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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文 摘 要 

關鍵詞：翼手目、蝙蝠、蝙蝠巢箱、迴音定位、紅外線自動相機  

一、研究緣起 

玉山國家公園內之蝙蝠資料，除國家公園初設時之基礎調查外，另最近2003

年玉山國家公園中蝙蝠現況調查中方針對園區部分區域進行蝙蝠調查，整體而

言，園區內蝙蝠的資料仍缺乏許多。本調查主要選擇楠溪林道，作為研究之重點

區域，楠溪林道位處玉山國家公園之西界，林相除區段性的雲杉、紅檜造林外，

大多為原始林。本調查將另選擇以杉木造林之沙里仙溪林道為輔，比較造林地與

原始森林之蝙蝠相異同。調查研究期間，搭配霧網及豎琴網捕捉翼手目，以瞭解

楠溪林道及沙里仙溪林道中蝙蝠資料。本計畫並使用蝙蝠巢箱（bat boxes）來輔

助調查，並以紅外線自動照相機拍攝。蝙蝠巢箱據國外研究更指出，對於缺乏樹

洞或樹皮裂縫之年輕樹木或造林地區，可以增加人工棲所，提供蝙蝠棲息處，增

加動物豐度。預期結果可提供玉山國家公園在未來保育政策及經營管理上之參考

依據。本計畫同時收集蝙蝠迴音定位資料，以建立玉山國家公園蝙蝠超音波資料

庫。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一）蝙蝠調查 

於適當之處架設霧網（mist net）及豎琴網（harp trap）捕捉蝙蝠，捕捉到

之蝙蝠鑑定其物種、性別及生殖狀況，在完成型態值測量並採取部分翼

膜組織之後，以雄性個體標示於左前臂，雌性個體標示於右前臂之方式，

將翼環標示個體後放飛。捕捉之地點均以GPS定位二度分帶TM座標

（TWD67）。 

（二）蝙蝠巢箱設置： 

選擇合適之處將蝙蝠巢箱架設於離地高度約三至五米之樹高處將巢箱架

設於不易被干擾之處。並於每次調查同時檢查巢箱是否有被利用，除檢

視是否有蝙蝠或其他動物利用外，並檢查是否有動物排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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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紅外線自動相機（infrared auto camera）： 

於楠溪林道選擇七處巢箱處架設紅外線自動相機，沙里仙溪林道選擇三

處巢箱處架設紅外線自動相機。紅外線自動相機架設之高度略高或等同

於蝙蝠巢箱之高度。 
 

（四）迴音定位（echolocation）測錄方法 

所捕獲之成體（成幼體主要依據指骨軟骨帶判定個體進行迴音定位資料

庫建立之研究。蝙蝠音頻偵測系統（ANABATⅡ system）進行測錄，測

記因子包含頻率（frequency），振幅（amplitude），週期（duration），及

波長（wavelength）；所得之音頻波形圖以ANALOOK進行分析。 

  

三、重要發現  

本計畫調查期間於玉山國家公園西北園區共捕獲分屬二科十種四十六隻次

之蝙蝠。其中，於楠溪林道共發現有台灣大蹄鼻蝠（Rhinolophus formosae）一隻

次、台灣小蹄鼻蝠（Rhinolophus monoceros）五隻次、金芒管鼻蝠（Harpiola grisea 

isodon）兩隻次、台灣管鼻蝠（Murina puta）兩隻次、寬吻鼠耳蝠（Myotis latirostris）

十五隻次、大足寬吻鼠耳蝠（Myotis sp.2）一隻次、台灣鼠耳蝠（Myotis taiwanensis）

一隻次、寬耳蝠(Barbastella leucomelas)兩隻次及摺翅蝠(Miniopterus schreibersii)

一隻次等共計兩科九種三十隻次。於沙里仙溪林道共發現金芒管鼻蝠三隻次、姬

管鼻蝠（Murina gracilis）三隻次、寬吻鼠耳蝠六隻次、大足寬吻鼠耳蝠一隻次

及寬耳蝠四隻次共計五種十六隻次。以Shannon-Wiener index = -ΣPi㏒ePi計算兩

調查樣區之多樣性，發現楠溪林道之蝙蝠多樣性為1.64大於沙里仙溪林道之蝙蝠

多樣性（1.46）。2003年於楠溪林道曾調查到的蝙蝠共計有台灣小蹄鼻蝠、渡瀨

氏鼠耳蝠(Mytois formosus watasei)、台灣長耳蝠（Plecotus taivanus）及寬耳蝠等

四種，本計畫於楠溪林道樣區增加了七種的蝙蝠。楠溪林道共計有二科十一種的

蝙蝠。 

蝙蝠巢箱無觀察到動物住進巢箱內，經檢視亦無發現動物之排遺。紅外線

自動相機於楠溪林道拍攝巢箱附近有長鬃山羊（Naemorhedus swinhoei）、山羌

（Muntiacus reevesi micrurus）、白鼻心（Paguma larvata taivana）、條紋松鼠

（Tamiops swinhoei formosanus）及赤腹松鼠（Callosciurus erythraeus）等五種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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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於沙里仙溪林道則拍攝到小鼯鼠（Belomys pearsoni kaleensis）及蝙蝠兩種

動物，但蝙蝠僅拍攝到飛翼，無法辨識為何種蝙蝠。 

完成台灣小蹄鼻蝠，台灣管鼻蝠，姬管鼻蝠，金芒管鼻蝠，寬吻鼠耳蝠及

大足寬吻鼠耳蝠之迴音定位圖譜測錄。 

四、主要建議事項  

持續針對蝙蝠之物種之監測及建立迴音定位資料庫，可獲得不同季節蝙蝠

的物種組成及推測及族群變動，未來更可利用迴音定位之監測作物種多樣性之調

查及其族群變動監測。蝙蝠巢箱之設置實可為蝙蝠提供棲所，但需要較長之時間

方能有其效應。建議長時期設置蝙蝠巢箱以做為未來經營管理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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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英文摘要 

 

英 文 摘 要 

Key words: chiroptera, bat, bat boxes, echolocation, infrared auto camera 

  

Bats are the largest fauna of Taiwan’s mammals, however, the information of bats are 

still very insufficient in Taiwan.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techniques of bat research, 

the past on the fauna survey in Yushan National Park almost lacked the complete data 

of ba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focused on the bat fauna in the area of northwest 

site of Yushan National Park. Mist-nets and Harp traps are used for trapping. Bat 

boxes and infrared auto cameras are also set to assist in monitoring bat population. 

