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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蘭山檜木林區動物資源調查研究 

摘要 

 本計畫之目的在調查棲蘭地區，包括 100林道沿線與支線、鴛鴦湖
周邊地區，以及北部橫貫公路一帶野生動物相之狀況，做為該區研議

規劃經營管理措施之參考。根據野外樣線調查、捕捉標放、訪談與文

獻收集等方式，記錄到研究範圍內的野生動物共有哺乳類 8目 15科 31
種，鳥類 10目 28科 100種，爬蟲類 1目(2亞目)9科 42種，兩棲類 1
目 4科 18種，昆蟲 8目 40科 417種。 

 由於研究範圍多屬於海拔 1500 公尺以上，較為濕冷的氣候區，因
此所記錄到的動物以中、高海拔的種類居多，且這些種類在本區分布

的海拔有低於其他地區的情形。此外，本區各類動物中特、稀有種類

相當多。本區哺乳類以蝙蝠與鼠類較為豐富，其中特有種有 10種，保
育類 8種。鳥類以鶯科的畫眉類最佔優勢，本區特有種鳥類共 13種，
保育類鳥種 40種，亦即本區記錄到的鳥種中有 40%為保育類。本區的
兩棲爬蟲類中特有種共 13 種，保育類 20 種；本區記錄到的蛇類多達
32 種，接近臺灣陸生蛇類總種數的七成，或許是臺灣蛇類生物多樣性
最高的地區之一。至於昆蟲類特有種共 94 種，保育類 10 種，全台灣
18種保育類昆蟲有超過半數會在本區發現。 

 就物種豐富度而言，調查範圍內以 100林道中後段、160-170林道
與北橫沿線的動物相較為多樣。其中中大型動物以 100 林道中後段、
160-170林道與北橫往拉拉山、插天山一帶較為豐富，北橫沿線則有豐
富的蛇類、蝴蝶與其他昆蟲等中小型脊椎動物與無脊椎動物資源。然

而調查期間也發現本區動物遭捕獵壓力極大，尤其是北橫一帶，長久

以來國內、外採集者到此地非法濫捕保育類動物的情形相當普遍。此

外，北橫沿線也經常面臨開發的壓力，一旦棲地破壞，將可能全面改

變此地生物多樣性的維護。因此，本區未來規劃的首要重點應是維護

北橫沿線的自然植被與棲地，同時嚴格執行野生動物保育法，取締濫

捕與其他非法干擾野生動物的行為。 

 此外，由於本區接臨雪霸國家公園、插天山自然保留區、達觀山自

然保護區等多個保護區，同時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未來規劃應思

考如何將這些重要的保護區相連結，以擴大保育的效果；同時進行更

深入的調查研究與長期監測，以應未來經營管理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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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位於宜蘭、桃園、新竹三縣交界處的棲蘭檜木林區，被譽為世界級

