linnaeus)    ※ 

  粉蝶科 Family Pier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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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張, 2001 劉等, 2005 本次調查

    銀紋淡黃蝶   Catopsilia pomona (Fabricius)    ※ 

    江崎黃蝶   Eurema alitha esakii Shirozu    ※ 

  天蛾科 Family Sphingidae        

    大透翅天蛾   Cephonodes hylas (Linnaeus)   ※ ※ 

    斜綠天蛾   Pergesa actea (Cramer)    ※ 

螳螂目 ORDER MANTODEA        

  螳螂科 Family Mantidae        

    寬腹螳螂    Hierodula patellifera  ※ ※ ※ 

蜻蜓目 ORDER ODONATA        

  蜻蜓科 Family Libellulidae        

    薄翅蜻蜓   Pantala flavescens (Fabricius)  ※ ※ ※ 

    大華蜻蜓   Tramea virginia (Rambur)    ※ 

直翅目 ORDER ORTHOPTERA        

  斑腿蝗科 Family Catantopidae        

    日本黃脊蝗   Patanga japonica (I. Bolivar)    ※ 

  蟋蟀科 Family Gryllidae         

    黃斑黑蟋蟀   Gryllus bimaculatus De Geer    ※ 

  斑翅蝗科 Family Oedipodidae        

    花脛綠紋蝗   Aiolopus tamulus (Fabricius)   ※ ※ 

  錐頭蝗科 Family Pyrgomorphidae        

    長額負蝗   Atractomorpha lata (Motschulsky)    ※ 

    短額負蝗   Atractomorpha sinensis I. Bolivar   ※  

  螽蟴科 Family Tettigoniidae        

    斑翅草螽   Conocephalus maculatus (Le Guillou)   ※ ※ 

  草蟋科 Family Trigonidiidae        

    虎甲蛉蟋   Trigonidium cicindeloides Rambur   ※  

總計   10 32 38 

註：※新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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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現有流浪（野生）犬、貓、鼠類調查 

林雨德、鄭宇庭、李育欣、賀函芝、張郁麟、官淑蕙、姜壽嶽、林婷婷 

【摘要】我們於民國 95 年 7 到 9 月之間於東沙島上進行二次各

五日的犬、貓、鼠、鼩鼱及蝙蝠族群量調查。共記錄流浪犬 6
隻、流浪貓 2 隻；捕獲大鼠(Rattus 屬) 118 隻個體、小鼠(Mus
屬) 7 隻個體。鼩鼱完全沒有捕獲，亦無發現蝙蝠排遺及活動的

跡象。以 Lincoln-Peterson 族群估算法估算島上大鼠族群量約為

400 隻。大鼠身上發現的外寄生蟲包含了恙蟲。經分析 55 隻大

鼠粒線體 DNA 細胞色素 b 部分片段，發現東沙大鼠在分類上接

近 R. rattus 和 R. tanezumi 一類的 black rat，且源自二種不同的

lineages（日本和菲律賓）。 
 

【ABSTRACT】During July-September 2006, we surveyed the 
population sizes of feral dogs, feral cats, rats, shrews, and bats twice 
on Dong-Sha island.  We recorded 6 feral dogs, 2 feral cats, and 
captured 118 Rattus spp. and 7 Mus musculus.  No activity or 
individual of shrews or bats were recorded.  We estimated the 
Rattus spp. population size to be around 400.  The rats carried 
ectoparasites, including chiggers.  We analyzed partial cytochrome 
b sequence of 55 rat tissue samples, and found the rats on the island 
came from two distinctly different lineages, and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either Rattus rattus or R. tanezumi.   

 

第一節、前言 
在過去的東沙島陸域生態資源調查中曾報告，東沙島上的哺乳動物

相除犬、貓外，無中大型哺乳動物。小型哺乳動物包括了鼠及蝙蝠，而

在其他小型太平洋島嶼常見的鼩鼱則沒有發現的紀錄。本次調查工作仍

以前述五類動物：犬、貓、鼠、鼩鼱及蝙蝠為對象。於民國 95 年 7 到 9
月之間進行二次各五日（95 年 7 月 27 日～8 月 2 日，95 年 9 月 6 日～

13 日）的種類及族群量調查。其中蝙蝠調查僅於第一梯次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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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調查方法 
1、齧齒目及食蟲目動物調查方法： 

一、樣站： 

依東沙島上不同植被(或建築)區塊比例選取並設置 11 個樣站，在每

個樣站沿著植被邊緣、建築、道路或是空地擺設鼠籠。每個樣站設置 11
個各式鼠籠，包含 3 個松鼠籠(一般家用鼠籠)、3 個大型單一捕捉式鼠籠

(Sherman trap，23.5X9X8 cm)、2 個小型單一捕捉式鼠籠(Sherman trap，
23.5X6.5X5.5 cm)、3 個多重捕捉式鼠籠(Uggland special #2)，籠間距離約

3m。11 個樣站(A~K，圖 11-1)描述如下： 

 
A 站：林投與草海桐混生。靠近碼頭，於忠誠路邊，另一邊為”我們的決

心與鎮地共存亡”石碑。 
B 站：主要由草海桐組成。位於東光醫院旁，面對東光醫院左手邊。 
C 站：木麻黃、銀河歡、咸豐草以及禾本科草本植物。位於東光醫院往

大王廟的路旁。 
D 站：主要由草海桐組成。位於一忠餐廳後面，東北邊約 50 公尺。 
E 站：草海桐與木麻黃混生。機場南邊約 200 公尺的道路旁。 
F 站：草海桐與銀合歡混生。”島遠心近”石碑的西北方約 100 公尺。 
G 站：主要由草海桐組成。機場東側的積水區周圍。 
H 站：主要由草海桐組成。飛機跑道旁的空地周圍，靶場斜對面。 
I 站：主要由林投與草海桐組成。跑道遠離機場端，彎進第一據點左手邊。 
J 站：主要由草海桐組成。漁民服務站通往二中餐通的道路旁。 
K 站：林投與草海桐混生。通往八據點的道路旁。 
(附註：第一梯次原於八據點設置了 L 樣站，但是因為天候不佳，前往 L
樣站有危險性，自第二個捕捉夜開始便放棄 L 站。第一梯次的第一個捕

捉夜，各樣站松鼠籠只設置了 2 個，自第二個捕捉夜開始各樣站增加為

3 個松鼠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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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哺乳類調查樣站位置 

 

 

 
圖 11-2、哺乳類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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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程序： 

兩個梯次總共 6+7=13 個捕捉夜。在每日傍晚設置鼠籠開始捕捉，使

用的餌料為生麥片以及地瓜混裹一層花生醬。在每日清晨巡察鼠籠是否

捕捉到老鼠，並將鼠籠關閉，待傍晚再重新開始捕捉，以避免動物在日

間曬死。捕捉到的老鼠，測量型值(吻肛長、尾長、耳長、後腳長、體重)，
並以目視檢查毛下、耳內外寄生蟲，再以細梳、鑷子採集外寄生蟲後，

接著剪趾標記後原地放回，剪下的腳趾以 75%酒精固定帶回實驗室，爾

後進行分子遺傳的分析。 

 

2. 蝙蝠調查方法 

使用三種方法。 

一、訪查及可能棲所調查： 

訪查當地駐軍、警，以瞭解蝙蝠可能棲息地點(樹木、碉堡、建築等)
的位置；隨後即探查可能棲息地點，並以望遠鏡檢視蝙蝠可能存在的樹

木高處。 

二、豎琴網調查： 

由於豎琴網僅有一具，且受限於人力，因此僅於島上兩個地點，選

擇蝙蝠可能經過之通道，架設豎琴網。第一個調查點座標位置為 N20o 42，

57.7〞 E116 o 43，36.9〞 第二個調查點座標位置為 N20 o 42，04.7〞 E116 o 43，

36.8〞 。豎琴網架設於傍晚時分，於隔日清晨檢查網中是否捕獲蝙蝠。兩

個地點共進行四個工作夜的調查。 

三、蝙蝠超音波偵測器調查： 

使用澳洲製 ANABAT SD1 進行蝙蝠超音波收錄，經超音波頻譜分析

以得知蝙蝠是否存在及可能之物種。依島上主要道路巡查，共調查收錄

四個夜晚。 

 

3.  流浪犬、貓調查： 
一、 早晨(或傍晚)於島上依固定路線各尋查一次，沿著海岸林外的沙灘

繞島一周，以及島上主要道路巡查一周。以肉眼尋找犬貓蹤影，紀錄遇

到的犬、貓個體毛色特徵以及個體數，過程約 1.5~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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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調查結果 
1. 齧齒目及食蟲目動物調查結果： 

調查期間共有 1572 籠夜，捕獲大鼠(Rattus 屬) 118 隻個體、小鼠(Mus
屬) 7 隻個體（圖 11-2）。鼩鼱則完全沒有捕獲。 

(1) 大鼠族群： 

將兩個梯次的大鼠重複捕捉資料合併，在 11 個樣站共捕獲大鼠 118
隻個體、133 隻次，扣除性別不明的 10 隻個體，雌雄比(46：62)大約為

2:3，雄性略多(表 11-1)。由於是封閉族群，故以 Lincoln-Peterson 族群估

算法 (即以每次捕捉到的未標記個體比例為因變數，累計標記個體數為

自變數，作線性迴歸，以求得未標記比例為 0 時，累計標記個體數的推

估值。) 估算東沙島上大鼠族群量約為 400 隻(圖 11-3)。平均每公頃有

2.3 隻個體。每個樣站所捕捉的總個體數有相當程度的差異(表 11-2、圖

11-4)。捕捉量最高者 E 站。E 站位於機場南邊約 200 公尺的道路旁，為

草海桐與木麻黃混生棲地。每個樣站所捕捉的雌雄比例雖有差異，但均

偏離 1：1 雌雄比例不遠(表 11-2)。 

大鼠身上發現的外寄生蟲不多，但採獲的外寄生蟲標本中包含了恙

蟲。其餘外寄生蟲標本是屬哪些種類則尚待確認。 

大鼠剪下的腳趾以 75%酒精固定帶回實驗室，取 55 隻個體組織進行

粒線體 DNA 細胞色素 b 部分片段（620 nucleotide sites）的定序，發現東

沙島上的大鼠可分為兩群，但是屬哪兩個種類仍在進行分析。 

(2) 小鼠族群： 

將兩個梯次的小鼠捕捉資料合併，7 隻小鼠皆為家鼷鼠（Mus 
musculus）（表 11-3）。出現於：C、D 與 F 樣站，均在主要建築附近。雌

雄比大約為 1:1。因為小鼠的捕捉隻次少，完全沒有重複捕捉，所以我們

沒有分析小鼠的族群量。 

 