Bat boxes not only provide to bats as nest but also can be conserved the bat diversity.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bat boxes are set to conserve Yushan National Park. We also 

record the reference call databank of bat in the stud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0 bat species were found in northwest site of Yushan 

National Park, including Rhinolophus formosae, Rhinolophus monoceros, Harpiola 

grisea isodon, Murina puta, Myotis latirostris, Myotis sp.2, Myotis taiwanensis, 

Barbastella leucomelas, and Miniopterus schreibersii in Nan-Tzy-Shian River forest 

trail. Harpiola grisea isodon, Murina gracilis, Myotis latirostris, Myotis sp.2, and 

Barbastella leucomelas in Salihsianhsi forest trail. Bat boxes did not used by any 

animals and none of droppings were found till the end of survey. The infrared auto 

cameras photoed of 6 mammal species including Naemorhedus swinhoei, Muntiacus 

reevesi micrurus, Paguma larvata taivana, Tamiops swinhoei formosanus,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and Belomys pearsoni kaleensis. Long term study on bats is 

necessary to investigate the bat species, population dynamic, and to know the 

efficiency of utilization of bat bo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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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前  言 

 蝙蝠為夜行性之飛行哺乳動物，由於其特有之活動模式，導致蝙蝠之調查與

研究是哺乳類研究中較為薄弱的，亦是最容易被忽視的類群。但蝙蝠之生態地位

及其生態習性卻是近年來國際間重視之課題，譬如是蝙蝠在森林生態系中昆蟲數

量之控制佔有舉足輕重之角色，蝙蝠之存在可有效控制昆蟲，並可以間接影響森

林之健康。 
玉山國家公園內之蝙蝠資料，除國家公園設立之初之基礎調查外，另近期

之調查僅 2003 年玉山國家公園蝙蝠現況調查中亦針對園區部分區域進行蝙蝠調

查，整體而言，園區內蝙蝠的現況資料仍缺乏許多。台灣的蝙蝠已知種類計有五

科三十種，玉山國家公園僅在瓦拉米及梅蘭林道兩地區就已發現台灣小蹄鼻蝠、

台灣葉鼻蝠、台灣管鼻蝠、毛翼大管鼻蝠、姬管鼻蝠、渡瀨氏鼠耳蝠、台灣長耳

蝠、台灣寬耳蝠、高山家蝠、彩蝠及未確定之兩種鼠耳蝠共計三科十二種（林 
2003）。 

由於蝙蝠種類多、生息棲地歧異度高，調查方式較為不易，加上玉山國家

公園海拔從三百餘公尺至三千公尺以上高山林立，為台灣之高山型國家公園，園

區地形多變與位處中央山脈心臟地帶之優越地理位置。根據調查而知，玉山國家

公園之動物相豐富，更彰顯玉山國家公園在成立以來，對於中央山脈動物之保育

上、生物多樣性維護及研究上之重要性。由於園區範圍大、地形複雜、地理位置

優越、林相保存良好，若加以持續針對蝙蝠做調查，應會有更多之發現。 
 本調查主要選擇楠溪林道作為研究之重點區域。楠溪林道位處玉山國家公園

之西界，林相除區段性的雲杉、紅檜造林外，大多為原始林，林相良好。然本區

哺乳類資源除大型哺乳類之外，缺乏蝙蝠之詳細生態資源資料（王 1996）。本調
查將另選擇以杉木造林之沙里仙溪林道為輔，此二區之蝙蝠生態資料缺乏，選擇

此二區調查除可獲得蝙蝠生態資料外，可比較造林地與原始森林之蝙蝠異同及園

區其他區域蝙蝠之組成差異，同時可比較霧網及豎琴網在蝙蝠調查中捕捉的效益

及差異。 
 本計畫並使用蝙蝠巢箱（bat boxes）來輔助調查，並輔以紅外線自動照相機

拍攝。此蝙蝠巢箱除可提供蝙蝠棲息之用外，仍可提供小型樹棲型哺乳類棲息之

用，如飛鼠類動物、鼠類動物等，但鳥類無法使用（Smith and Agnew 2002），因
此對於小型樹棲型哺乳類之調查可提供未來研究進一步之資料。據國外研究更指

出，蝙蝠巢箱對於缺乏樹洞或樹皮裂縫之年輕樹木或造林地區，可以增加人工棲

所，提供蝙蝠棲息處，增加動物豐度。 
蝙蝠巢箱之設置為國內首例，除可監測蝙蝠利用巢箱之狀況，並研究棲息其

內之蝙蝠物種、巢箱利用率等，未來可長期監測巢箱被利用狀況，藉以探討蝙蝠

生態、渡冬冬眠、生殖觀察等許多未知但值得探索之境，更能進一步瞭解蝙蝠與

環境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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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蝙蝠超音波之研究為現今熱門之課題之一。收集蝙蝠超音波除可建立迴音定

位資料庫（reference call database），所得之資料可用於分析蝙蝠活動、覓食、溝

通等行為之外將其迴音定位建立成資料庫後，對於未來蝙蝠調查、監測上會有許

多之助益，也可免除蝙蝠捕捉不易造成調查上之資料不足。因此本計畫同時收集

蝙蝠迴音定位資料，以建立玉山國家公園蝙蝠超音波資料庫。 
 

2 



材料與方法 

第二章  材料與方法 

一、調查期程 

本計畫進行時間為九月至十二月，於楠溪林道進行四次及沙里仙溪林道

進行五次，共九次之調查。並於十月份完成兩個林道之二十個蝙蝠巢箱，巢

箱之 GPS座標所在見表一。選擇楠溪林道上七處架設紅外線自動相機，沙

里仙溪林道上架設三部，共架設十部紅外線自動相機。巢箱之架設位置及紅

外線自動相機所設位置見圖二及圖三。每個月進行一至兩次野外調查，每次

至少四個捕捉夜，但因楠溪林道於十一月初進行道路施工，施工期程為五十

個工作天，故僅調查至十一月初。調查的地點以西北園區之楠溪林道及沙里

仙溪林道為主要調查地區。兩林道調查之處皆屬於玉山國家公園內中海拔之

位置，樣區描述如下： 
(一)楠溪林道鬱閉度佳，海拔高度為一千八百至兩千公尺。楠溪林道植物以

殼斗科（ Fagaceae）、樟科（Lauraceae）為主要樹種，另有紅檜
（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 Matsum）、台灣雲杉（Picea morrisonicola 
Hayata）、台灣華山松（Pinus armandii Franchet var. masteriana Hayata）、
台灣二葉松（Pinus taiwanensis Hayata）等造林樹種間雜其中（相片一、