國寶活化石生態系。尤其，該區位於石門水庫集水區上游，為竹、桃、

宜、北、基等縣市水源源頭，因此在涵養水源、國土保安與維護生態

功能等方面亦具重大價值。 

近年來退輔會森林保育處持續在該區進行枯倒木整理作業，已使當

地天然林面積縮減，且因缺乏科學依據與研究資料，該項作業計畫之

效益與必要性，及對該區環境與生態功能可能產生之負面影響，已引

發大眾之疑慮，致使環保團體陸續發起各項搶救棲蘭檜木林的活動，

並積極建議政府將該區提昇至國家公園層級。  

野生動物在生態系中扮演許多不同的角色與功能，對其缺乏瞭解，

將無從制訂經營管理策略、行動計畫或環境教育內涵。無論棲蘭、鴛

鴦湖地區未來之定位如何，由於過去對該區生物多樣性狀況之相關研

究十分缺乏，因此有關該區基礎生物資料之收集確有其必要。本計畫

之目的即在進行棲蘭、鴛鴦湖地區野生動物相之調查與初步資料庫之

建立，以為該地區後續規劃與管理之參考依據。 

貳、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範圍在考量自然資源之完整性、天然界線之區劃及未來經

營管理之可能性，擬定研究範圍如下：全區以鴛鴦湖為中心，北至北

橫公路以北之桃園縣復興鄉、臺北縣烏來鄉境內，以馬望來山(2101 
m)、美奎西莫山(1871 m)、塔曼山(2130 m)為界，並鄰接達觀山風景特
定區與拉拉山巨木群；東界從松蘿湖南側轉往盆盆山(1014 m)至棲蘭，
再沿著蘭陽溪往南，於留茂安附近轉西以眉有岩(2228 m)、邊吉巖山
(2824 m)的稜線為界；南界則以邊吉巖山和南馬洋山(2933 m)的稜線與
雪霸國家公園的東北界為鄰；西界則以南馬洋山、馬望山(2551 m)、泰
矢生山(雪白山，2444 m)的稜線為界，往北至新興溫泉轉以三光溪支流
為界，至大漢橋沿塔曼溪，再接到塔曼山。 

棲蘭地區海拔自 250-2500 公尺，為雪山山脈支稜，蘭陽溪與淡水
河的分水嶺之一。該區位於東亞熱帶季風氣候之迎風帶，地勢西南高

東北低，山脈多呈東北-西南走向，使得東北季風與太平洋暖風得以長
驅直入，故氣候濕潤，雨量豐沛，常年雲霧瀰漫，尤以午後為甚，成

 2 



為本區特色；全年各月份相對濕度在 85%以上，屬於潮濕的溫帶氣候
型。本區每年十月至隔年二月，四至五月為梅雨季節，六至九月常有

颱風侵襲；年平均降雨日數約佔全年二分之一，年降雨量在 3,000公釐
以上，年平均溫約 18℃，如遇寒流來襲，海拔 1000公尺以上地帶常可
見結霜現象。 

棲蘭林區 1,400 公尺以上的主要林型為檜林帶、鐵杉 (Tsuga 
chinensis)林與針闊葉混生林，1,400公尺以下則為楠楮林帶的天然闊葉
林與柳杉(Cryptomeria japonica)人工林。由於東北季風與太平洋暖風挾
帶豐沛雨量進入此區，使此區為全臺全年最濕潤的中海拔雲霧帶，氣

候濕潤，最宜扁柏生長，扁柏族群數量約為紅檜的 2-3倍之多。 

此區早期為因應林木之生產，歷年來開設有林道通往各作業林班，

目前區內林道除 100 線林道維持全線通車外，其餘林道僅能部分通行
或封閉。 

參、研究方法 

一、調查路線與地點 

    本研究以棲蘭地區現有林道、林道支線(100、110、120、130、160
與 170線)與小徑，斯馬庫斯古道，及北橫沿線為主要調查路線，101、
102林道為次要調查路線，並在鴛鴦湖周邊地區進行各類動物相調查。 

二、調查方法 

(一)、哺乳類動物 

1. 沿線調查：於調查路線沿線以徒步緩行方式，記錄所目擊之哺乳類
動物種類、隻數、出現地點、海拔高度及活動情形，並記錄沿線所

發現之哺乳類動物的足跡、排遺、掘痕、巢穴、叫聲等跡象，據以

判斷動物的種類、數量、位置等資料。 

2. 捕捉調查：針對不易發現或辨識種類的哺乳類動物(如囓齒目之鼠類
與食蟲目)，在不同棲地內設置二種陷阱(Sherman氏捕鼠器與松鼠籠)
進行捕捉標放，以調查種類與出現頻度。翼手目(蝙蝠)則以霧網捕
捉以資辨識。所捕獲之動物，辨識其種類、性別及生殖狀況，記錄

其捕獲地點、海拔高度、棲地狀態，並測量其體重、體長、尾長、

後腳掌長、耳長及前臂長(翼手目)等各項基本形態值，囓齒目及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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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目以去趾法編號後將動物原地釋放。 

3. 訪問調查：在進行調查的同時，並訪談調查地點附近居民或工作人
員有關當地野生哺乳類動物之狀況，包括種類、出現地點等資料，

作為參考資料。 

(二)、鳥類 

1. 鳥種普查：在 100、110、120、130、160與 170林道、歷代神木園、
鴛鴦湖、斯馬庫斯古道及北橫沿線，以隨機方式進行，廣泛調查區

內可能棲息之鳥類種類，以建立鳥種名錄；當遇到未曾記錄過之鳥

種時，記錄發現之地點，並簡單記錄數量及與調查者之水平距離。 

2. 族群密度估算：以圓圈法(point count)進行。分別於 130林道、神木
園、及 160-170 林道設置取樣點。兩取樣點之間的距離至少在 200
公尺以上。其中神木園樣區因為步道蜿蜒且範圍較小，因此部份取