2. 蝙蝠調查結果： 

訪查及可能棲所調查結果： 

訪查當地駐軍、警，皆無目擊蝙蝠活動。檢視東沙島上的樹木，在

年初的珍珠颱風將許多樹木吹斷，林相並不完好，檢視樹下無發現蝙蝠

排遺亦無蝙蝠棲息。調查東沙營區建築、碉堡，亦無發現蝙蝠排遺及活

動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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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琴網調查結果： 

在兩個選定地區進行各兩個共四個工作夜的調查，無捕獲蝙蝠。 

超音波偵測器調查結果： 

以超音波偵測器調查四個夜晚，全無紀錄到蝙蝠超音波，顯示無蝙

蝠活動。 

 

3. 流浪犬、貓調查： 

在二梯次調查中共目擊流浪犬 23 隻次、貓 3 隻次。依特徵分辨個體，

東沙島上有流浪犬 6 隻以上、流浪貓 2 隻以上。 

(a)7/27 下午在 C 站附近海灘上，5 隻流浪狗同行，2 隻黑色、3 隻黃

色。 

下午在東光醫院，1 隻流浪貓，背面黑色腹面白色。 

(b)7/28  下午在一忠餐廳，1 隻流浪貓，毛色為咖啡色虎斑。 

(c)7/29  下午在 A 站，1 隻流浪犬，狼犬。 

(d)7/30  下午在 C 站，1 隻流浪犬，狼犬。 

(e)9/7 傍晚在 I 站附近 2 隻流浪狗同行，1 隻黑色、1 隻黃色。 

(f)9/8 傍晚在 I 站附近 1 隻流浪狗，黑色。在 B 站附近 4 隻流浪狗，

2 隻黑色、2 隻黃色。 

(g)9/9 傍晚在 I 站附近 1 隻流浪狗，黑色。東光醫院門口 1 隻流浪

貓，背面黑色腹面白色。一忠餐廳前 1 隻流浪狗，黑色。 

(h)9/11 傍晚在 F 站附近潟湖旁 6 隻流浪狗同行，2 隻黑色、4 隻黃色。 

(i)9/12 傍晚在 I 站附近 1 隻流浪狗，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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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各樣站所捕捉的大鼠個體數及雌雄比 (雌性數目/雄性數目)。 

樣站 雌性 雄性 雌雄不明 雌雄比 

A 3 2 0 1.5 

B 3 2 0 1.5 

C 7 6 1 1.166667 

D 4 6 0 0.666667 

E 11 11 0 1 

F 4 6 0 0.666667 

G 3 7 4 0.428571 

H 2 5 1 0.4 

I 5 8 2 0.625 

J 2 7 2 0.285714 

K 2 2 0 1 

合計 46 6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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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各樣站所捕捉的大鼠總個體數、總隻次及相對豐度。 

樣站 總個體數 總隻次 相對豐度(%) 

A 5 5 4.237288 

B 5 5 4.237288 

C 14 16 11.86441 

D 10 10 8.474576 

E 22 26 18.64407 

F 10 10 8.474576 

G 14 14 11.86441 

H 8 8 6.779661 

I 15 22 12.71186 

J 11 13 9.322034 

K 4 4 3.389831 

合計 118 133 100 

 

 

表 11-3、兩個梯次的小鼠捕捉資料。 

日期 樣站 數量 性別 

7 月 31 日 C 1 雄 

8 月 1 日 C 1 雌 

9 月 8 日 C、F 2 雌、雄 

9 月 9 日 F 1 ？ 

9 月 11 日 D 1 雄 

9 月 13 日 D 1 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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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量估計回歸線 y = -0.0025x + 1

R2 = 0.3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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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將兩個梯次的大鼠重複捕捉資料合併，以 Lincoln-Peterson 族

群估算法估算東沙島上大鼠族群量約為 400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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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各樣站所捕捉的總個體數及雌雄性個體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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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討論 
綜合兩次調查資料顯示，東沙島上大鼠族群量約為 400 隻，平均每

公頃有 2.3 隻個體。在島上執行研究期間，傍晚經常可看見大鼠穿越馬

路，以及追逐等行為。若將七和九月份兩次調查的大鼠族群量分別推估

(七月份~300 隻；九月份~200 隻)，可顯示東沙島上的大鼠族群在七和九

月份兩次調查間大量更新。由於島上對外聯絡不便，個體的移入移出可

能性小，所以推測島上的大鼠有著高死亡率及出生率，而族群更新率高。

而島上大鼠的死亡原因有以下的推測：第一，島上居民可能有毒殺老鼠。

雖然訪談時，居民大都表明沒有毒殺或是不清楚有沒有毒殺老鼠，但在

島上調查期間曾見大鼠完整屍體，推測是毒殺所致；第二，在島上調查

期間，道路上常見被輾斃的大鼠，可能與島上大鼠常在道路附近活動有

關。第三，東沙島上的流浪犬、貓可能會捕食大鼠，但在調查期間並未

見被捕食的老鼠之殘屍。推測是以上三個原因，尤其是毒殺，使得東沙

島上大鼠的死亡率較高。 

我們發現東沙島上的大鼠可分為兩群，但是屬哪兩個種類仍在進行

分析。在過去的東沙島陸域生態資源調查中亦曾報告東沙島上的大鼠分

為兩群，同樣是以粒線體 DNA 細胞色素 b 部分片段（761 nucleotide sites）
分析。在與類似鼠種之序列分析比對後，發現東沙島上的兩群大鼠，一

群應為亞洲家鼠（R. tanezumi），與台灣及蘭嶼的亞洲家鼠有相似的 DNA
序列；另一群則與亞洲家鼠及小黃腹鼠（R. losea）的遺傳距離皆在 5%
以上，超過一般種間的差異，但確實種類不詳。 

至於在家鼷鼠方面，由於捕捉隻次少，完全沒有重複捕捉，所以我

們沒有分析族群量。但約略可見家鼷鼠在島上的數量不多，分部也僅限

主要建築附近。 

流浪貓狗平時不親近人，調查人員於距離狗群 50 公尺以上，狗群便

開始移動躲藏，因此個體辨識不易，因此我們採用較保守的估計，東沙

島上有流浪犬 6 隻以上、流浪貓 2 隻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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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主要外來種生物調查與防、檢疫之防治機制 

林雨德、范素瑋、連裕益、李培芬 

【摘要】在外來種的管理防治方面，我們建議：1.島上的露天餿

水掩埋處，應是維持外來的野生犬、貓、鼠族群量的主要食物

來源。建議將餿水掩埋處隔離，降低提供食物的機會，進而降

低所攜寄生蟲與人類接觸的機會。2. 為控制島上野鼠數量而養

貓，必然會傷及非目標性物種。千萬不可為。建議誘捕移除島

上野生犬、貓。3. 為控制島上野鼠數量而使用毒餌滅鼠，常會

傷及非目標性物種，建議採用其他方式滅鼠。 
 
【Abstract]】To control the exotic feral dogs, feral cats, and rats on 
the island, we suggest that 1) the leftover burial site should be 
fenced in; 2) the feral dogs and cats should be removed which may 
depredate local wildlife, and transmit diseases; 3) avoid using rat 
poison to control the rat population which may have negative effects 
on non-target species. 

第一節、外來種與入侵種 
根據國際自然及自然資源保育聯盟（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IUCN ）2○○○ 年公布的

「避免外來入侵種導致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指導方針」的定義，外來種

（ alien ）係指「一物種、亞種乃至於更低分類群，並包含該物種可能

存活與繁殖的任何一部分，出現於自然分布疆界及可擴散範圍之外。」

而外來入侵種（ alien invasive species ）係指「已於自然或半自然生態環

境中建立一種穩定族群，並可能進而威脅原生生物多樣性者。」 

臺灣自 1921 年的日本人引進非洲大蝸牛及 1980 年自南美阿根廷引

進福壽螺，由於人為不當的管理導致物種擴散，造成嚴重的農作損失。

入侵水域的吳郭魚、泰國鱧、琵琶鼠等則使原生種魚類大幅地消失。松

材線蟲更造成松木類裸子植物的大量死亡。小花蔓澤蘭大面積覆蓋森林

造成台灣原生生態環境、農林業經濟上巨大的危害及損失。近年來入侵

的火蟻正迅速擴張活動範圍，對國人的威脅與日俱增。以臺灣如此大的

島嶼都難避免入侵生物的影響，更何況東沙島這蕞爾小島，脆弱的生態

系和單純的海洋島嶼，更易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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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入侵最根本的原因是人類活動把不該出現的物種帶到牠們不應

