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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字︰龍鑾潭、南仁湖、陸域生態監測、生態系、土地使用 

一、計畫緣起 

墾丁國家公園一直是國內熱門的旅遊景點，其中龍鑾潭為冬季過冬雁鴨的重

要棲息地，南仁湖為南仁山生態保護區內的最大水域。近年來生態旅遊興盛，吸

引許多觀光客前往遊覽。同時因為環境保護意識興起，國人對自然環境的發展更

加關注。基於國家公園之自然生態保育與經營管理需要，有必要針對二處濕地之

生態資源進行長期性及系統性的監測以建立管理指標，以瞭解土地使用現況與影

響環境變化的原因。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為了解墾丁國家公園內龍鑾潭與南仁湖二處國家重要濕地之生態資源與環

境狀況，分別於此二處濕地進行有關生態系與人為活動調查工作，包括︰鳥類、

植物、昆蟲、水質與水生生物等環境監測，並結合當地居民與觀光客的生活形態，

利用空照圖比對二處濕地今昔變化、土地利用情形，結合生物資料庫以評估濕地

的狀況。 

三、重要發現 

龍鑾潭部分 2012 年共記錄到鳥類 48 科 138 種，其中發現鳳頭潛鴨在 12 至

隔年 1 月間達最大量，一般在日出後 3-4 小時潛水覓食的頻度達最高。在水生生

物調查共發現浮游植物 4 門 69 種、附著藻類 4 門 74 種、浮游動物 3 大類 38 種

（含卵）、底棲生物 29 科 43 種、魚類 7 科 14 種、水質主要處於中度污染的狀

態。另發現落山風出現時擾動潭水底質，造成水中的有機物質及懸浮物質增加，

使浮游植物與浮游動物數量下降，進而影響其他水域生物數量的改變，推測落山

風為驅動龍鑾潭水域生態的主要驅動力之一。此外鳥種數及密度在秋季都達最高

峰，但底棲生物與魚類的數量下降，且附著藻類數量增加，推測候鳥過境與潭內

的螺貝類數量有關。昆蟲調查計有 16 目 7550 個體，已完成初步螞蟻物種鑑定，

計有 13 屬 20 種螞蟻；另發現龍鑾潭自然中心的優勢蟻種可能發生改變，推測龍

鑾潭濕地在生態演替上可能有發生變化。龍鑾潭混凝土堤防之施工，地方領袖與

居民大多採反對態度。普遍認為其對龍鑾潭特別景觀區環境景觀造成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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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的混凝土牆面而沒採用生態工法，其對生態的影響需要後續追縱觀察。遊客

與居民對龍鑾潭生態旅遊大多表示正面態度，以自然為基礎的旅遊為居民與遊客

兩個族群認同度較高的面向。 

南仁湖部分 2012 年共記錄到鳥類 46 種，其中 10 月份鷸鴴科鳥類明顯增，

推測與施工期水位下降，淺水泥灘增加有關。植物記錄有 31 科 55 屬 67 種，新

增 27 種陸生植物，減少 45 種水生植物。南仁湖五個湖區中，主湖（中央大水域）、

古湖（宜蘭潭）與三號湖水位顯著降低、陸化明顯，獨立的一號湖和二號湖雖有

季節性的水位波動，但維持與 2010 年調查時相近的水位。在陸化顯著的湖區，

數種稀有的水生植物消失，原優勢物種李氏禾也多被鋪地黍所取代。透過在南仁

湖主湖西南草澤區六條樣帶的調查，發現李氏禾優勢的位置不是水位最高就是土

壤長期浸水，而在水位下降和土壤浸水不嚴重的地帶則被鋪地黍取代，可見鋪地

黍會由陸化的區域演替取代李氏禾，可做為南仁湖陸化的生態指標。本研究發現

主湖區 9 月開始進行壩體加高施工程，在主湖西側開設了 4 米左右的工程道路，

對南仁湖步道終點之主湖景觀產生負面影響。土地使用方面，2004 年至 2011 年

間的變化以樹林地增加為最顯著的變化，林地面積由 66,833 平方公尺增加至

120,016 平方公，成長 79%。 

以上研究與調查結果透過建置共用資料庫進行調查資料整合，採用非圖層

GIS 資料庫技術，利用 Google map 及 API 提供相關資訊的交互查詢功能。在展

示操作上，數位生態資料庫系統整合結果將展示於南仁湖溼地網頁，可供調查研

究人員與未來提供開放一般民眾查詢利用，達到計畫研究支援與教育展示之目

標。 

四、主要建議事項 

本研究共提出立即可行性建議 4 項與中長期建議 4 項，其中本研究團隊認

為有關單位在二處濕地施工時或缺乏妥善規劃，對生態環境可能產生相當的負面

影響。 

立即可行建議—國家重要濕地規劃施工前應徵詢學者專業建議，在工程施工作業

中勿破壞生態資源。 

主辦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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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機關：臺灣省農田水利會 