樣點之間距離略短。130林道共設置 10個取樣點，海拔約 1630-1750
公尺；神木園設置 6個取樣點，海拔約 1470-1570公尺；160-170林
道樣區則分別於 160林道與 170林道設置 6個與 2個取樣點，海拔
約 1800-1940公尺。 

族群密度調查主要於四月上旬及五月上旬進行，每一取樣點均

進行4天次的調查，每次調查由日出前15分鐘至日出後3小時內進
行，每一取樣點停留6分鐘，記錄此期間所有目擊和聽到的鳥類種
類、數量和與觀察者間的水平距離，對於持續於空中飛行之鳥類則

不予記錄；水平距離以 5、10、15、20、30、40、50、70、100公尺
之級距估算。以下列公式計算各取樣點各種鳥類的族群密度

（Reynolds et al. 1980）： 

D = n
r C

×

× ×

10000
2π

 

D：鳥類族群密度，每公頃隻數。 

n：特定基礎半徑（specific basal radius）內所記錄之總隻數。 

r：特定基礎半徑，在此半徑內鳥隻的察覺機率為1，單位為公尺。 

C：調查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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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密度是將所有目擊與聽到的資料合併計算。若某鳥種之某

種鳴聲推測僅由雄鳥發出，則將此鳴聲紀錄算成兩隻次；若某鳥種

推測皆為成群出現，則將每次鳴聲紀錄乘以其平均結群隻數。各種

鳥類的特定基礎半徑與平均結群隻數參考丁宗蘇(1993)、許皓捷
(1995)、及方韻如(1996)之資料，文獻中未曾紀錄的鳥種之特定基礎
半徑，則以鳴聲特性相近鳥種的特定基礎半徑為其半徑。藉由族群

密度估算可以獲得各鳥種間之相對豐富度，以瞭解區內優勢種與稀

有種鳥類，並供進一步探討鳥類群聚結構之用。 

(三)、兩棲爬蟲類 

 兩棲爬蟲類之調查是以沿線調查為主，於樣線內以徒步緩行方
式，記錄沿線所目擊或聽到叫聲之 兩棲爬蟲類種類、隻數、出現地
點、海拔高度及活動情形，若不確定種類者，則徒手捕捉，待辨識

後原地釋回。 

(四)、昆蟲類 

1. 燈光誘集法: 以發電機為電源，水銀燈為光源，在適當地點於天黑
後採集；另外，亦對區內各常設光源進行同樣的採集。 

2. 網捕法: 對於飛行中或停棲於葉面上的種類，以掃網的方式採集。 

3. 陷阱法: 由於糞便與腐物對於腐食性的昆蟲有極佳的誘集效果，因
此於區內擇數定點，設置掉落陷阱，以採集掉落的種類。 

4. 挖掘法: 對於特殊的棲息環境，如枯木、石塊等，以挖掘的方式採
集棲於其中的種類。 

(五)、文獻收集 

 本計畫除現場調查外，並收集研究範圍內與周邊地區其他動物
相調查之文獻資料，以補充現場調查之結果。 

肆、結果與討論 

由於研究範圍的核心區域多屬於海拔 1500 公尺以上，較偏濕冷的
氣候，因此所記錄到的動物以中高海拔的種類居多，且這些種類在研

究範圍分布的海拔有低於在其他地區分布的狀況。自 2000年 3月至 10
月止，研究範圍內各類動物之調查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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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哺乳類 

研究範圍內與鄰近地區共記錄到哺乳類動物 8 目 15 科 31 種(表
一)，其中屬於特有種的有臺灣煙尖鼠(Soriculus fumidus)、臺灣大蹄鼻
蝠(Rhinolophus formosae)、臺灣小蹄鼻蝠(Rhinolophus monoceros)、黃
喉家蝠(Arielulus torquatus)、臺灣管鼻蝠(Murina puta)、寬吻鼠耳蝠
(Myotis latirostris)、臺灣森鼠(Apodemus semotus)、高山白腹鼠(Niviventer 
culturatus)、臺灣獼猴 (Macaca cyclopis)、臺灣野山羊 (Naemorhedus 
swinhoei)等 10 種；臺灣獼猴、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臺灣黑熊
(Selenarctos tibetanus)、石虎 (Felis bengalensis)、白鼻心 (Paguma 
larvata) 、麝香貓(Viverricula indica) 、山羌(Muntiacus reevesii) 、臺灣
野山羊等 8種為保育類動物。 