該出現的地方，因此，外來入侵種問題的關鍵，是人為的問題，如人類

遷移的同時伴隨物種的遷移、貿易活動促進了物種的遷移、交通工具也

加速了物種的擴散。 

入侵生物的防治，首先必須釐清原生種和入侵種，並建立原生生物

基本資料庫，如此方能確認何為入侵種。對於已知的入侵種，應依據其

生物遺傳基因特性，加以人為或生物的防治，以減低其對原生物種或生

態的影響。目前已有不少的入侵植物和動物在東沙島上建立族群，應當

釐清其在島上的分布和數量，方能建立防檢疫的管理措施。 

第二節、野生家犬、家貓、及鼠等外來種可能造成的危害 
雖然極少科學文獻報告外來野生犬對本土生物造成的衝擊，野生貓

對島嶼生物造成的危害報導極多，其危害主要是對水鳥、鼠及蜥蜴的捕

食，野鼠除了對本土動物生存造成威脅之外，也可能採食島上植物，尤

其是果實及種子。而對本土植物之繁殖產生影響。 

以面積僅 174 公頃的東沙島而言，有流浪犬 6 隻以上、流浪貓 2 隻

以上，大型野鼠 400 隻以上，是非常高的族群量。尤其野鼠在高死亡率

的威脅下仍能有高族群量。因島上植被覆蓋度並不高，自然食物來源有

限，這些外來種若非依賴來自居民的食物，應無法維持這麼高的族群量。

我們推測人類食餘餿水可能是主要食物來源，因為島上有個露天的餿水

掩埋處，對於野生犬、貓、鼠都是相當方便的覓食場所。 

人類食物來源維持了野生犬、貓、鼠的族群量。推測這些族群會向

島上其他地區擴散，對本土生物造成衝擊。尤其犬、貓、大鼠的活動範

圍（home range）均極大。犬、貓可輕易到達全島，而一般大鼠個體（以

Rattus rattus 為例）也可達 1 公頃。因此，雖然人為食物來源範圍不大，

但影響可及全島。調查人員曾觀察到大鼠在沙灘上捕食凶狠圓軸蟹，同

時亦可見帶有老鼠齒痕的林投果，表示島上大鼠會利用島上天然的動物

及植物資源。而雜食的家鼷鼠喜食禾本科與菊科等草本植物種子，對島

上的植物資源應會有影響。 

我們在野鼠身上發現的外寄生蟲不多，但已知採獲的外寄生蟲標本

中包含了恙蟲。由於東沙島上野生犬、貓與鼠之間的捕食互動，以及野

生犬、貓、鼠受人類食物來源吸引而與人類接觸，這些因素將使人畜共

通疾病或來自野生犬、貓、鼠的寄生蟲，包括恙蟲，增加傳播擴散的機

率，應思防患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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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主要外來種植物調查 
本次調查所挑選之主要外來種植物有木麻黃、銀合歡、大花咸豐草。

木麻黃在黃增泉等 1994 年調查時已栽植，觀察可於林下自然更新。而銀

合歡及大花咸豐草為近十年所帶入。由於銀合歡與大花咸豐草種子產量

大且適應力強，且可以不定根或萌蘗的方式繁殖，蔓延速度快。銀合歡

多以單一群落的方式出現於灌叢林間，偶有零星植株於灌叢林緣出現。

大花咸豐草(圖 12-1)則已經為偏內陸乾草地常見物種，已經使得當地原

本之相近物種(三葉鬼針、咸豐草)不見蹤跡。 

 

 

 
圖 12-1、銀合歡(Leuacena)、木麻黃(Casuarina)、大花咸豐草(Bidens)的

分布圖。 
 

第四節、研擬防治計畫 
1. 島上的露天餿水掩埋處，應是維持外來的野生犬、貓、鼠族群量

的主要食物來源。建議將餿水掩埋處隔離，降低其提供野生犬、貓、鼠

食物的機會，進而降低與人類接觸的機會。 

2. 為控制島上野鼠數量而養貓，必然會傷及非目標性物種。千萬不

可為。建議誘捕移除島上野生犬、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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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控制島上野鼠數量而使用毒餌滅鼠，常會傷及非目標性物種。

建議採用其他方式滅鼠。 

4. 銀合歡及大花咸豐草於當地更新狀態良好，可以見到林下小苗，

所建立之處不僅改變當地景觀也降低生物多樣性。目前除人為不斷清除

方式外，應減少原有灌叢林的破壞砍伐以減低其蔓延速度。 

5. 木麻黃除了營房附近外，也分布於東北側灌叢林間，亦可發現小

樹。應注意該區木麻黃林是否有擴張現象。 

6. 關於木麻黃及銀合歡之監測，建議間隔數年使用航空相片圖判視

進並配合地面的調查行全島分布範圍清查，以注意其動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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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保育監測系統之架構與建議案 

李培芬、李允如 

第一節、環境與生態資源監測模式之可行性探討 
依據前述之東沙島動、植物資源與分布資料為基礎依據，以生態學

之觀點，以地景生態 (Landscape Ecology)為架構，探討建立東沙島陸域

環境與生態資源監測模式之可行性。 

依據東沙島陸域的生態特色與未來之可能衝擊，主要分為（A）環境

監測與基礎生態資源調查與（B）步道環境變遷兩部分，在類型上則包括

非生物性因子與生物性因子等，（C）並研擬設置基礎性的環境與生態監

測設施。 

 
(A) 環境監測與基礎生態資源研究 

為了監測東沙島的整體環境變遷，應選定可適當反應出環境變化的

指標物種，設立固定之調查站（或樣點），並進行監測，如進行定點鳥類

或昆蟲群聚的調查，及設立植群永久樣區等。 

特定指標種或指標物種類型的選定，需要對該物種之棲地利用、繁

殖活動及生活史等有相當深入的瞭解，此外研究區域內之保育類物種的

監測與保育亦需相同的知識背景，因此特定目標物種詳細的基礎生態研

究，為規劃重點之一。同時，也會針對生態同功群與生態系中食物鏈各

成員的關係，進行了解與規劃。 
 

(B) 步道環境變遷 

在遊憩區開放吸引大批遊客進入後，所產生的衝擊最集中也最明顯

的區域，以步道或聯外道路為主要地點。而遊客進入後所可能產生的外

來種或平地種入侵、土壤踐踏、道路切割與路殺(dead on road)現象，對

生態所形成的棲地切割效應等等，為此階段的重點監測目標。此區域的

監測模式，除了仿傚前段之「環境監測與基礎生態資源研究」外，亦考

慮未來之衝擊影響，選擇適當之指標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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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生態資源監測模式之規劃 
長期生態監測要求標準化的調查方法，各類型生態資源均可依其生

物特性，而有不同的調查方法，方法不一致將會造成資料無法整合。因

此在監測目標確立後，將分別針對動物生態、植物生態，以及物候環境

的監測方式進行規劃與建議標準化作業流程。 

基本上，會朝向固定調查站之設置、特定生物種類調查與監測、相

關基礎設施（如小型氣象站）之設置、調查方法建議、調查資料庫建立、

資料中心規劃與資料展示與分析等內容，進行實質上的規劃。務期以調

查資料能有標準化、資訊互相支援、可以建構生態模式等角度進行。 

第三節、環境與生態資源監測模式建議 

考量到國家公園的作業情形，本計劃以建立約四至五年為一期的生

態資源監測模式為方向，其中第五年進行通盤檢討。參考美國的國家公

園管理方式，對於國家公園內的目標物種選定標準，需考量到物理性、

化學性以及生物因子等，必須要能夠反映出國家公園內的生態體系健全

與否，以及對於環境改變需要有相當程度的敏感性。因此建議選澤的長

期監測項目包括了植被組成、外來種、特有種、入侵植物、地景分析等。 

由於東沙島地區的動物組成相當豐富，顯示本區域是非常重要的動

物棲息地，因此，建議將鳥類、哺乳類、甲殼類、軟體類、昆蟲納入需

要長期進行監測的目標物種。對於上述幾個項目，進行長期的生態監測，

未來將可確實掌握國家公園內的環境變化，並且擬定最能節省資源又可

達到保育目標的策略。生態調查方法詳見第五節，而地景分析則參考國

際研究之標準。 

依據東沙島地區的生態特色，以及未來之可能衝擊，預計主要將分

為下列幾個面向進行研究。（A）環境監測與基礎生態資源調查，（B）步

道環境變遷兩部分，（C）研擬設置基礎性的環境與生態監測設施。前兩

項在類型上都包括非生物性因子與生物性因子等，而最後一項基礎性的

環境與生態監測設施，則將包含小型氣象站與無線網路監測點等。 

 
(A) 環境監測與基礎生態資源研究 

為了更有效的對於東沙島地區之整體環境變遷進行監測，應該要設

立固定的調查站或樣點，選定對於環境變化會有代表意義的指標物種，

並且進行長期的監測研究。參考美國國家公園所設置，最常用來代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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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環境指標因子，包括了外來種植物的出現、土地利用型態的改變、