計畫執行期間，因為管理處與其他相關單位分別進行龍鑾潭堤岸整修及南

仁湖排水堰加高工程，發現龍鑾潭沒有採用生態工法的方式進行規劃，當地居民

反應沒有考慮生態環境對自然景觀有負面衝擊。更發現施工處的水質變差與底棲

生物族群數量減少；南仁湖在施工過程中湖水大量放流，並將步道兩旁砍伐的樹

木棄置在湖岸，對自然生態有嚴重影響。建議在規劃工程前，應徵詢學者專業意

見，評估工程對生態的影響，施工期間應有研究人員監測生態變化，減少施作工

程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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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words: Longluan Lake, Nanren Lake, terrestrial ecological monitoring, 

ecosystem, land utilization 

Kenting National Park is always the hottest scenic spot in the country. In the 

park, Longluan Lake is the most important habitat for overwinter ducks in winter. 

Nanren Lake is the biggest water in Nanrenshan ecology conservation area. The 

thriving ecotourism attract many tourists arriving and visiting these areas. Due to th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people concern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issu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the long-term and systematic monitoring to 

ecological resources of the two wetlands and trying to develop management index for 

th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the National Park. Then we 

can understand land utilization and the reason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affect of the 

wetland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ituations of 

the two national important wetlands of the National Park, this project conducted the 

ecosystem and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uch as birds, plants, insects, aquatics, water 

qualities and human activities. The survey compared the change of the two wetlands 

and land utilization with aerial photographs. Then combine the data into database to 

estimate wetland situations. 

In Longluan Lake, 138 bird species have been recorded in 48 families. The 

maximum number of tufted ducks appeared from December to January the next year. 

The maximum frequency of diving and foraging behaviors appeared during 3 to 4 

hours after sun rise. There are 69 species of phytoplankton of 4 phyla, 74 species of 

periphytic algae of 4 phyla, 38 species (eggs included) of zooplankton of 3 type, 43 

species of benthic fauna of 29 families, and 14 species of fishes of 7 families in the 

aquatic organisms survey. Water quality was mid-polluted. We also found the 

katabatic wind resulted the increasing of water organic and suspended solids and 

decreasing of phytoplankton and zooplankton by mud disturbance. It is gu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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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abatic wind might be one of the main effect that influence other aquatic organism 

numbers. Furthermore, bird abundance and density have reached highest peaks with 

decreasing benthic fauna and fish numbers and increasing periphytic algae in fall. We 

supposed it was related between migratory bird and number of shellfish in the Lake 

during migration season. In insects, about 7,550 individual of 16 orders have been 

collected. The preliminary identification of ants is completed, these ants are 20 

species of 13 geneses. The dominant ant species might be modified in Longluan Lake 

Nature Center, which implies that the ecological succession might have minor 

changes. Most of the local leaders and residents consider that the alteration of 

Longluan Lake dike construction might be a negative impact of the Longluan 

landscape reserve area. The complete concrete dike not suing ecologcial engineering 

methods could cause the impact on the ecology and need to be observed. Tourists and 

residents expresse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ecotourism. 

In Nanren Lake, 46 bird species have been recorded. We observed number of 

Scolopacidae and Charadriidae increased obviously during October. We supposed this 

phenomenon might be related with lower water level while construction and 

increasing shallow mud. In flora survey, 67 plant species of 55 genera of 31 families 

have been recorded. 27 terrestrial plant species nave been increased and 45 aquatic 

plant species have been decreased. In the lake areas of Nanren Lake, water levels of 

main lake, older lake and lake no. 3 a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t means the 3 lakes 

are succession into dry land due to siltation. Although water levels of the independent 

lake no.1 and lake no. 2 changed seasonally, the depth is similar to the ones in 2010. 

In significant succession into dry land due to siltation areas, several rare aquatic plants 

are disappeared. The original dominant species, bareet grass, are replaced by 

torpedograss. Survey 6 sample lines at the southern west swamp of main lake, it has 

been find that the domination position of bareet grass are in the highest water level or 

soil soaking in water for long term. The domination species are replaced by 

torpedograss at position reduced water level and less soil soaked areas. This 

phenomenon can be used to an ecological index of succession into dry land du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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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tation of Nanren Lake. Nanrensha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rea constructed for 

increasing the dike height in September, 2012. A 4 meter wide trail has been paved 

along the west of main lake; which could cause negative impact to landscape. In the 

Nanrensha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rea, the forest area is increased from 66,833 m2 

to 120,016m2 from 2004 to 2011, respectively. 