在各類哺乳動物的分布與相對數量方面，食蟲目動物中以臺灣煙尖

鼠的出現頻度較高，此種動物分別在 Sherman 捕鼠器和收集昆蟲用的
掉落式陷阱內發現，主要分布於路旁芒草叢；而數量相當少的細尾長

尾鼩(Soriculus (Chodsigoa) sodalis)分別在 170林道與明池被發現，較為
特殊。翼手目的蝙蝠是以架設霧網於林道二側樹冠夾林的闊葉混合林

及柳杉人工林中捕獲率較高，且出現的都是海拔分布較高的種類，其

中黃喉家蝠目前只在武陵農場、翠峰湖和本區有發現記錄。囓齒目中，

赤腹松鼠(Callosciurus erythraeus)的目擊或食痕主要是在柳杉、紅檜、
扁柏人工林內發現；白面鼯鼠(Petaurista alborufus)是研究範圍內較優
勢的鼯鼠類，發現到的機會大於其他兩種鼯鼠；高山白腹鼠與臺灣森

鼠則是調查範圍內較優勢的鼠類，在不同海拔高度（1500-1850公尺）、
不同棲地類型（優勢芒草叢、柳杉人工林、檜木伐木後次生林、檜木

林）均有分佈，其中海拔 1500公尺處發現高山白腹鼠，亦為該種分布
的最低記錄。臺灣獼猴主要出現在棲蘭神木園、鴛鴦湖附近及北橫沿

線，黃鼠狼(Mustela sibirica)、臺灣野豬(Sus scrofa)、山羌及臺灣野山
羊等中、大型哺乳類的足跡或排遺則多見於林道的二側，和鄰近的拉

拉山地區（圖一）。 

整體而言，調查範圍內的哺乳動物以中、小型動物為優勢，中、大

型動物數量不多，哺乳動物種類以 100林道中、後段、160、170林道
與拉拉山區較多，斯馬庫斯橫越鴛鴦湖一線較少(附錄一)。100林道沿
線地區由於有入山的管制措施，據當地管理單位所述，獵捕壓力不算

太嚴重；然而在調查範圍周邊的拉拉山與鎮西堡一帶，據王穎(1994, 
2000)的調查顯示獵捕壓力相當嚴重，所發現到的獵寮與獵具數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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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大型動物的蹤跡也相當有限。此一狀況與本調查在斯馬庫斯沿

線發現的狀況類似，因此獵捕對本地區中、大型哺乳動物的衝擊需要

進一步評估。 

二、 鳥類 

    本報告所列鳥種之科別及學名是依據 Sibley and Monroe (1990)之
分類系統。調查期間在研究範圍內與鄰近地區共記錄到 9 目 24 科 79
種鳥類，連同宜蘭鳥會鳥類資料庫 1996年 7月至 1999年 7月在棲蘭、
明池、大漢橋—明池等地的一般賞鳥記錄，與袁孝維(1999)在 160林道
附近地區之動物調查資料，共記錄本區鳥類 10 目 28 科 100 種。本區
記錄的鳥類以分布在中、高海拔的種類較多，尤其以鶯科(Sylviidae)最
佔優勢。在這 100種鳥類中，深山竹雞(Arborophila crudigularis)、藍腹
鷴(Lophura swinhoii)、黑長尾雉（帝雉）(Syrmaticus mikado)、栗背林
鴝(Erithacus johnstoniae)、紫嘯鶇(Myiophoneus insularis)、黃山雀(Parus 
holsti)、火冠戴菊鳥 (Regulus goodfellowi)、紋翼畫眉 (Actinodura 
morrisoniana)、褐色叢樹鶯(Bradypterus seebahmi)、金翼白眉(Garrulax 
morrisonianus)、白耳畫眉 (Heterophasia auricularis)、藪鳥 (Liocichla 
steeri)、冠羽畫眉(Yuhina brunneiceps)等 13種為特有種，其中褐色叢樹
鶯為新發表的特有種(Rasmussen et al., 2000)，因此臺灣特有種鳥類幾乎
全部可在本區看到。本區屬於瀕臨絕種保育類的鳥種則有黑長尾雉、