二）。 
(二)沙里仙溪林道之鬱閉度較差，海拔高度約一千四百公尺。沙里仙溪林道

缺乏原始闊葉林，以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 (Lamb) Hook）造林

為主（相片三、四）。 

二、蝙蝠調查 

（一）標本採集： 
於適當之處架設霧網（mist net）及豎琴網（harp trap）捕捉蝙蝠，捕

捉到之蝙蝠鑑定其物種、性別及生殖狀況，在完成型態值測量並採取部分

翼膜組織之後，以雄性個體標示於左前臂，雌性個體標示於右前臂之方

式，將翼環標示個體後放飛（相片五）。捕捉之地點均以 GPS定位二度分

帶 TM座標（TWD67）。 
1. 霧網調查法： 

(1) 於天黑前選擇約三至五米寬且鬱閉度良好之林道、步道，或合適處架

設以增加捕捉率。 
(2) 以多張網組成不同的角度，如 V型、T、L型及 N型，以增加捕捉率。 
(3) 每隔 10分鐘檢查一次；上網的蝙蝠要儘快移走，避免網袋混淆、纏
結或被蝙蝠咬破而逃跑。 

(4) 並以蝙蝠迴音偵測器偵測（bat detector）是否有蝙蝠飛行接近，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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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是否存在。 
2. 豎琴網調查法： 

(1) 於天黑前選擇鬱閉度良好之處架設以增加捕捉率（相片六）。 
(2) 豎琴網可作為整夜之蝙蝠捕捉工具，無須巡察豎琴網，只需於隔日清
晨檢查豎琴網袋中所捕捉到之蝙蝠即可（相片七）。 

 
（二）蝙蝠巢箱設置： 

選擇合適之處將蝙蝠巢箱架設於離地高度約三至五米之樹高處將巢

箱架設於不易被干擾之處。並於每次調查同時檢查巢箱是否有被利用，除

檢視是否有蝙蝠或其他動物利用外，並檢查是否有動物排遺。 
 

（三）紅外線自動相機（infrared auto camera）： 
於楠溪林道選擇七處巢箱處架設紅外線自動相機（悍將 SM-04，上

美視聽照相器材製造），沙里仙溪林道選擇三處巢箱處架設紅外線自動相

機。紅外線自動相機架設之高度略高或等同於蝙蝠巢箱之高度（相片八），

以 24小時監控蝙蝠巢箱附近活動之動物。每二星期檢查紅外線自動相機
之電池、底片，視需要更換。 

 
三、迴音定位（echolocation）測錄方法 
（一）迴音定位資料庫（reference call database）： 

所捕獲之個體將可於實驗室內飼養之物種攜回以便測錄其迴音定

位。由於成幼體之迴音定位音波具有差異，故取成體（成幼體主要依據

指骨軟骨帶判定（Kunz and Roboson 1995））個體進行迴音定位資料庫

建立之研究，本研究於一長 9公尺×寬 9公尺×高 2.5公尺之室內讓蝙蝠
自由飛行，並以蝙蝠音頻偵測系統（ANABATⅡ system）進行測錄，

測記因子包含頻率（frequency），振幅（amplitude），週期（duration），
及波長（wavelength）（Kingston et al. 2003）；所得之音頻波形圖以
ANALOOK進行分析。分析完成後將蝙蝠攜回原捕捉地釋放。 
 

Analook（Version 4.9），為一套用於分析時間區隔（time division）
音頻之分析軟體，將 Anabat所測錄到之音頻匯入此軟體，可使用此軟

體將非蝙蝠迴音定位之音頻雜訊刪除，初步處理後，可將所得之蝙蝠迴

音定位音頻，另用此軟體標定其最高頻率、最低頻率、週期，及其音頻

斜率；標定後，匯入統計軟體進行統計分析。 
 
（二）野地實際測錄： 

將所捕獲之個體完成迴音定位資料庫之測錄後，於釋放個體之腹面

以螢光棒（2.9mm X 23mm，日本釣振興會）沾黏少量之膠（Skin-B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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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料與方法 

Smith + Nephew）黏附，協助夜間測錄以確定測錄到之個體。測錄系統

亦為蝙蝠音頻偵測系統（ANABATⅡ system），於原捕捉地野地釋放，
在蝙蝠飛翔時測錄其於野地之超音波音頻，所得之音頻資料亦以

ANALOOK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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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第三章  結果 

一、捕捉結果 
本計畫調查期間共捕獲分屬二科十種四十六隻次之蝙蝠（表二）。其中，

於楠溪林道共發現有台灣大蹄鼻蝠（Rhinolophus formosae）一隻次、台灣小
蹄鼻蝠（Rhinolophus monoceros）五隻次、金芒管鼻蝠（Harpiola grisea isodon）
（郭 2004）兩隻次、台灣管鼻蝠（Murina puta）兩隻次、寬吻鼠耳蝠（Myotis 
latirostris）十五隻次、大足寬吻鼠耳蝠（Myotis sp.2）一隻次、台灣鼠耳蝠
（Myotis taiwanensis）一隻次、寬耳蝠(Barbastella leucomelas)兩隻次及摺翅
蝠(Miniopterus schreibersii)一隻次等共計兩科九種三十隻次。於沙里仙溪林

道共發現金芒管鼻蝠三隻次、姬管鼻蝠（Murina gracilis）三隻次、寬吻鼠
耳蝠六隻次、大足寬吻鼠耳蝠一隻次及寬耳蝠四隻次共計五種十六隻次。以

Shannon-Wiener index = -ΣPi㏒ePi計算兩調查樣區之多樣性，發現楠溪林道之

蝙蝠多樣性為 1.64大於沙里仙溪林道之蝙蝠多樣性（1.46）。相較林（2003）
於楠溪林道亦同樣調查到的蝙蝠共計有台灣小蹄鼻蝠、渡瀨氏鼠耳蝠

(Mytois formosus watasei)、台灣長耳蝠（Plecotus taivanus）及寬耳蝠等四種，
本計畫於楠溪林道樣區增加了七種的蝙蝠。 

 
二、物種各論如下： 
(一) 蹄鼻蝠科 
 1. 蹄鼻蝠屬 

(1)台灣大蹄鼻蝠 Rhinolophus formosae（相片九） 
為台灣特有種。夜行性，以昆蟲為食。體暗褐色，鼻部奇特而複雜，

可分成突尖狀的上鼻葉，有一角椎狀突起的中鼻葉，以及呈馬蹄狀

的下鼻葉；耳殼寬大，前肢僅拇指有爪，後腳則五指均有爪，利於

攀勾倒吊。棲息於岩洞中，偶可見於人工建築物內、隧道或樹洞中。

本種為台灣特有種，廣泛分布於各海拔，但發現的數量均少，常僅

單隻棲息或活動。本次調查於楠溪林道捕獲一個體，前臂長約 55公
釐，體重約 18公克。測量完成並標上翼環後原地放飛。 

 
(2)台灣小蹄鼻蝠 Rhinolophus monoceros（相片十） 
為台灣特有種，夜行性，以昆蟲為食。棲息於岩洞、隧道中；白天

棲息時，個體間常相互緊靠，呈一密集之群聚數量可高達數千隻。

有時與其他種類蝙蝠(如台灣葉鼻蝠、摺翅蝠)共棲一洞，但不同種類

各自成群，不相混雜。本次調查於楠溪林道上之楠溪工作站捕獲五

個個體，前臂長平均約 38公釐，體重平均約 4.6公克。測量完成並

標上翼環後原地放飛。會利用楠溪工作站作為夜間棲所（相片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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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蝙蝠科 
 1. 管鼻蝠屬 