以及植物群落的組成與結構。以外來種植物為例，早期探測外來種植物

的出現位置，並且對其進行監測是相當重要的課題。因為外來種植物一

但開始擴張，有可能很快速的便能夠佔領整個環境，並且對本土的原生

植物造成極為重大的威脅，也將會使生態體系產生劇烈改變。因此對這

些環境指標因子進行早期的探測與長時間的監測，對於國家公園的經營

管理極為重要。 

在選定了指標物種或是指標物種的類型之後，便需要對指標物種的

基礎生態學研究建立深入而全面性的了解，例如該物種所使用的棲地類

型、繁殖的方式以及生活史等。再者在研究區域內，對於保育類物種的

監測與保育，也需要具備相當的知識背景。所以規劃重點中，還須包含

對特定目標物種，進行詳細的基礎生態學研究。此外，由於一個生態系

中各個因子彼此間環環相扣，關係可能極為密切，所以也需要針對生態

同功群，以及生態系中食物鏈各成員間的關係，進行更加深入的了解與

規劃。 
 

(B) 步道環境變遷 

步道與聯外道路，在東沙島遊憩區開放，並且吸引大量的遊客進入

後，將會是產生環境變遷衝擊最為集中也最為明顯的區域。因為在遊客

大量進入後，有可能會有意或是無意的帶入外來種或平地種物種，外來

生物的入侵，會造成對當地原生物種的威脅。土壤踐踏會破壞生態環境，

影響植物生長。而道路切割與路殺（road killed）的現象，會對生態環境

造成棲地切割效應，除了使棲地破碎化，對於一些移動能力較差的動物，

例如兩生爬行類，由於不容易安全地穿越道路，因此在棲地產生破碎化

的現象後，將可能造成其族群被切割，各個小族群間的基因交流也會開

始受到影響。因此這個區域的監測模式，除了參考前段的「環境監測與

基礎生態資源研究」外，也需要考慮步道與聯外道路開發後，未來可能

產生的衝擊影響，並且選擇適當的指標性物種，對之進行長期的監測。 

針對上述條件需求，配合東沙島地區的地質特性，即可著手規劃長

期監測點的預定地點。由於需要考量未來開放東沙島遊憩區後，遊客進

入此區域所產生的影響，因此建議在現有道路設置數個預定地，並且在

道路兩側設定十公尺寬之緩衝區。為了比較道路對東沙島地區的影響，

同時在道路系統的監測點預定地附近，另外選擇數個遠離道路，不會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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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遊客干擾的地區作為監測點預定地，監測點的數量與預定地之設置，

應由未來東沙管理處依需要而進一步訂定。 

第四節、生態資源監測模式之規劃 
進行長程的生態監測，必須要使調查方法標準化，讓各類型的生態

資源都能夠依照其獨有之生物特性，採用不同的調查方式。而調查方法

標準化之後，也不會因為不同調查方式的差異性過大，導致資料無法整

合。所以在確立了監測的目標之後，還要再分別針對動物生態、植物生

態調查監測方式，進行規劃設計，並且建議標準化的作業流程，像是調

查的路線、樣點或是範圍，以及調查時需要記錄的一些基本環境與生物

資料。 

原則上會朝向下列幾個方向進行規劃，除了上述固定的長期監測調

查站之設置，還須包含特定生物種類（如外來種或是特、稀有種）調查

與監測，物候調查的相關基礎設施（例如小型的氣象站等）之設立，對

於調查方法、路線或樣點、記錄項目等提供建議，建立調查資料庫，還

有資訊中心的規劃以及資料展示與分析等內容，都提出實質上的建議。

使將來調查所得到的資料能夠標準化（見下節），各項調查資訊可以彼此

互相支援，並且讓生態模式得以根據這些資訊，開始進行建構。 

 

第五節、建議之標準生態調查方法 
本份資料的來源為環保署的環評調查技術規範，經過刪減後而成。 

植物 

一、植物種類調查 

 

（一）採集及鑑定 

收集調查區域近年來之相關文獻，再配合現場採集工作，進行全區

之植種調查，包含原生、歸化及栽植之種類。調查時沿可行之路線進行

採集及記錄工作，並參照 Flora of Taiwan、圖鑑及標本館資料，逐一鑑定

核對，以確定種類無誤。調查之地點及路線需於地圖上標示出來，調查

次數應符合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及評估範疇界定會議結論之

規定，並指明實際調查區域與開發或影響區總面積之相對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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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錄製作及植物種類統計 

將野外採集所發現之植物種類一一列出，依據科屬種之學名字母排

序，最好附上中名。再加以歸屬特性的統計，以了解當地植物資源情況。 

 

（三）稀特有植物 

詳細核對有無稀特有種，可參考植物規範中附件四之台灣地區植

物稀特有植物名錄。此處稀有植物的評定（見表 13-1），僅考慮台灣特

有之植物，即全世界僅分布於台灣。因非特有之植物其尚需考慮到世界

分布狀況、總數量、邊際分布、種源中心等問題，不能單純以該種類在

台灣的情況分布及數量來評估。 

 

（四）具特殊價值的植物種類 

如發現在生態上、商業上、歷史上（如老樹）、美學上、科學與教育

上具特殊價值的植物種類時，需於地圖上將其分布標示出來，並說明其

重要性。稀特有植物調查時，須包含下列諸項目： 

 

1.族群分布地點，並於地圖中標示，並以 GPS 記錄其座標。 

2.形態描述，包含習性，葉、花、果等特徵，並拍照或繪圖留存。 

3.現地之族群大小，同時依據文獻敘述國內其他地區之分布現況。 

4.生育地現況，如所處物化環境（地形、土壤、海拔、方位等）及生

物環境（植物社會組成、動物相等）。  

5.生長更新狀況，開花結果情形、幼株數量。 

6.環境壓力，過去現在之可能干擾及其承受耐力，並預估未來可能發

生之情形。 

7.保育策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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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稀特有植物分級依據之標準 

分

級 定             義 對         策 

  

第  

一  

級 

分布狹隘，數量極少。或有減少之趨勢，

已瀕臨絕滅或已野外滅絕。當一開發行為

於此類植物生育地進行時，造成唯一棲地

的破壞而使得該種類立即絕滅。 

當此類植物出現於施工範

圍內時，應立即停工，如在

施工前已評估發現時，應考

慮開發基地範圍之修正（變

更計畫）。 
   

第

 

二

 

級

分布狹隘，分布區內數量中等。當開發行

為於此類植物生育地進行時，小面積開發

下會使該種類棲地減少，數量大減，適當

的劃定保留區域，將不致於立即絕滅。 

當此類植物出現於施工範

圍內時，應會同保育專家學

者商討保育對策，規劃適當

之保留區域。或變更計劃。

 

 

第

 

三

 

級

分布廣泛，但分布區內數量少。當開發行

為於此類植物生育地進行時，易導致棲地

減少及數量下降，但尚不致於使該種立即

絕滅。 

當此類植物出現於施工範

圍內時，應會同保育專家學

者商討保育對策，規劃適當

之保留區域。或以予移植。

 

 

第

 

四  
級

分布具前三級之特性，但為新發表之植物

種類，或其在於分類地位尚有疑問、研究

資料及文獻不足或不清楚以致無法評

估。但該種確認有保留之必要者列為第四

級。 

當此類植物出現於施工範

圍內時，應會同保育專家學

者商討保育對策，規劃適當

之保留區域。或以予移植。

 
 

 
二、植物自然度調查 

開發區區之土地利用程度差異較大時，首先繪製自然度圖。自然度

圖的製作可依土地利用現況及植物社會組成分布，區分為五級： 

 

自然度 5—天然林地區：包括未經破壞之樹林，以及曾受破壞，然已

演替成天然狀態之森林；即植物景觀、植物社會之組成，結構均頗穩定，

如不受干擾其組成及結構在未來改變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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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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立地因子如土壤、水分、養分及重複干擾等因子之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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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造林地：包含伐木跡地之造林地、草生地及火災跡地之造

林地，以及竹林地。其植被雖為人工種植，但其收穫期長，恒定性較高，

不似農耕地經常翻耕、改變作物種類。 

自然度 2—農耕地：植被為人工種植之農作物，包括果樹、稻田、雜

糧、特用作物等，以及暫時廢耕之草生地等，其地被可能隨時更換。 

自然度 1—裸露地：由於天然因素造成之無植被區，如河川水域、礁

岩、天然崩塌所造成之裸地等。 

自然度 0—由於人類活動所造成之無植被區，如都市、房舍、道路、

機場等。 

 
 

三、植被調查 

(一)植被類型及分布 

1.植被類型係依主要植群所劃定之土地利用型。以林務局農林航空測

量所出版之相片基本圖、正射化影像或航空照片，判定調查區域內之主

要植被類型及其分布情形，再配合現地調查，加以核對訂正，並在圖上

加以分區標示。資料彙整後對主要植被類型之組成、生態意義及分布位

置加以描述，各類型所涵蓋之面積亦加以統計。 

 

2.依據前述之調查資料繪製植被圖，植被類型的劃分，可依現地之狀

況採取適合之劃分方式如：廢耕地、景觀區、作物區、草生地、灌叢、

森林(人工林、次生林、原始林)、及其他植被類型。 

 

3.注意各種植被類型本質上或外型上的特色，可考量下列幾點： 

(1)該植被是否具獨特性，或區內含有稀特有族群、具歷史意義、高

度觀賞性、及美學價值之種類。 

(2)該植被是否為維繫周圍生態環境所不可或缺者。 

(3)開發對特定種類或特定植被造成的威脅。 

(二)植被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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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取樣 

為省時，省錢及省人力，選取代表全區植被類型之樣區是必要的。

就區內之主要植被進行取樣調查，調查方法因植被類型而異。調查時須

將取樣位置標示於植被圖或地形圖上。樣區之數目、大小、分布均依實

地狀況作決定。 

 

(1)森林 

對於天然林、次生林及人工造林區等不同的森林類型進行取樣調

查，一般以 10×10 公尺為取樣單位。調查樣方內胸高直徑≥1cm 以上所有

樹種樹幹之胸高直徑（DBH）或樹冠覆蓋度，以及林下地被層之植物種

類及覆蓋度，並記錄樣區之海拔與坡向、坡度等環境因子。對於森林之

結構層次、種類組成，主要優勢種類詳加描述；人工林則估算每公頃之

材積及全林分之經濟價值。並分析在無人為干擾之狀況下，未來植被之

演替狀況。 

 

(2)草生地 

選擇典型地區隨機設置樣區，樣區之大小及數目以能涵蓋植物種類

變異為準。再調查樣方中所有草本種類及其百分比覆蓋度。配合環境現

況對所調查之草生地之種類組成及主要優勢種類詳加描述，並分析在無

人為干擾下未來演替之可能趨勢。 

 