藍腹鷳、林雕(Ictinaetus malayensis)、褐林鴞(Strix leptogrammica)、朱
鸝(Oriolus trailli)等 5種（圖二），珍貴稀有保育類鳥種 16種，其他應
予保育之鳥種 19種（表二），所有等級保育類鳥種合計 40種；也就是
說，本區記錄到的鳥種中有 2/5屬於保育類鳥種。 

此次調查中曾在鴛鴦湖鄰近地區包括 130 林道、神木園以及
160-170 林道等三個樣區共估算了 45 種鳥類的繁殖季族群密度，各樣
區各鳥種的族群密度與群聚介量參見表三。130林道以冠羽畫眉為最優
勢鳥種；神木園亦以冠羽畫眉最優勢，藪鳥與白尾鴝 (Cinclidium 
leucurum)次之；160-170林道則以灰頭花翼畫眉(Alcippe cinereiceps)最
為優勢，冠羽畫眉次之。整體而言，冠羽畫眉為全區最優勢之鳥種。 

就鳥類群聚而言，各樣區鳥種數以 130林道與 160-170林道較高，
神木園較低；鳥類密度則以 160-170林道最高；三個樣區鳥種多樣性的
差異則不大。其中 160-170林道調查樣區海拔約 1800-1940公尺，但卻
有甚多一般分布於中部山區海拔 2300 公尺以上之鳥種，如白眉林鴝
(Tarsiger indicus)、栗背林鴝、煤山雀 (Parus ater)、深山鶯 (Cet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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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nthizoides)、金翼白眉、灰頭花翼畫眉及酒紅朱雀 (Carpodacus 
vinaceus)等；130林道亦有少數中、高海拔鳥種，惟多僅零星分布。這
些中、高海拔鳥種的分布有可能是因為本區受東北季風影響，年平均

溫度較中南部同一海拔高度山區為低所致。而一般分布於中、低海拔

之鳥種，如樹鵲(Dendrocitta formosae)、頭烏線(Alcippe brunnea)等，在
樣區中亦有分布，使本區的鳥類群聚結構似乎異於中南部山區之類似

棲地者。冬季是否有更多高海拔鳥種加入，以及屆時鳥類群聚組成與

相對豐富度為何？繁殖季與非繁殖季群聚內各鳥種間之交互作用情形

為何？均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至於各鳥種在本區之分布狀況參見附錄。 

三、 兩棲爬蟲類 

調查期間在研究範圍內與鄰近地區共記錄爬蟲類 1目(2亞目)9科
42種，兩棲類 1目 4科 18種，其中特有種包括臺灣草蜥(Takydromus 
formosanus)、臺灣滑蜥(Scincella formosensis)、臺灣挺蜥(Sphenomorphus 
taiwanensis)、短肢攀蜥(Japalura brevipes)、金絲蛇(Amphiesma 
miyajimae)、臺灣鈍頭蛇(Pareas formosensis)、斯文豪氏游蛇(Rhabdophis 
swinhonis)、帶紋赤蛇(Hemibungarus sauteri)、褐樹蛙(Buergeria 
robustus)、面天樹蛙(Chirixalus idiootocus)、橙腹樹蛙(Rhacophorus 
aurantiventris)、莫氏樹蛙(Rhacophorus moltrechti)、翡翠樹蛙
(Rhacophorus prasinatus)等，多達 13種。百步蛇(Deinagkistrodon acutus)
是目前在本區發現到唯一的一種瀕臨絕種野生爬蟲類，但屬於珍貴稀

有保育類野生動物的爬蟲類則有 17種，屬於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
的兩棲類也有 3種(表四、表五、圖二)。 

爬蟲類在 100林道沿線與支線的棲蘭林區和斯馬庫斯越嶺線的記
錄並不多，多數的爬蟲類資料來自北橫一帶的記錄(附錄一)。其中根據
師大生物系林思民先生整理該系博士班研究生王緒昂先生與民間人士