現行分類中，台灣管鼻蝠屬蝙蝠僅台灣管鼻蝠（Murina puta）為特
有種。根據郭浩志（2004）分析結果，台灣地區至少有三種管鼻蝠，為
台灣管鼻蝠、姬管鼻蝠（Murina gracilis）及黃胸管鼻蝠（Murina 
leucogaster bicolor）。並指出台灣地區尚有一種管鼻蝠亞科的物種，為
金芒管鼻蝠（Harpiola grisea isodonvm）。 
 

 本次調查於玉山國家公園西北園區共發現三種管鼻蝠，各論如下： 
(1) 台灣管鼻蝠Murina puta（相片十二） 
本種為台灣特有種。夜行性，以昆蟲為食。屬於廣泛分佈全台物種。

其背毛長而蓬鬆，整體呈色褐或灰褐色，前臂長（forearm length）
範圍為 33.5-38.6公釐（mm）。本次調查僅在楠溪林道捕獲兩隻個

體。前臂長平均約 34.8公釐，體重平均約 6公克。測量完成並標

上翼環後原地放飛。 
 
(2) 姬管鼻蝠 Murina gracilis（相片十三） 
夜行性，以昆蟲為食。此物種為台灣最小型之管鼻蝠，其背毛為較

淺之黃褐色，部分長毛具有金黃色之金屬光澤，其前臂長範圍為

28.0-31.3公釐，為台灣的新紀錄種。本次調查中於海拔約 1,400公
尺之沙里仙溪林道上捕獲一隻個體，依鄭錫奇（2004）之資料，本

調查中此資料為現階段所發現姬管鼻蝠分佈最高海拔捕獲點。前臂

長平均約 30.5公釐，體重平均約 4.2公克。測量完成並標上翼環後

原地放飛。 
 

(3) 金芒管鼻蝠 Harpiola grisea isodonvm （相片十四） 
夜行性，以昆蟲為食。略大於姬管鼻蝠，整體背部為深褐色，具有

顯著之金色尖端長毛，其前臂長範圍為 31.3-35.6公釐。過去調查
僅一個體採自海拔 1000公尺，其餘多數個體採自海拔 1,500公尺
以上，為台灣新種。但本次調查中發現沙裡仙溪林道（海拔約為

1,300公尺）與楠溪林道（海拔約為 1,900公尺）皆可捕獲此物種。
前臂長平均約 33公釐，體重平均約 5.5公克。測量完成並標上翼

環後原地放飛。 
 

2. 鼠耳蝠屬 
台灣地區之鼠耳蝠已知有四種（林等 1997）。依據周政翰（2004）

之研究顯示，台灣地區之現有鼠耳蝠屬之蝙蝠至少有七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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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本次調查於玉山國家公園西北園區共發現三種鼠耳蝠，各論如下： 
(1) 寬吻鼠耳蝠Myotis latirostris（相片十五） 
台灣特有種，夜行性，以昆蟲為食。為台灣現有紀錄種中，體型最

為小型之蝙蝠，此類型蝙蝠耳殼尖而長，耳殼缺刻明顯，其翼膜接

點接於腳趾基部，股間膜接點接於腳踝，其毛色黑色，毛髮冗密，

部分長毛尖端為褐色，其前臂長範圍為 31.6-34.9公釐。六月產子，
一胎一仔。調查記錄中，發現其於九至十二月可捕捉到大量之寬吻

鼠耳蝠，且其雌性之體重大於雄性個體。雄性前臂長平均約 31.89
公釐，體重平均約 3.48公克。雌性前臂長平均約 33.96公釐，體重
平均約 4.01公克，其中於十一月份沙里仙溪捕獲之雌性個體體重

平均 4.85公克，但雄性個體僅 3.6公克。測量完成並標上翼環後原

地放飛。且本次調查發現本種會利用楠溪工作站作為夜間棲所。 
 
(2) 大足寬吻鼠耳蝠Myotis sp.2（相片十六） 
夜行性，以昆蟲為食，此物種廣泛分佈於全台灣，且海拔分佈範圍

廣泛。其腹毛尖端為銀白色，背毛短，前臂長範圍為 34.6-37.5公
釐。其生態習性迄今不明，但過去曾發現其棲息於人造洞穴（礦坑）

中。本次調查前臂長平均約 35.6公釐，體重平均約 4.1公克。測量

完成並標上翼環後原地放飛。 
 
(3) 台灣鼠耳蝠Myotis taiwanensis（相片十七） 
台灣特有種，夜行性，以昆蟲為食。屬於中小型蝙蝠，其毛色鼠灰

色，其毛色為腹背雙色型，腹面毛色為灰色，背面毛色為鼠灰色，

其翼膜(plagiopatagium)與股間膜(uropatagium)接點皆接於腳踝，前
臂長範圍為 39.3-42.6公釐。目前調查記錄此物種多為居住於洞穴

中，群聚數量可達近五百個個體，部分棲地具有摺翅蝠及葉鼻蝠共

棲的現象。本次調查中於海拔約 2,000公尺之楠溪林道上捕獲一隻

個體，此資料為現階段所發現台灣鼠耳蝠分佈最高海拔捕獲點（鄭 
2004）。其前臂長 39.16公釐，體重 8.6公克，測量完成並標上翼環

後原地放飛。 
 

3. 寬耳蝠屬 
寬耳蝠 Barbastella leucomelas（相片十八） 
夜行性，以昆蟲為食。本種於 1995 年首次於南投縣海拔 2160公尺的梅
峰地區被採集發現，屬於中、高海拔山區森林性蝙蝠，夜行性，以昆蟲

為食（Lin 2002）。並具有特化之耳殼形態，其前臂長約 4 公分。本次
調查於楠溪林道捕獲兩隻個體，並於沙裡仙溪林道捕獲三隻個體。前臂

長平均約 39.68公釐，體重平均約 6.45公克。測量完成並標上翼環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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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放飛。 
 