2.組成及優勢度分析 

野外記錄之原始資料以軟體建檔後，其自然度 4 或 5 應計算及分析

各植種之優勢組成，優勢度以重要值(IV)表示。重要值以某種在各別樣

區或所有樣區之總密度、底面積、材積、覆蓋度、或組合值表示之。重

要值顯示該種植物於當地植群中所佔有的角色，其值越大則重要程度愈

高，通常以優勢度最大的種類或特徵種類，來決定該地區之植群類型。 

以下為植物重要值之二例： 

 

(1)木本植物之重要值 

           IV＝(相對密度＋相對優勢度+相對頻度)×100/3 

           相對密度＝(某一種的密度/樣區總密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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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底面積＝(某一種的底面積/樣區總底面積) ×100 

           底面積由 dbh 換算 

           相對頻度=(某一種類出現之樣區數/總樣區數) ×100 

(2)草本植物之重要值 

           相對覆蓋度＝(某一種的覆蓋度/所有種總覆蓋度) ×100 

 

3.歧異度分析(α-diversity) (Ludwig & Reynolds, 1988) 

歧異度指數是以生物社會的豐富度(species richness)及均勻程度的組

合所表示。此處以 S、Simpson、Shannon、N1、N2 及 E5 六種指數表示。

木本植物以株數計算，草本植物則以覆蓋度計算。另有估計出現頻

度，即某植物出現之樣區數除以總樣區數。 

 

(1) S 代表研究區域內的所有種數。 
2

 (2) ∑ ⎟
⎠
⎞

⎜
⎝
⎛=

N
niλ

λ為 Simpson 指數，ni/N 為機率，表示在一樣區內同時選出兩棵，其

屬於同一種的機率是多少。其最大值是 1，表示此樣區內只有一種。如

果優勢度集中於少數種時，λ值愈高。 

(3) ∑ ⎟⎟
⎠

⎞
⎜⎜
⎝

⎛
⎟
⎠
⎞

⎜
⎝
⎛

⎟
⎠
⎞

⎜
⎝
⎛−=′

N
n

N
n

H ii ln   ni：某種個體數 N：所有種個體數 

H'為 Shannon 指數，此指數受種數及個體數影響，種數愈多，種間

的個體分布愈平均，則值愈高。但相對的，較無法表現出稀有種。 

(4)   H'為 Shannon 指數 
'

1
HeN =

此指數指示植物社會中具優勢的種數。 

(5) 
λ
1

2 =N   λ為 Simpson 指數 

此指數指示植物社會中最具優勢的種數。 

(6) 
1

11

5
−

⎥
⎦

⎤
⎢
⎣

⎡
−⎟

⎠
⎞

⎜
⎝
⎛

= ′He
E

λ
 

此指數可以明顯的指示出植物社會組成的均勻程度。指數愈高，則

組成愈均勻；反之，如果此社會只有一種時，指數為 0。 

 

以上各項計算歧異度之方法，可在不同社會間進行比較。然比較之

時，應考慮社會單位大小。一般依營養級，生態地位或生活型分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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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植被剖面圖 

植被類型中如有森林類型者，應製作植被剖面圖，以表示植物社會

之形相及社會結構。剖面圖製作時，應取調查樣區內一具代表性寬 2~5
公尺之穿越線，記錄沿線之植株種類、高度、位置等介量，並依此繪製

植被剖面圖。 

 

(三)季節性變化 

生態系在自然氣候、環境或人為干擾狀態下形成一個動態的生物共

同體，所組成之各種生物可能有其消長變化，也就是說在單一時段觀察

時，可能無法掌握當地所有植物種類或生長週期，而無法將該地植物生

態環境描繪完全。故應考量開發之需要及環境情況，調查野生種及當地

栽植種，是否有季節性之變化？所調查的變化可為二種 

 

(1) 種數變化  

主要為草本植物及栽培種，因其會受到自然、人為與季節性之干擾

而產生消長或數量之改變。 

 

(2) 物候變化  

木本植物植株本身一般在短期內無消長之變化，故種類不會因調查

時間而有出入。故在季節性調查中，強調植物之生長、開花結果等週期

之記錄。 

 

動物 

鳥類 

鳥類調查需要要註明調查的時段、行走的調查路徑方式以及使用之

工具，其中調查路徑部分，必須附上詳細的路徑圖，建議以 1/5000 像片

基本圖為基礎繪製。調查人員必須具有聽音辨鳥的能力。 

 

建議的鳥類調查法有穿越線調查法（transect count）、定點調查法

（point count），以及群集計數法（flock count）三種，不論何種方法都應

避免重複計數。以下分述各調查法進行方式與東沙島上之適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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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點調查法 

適用區域：島東部之林投、草海桐灌叢或木麻黃、銀合歡林地等濃

密陸生植被、能見度不佳之棲地環境。 

適用對象：在陸生植被中活動之陸域鳥類。 

調查方法：在島上適當位置設置定點調查點（point），每一點至少相

隔 100 公尺以上以避免重複計數。調查時每一樣點停留六分鐘，記錄所

有看到與聽到的鳥類種類、數量，以及使用之棲地環境等等。建議分成

三個距離層級記錄：(1)50 公尺以內、(2)50 至 100 公尺、(3)100 公尺以

外。 

 

調查時間：建議在鳥類鳴唱高峰期，即日出前半小時至日出後三小

時內進行完成。 

 

穿越線調查法（transect count） 

適用區域：島北部與南部之兩條長型「鉗子」，能見度稍佳之棲地環

境。 

適用對象：在陸生植被中活動之陸域鳥類與潟湖沿岸活動之水域鳥

類。 

調查方法：在島上南、北各設置一條 1000 至 2000 公尺的穿越線，

調查時以每小時 1.5 至 2.5 公里的速度前進，記錄所有看到與聽到的鳥類

種類、數量，以及使用之棲地環境等。可採用與定點調查法相同之距離

層級記錄。 

 

調查時間：與定點調查法同。 

 

群集計數法（flock count） 

適用區域：區域廣闊、能見度良好，且為鳥群聚集之棲地環境。 

適用對象：以沙灘、泥灘、開闊水域等環境為主要棲息區之水域鳥

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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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建議在島西側之潟湖口以及東沙機場各選定一視野良

好、無遮蔽的定點調查點進行調查。調查時清楚界定可見的範圍，並記

錄所有見到的鳥類種類、數量，以及使用之棲地環境等等。 

 

調查時間：此方法之調查對象為活動受潮汐影響頗巨的水域鳥類，

因此調查時間需依據當時的潮汐狀況。建議潟湖口之樣點之調查時間為

「退滿潮」前後各一個半小時內，東沙機場之樣點調查時間則為「漲滿

潮」前後各一個半小時以內。 

 

在調查工具方面，常用的有單筒望遠鏡與雙筒望遠鏡。調查多以雙

筒望遠鏡為主，而觀察水邊的鳥類時，還需要單筒望遠鏡，才能更加正

確地估算種類與數量。若調查夜行性鳥種，則需要使用強光手電筒或其

他照明設備。 

 

小型哺乳類 

 

一般的小型哺乳動主要指食蟲目與囓齒目兩類，牠們的體型小，行

動隱密，常不易目視觀察，以設置陷阱捕捉為主要調查方式。 

 

調查人員於上午及夜間沿穿越線進行目視調查，紀錄是否有老鼠出

現，另配合設置捕鼠籠捕捉。每個調查樣區選取一條穿越線長約 50 公

尺，陷阱沿穿越線設置。穿越線設於各樣區之主要棲地類型中，並避開

人為及車輛干擾頻繁的區域。為捕捉體型不同的種類，每條穿越線放置

薛門氏捕鼠器（Sherman’s trap）與台製鼠籠。調查人員以切塊地瓜沾花

生醬為餌料，每日黃昏前設置陷阱，並於隔日上午巡視。陷阱放置處以

住宅附近的水溝、草叢、石塊縫隙為主，此外，依據當地地形，另於農

田中、河床附近與灌溉溝渠邊安置陷阱。陷阱於下午 4:00 前完成放置作

業，共捕捉四日三夜。陷阱設置期間中，每日於上午檢視是否捕捉到動

物，並補充餌料，若有捕捉到動物，調查人員以手套將牠放置到網袋中

觀察，判斷種類、性別與進行各項測量，如體長、頭軀幹長、尾長、後

腳掌長、耳長及前臂長﹙翼手目﹚等各項基本形態值，紀錄中還包含捕

捉到動物的地點、棲地類型，紀錄完畢後將動物拍照並就地釋回。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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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後，將設置的捕鼠籠收回。除陷阱捕捉外，調查人員每日亦於設置

及巡視陷阱時，目視觀察其它痕跡或屍體。 

 

兩生類與爬行類 

 

 因兩生類與爬行類動物都喜歡躲藏或出沒於遮敝物多之地點，因

此，針對這兩類動物的調查法有部分極為類似，故一般生態調查報告中，

常將此兩類動物的調查法合併撰寫。  

 

調查這些動物時，會分為日間與夜間調查，且氣候會影響其出沒狀

況，因此需註明調查時段與調查時的天氣狀況。因調查方式極多，故需

清楚描述調查方法的名稱、詳細內容、參與人力…各項資訊，若使用工

具亦須註明。 

 

調查方法採用逢機漫步（Randomized Walk Design）之目視預測法

（Visual Encounter Method）與穿越帶鳴叫計數法（audio strip transects）
記錄樣區內所觀察到兩棲爬蟲類種類、數量、性別、行為、棲息環境、

出現地點、座標位置（TM2）並記錄調查當時之氣溫、濕度。兩生類並

配合聲音之辨別，爬行類則輔以徒手翻覆蓋物。調查時間分別為上午 7~10
點、下午 3~5 點及夜間 7~10 點，共計調查二個工作天。因日間及夜間之

性質不同，其方法如下述： 

 