張文賢先生在北橫近數年的調查資料顯示，由於本區氣候較為溼冷，

比較不容易吸引蜥蜴類的棲息；同時因為天候狀況常常欠佳，因此不

容易進行蜥蜴類的調查，也造成所得到的記錄較為欠缺。目前在調查

範圍內記錄到的蜥蜴類有 5科 10種，其中僅麗紋石龍子(Eumeces 
elegans)的相對數量較多(表六)。然而 10種蜥蜴中，有臺灣草蜥、臺灣
滑蜥、臺灣挺蜥和蛇蜥(Ophisaurus harti)等 4種為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
動物，而蛇蜥又是這 4種蜥蜴中最稀少的一種，目前在臺灣可能只分
布在保存良好的中海拔天然林下層，但在本區還有持續而穩定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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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十分難得。 

本區蛇類的記錄多達 4科 32種，接近臺灣陸生蛇類總種數的七成，
或許是臺灣蛇類生物多樣性最高的地區之一。因此，蛇種的多樣性成

為此區最大的特色之一，其中包括許多保育類或是具有當地特色的物

種，分別介紹如下： 

1. 金絲蛇：特有種蛇類在臺灣所有蛇類中的比例，不如蜥蜴類或
是兩棲類那麼高，而金絲蛇是其中少數的特有種蛇類之一，同

時也是保育類野生動物之一。根據目前記錄所知，金絲蛇在臺

灣的分布相當侷限，可能只分布於臺灣北部地區，而大部分的

記錄均出現在北橫的周圍，顯示此地具有全世界最穩定的金絲

蛇族群，極具保育價值。 

2. 百步蛇：百步蛇原本分布在全臺灣的中、低海拔天然林中，但
由於遭受強大的捕獵壓力，近年數量已急劇減少，而成為野外

難得一見的稀有物種。根據對附近一些民眾訪談的結果，顯示

在北橫周邊仍然時有百步蛇的捕獲消息傳出，一些中間商人向

獵人高價蒐購的消息亦時有所聞。顯示此地的百步蛇仍有一定

的數量，但同時亦承受嚴重的捕獵壓力。 

3. 擬龜殼花(Macropisthodon rudis rudis)、大頭蛇(Boiga kraepelini)
與斜鱗蛇(Pseudoxendon stejnegeri stejnegeri)：前兩種蛇分布在
全省中、低海拔地區，而後一種則分布於中、高海拔地區。擬

龜殼花在全省的數量都不多，但是在北橫地區尚稱常見。大頭

蛇和斜鱗蛇在臺灣的數量可能比擬龜殼花多些，但亦以北橫最

為常見。這幾種蛇類的分布情形，亦屬北橫地區的蛇類特色之

一。 

4. 帶紋赤蛇、環紋赤蛇(Hemibungarus macclellandi)與赤腹松柏根
(Oligodon ornatus)等：這 3種蛇在棲息環境上偏好保存良好的天
然林，相似的環境在臺灣本來就已逐漸消失，因此在全臺灣的

記錄都算是稀有。北橫周遭地區仍持續有這 3種蛇的穩定記錄，
雖然不構成特殊的地方特色，但亦顯示此區目前的林相和自然

環境維持狀況良好。 

兩棲類方面，由於北橫一帶迎東北季風，雨量充沛，又富有多樣性

的海拔差異和環境變化，因此相當適合各種中、低海拔的蛙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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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少數分布在平地、熱帶地區或是大型池沼的品種之外，幾乎臺灣