4. 摺翅蝠屬 
摺翅蝠 Miniopterus schreibersii（相片十九） 
夜行性，以昆蟲為食。本種因第三指之指骨甚長，故又稱長指蝠或長翼

蝠。常與台灣葉鼻蝠或台灣小蹄鼻蝠共棲一洞中。本種分布甚廣，全島

自低海拔的岩洞至中、高海拔的森林地區均有現記錄，聚集之族群數量

往往成千上萬，其第三指甚長，當未展翅時其第三指之第二指節會內摺

於翼膜內側。本次調查記錄中僅於楠溪林道捕獲一個體，前臂長 46.4
公釐，體重 8.4公克。 
 

三、霧網之捕捉結果： 
架設於林道之霧網所捕捉到之物種計有台灣大蹄鼻蝠一隻次、金芒管鼻

蝠二隻次、台灣管鼻蝠一隻次、姬管鼻蝠一隻次、台灣鼠耳蝠一隻次、寬吻

鼠耳蝠十五隻次、大足寬吻鼠耳蝠二隻次及寬耳蝠六隻次。共計利用霧網捕

捉到二科八種三十二隻次。 
 

四、豎琴網之捕捉結果： 
架設於林道之霧網所捕捉到之物種計有金芒管鼻蝠五隻次、台灣管鼻蝠

一隻次、姬管鼻蝠一隻次、摺翅蝠一隻次。共計利用豎琴網捕捉到一科四種

六隻次。 
 
五、蝙蝠巢箱之調查結果： 

蝙蝠巢箱無觀察到動物住進巢箱內，經檢視亦無發現動物之排遺。但有

一巢箱有動物啃咬之現象。 
 
六、紅外線照相機調查結果： 

紅外線自動相機於楠溪林道拍攝巢箱附近有長鬃山羊（Naemorhedus 
swinhoei）、山羌（Muntiacus reevesi micrurus）、白鼻心（Paguma larvata 
taivana）、條紋松鼠（Tamiops swinhoei formosanus）及赤腹松鼠（Callosciurus 
erythraeus）等五種動物於沙里仙溪林道則拍攝到小鼯鼠（Belomys pearsoni 
kaleensis）及蝙蝠兩種動物，但蝙蝠僅拍攝到飛翼，無法辨識為何種蝙蝠。 

 
七、迴音定位測錄之檢果： 

僅針對部分採獲量較多之物種成體（成幼體藉由軟骨帶判定（Kunz and 
Robson 1995））進行迴音定位之測錄，包含台灣小蹄鼻蝠（圖三），台灣管

鼻蝠（圖四），姬管鼻蝠（圖五），金芒管鼻蝠（圖六），寬吻鼠耳蝠（圖七）

及大足寬吻鼠耳蝠（圖八）之迴音定位圖譜。而所得資料僅台灣小蹄鼻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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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音定位屬於常頻（constant frequency, CF），而其他類群之蝙蝠皆為變頻

（frequency modulated, FM）(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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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 
 

第四章  討論 

分析所調查之蝙蝠物種中，於楠溪林道中發現之台灣大蹄鼻蝠、台灣小蹄鼻

蝠、台灣鼠耳蝠、及摺翅蝠，此四種蝙蝠為現知台灣蝙蝠中利用洞穴作為主要棲

所之蝙蝠物種，可在中、低海拔之廢棄坑道、洞穴中發現，且大足寬吻鼠耳蝠亦

曾被發現棲息於人造洞穴。但調查中並無發現楠溪林道中有天然或人工的洞穴，

或許洞穴較隱密，不易發現。蝙蝠的組成中，以目前霧網及豎琴網架設於林道的

調查方式所知的物種種類上，無論於楠溪林道或沙里仙溪林道上，皆以寬吻鼠耳

蝠為優勢物種。且寬吻鼠耳蝠所捕捉到的月份卻以十一月份較冷的季節為多，比

較 2002 年「玉山國家公園食蟲目遺傳多樣性研究及蝙蝠現況調查計畫」，蝙蝠的

調查集中於七至九月，但期間於楠溪林道並無發現寬吻鼠耳蝠，本會的調查集中

於九月至十一月份，寬吻鼠耳蝠已是最大的優勢群。這應與蝙蝠季節性活動及季

節性蝙蝠物種組成有關。 
  
 蝙蝠調查結果顯示楠溪林道擁有較沙里仙溪為多的蝙蝠物種，以本次的調查

記錄與之前之記錄，楠溪林道計有十一種蝙蝠，沙里仙溪只有五種蝙蝠（圖九），

楠溪林道之調查海拔在 1800公尺至 2100公尺之間，而沙里仙溪之調查海拔在

1300公尺至 1500公尺之間，楠溪林道之環境較沙里仙溪林道為濕冷，理應相對

較溫暖的沙里仙溪林道之蝙蝠物種組成應較多，反而卻較少，這與林相應有關

係。楠溪林道天然原始林較沙里仙溪林道為多，且楠溪林道之原始林較沙里仙溪

之林木年齡為大，因此所有的樹洞、樹皮裂縫、倒木等能提供森林性蝙蝠棲息處

多(Kunz and Fenton 2003)，且原始森林的昆蟲相應較豐富，推測楠溪林道對於蝙

蝠而言有較多的棲所及更多的食物選擇，是故蝙蝠之物種組成數較多。 
 
 在蝙蝠棲所方面，本次調查並無發現蝙蝠之棲所，但楠溪林道之楠溪工作站

為台灣小蹄鼻蝠及寬吻鼠耳蝠兩種蝙蝠利用為夜棲所。除可發現排遺外，可於夜

間觀察到蝙蝠於工作站內飛翔，但兩種蝙蝠並無觀察到同時利用該夜棲所。以目

前所調查、觀察之結論，楠溪工作站雖非蝙蝠之棲所，僅為蝙蝠所利用之夜棲所。

夜棲所對於蝙蝠而言除提供夜間活動時休憩之場所，在蝙蝠遷移時，也可能作為

長途飛行中暫時利用的棲地之一。 
 
 蝙蝠調查以往都是以霧網做為蝙蝠調查之主要工具，霧網捕捉蝙蝠中有許多

的限制，例如需要鬱閉度佳、寬度適合的林道。但有許多蝙蝠具有相當優異的飛

行能力，能飛行於茂密的林間，而霧網就較難以捕捉到。此外，霧網受限於人力，

霧網架設後人員需不時檢查霧網以避免蝙蝠上網而不知甚至咬破網袋逃逸，且難

以進行整夜的捕捉。豎琴網正彌補了許多霧網的缺點，不僅能架設在濃密的林間

進行整夜的捕捉外，不需要人員在旁邊等待。然本調查未將豎琴網置放於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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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除因為林道上夜間仍有車輛通行外，林道捕捉以霧網為主，將豎琴網置於林