一、日間調查： 

由於許多爬行動物，都有日間至樹林邊緣或路旁較空曠處曬太陽，

藉此調節體溫之習性，因此在其出現頻率較高的日出後以及日落之前，

是以目視法為主，徒手翻掩蓋物為輔，依調查區內之棲地環境，研判可

能出現之物種、時間、地點等。而倘若遇馬路上壓死之兩棲爬行動物，

亦將之撿拾、鑑定種類及記錄，並以 70%酒精或 10%福馬林製成標本，

作為存證標本。至於兩生動物的日間調查，則是著重於一些永久性或暫

時性水域，直接檢視水中是否有蛙卵、蝌蚪。除此之外，並翻附近底質

較濕之覆蓋物，看有無已變態之個體藏匿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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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夜間調查： 

以手持電筒照射之方式，巡視一些永久性或暫時性水域附近，目視

記錄所見之兩生爬行動物種類。若有兩生爬行動物（如蛙類及部分守宮

科蜥蜴）之叫聲亦記錄之。至於一些夜間常於住家或路燈下出現的守宮

科蜥蜴，我們亦在其可能出沒之地點觀察及記錄。另外針對一些夜間會

於植物體上休息的日行性蜥蜴（如草蜥或攀蜥）及部分蛇類，亦以手電

筒照射方式檢視尋找。 

 

昆蟲 

進行昆蟲資源調查時，一般分為昆蟲相調查（也就是種類調查）和

昆蟲族群調查。由於各種昆蟲分布在自然的各個角落，從高三、四十公

尺的樹冠到地下皆有其蹤跡，加上每種昆蟲習性不同，要調查所有昆蟲

種類並非易事，因此得採用各種方式進行。此外，每種昆蟲發生的時間、

季節不同，因此昆蟲調查必須持續一段長時間，定期的採集才能穫得最

實際的資料。 

 

昆蟲生態調查採樣區設定和沿穿越線調查兩種，再配合以下各種調

查法進行。穿越線長度約為 100 至 200 公尺，每條穿越線上再設 2 個固

定樣區佈設陷阱與色板。所有調查方法之主要目標物種為蝴蝶與大型昆

蟲。 

 

一、網捕法：為最常用、最簡易的調查法，利用各種昆蟲網在不同

棲地網捕，以採獲飛行、停棲、花間的昆蟲。本計畫調查時沿穿越線進

行此一調查方法。 

 

二、陷阱法（pitfall traps）：專用於有特殊食性或平常不易網捕的昆

蟲，如食糞的蜣蜋、食屍的埋葬蟲等。製法是在地面掘一個坑，然後埋

下一個瓶子，瓶口與地表齊，瓶內置放腐肉或爛水果；另一法為瓶口上

加一大漏斗，斗口與地面齊，斗口上再覆一大網孔的鐵網，最後將誘餌

用紗布綑綁置於鐵網中央上方。本計畫調查時於各固定樣區埋設 2 個陷

阱瓶（pitfall）。 

 

110 



三、挖掘法：主要針對棲息地下、地表的昆蟲，如彈尾目、雙尾目

等土棲昆蟲與鞘翅目幼蟲。使用器具挖掘或翻動地表枝葉層，甚至石頭

下、細石堆中，以吸蟲管或小型吸塵器將見到的昆蟲採穫。本計畫調查

時沿穿越線進行此一調查方法。 

   

四、劈木法：使用斧頭或山刀將枯木或樹皮劈開，以採集昆蟲。此

法大多能採到甲蟲類幼蟲和成蟲，如鍬形蟲、叩頭蟲、黑豔蟲等，而樹

皮下則以半翅目、鞘翅目成蟲為主。本計畫調查時沿穿越線進行此一調

查方法。 

 

五、目擊法：為目前國內最常使用於蝶類生態調查的方法，對於其

它大型昆蟲亦可用之。本計畫調查時沿穿越線以此方法記錄所目擊的昆

蟲種類、數量。 

 

六、燈光誘集法：市面上販售之誘蛾燈即屬此類。這是一種大量採

集常使用的方法，主要採集夜行性的昆蟲。使用時，懸掛或平鋪一塊白

布或紗網在空曠地上，以紫外線燈管（黑燈管）或水銀燈、日光燈為燈

源來誘蟲，在野外多以發電機或電瓶為電源。使用原則宜在寂靜、黑暗、

多雲、無月亮及溫度、溼度高的晚上為佳。若調查區域內有公園路燈管

理處架設之水銀路燈，亦於夜間前往燈下，調查出現的種類。 

 

七、有色粘板調查法：主用在雙翅目的調查和防治上，色板為具黏

性的紙板或其它材質，回收後以保鮮膜將紙板包裹，寫上採集資料，回

來後以丙酮將粘在紙板上的昆蟲洗落。本計畫調查時於各固定樣區設置

2 片有色粘板進行昆蟲的捕捉採集。 

 

 

調查努力量 

不同類型的動物分別代表環境的不同特徵。因此，調查時，應該盡

可能彙整所有可能之動物種類，以了解樣區生態環境之特徵。不過，由

於時間與人力，以及實際上動物分類研究進展之限制，在現行的作業中，

僅建議至少調查樣區內之脊椎動物與較常見的無脊椎動物（如蝴蝶、蜻

蜓、水生昆蟲、蝦蟹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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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區域的最少調查次數及頻度詳見表 13-2。由於生態環境隨季

節、溫度、雨量…等各種因素而變動，動物族群的數量與群聚組成亦會

隨之改變，因此，野外實地調查最好每月或每季進行一次調查，可獲得

較正確的結果，不過，野外調查耗費時間、人力與金錢，常難以密集進

行野外調查，因此，若開發區域位於第一級區域中，一般採取較折衷的

方案，至少進行兩個季節以上的野外調查，了解生物在不同季節間的出

現狀況，判斷該地的生態環境是否能接受開發的衝擊。如果預定開發地

點是在生態狀況複雜的第二、三級區域，則應加長調查時間與增加調查

次數。原則上，第三級區域依國內之現行法令，除非是特別的國家重大

建設開發案，屬於不應開發之區域，若有特殊因素時，應進行最詳細的

調查。 

 
表 13-2、進行動物生態背景調查時，各級區域至少應涵蓋之調查物種，

以及各級區域的最低調查頻度。 

 第一級區域 第二級區域 第三級區域 

最低調查頻度 兩季 兩季~四季 四季 

說明 
每季 1 次，每次

至少相隔 2 個

月以上 

每季至少 1 次，

應視開發區內動

物生態特性延長

或酌增調查（季

節、次數等） 

四季各 2 次以上 

 

*動物生態調查之物種，陸域至少應包括哺乳動物、鳥類、兩生類、

爬蟲類、蝴蝶及大型昆蟲等，水域應含魚類、水生昆蟲、浮游生物等，

但得視開發區域之環境特性予以增減，其未能調查者，應敘明理由。 

*因開發區生態環境特性，經提出於專案小組初審會議中討論，並經

決議應進行補充調查者，開發單位應依決議補充調查之。 

 

對於一些特別性之動物，如果事先知道可能有這類動物出現於開發

區域內，調查時應針對其所需之調查時間或季節，進行之。例如，八色

鳥的最適調查時間約在每年的 4 月底至 5 月中（約 20 日前），如果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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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間，將不容易得到正確的出現與族群量資訊，導致一般人對於環

評報告的質疑，進而延誤環評報告書的審查時程。隨著相關生物分布資

料庫的建立，相關的訊息其實容易掌握，調查者應先查閱相關之資訊。 

 

季節的劃分一般以 3～5 月為春季、6～8 月為夏季；9～11 月為秋季、

12 月～隔年 2 月為冬季，最好不要以相隔太近的月份，當作兩季的資料，

如 11 月與 12 月，以避免誤判樣區中群聚組成，或忽略繁殖族群在短期

內密集增多的情形，因此，兩季的調查間隔最好有三個月以上。根據各

種動物調查方法與過去相關動物研究的調查結果，調查天數至少要四天

三夜，才可獲得較正確的動物相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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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東沙陸域動植物資料庫網頁開發 

聶嘉慧、連裕益、李培芬 

 
【摘要】利用本年度計畫調查資料與歷史生態資料，建構東沙

環 礁 國 家 公 園 陸 域 生 態 資 料 庫 之 網 頁 ， 網 址 為

http://ngis.zo.ntu.edu.tw/dongsha/。 
 

 
圖 14-1、東沙環礁國家公園陸域生態資料庫之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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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建議事項 

連裕益、李培芬 

根據本次調查研究之發現，對於未來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在經營管理

上和生態保育上，我們提出下列具體建議，分別從立即可行的建議、中

長期建議加以列舉。 

 

建議 1、立即可行之建議 

    東沙機場進出動植物檢疫防疫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協辦機關：國防部 

目前東沙島上僅對人員進出管制，並未涉及島上或外來動植物之檢

疫防疫，對於未來之外來生物將無法有效管理，建議應針對臺灣本島或

自境外輸入的園藝作物、其他生物進行管制，原則上以不同意輸入或攜

入，並應特別留意鞋底泥土清理與外衣種子之去除。 

 

建議 2、立即可行之建議 

建立物種入侵自然史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協辦機關：無 

依據現有調查資料與過去文獻記錄，委責專業單位進行東沙島原生

與外來物種之清查，並依據外來物種擴散潛力，訂定不同之經營管理措

施。 

 

建議 3、立即可行之建議 

東沙島鳥類繫放研究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協辦機關：無 

東亞候鳥遷移路線與東沙島之相關聯，目前並無任何科學之證據可

以參考，為釐清東沙島在候鳥遷移路線上的重要性，建議進行鳥類繫放

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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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4、立即可行之建議 

東沙島食物殘餘管理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協辦機關：國防部 

島上的露天餿水掩埋處，應是維持外來的野生犬、貓、鼠族群量的

主要食物來源。建議將餿水掩埋處隔離，降低提供食物的機會，進而降

低所攜寄生蟲與人類接觸的機會。 

 