北部所有溪流性和森林性的蛙種在這附近都可以找得到，包括屬於保

育類的褐樹蛙、面天樹蛙、莫氏樹蛙、翡翠樹蛙等。其中褐樹蛙與莫

氏樹蛙相當普遍，翡翠樹蛙方面則由於此區已經接近其分布的南限，

因此發現記錄比較少。另外較為特殊的是橙腹樹蛙，這是近年才發現

的臺灣特有種綠色樹蛙，目前所知本種是零星分布在保存良好的低海

拔天然林中、下層，數量稀少，但在北橫東段有多次記錄，應該有穩

定的族群棲息(表六)。 

近來，由於飼養珍稀兩棲爬蟲類的風潮又起，鑑於北橫一帶的兩棲

爬蟲動物相十分豐富，其中又有許多他處不易獲得的珍貴稀有物種，

因此經常有採集者到此地大肆非法獵捕，值得有關單位加以注意，並

加以防範取締。 

四、蝴蝶與其他昆蟲 

由於調查期間多遇陰雨濕冷，因此蝴蝶與昆蟲調查的目擊資料相當

有限，僅獲得 8 目 32 科 91 種之記錄。然而由於歷年來在本區所進行
的研究多偏重少數幾種蝶種的生物學研究，甚少涉及其他昆蟲，尤其

棲蘭林區一帶並未有正式的昆蟲相調查，因此本計畫的調查結果仍然

提供了許多新的資料。此外，本計畫亦藉由訪談專家學者，並承蒙臺

灣師大生物系徐堉峰教授慨然提供其研究室過去數年在北橫一帶之蝶

類調查記錄，以及台大昆蟲系整理以往在北橫一帶昆蟲調查及文獻之

相關資料後，得以增加調查範圍內之蝴蝶與其他昆蟲種類達 8目 40科
417 種(表七)。其中昆蟲特有種多達 94 種。而寬尾鳳蝶(Agehana 
maraho)、大紫蛺蝶(Sasakia charonda formosana)二種屬於瀕臨絕種保育
類動物 (圖二 )；無霸鉤蜓 (Anotogaster sieboldii)、霧社深山天牛
(Aeolesthes oenochrous)、紅彩叩頭蟲(Campsosternus gemma)、妖豔吉丁
蟲(Buprestis mirabilis)、臺灣擬食蝸步行蟲(Carabus nankotaizanus)、臺
灣長臂金龜(Cheilotonus macleayi formosanus)、臺灣大鍬形蟲(Dorcus 
curvidens formosanus)、長角大鍬形蟲(Dorcus schenklingi)等 8種屬於珍
貴稀有保育類動物。臺灣 18 種保育類昆蟲中，有 10 種分布於本區；
此外，本區更是保育類昆蟲妖豔吉丁蟲模式產地外的第二個分布地，

而從吉丁蟲與天牛的記錄，不難發現本區為許多昆蟲的模式產地或唯

一分布的地區，擁有相當多臺灣特有的種類，因此本區的昆蟲相非常

珍貴。 

兩種瀕臨絕種保育蝶類中，大紫蛺蝶在臺灣的分布主要在桃園縣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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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鄉的巴陵地區和新竹縣尖石鄉與五峰鄉，即在本調查範圍的西區與

西北區；寬尾鳳蝶的分布則賴其專食的食草－臺灣擦樹(Sassafras 
randaiense)出現與否，而此種植物在本區也有分布，因此這兩種蝶種可
說是本區的代表性蝶種，為臺灣其他地區所少見的稀有種類。另外，

只分佈在臺灣北部海拔 1000-2000 公尺山地的拉拉山三尾小灰蝶
(Chrysozephyrus rarasanus) 是臺灣特有蝶種之一，由於分布侷限，數
量不多，且在臺灣鄰近地區沒有任何物種與其有相近的親緣關係，因

此其特有性非常高。徐堉峰教授曾經建議該種需要觀察注意，以評估

是否應列為保育類 (1997)，所以是本區另一值得關注的蝶種。 

本區昆蟲相的另一特點是以中海拔的物種居多，並有少數高海拔的

種類棲息，如素木虎甲蟲(Cicindela shirakii)、中林埋葬蟲(Eusilpha 
nakabayashii)等，此種現象與脊椎動物調查的結果類似，再次驗證本區
有高山種類在此降遷的現象發生。然而，人為的干擾也引進部分平地

種在此建立族群，如臺灣紋白蝶 (Pieris canidia)與菜春 (Eurydema 
dominulus)。至於以檜木為主要棲地的種類，則以尖顎扁蟲(Prostomis 
latoris)為代表性種類。 

然而由於調查時間有限，若要充分瞭解棲蘭地區的昆蟲相，尤其是

是否還有一些以扁柏檜木為主要棲地的特殊珍稀種類，還需日後更進

一步的細部調查。此外，北橫沿線以往調查到的蝶種與昆蟲，尤其是

一些在本區特有或珍稀種類的現況，也需要後續的追蹤調查，因為如

同爬蟲類動物所遭遇的問題一樣，本區的蝶類與其他昆蟲受到相當大

的獵捕壓力。由於本區有許多在其他地區不易收集的珍稀或特有種蝴

蝶與甲蟲，而這些動物的活體或標本在寵物與收藏市場的價值不菲，

因此常有國內、外的採集者到北橫沿線大肆搜刮這些物種，同樣需要

有關單位注意防範取締。 

五、 各調查分區之動物相 

比較調查範圍內棲蘭林區(即 100林道沿線與支線)、斯馬庫斯越嶺
線、和北橫沿線(包括北橫以北的調查範圍)等三調查分區的野生動物狀
況(附錄一)，雖然斯馬庫斯越嶺線僅以沿路調查的方式進行，捕捉調查
的時間與範圍有限，以及缺乏過去調查資料的補充，可能影響資料的