間以增加捕捉點，因此無法比較兩者捕捉之效益，但有些物種豎琴網捕捉比霧網

來得佳，如金芒管鼻蝠及摺翅蝠（表四）。Barlow（1999）提及豎琴網與霧網這
兩種蝙蝠捕捉工具的效益取決於捕捉地的一些因素，還有種間的差異。在熱帶森

林中，小型的食蟲性蝙蝠不易被霧網抓到，因為他們一般都在樹冠層上覓食。如

果牠們不小心被霧網補抓，牠們可以快速的咬破霧網逃離（LaVal and Fitch 1977, 
Francis 1989）。豎琴網可以非常成功的抓食蟲性蝙蝠，特別是靠近牠們的棲息地
的時候，不過相較霧網和豎琴網，大型的蝙蝠較容易被霧網補抓（Francis, 1989）。 
 
 蝙蝠巢箱為蝙蝠在森林更新或林業管理上之重要暫時棲所。沙里仙溪林木較

新，較缺乏蝙蝠可能的樹皮裂縫或樹洞棲所，因此蝙蝠種類較擁有天然林之楠溪

林道少。蝙蝠是森林更新中先期抵達的哺乳動物之一，若能持續使用蝙蝠巢箱於

更新的森林中，對於蝙蝠保育及森林生態平衡上，必有許多之助益。然蝙蝠巢箱

非能立即展現其功效，需數個月以上甚至更長的時間，蝙蝠方能利用。 
 
 紅外線自動相機做為監測動物實有其優點，但蝙蝠飛行速度快，不易拍攝到

清楚可供辨識種類之相片。因此，作為紅外線自動相機使用於蝙蝠監測上會有無

法辨識之難處。但可以確定的是藉由拍攝到之蝙蝠身體或某些部位，可確知蝙蝠

在巢箱附近活動。 
 
 在蝙蝠迴音定位之測錄上亦是國內首次進行的。收集蝙蝠自由飛行時之迴音

定位音頻資料，不僅可以分析蝙蝠回音定位之資料、音頻範圍外，建立之資料庫

可在未來監測蝙蝠上將野外所收錄之蝙蝠超音波進行分析比對，可辨識物種，並

彌補蝙蝠捕捉不易之憾，對於蝙蝠相之認識能較完整。 
 

一地區完整蝙蝠相的建立是需要長時間持續的調查。蝙蝠的活動會隨著季

節而不同，不同的季節亦有不同的蝙蝠物種組成。2003 年玉山的蝙蝠調查集中

於七至九月，而本計畫自九月至十二月，即於楠溪林道發現七種新發現之物種及

其不同的物種組成。是故未來若能持續監測西北園區，並進行全年度的監測，追

蹤曾經標放個體，以作為不同季節活動區域與族群數量；並持續追蹤增加蝙蝠巢

箱數量，以瞭解巢箱使用率及棲所選擇初探。此外本會建議持續進行對於玉山國

家公園及各園區之季節性蝙蝠相調查，以釐清海拔梯度與林相組成與蝙蝠相組成

間之相關，相信更能清楚玉山國家公園之蝙蝠相及蝙蝠組成之季節性變化，並對

未來蝙蝠保育管理及林業經營方面會有更全面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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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事項 
 

第五章  建議事項 

一、立即可行之建議 
玉山國家公園西北園區之蝙蝠物種多樣性指數高，唯缺乏整年度完整之調

查，可能不足顯示真正的蝙蝠物種及其物種組成變動。由現有之資料顯示，

較高海拔相對較原始之楠溪林道之蝙蝠物種種類，較海拔略低之沙里仙溪林

道為多，應為造林所產生樹種較單一，影響物種多樣性之結果。因此建議建

立玉山國家公園之蝙蝠監測及於沙里仙溪林道設置更多之蝙蝠巢箱。 
 

二、長期性建議 
持續針對蝙蝠之物種之監測及建立迴音定位資料庫，可獲得不同季節蝙蝠的

物種組成及推測及族群變動，未來更可利用迴音定位之監測作物種多樣性之

調查及其族群變動監測。蝙蝠巢箱之設置實可為蝙蝠提供棲所，但需要較長

之時間方能有其效應。建議長時期設置蝙蝠巢箱以做為未來經營管理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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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表一 蝙蝠巢箱架設位置 
 

巢箱編號 TWD67 X TWD67 Y 所屬林道 

SS01 240989 2602203 沙里仙溪 
SS02 240955 2602213 沙里仙溪 
SS03 240904 2602268 沙里仙溪 
SS04 240952 2602077 沙里仙溪 
SS05 240980 2602086 沙里仙溪 
SS06 241006 2602123 沙里仙溪 
SS07 240898 2601994 沙里仙溪 
SS08 240881 2602021 沙里仙溪 
SS09 240870 2601982 沙里仙溪 
SS10 240898 2601939 沙里仙溪 
NS01 239642 2595048 楠溪 
NS02 239543 2594983 楠溪 
NS03 239548 2595124 楠溪 
NS04 239502 2595063 楠溪 
NS05 239414 2594975 楠溪 
NS06 239727 2595191 楠溪 
NS07 239741 2595208 楠溪 
NS08 239777 2595220 楠溪 
NS09 239791 2595306 楠溪 
NS10 239821 2595305 楠溪 

 

17 



玉山國家公園西北園區蝙蝠調查計畫 

表二 玉山國家公園西北園區蝙蝠名錄 
 

科名 物種 學名 
楠溪

林道

沙里仙溪 
林道 

特有性

蹄鼻蝠科 台灣大蹄鼻蝠 Rhinolophus formosae 1  ★ 
 台灣小蹄鼻蝠 Rhinolophus monoceros 5  ★ 

蝙 蝠 科 金芒管鼻蝠 Harpiola grisea isodon1 2 3 ☆ 
 姬管鼻蝠 Murina gracilis1  2 ★ 
 台灣管鼻蝠 Murina puta1 2  ★ 
 寬吻鼠耳蝠 Myotis latirostris 15 6 ★ 
 大足寬吻鼠耳蝠 Myotis sp.22 1 1 ？ 
 台灣鼠耳蝠 Myotis taiwanensis 1  ★ 
 寬耳蝠 Barbastella leucomelas 2 4  
 摺翅蝠 Miniopterus schreibersii 1   

種數               9種 5種 

合計隻數               30隻 16隻 

Shannon-Wiener index               1.64 1.46 

共計 2科 10種 
註：數字表捕捉到之個體數。管鼻蝠類1學名參考郭浩志（2004），鼠耳蝠類2學名

參考周政翰（2004）。★表台灣特有種，☆表台灣特有亞種，？表特有性未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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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表三 玉山國家公園六種蝙蝠之迴音定位測錄 
 