建議 5、立即可行之建議 

東沙島貓狗與鼠類管理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協辦機關：國防部 

為控制島上野鼠、貓和狗，建議誘捕移除島上野生犬、貓，建議以

人工強制捕捉或陷阱誘集，如鼠籠或鐵籠的設置，移除島上的外來貓狗，

鼠類則以減低族群量為考量。 

 

建議 6、立即可行之建議 

東沙島生態調查補充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協辦機關：無 

根據本次調查研究，發現許多月份或季節依然缺乏相關之調查研

究，導致許多基本生態資料無法建置完全，建議持續東沙一帶的基礎生

態調查，並以過去未調查的月份和區域為優先調查之考量。 

 

建議 7、立即可行之建議 

東沙島入侵植物管理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協辦機關：國防部 

根據本次調查研究，銀合歡及大花咸豐草於當地更新狀態良好，可

以見到林下小苗，所建立之處不僅改變當地景觀也降低生物多樣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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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除人為不斷清除方式外，應減少原有灌叢林的破壞砍伐以減低其蔓延

速度。 

 

建議 8、中長期之建議 

東沙島入侵植物長期生態監測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協辦機關：無 

島上栽種的園藝作物和木麻黃、銀合歡、大花咸豐草等外來植物，

應注意目前分佈區域是否有擴張現象，關於木麻黃及銀合歡之監測，建

議間隔數年使用航空相片圖判視，並配合地面的調查行全島分布範圍清

查，以注意其動態變化。 

 

建議 9、中長期之建議 

東沙島長期生態監測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協辦機關：無 

建議參照本次調查報告中之保育監測系統一章，以標準生態監測的

原則，建立島上長期生態監測站和調查樣點，建立 0 年基本生態資料後，

逐年或間隔年次的方式，確實記錄島上生物變化，供未來經營管理之參

考。 

 

建議 10、中長期之建議 

東沙島生態資料庫建置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協辦機關：無 

建議建置永久的東沙生態資料庫網站，參照國科會數位典藏和臺灣

生物多樣性生物資料庫之格式，建立東沙島物種之網路資料庫，供未來

研究與查詢，以增進國人對於東沙環礁之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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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期中會議記錄 

內政部營建署 95 年度「東沙島陸域動植物相調查研究」委託研究案

期中簡報審查會議紀錄 

壹、 時間：95 年 9 月 27 日上午 10 時 30 分。 

貳、 地點：本署市鄉局 7 樓會議室。 

參、 主持人：蕭組長清芬                   紀錄：蕭ㄧ鵬 

肆、 出席審查人員： 

 

出 席 人 員 單位、職稱 簽    名 

楊  平  世 台灣大學昆蟲系教

授 
楊  平  世 

李  訓  煌 農委會特有生物研

究中心棲地生態組組

長 

李  訓  煌 

蕭  清  芬 本署國家公園組組

長 
蕭  清  芬 

曾  偉  宏 本署國家公園組副

組長 
請   假 

吳  祥  堅 本署國家公園東沙

小組主任 
吳  祥  堅 

 

伍、出席廠商代表：李培芬（中華民國溪流環境協會） 

陸、 業務報告： 

一、案由說明及報告事項： 

(一) 內政部於民國 93 年 3 月正式公告東沙海域為我國首座海洋國家

公園預定地，有鑒於海洋性珊瑚礁島嶼有其特殊性與脆弱性，必須依據

其生態環境及資源特性來進行生態保育和環境保護之規劃 ，本計畫的目

的乃藉由現場生態資源調查，持續補充東沙島的陸域生態資訊，並以地

理資訊系統（GIS）為基礎建立東沙國家公園陸域自然生態資料庫與生態

保育監測系統，以利未來制定合適有效之經營管理策略，促進東沙生態

之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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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託研究案工作期限，自簽約日 95 年 6 月 11 日至 95 年 12 月

31 止，依合約第 3 條規定，中華民國溪流環境協會已於本年 9 月 15

日提出期中報告，因此業務單位於本日（95 年 9 月 27 日）召開本案

期中簡報審查會議。 
二、受託廠商簡報：略（詳期中報告書） 
 
柒、 審查委員意見： 
楊委員平世： 
１． 銀合歡是否會對當地植物和昆蟲造成負面影響？如果

有，則有何經營管理策略？請建議。 
２． 外來物種如鼠、犬、貓如何處理？請建議。 
３． 當地蝸牛種類多，以此為食之肉食昆蟲多不多？（如螢火

蟲、步形蟲） 
４． 蛇類、兩棲類及爬蟲類資源如何？ 
５． 肯定營建署及計畫主持人之努力，為東沙陸域動植物相建

立基礎資訊。期末報告時各類物種之調查方法及結果能詳述並列出物種

名錄表。 
６． 本計畫今年只做半年調查，明年若有足夠經費，建議本調

查應持續進行，以得到完整之資料。 
 
李委員訓煌： 
１． 已有具體調查成果，另外承諾進行額外的昆蟲補充調查，

值得肯定。 
２． 各類物種之調查方法，能於「研究方法」中說明，以便和

研究結果相對應。 
３． 研究文獻彙整方面，最後希望能列表呈現。 
４． 所有物種第一次出現於報告時，最好能列出其學名，並以

斜體或劃底線方式處理。 
５． 各類物種之分類認定依據建議比照 P27 之鳥類，加以附

註；又其認定為「稀有」、「原生」、「特有」或「外來」者，請將認定依

據一併加以附註。 
６． P13 敘及島上有 5 種稀有植物，其中「大花蒺蔾」重復，

查對後附之植物名錄後，是否為「田代氏大戟」之誤植？請補正。 
７． P13 敘及「匍匐黃細心」，P31 名錄中以「？黃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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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erhavia sp.）」處理，宜前後一致。 
８． 現有流浪犬、貓、鼠類之調查，建議能補列其調查方法，

並將目前報告中所敘第 1據點、第 4據點及 C 站、G 站、L 站等調查點

之位置加以補敘。 
９． 期中報告以後，仍有吃重之調查研究工作與「研擬外來生

物防檢疫的防治機制」、「研擬生態保育監測系統」等工作項目待完成，

期許研究團隊能全力以赴並感謝大家的付出。 
 
吳委員祥堅： 
１． 請計畫主持人能於期末報告中詳細研擬生態保育監測系

統，以掌握生態環境現況及變動情形，此為本計畫主要的訴求之一。 
 
李計畫主持人回復 
１． 東沙島外來種與檢疫問題，期末報告會訂出清楚具體之建

議。亦會研擬完整之保育監測系統與策略。 
２． 各類物種之調查方法於期末報告中將清楚說明，以利往後

監測之執行。 
３． 文獻資料的整理將會於期末報告清楚交待。 
４． 東沙島至目前之調查，尚未發現兩棲類動物，爬蟲類僅有

壁虎。 
５． P13 島上 5 種稀有植物名之打字錯誤，將訂正。未定名的

物種，將於期末報告中查明補列。 
 
蕭委員清芬（主持人） 
１． 東沙島空照圖之誤差應修正，以求精確。 
２． 研究經費受制於立法院，今年預算於 4 月底才准予動支，

故本計畫今年只能做半年調查。 
３． 期末報詳細列明物種名稱並建議適當之保育策略。 
４． 同意通過期中簡報。 
 

捌、決議：請中華民國溪流環境協會依審查意見辦理，本案期中審

查原則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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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期末會議記錄 

內政部營建署 95 年度「東沙島陸域動植物相調查研
究」委託研究案期末簡報審查會議紀錄 

 

壹、 時間：95 年 12 月 18 日下午 2 時 30 分。 

 

貳、 地點：本署市鄉局 7 樓會議室。 

 

參、 主持人：蕭組長清芬（曾偉宏代）         紀錄：蕭ㄧ鵬 

 

伍、 出席審查人員： 

 

出 席 人 員 單位、職稱 簽    名 

楊  平  世 台灣大學昆蟲系教

授 
楊  平  世 

郭  城  孟 台灣大學生態與演

化生物學研究所副教

授 

郭  城  孟 

蕭  清  芬 本署國家公園組組

長 
請  假 

曾  偉  宏 本署國家公園組副

組長 
曾  偉  宏 

吳  祥  堅 本署國家公園東沙

小組主任 
吳  祥  堅 

 

伍、出席廠商代表： 

李培芬（中華民國溪流環境協會），連裕益，柯智仁 

 

陸、 業務報告： 

一、案由說明及報告事項： 

(二) 內政部於民國 93 年 3 月正式公告東沙海域為我國首座海洋國家

公園預定地，有鑒於海洋性珊瑚礁島嶼有其特殊性與脆弱性，必須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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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態環境及資源特性來進行生態保育和環境保護之規劃 ，本計畫的目

的乃藉由現場生態資源調查，持續補充東沙島的陸域生態資訊，並以地

理資訊系統（GIS）為基礎建立東沙國家公園陸域自然生態資料庫與生態

保育監測系統，以利未來制定合適有效之經營管理策略，促進東沙生態

之永續發展。 

本委託研究案工作期限，自簽約日 95 年 6 月 11

日至 95 年 12 月 31 止，依合約第 3 條規定，中華民

國溪流環境協會已於本年 11 月 29 日提出期末報告，

因此業務單位於本日（95 年 12 月 18 日）召開本案

期末簡報審查會議。 
二、受託廠商簡報：略（詳期末報告書） 
 
柒、 審查委員意見： 
郭委員城孟： 
１０． 東沙島陸域生態系食物鏈之關係為何，何種物種為最高階

捕食者？如果沒有最高階捕食者，又代表何種生態意義，因此意義可能

對將來之國家公園之經營管理有用。 
１１． 本調查資料之 GIS 輸入係以 2 秒網格系統（60×60 平方公

尺），以東沙此種小型島嶼而言，生態單位應該也較小，60×60 平方公尺

是蠻大的區域，其中可能包含 2-3 種不同之生態單位，因此以 2 秒網格

系統之 GIS 資料是否夠精確適用。 
１２． 做植群調查時，樣區面積為 10×10 平方公尺，該樣區面積

是否太大，其中卻包含少量之植物，5×5 平方公尺之樣區面積是否更適

合。 
１３． 根據調查到之東沙島生物相特性，東沙島在全世界生態系

中居於何種生態定位。 
１４． 島內潟湖周邊及東沙島周圍之生態環境是否有所不同，例

如爛泥的環境，此可能會對 microhabitat 有大的影響，進而影響到物種之

分佈。 
１５． 東沙島和周圍陸地如菲律賓、台灣、海南島之距離都遙

遠，是否其間存有其它的小島，有利於東沙物種之引進。 
１６． 除了沙灘，灌叢之外，東沙島較細微之生物棲地（habitat）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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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東沙島的外來種，其可能侵入之途徑為何？ 
 