累積，但就研究人員現場判斷動物痕跡的出現頻度與相對豐富度的狀

況比較，仍以其他二分區的動物相較佳。其中，中、大型哺乳動物以

100林道中後段、160-170林道與北橫往拉拉山、插天山一帶較為豐富；
鳥類相在各地的差異不大，均以中海拔鶯科的鳥類最佔優勢；兩棲動

 11 



物相在各地的調查結果差異亦不大，但若將以往調查資料納入，則北

橫一帶的兩棲類多樣性仍是三區中最高的；爬蟲類中的蜥蜴類在各區

的種類都不多，但北橫沿線蛇類的豐富度相當高；蝴蝶與其他昆蟲等

無脊椎動物資源也以北橫和棲蘭林區較為豐富，其中北橫一帶的蝶相

尤其值得關注。 

此種動物相的分布可能與棲地的狀況與人為干擾的程度有關。100
林道中後段、160-170林道和北橫沿線、北橫以北的地區仍有相當自然
的植被與棲地。然而 100林道中後段、160-170林道海拔較高，比較不
適合外溫動物棲息；相對地，北橫沿線、北橫以北的地區海拔較低，

氣候較溫暖，又有比較多樣的棲地類型，因此兩棲爬蟲類及昆蟲的豐

富度較高；而 100 林道前段與北橫沿線車輛交通較為頻繁，再加上有
森林作業的影響，人為干擾較大，因此中、大型哺乳動物的蹤跡在 100
林道中後段、160-170林道比較常發現。 

伍、結論與建議 

 調查範圍內記錄到的野生動物以中、高海拔的種類較多，動物相似

有降遷的趨勢。就物種豐富度而言，則以 100林道中後段、160-170林
道與北橫沿線的動物相較為多樣。其中中、大型動物以 100 林道中後
段、160-170林道與北橫往拉拉山、插天山一帶較為豐富，北橫沿線則
有豐富的爬蟲類、蝴蝶與其他昆蟲等中小型動物與無脊椎動物資源，

同時這些物種的特有性、珍稀程度均相當高，彌足珍貴。 

 然而調查期間也發現本區動物遭捕獵壓力極大，尤其是北橫一帶，

由於有許多在其他地區不易收集的珍稀或特有物種，早已成為國內、

國外蝶類與珍稀昆蟲採集者極為熱衷的採集地點；近來又成為非法捕

捉爬蟲類的熱門地點，非法濫捕保育類動物的情形相當普遍，令警察

捉不勝捉，也令關切臺灣生物多樣性保育的工作者十分憂心。此外，

由於北橫沿線多處地段路旁植被棲地保存尚好，風景秀麗，一到假日

遊客往往蜂擁而至，而造成交通壅塞的情形，因此過去常有拓寬道路

發展觀光的提議。然而路旁的自然植被與棲地正是造成此路段風景秀

麗與物種多樣性豐富的主因，一旦拓寬道路，將可能全面改變此二重

要觀光資源與此地生物多樣性的維護。因此，本區未來規劃的首要重

點應是維護北橫沿線的自然植被與棲地，同時嚴格執行野生動物保育

法，取締濫捕與其他非法干擾野生動物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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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區接臨雪霸國家公園、插天山自然保留區、達觀山自然保護

區等多個保護區，同時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未來規劃的另一重點

應是如何就整體保護區與生物多樣性保育規劃的角度，將這些重要的

保護區相連結，以擴大保育的效果，以維護生物多樣性保護與永續利

用的基礎。 

 由於本計畫調查時間有限，因此調查結果尚屬初步，未來應進行進

一步的調查研究，尤其針對是否有其他一些以扁柏檜木為主要棲地的

特殊珍稀物種，牠們與這些扁柏檜木植群的互動關係，以及本區特有

或珍稀物種現況的追蹤調查與長期監測等相關研究，以應未來經營管

理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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