物種 迴音定位頻率區間範圍（kHz） 迴音定位類型 

台灣小蹄鼻蝠 110-120 CF 
台灣管鼻蝠 60-120 FM 
金芒管鼻蝠 65-140 FM 
姬管鼻蝠 60-120 FM 
寬吻鼠耳蝠 50-70 FM 
大足寬吻鼠耳蝠 50-70 FM 
註：CF表 constant frequency。FM表 frequency modulated。 
 
 
表四 玉山國家公園西北園區蝙蝠捕捉工具所捕捉之物種及隻數 
 

楠溪林道 沙里仙溪林道 
物種 

M H h M H h 
台灣大蹄鼻蝠 1      
台灣小蹄鼻蝠    5    
金芒管鼻蝠 2    3  
台灣管鼻蝠 1 1     
姬管鼻蝠    1 1  
台灣鼠耳蝠 1      
寬吻鼠耳蝠 12  3 6   
大足寬吻鼠耳蝠 1   1   
寬耳蝠 2   4   
摺翅蝠  1     

種數 7 2 2 4 2 0 

合計隻數 20 2 8 12 4 0 

 
註：M表霧網、H表豎琴網、h表手操網，數字表示捕捉到之隻數。手操網僅使

用於楠溪工作站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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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圖一 楠溪林道蝙蝠巢箱、紅外線自動相機位置及蝙蝠捕捉點 
 

 

圖二 沙里仙溪林道蝙蝠巢箱、紅外線自動相機位置及蝙蝠捕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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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台灣小蹄鼻蝠之迴音定位圖譜 
 
 
 

 
圖四 台灣管鼻蝠之迴音定位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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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圖五 姬管鼻蝠之迴音定位圖譜 
 
 
 

 
圖六 金芒管鼻蝠之迴音定位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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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寬吻鼠耳蝠之迴音定位圖譜 
 
 

 
圖八 大足寬吻鼠耳蝠之迴音定位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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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圖九 玉山國家公園蝙蝠種數。空心柱為 2003 年 7至 9月之記錄，實心柱為 2004

年 9至 12月之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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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相片一 楠溪林道調查點之一 相片二 楠溪林道調查點之二 

相片三 沙里仙溪林道調查點之一 相片四 沙里仙溪林道調查點之二 

相片五 以蝙蝠翼環標放蝙蝠 相片六 於楠溪林道旁所架設之豎琴網

相片七 豎琴網中捕獲之蝙蝠 相片八 巢箱及自動相機之架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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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九 台灣大蹄鼻蝠 相片十 台灣小蹄鼻蝠 

 
相片十一 楠溪工作站內之蝙蝠排遺 相片十二 台灣管鼻蝠 

  

相片十三 姬管鼻蝠 相片十四 金芒管鼻蝠 

  

相片十五 寬吻鼠耳蝠 相片十六 大足寬吻鼠耳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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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相片十七 台灣鼠耳蝠 相片十八 寬耳蝠 
 

 

相片十九 摺翅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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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 

楠溪林道蝙蝠調查捕捉及蝙蝠上環資料 

 
採集日期 TWD 67 X TWD 67 Y 中文種名 性別 翼環 

2004/09/22 239647 2595141 小蹄鼻蝠 Male 紫 82 
2004/09/22 239647 2595141 小蹄鼻蝠 Male 紫 83 
2004/09/22 239647 2595141 小蹄鼻蝠 Male 紫 86 
2004/09/22 239562 2595041 大足寬吻鼠耳蝠 Male 紫 81 
2004/09/22 239562 2595041 台灣鼠耳蝠 Male  
2004/09/23 239562 2595041 台灣管鼻蝠 Male 紫 85 
2004/10/13 239662  2595304 大蹄鼻蝠 Female 白 3 
2004/10/13 239662  2595304 寬吻鼠耳蝠 Male 藍 1 
2004/10/13 239662  2595304 寬吻鼠耳蝠 Male 藍 2 
2004/10/13 239662  2595304 寬吻鼠耳蝠 Male 藍 3 
2004/10/14 239662  2595304 台灣管鼻蝠 Female  
2004/11/03 238852  2595021 寬吻鼠耳蝠 Male 橘綠 
2004/11/03 238852  2595021 寬吻鼠耳蝠 Female 粉紅 
2004/11/03 238852  2595021 金芒管鼻蝠 Male 白 7 
2004/11/03 238852  2595021 寬吻鼠耳蝠 Male 左白 
2004/11/04 239647 2595141 小蹄鼻蝠 Male 白 
2004/11/04 239647 2595141 小蹄鼻蝠 Male  
2004/11/04 239680  259814  金芒管鼻蝠 Male 白 
2004/11/04 239680  259814  寬吻鼠耳蝠 Female 白 
2004/11/04 239680  259814  寬吻鼠耳蝠 Female 白 11 
2004/11/04 239680  259814  寬吻鼠耳蝠 Male 白 13 
2004/11/04 239680  259814  寬吻鼠耳蝠 Male 白 14 
2004/11/04 239680  259814  寬吻鼠耳蝠 Female 白 15 
2004/11/04 239680  259814  寬吻鼠耳蝠 Female 白 16 
2004/11/04 239647  2595141 寬吻鼠耳蝠 Female 白 18 
2004/11/04 239647  2595141 寬吻鼠耳蝠 Male 白 20 
2004/11/04 239647  2595141 寬吻鼠耳蝠 Male 白 
2004/11/04 239680  259814  寬耳蝠 Female 白 19 
2004/11/04 239680  259814  寬耳蝠 Male 白 17 
2004/11/04 238852  2595021 摺翅蝠 Female   

 
註：雄性個體翼環置於左前臂，雌性個體 於右前臂；翼環分為色環有號碼與無

號碼，翼環無號碼者表為色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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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沙里仙溪林道蝙蝠調查捕捉及蝙蝠上環資料 

 

採集日期 TWD 67 X TWD 67 Y 中文種名 性別 翼環 

2004/10/08 241324  2602222 寬吻鼠耳蝠 Male 紫 99 
2004/10/08 241324  2602222 大足寬吻鼠耳蝠 Male 紫 100 
2004/10/09 240906  2601994 寬吻鼠耳蝠 Female 白 1 
2004/10/09 240906  2601994 姬管鼻蝠 Male  
2004/10/09 240906  2601994 寬耳蝠 Male  
2004/10/09 240864  2601852 金芒管鼻蝠 Female 白 2 
2004/10/09 240864  2601852 金芒管鼻蝠 Female  
2004/11/01 240906  2601994 寬吻鼠耳蝠 Female 白 5 
2004/11/17 240906  2601994 寬吻鼠耳蝠 Female 藍 61 
2004/11/17 240906  2601994 寬吻鼠耳蝠 Female 藍 62 
2004/11/17 240906  2601994 寬吻鼠耳蝠 Male 藍 63 
2004/12/14 241037  2601849 姬管鼻蝠 Male  
2004/12/14 241037  2601849 金芒管鼻蝠 Male 藍 92 
2004/12/14 240884  2601875 寬耳蝠 Male 白 31 
2004/12/14 240884  2601875 寬耳蝠 Male 白 32 
2004/12/15 240864  2601852 寬耳蝠 Male 白 22 