楊委員平世： 
７． 報告中列出某些東沙物種 GIS 分佈圖，該物種是屬於優

勢種或珍稀種，還是有其它重要標準。 
８． 空域鳥類之定義為何？又鳥相之變化應該是受季節性遷

移鳥類之影響，而不是由鳥相不穩定造成。 
９． 報告中提到滅鼠不要用貓或滅鼠藥，請建議適當的滅鼠方

法；又東沙島上之鼠類是否全由人帶入？ 
１０． 東沙島上之動植相和鄰近的那個地區相似？ 
１１． 東沙島係屬於海洋島還是大陸島，因為海洋島和大陸島對

於面臨外來種的威脅，其程度是不同的。 
１２． 蝙蝠於調查中未發現，是否因季節性遷移造成或調查次數

的關係。 
１３． 調查報告中應建議保育策略，此對未來國家公園之經營管

理非常重要。 
 
吳委員祥堅： 
２． 是否能於島上選定 5 個具代表性監測點，每年定期做調查

監測，以瞭解島上生態變動情形。 
３． 外來種犬、貓移除後，會不會造成老鼠數量之增加？ 
 
曾委員偉宏（主持人） 
５． 目前院長、部長對長期之生態監測都非常重視，之前有墾

丁龍坑阿瑪斯號漏油事件求償之前車之鑑，因此報告結論中應建議長期

生態監測之架構。 
 
李計畫主持人回復 
６． 東沙島主要食物鏈之最高階，以陸域而言，應為鳥類；以

腐食生態系來看，蝸牛也可能是，故此地最高階物種似乎和其他地方有

所不同，另外老鼠亦可算是高階者。 
７． 因為東沙島為一島嶼環境，其物種的承載量不是很高，以

鳥類而言，係屬於季節性來去之不穩定群聚狀態，島上是否有留鳥尚不

確定，唯一有看到繁殖後代的鳥種僅有白腹秧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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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食物鏈較高階之種類如哺乳類之老鼠，並沒有任何之獵食

者，以致造成老鼠數量之增加。 
９． 整體上，以生態的角度來看，目前之調查結果說明東沙島

似乎屬於一不穩定之生態系。 
島上未發現兩棲類動物，爬蟲類僅有壁虎及盲蛇。 

１０． GIS 採用 2 秒網格系統，主要是記錄動物的部份，因為動

物會移動；植物調查的部份係以航空照片的解析度 0.5 公尺為一單位來

記錄。 
１１． 做植群調查時，樣區面積為 10×10 平方公尺，其實是 4

個 5×5 平方公尺樣區，故所得到的調查資料應該是正確可靠的。 
１２． 東沙島生態定位的問題，以植物來看，和墾丁地區相似，

有些物種在南洋可見的到，故此島的生態似乎是介於台灣和南洋間的中

間型。以物種多樣性而言，東沙島因面積狹小，物種多樣性低，和一般

太平洋的島嶼相似，未來可能不會有太大的變化。 
１３． 就細部之生物環境而言，例如蝸牛僅在某些特別的小區域

出現，陸蟹亦是如此，可能島上每一物種都有不同之生存環境。 
１４． 東沙島的外來物種，其侵入之途徑有：鳥類，季節性遷移

而來，老鼠可能是由船而來，其種類有待確定；植物則有很多是人為引

進或種子附著於人或貨物上帶進來。 
１５． 以 GIS 分佈圖顯示之物種係常見或稀有性（植物）的物種；

指標物種則指較常見，較多的物種。 
１６． 空域鳥類是指常在空中活動吃昆蟲的鳥類（aerial 

insectivore），以燕科和雨燕科的種類為多。 
１７． 鳥相之變化有待進一步調查，東沙島是否有留鳥？因本計

畫只做了幾個月，資料並不完整，將來有必要進行長程之調查，才能將

此問題釐清。 
１８． 老鼠的去除，治本的方式是要做食物的控制，島上廚餘必

須先妥善處理，使之不成為老鼠的食物來源，再加強捕捉，應可有效的

減少其數量。然而每年仍須做定點監測，以評估其數量的變化。 
１９． 東沙島為一海洋性的島嶼，和太平洋的很多島嶼類似，其

動植相應該就是目前的組成，未來的變化可能不大。 
２０． 蝙蝠於調查中未發現，可能是季節性遷移或和調查次數有

關。2005 年劉小如的調查於 1 月看到蝙蝠，而本調查於本（2006）年 7、
8、9 月進行，故有可能是上述原因而未發現蝙蝠。將來可透過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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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處人員做長時間的調查。 
２１． 保育策略的問題，基本上強調原生物種的保存，外來種必

須做某個程度的清除；至於時程、頻度則根據需要及目標而定。 
２２． 是否能於島上選定 5 個代表性監測點問題，目前似乎還不

可行，因每一物種都有其在島上分布的熱點（hotspot）。但是可就每一類

型之指標物種，選定 5 個監測點，然而每一類型物種的 5 個監測點不會

剛好都相同，因此會有很多個測點。可以每年調查監測一個類型物種的

方式來執行監測。 
２３． 島上的外來種貓並不能有效的控制老鼠的數目，故應該移

除，而以其他的方法如食物的控制加上捕捉以減少老鼠的數量。 
２４． 長期之生態監測一定要持續執行，並且採用標準化的方法

調查資料，以瞭解島上生態變動情形及保育執行成效，本單位可提供相

關的標準化調查方法及技術。 
 

曾委員偉宏（主持人） 
同意通過期末簡報。 

 

捌、決議：本案期末審查原則同意通過，請中華民國溪流環境協會

依審查意見辦理後依和約規定辦理驗收事宜。 
 
玖、散會（十六時四十分） 

 


	 表次
	圖次
	摘要
	一、研究緣起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三、重要發現
	四、主要建議事項

	Abstract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目的
	第三章、研究地點
	第四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研究文獻彙整
	第二節、建立航、遙測影像資料庫
	第三節、以GIS建立自然資源生態資料庫
	第四節、進行植物相調查
	第五節、進行鳥類相調查
	第六節、進行陸域節肢動物相調查
	第七節、進行陸域軟體動物相調查
	第八節、進行現有流浪 (野生) 犬、貓、鼠類調查
	第九節、進行主要外來種生物調查
	第十節、研擬外來種生物防檢疫的防治機制
	第十一節、研擬保育監測系統
	第十二節、網頁展示系統之開發

	第五章、以GIS建立航、遙測影像資料庫
	第一節、前言
	第二節、研究方法
	1、航空照片影像校正
	2、網格系統

	第三節、研究結果

	第六章、東沙陸域植物相調查
	第一節、前言
	第二節、調查方法
	1、進行植物相調查
	2、進行主要外來種生物調查
	3、以GIS建立自然資源生態資料庫

	第三節、調查結果
	1、植物相
	2、植群概況
	3、海岸灌叢林
	4、植被圖繪製
	5、特有與稀有物種


	第七章、鳥類相調查
	第一節、前言
	第二節、調查方法
	第三節、調查結果
	1、東沙島鳥類分布模式
	1-1、鳥種數Species Richness
	1-2、鳥類總隻數 Total Abundance
	2、普遍鳥種分布
	3、東沙島鳥類季節性變化 
	4、東沙島與台灣本島的鳥類相比較


	第八章、東沙島陸域無脊椎動物相調查甲殼綱
	一、前言
	二、調查方法
	三、結果與討論
	四、誌謝

	第九章、東沙島陸域軟體動物相調查
	第一節、前言
	第二節、調查方法
	第三節、調查結果
	第四節、討論

	第十章、東沙島陸域無脊椎動物相調查昆蟲綱
	第一節、前言
	第二節、調查方法
	第三節、結果與討論

	第十一章、現有流浪（野生）犬、貓、鼠類調查
	第一節、前言
	第二節、調查方法
	1、齧齒目及食蟲目動物調查方法：
	一、樣站：
	二、調查程序：

	第三節、調查結果
	第四節、討論

	第十二章、主要外來種生物調查與防、檢疫之防治機制
	第一節、外來種與入侵種
	第二節、野生家犬、家貓、及鼠等外來種可能造成的危害
	第三節、主要外來種植物調查
	第四節、研擬防治計畫

	第十三章、保育監測系統之架構與建議案
	第一節、環境與生態資源監測模式之可行性探討
	(A) 環境監測與基礎生態資源研究
	(B) 步道環境變遷

	第二節、生態資源監測模式之規劃
	第三節、環境與生態資源監測模式建議
	(A) 環境監測與基礎生態資源研究
	(B) 步道環境變遷

	第四節、生態資源監測模式之規劃
	第五節、建議之標準生態調查方法

	第十四章、東沙陸域動植物資料庫網頁開發
	第十五章、建議事項
	第十六章、相關文獻
	附錄一、期中會議記錄
	附錄二、期末會議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