 
註：雄性個體翼環置於左前臂，雌性個體 於右前臂；翼環分為色環有號碼與無

號碼，翼環無號碼者表為色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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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玉山國家公園西北園區蝙蝠調查計畫」委託案期初簡報 

會議紀錄 

壹、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八月三十日下午二時三十分 

貳、地點：本處三樓會議室 

參、主持人：林處長青 

肆、出（列）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影本） 

伍、委託機構（台灣蝙蝠學會）簡報：（略） 

陸、會議結論： 

一、 建議在計畫中增加不同棲地之樹棲蝙蝠棲地之觀測，以為相關生態習性

之探討及未來蝙蝠巢箱與相關經營管理之參考。 

二、 本計畫對區內之生物多樣性瞭解有正面助益，惟調查點之選擇及頻度要

考慮季節及棲地類型。 

三、 計畫之實施方法可行並有創新之舉。如豎琴網、蝙蝠巢箱之設置輔以紅

外線自動照相機調查。 

四、 蝙蝠資料庫之內容可具體定之，以展現調查成果並分享各界。 

五、 如於調查中發現棲所（如洞穴、樹洞）將是未來保育之重點區。 

六、 有關建立蝙蝠資料庫部分，建議可參考其他主流生物網站資料庫系統

（如「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網」或「塔山自然實驗室」）架設，以茲交

流。 

七、 本委託研究計畫之執行期間請調整為自九十三年八月三十一日起至九十

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八、 請將上述審查意見及辦理情形製表納入期中報告書之附錄中。 

九、 請依上述審查意見，修正計畫書後送本處辦理後續簽約及撥款事宜。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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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玉山國家公園西北園區蝙蝠調查計畫」委託案期末簡報 

會議紀錄 

壹、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貳、地點：本處三樓會議室 

參、主持人：林處長青（陳副處長隆陞代） 

肆、出（列）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影本） 

伍、委託機構（台灣蝙蝠學會）簡報：（略） 

陸、審查意見： 

一、本案於短暫的調查時程內利用不同的調查方法建立玉山國家公園西北園區

的蝙蝠相資料，成果豐碩，誠屬難得。 

二、圖表於內文之順序、文章編號順序：一、（一）１、（１）⋯可作適當調整。

報告內文中圖表的序列建議依文章順序來呈現，以方便查閱。部分繕打錯

誤處亦請一併更正（如Ｐ.２第四行應為表二）。 

三、報告內容的寫法，如：一、野外調查（應為野外調查期程，樣區描述⋯）

及蝙蝠調查（４或５個方法）應敘明，並說明調查點的選擇方式。 

四、迴音定位音波之資料相當珍貴，且有運用價值，惟蝙蝠個體及處理方式應

敘明，如野地釋放是否在原補捉點釋放？ 

五、結果呈現要條理化，如總結果為何？按林道、方法分述，再物種介紹，綜

合討論⋯等。物種部分無論是否為蝙蝠文中首次出現時均需加註學名，專

有名詞加註英文。 

六、表格內容、格式請再修訂、增列漏失部分，或整理呈現。參考資料內文有

些沒列入，討論部分之參考資料請加強引用。 

七、所捕獲之蝙蝠是以霧網或豎琴網的方式獲取？建議於表中增列，以利日後

相關調查之參考。 

八、楠溪林道蝙蝠名錄應列入以往文獻調查物種，惟需分列呈現。沙里仙溪林

道若有相關調查資料亦請一併列入，以利相關調查與經營管理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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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所調查的物種屬台灣特有種部分請加註；是否可歸類為高海拔物種？請在

物種各論加以描述。 

柒、會議結論： 

一、本計畫經審查委員之審查，其工作內容及執行成效與契約書大致相符，期

末報告原則通過。 

二、請計畫執行單位依上述審查意見修正報告，並將各期報告之審查意見對應

處理情形製表納入報告書之附錄中。依本處結案報告格式製作報告書，並

依契約書規定，連同正式報告書、光碟等資料函送本處認可後，辦理第三

期請款與結案相關事宜。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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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審查意見回覆 

 

 

 委員意見 回應情形 

一 

建議在計畫中增加不

同棲地之樹棲蝙蝠棲

地之觀測，以為相關生

態習性之探討及未來

蝙蝠巢箱與相關經營

管理之參考。 

本次調查計畫中，樹棲蝙蝠之棲所不易觀

察，未來規劃中，可加以無線電發報器來確

認其棲所，及考量其棲所相關保育措施。 

二 

本計畫對區內之生物

多樣性瞭解有正面助

益，惟調查點之選擇及

頻度要考慮季節及棲

地類型。 

本次計畫期間為月至 12 月，每月調查頻度為

2次，是故可對季節變化對不同蝙蝠物種頻

度之初探。未來可以針對三至四年度之蝙蝠

相做深入討論。 

期
初
簡
報 

三 

蝙蝠資料庫之內容可

具體定之，以展現調查

成果並分享各界。 

形態資料庫已具有初步雛形。並架設於台灣

蝙蝠學會網站。 

一 

結案繕寫結構問題（包

含表格、文章結構、⋯

等問題）。 

已依據審查意見修正。 

二 

迴音定位音波之資料

相當珍貴，且有運用價

值，惟蝙蝠個體及處理

方式應敘明，如野地釋

放是否在原補捉點釋

放？ 

已修正於內容中。 

期
末
審
查
會
議 

三 

結果呈現要條理化，如

總結果為何？按林

道、方法分述，再物種

介紹，綜合討論⋯等。

物種部分無論是否為

蝙蝠文中首次出現時

均需加註學名，專有名

詞加註英文。 

已依據審查意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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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楠溪林道蝙蝠名錄應

列入以往文獻調查物

種，惟需分列呈現。沙

里仙溪林道若有相關

調查資料亦請一併列

入，以利相關調查與經

營管理之參考。 

此二林道之蝙蝠相並不為完整之調查，楠溪

林道僅累積近五個月份之資料，沙里仙溪林

道僅累積三個月份之資料，需要更完整調查

方能對蝙蝠相有進一步之認識。， 

五 

所調查的物種屬台灣

特有種部分請加註；是

否可歸類為高海拔物

種？請在物種各論加

以描述。 

所調查之蝙蝠大都為台灣特有或特有亞種，

已在名錄上註記。是否能歸類於高海拔物種

則需要進一步研究調查後方能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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