Results of research and field survey are integrated by public database. It used 

the technology of nonlayer GIS database and crossing searching functions by Google 

map and API. The results of integrated digital ecological database system can be 

displayed on Nanren Lake wetland website. It provides searching functions to 

researchers and might be opened for public to support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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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背景 

一、 計畫緣起 

墾丁地區一直是國內熱門的旅遊景點，尤其近年來為應付大量湧進的人

潮，周邊地區商業活動興盛，促使區域內土地利用改變。同時也對國家公園內重

要保護區及生態環境造成潛在的負荷。另一方面因為環境保護意識興起，國人對

自然環境的發展更加關注，因此不論是民眾或管理單位對於環境資源的保護更加

重視。為落實本土生物多樣性，加強保護生態重要關鍵地區，內政部營建署於

2007 年召開「全國公園綠地會議」，將龍鑾潭濕地與南仁湖濕地列為「國家級重

要濕地」。其中龍鑾潭為冬季過冬雁鴨的重要棲息地，南仁湖為南仁山生態保護

區內的最大水域，基於國家公園之自然生態保育與經營管理需要，有必要針對二

處濕地之生態資源進行長期性及系統性的監測以建立管理指標。期望能瞭解土地

使用現況與影響環境變化的原因，並提供確實的科學性證據供管理處經營管理參

考。 

二、 研究調查範圍 

本研究分別於龍鑾潭特別景觀區與南仁山生態保護區進行長期生態監測研

究，此兩區域均屬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管理範圍，為民眾進行生態旅遊的熱門景

點。 

（一） 龍鑾潭 

位於屏東縣恆春鎮，清代時期是恆春地區農漁業生產的重要區域。龍鑾潭

潭區形狀近似長方形，呈現西北、東南走向，長約 1,600 公尺，寬約 700 公尺。

滿水位水面海拔高度 18.5 公尺，面積約 175 公頃，旱季湖面約有 120 公頃，民

國 83 年測得平均深度 3.5 公尺是人工築壩而成，是臺灣 12 大溼地之一。主要水

源來自龍鑾山溪、東門溪以及潭區周圍坡地逕流雨水，目前為墾丁國家公園重要

的冬候鳥棲息地。 

本研究調查範圍北起龍鑾路，東至屏鵝公路，南接南光路，西臨檳榔路與

赤坎路。將調查範圍畫分為六大區域︰東北、東中、東南、西南、西中、及西北，

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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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龍鑾潭調查樣區範圍與分界圖（資料來源︰本研究） 

（二） 南仁湖 

南仁湖位於墾丁國家公園東北角的南仁山生態保護區內，因部分較開闊的

盆地，泉水和雨水進入後因缺少出水口，而形成小型的湖泊或沼澤，即所謂的南

仁湖。其中包括三大水域：中央大水域、獨立南仁湖及入口處之宜蘭潭或稱南仁

古湖，是南仁水域中最大的靜水生態系統。水域總面積約28公頃(呂光洋等 

1985)。 

 

 

 

 

 

 

圖 1-2 南仁湖調查樣區範圍與分界圖（資料來源︰本研究） 

本研究團隊各子計畫因考量經費、資源分配利用，並配合長期生態監測之

年度規畫工作項目，分別於龍鑾潭與南仁湖二處國家重要濕地進行研究工作（表

1-1）。各子計畫工作執行內容之調查頻度與調查地點雖然不同，但藉由延續 201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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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的調查工作並嘗試進行資料整合，可作為下年度重點調查工作的前置作業。 

表1-1 2012年各子計畫研究調查樣區分布示意表 

 鳥類監測 植物監測 昆蟲監測

水質與水

生生物監

測 

人為活動

影響 

數位生態

資料庫及

濕地網頁

建置 

龍鑾潭       

南仁湖       

（資料來源︰本研究） 

三、 計畫目標與預期成果 

本研究旨在藉田野調查結果找出研究樣區中的重要環境監測指標物種

(indicator species)。透過建立共用資料庫來整合由各不同研究主題子計畫的調查

資料，除提供各研究單位對於此區域之生態環境之綜合研究與評估分析之利用

外，亦能將所得結果提供做為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對於南仁湖濕地在保育與經營

管理之參考。更可直接利用於計畫所建置之南仁湖濕地網頁中供大眾查詢，做為

推廣社會大眾環境保育與永續利用觀念的基礎。 

本年度於龍鑾潭與南仁湖兩處濕地進行長期生態監測預期成果如下︰ 

（一） 判別龍鑾潭度冬雁鴨之功能群類別，並建立優勢種雁鴨之日活動模式，

調查秋過境期鷺科鳥類之棲地利用狀況，同時進行南仁湖鳥類監測。 

（二） 進行植物相監測，調查南仁湖陸化與植物組成的關係，並探討重要植

物種類與其他生物之交互作用。 

（三） 進行水生與陸域昆蟲重要物種調查，建立水生與陸域昆蟲之指標種類

與數量監測方法。 

（四） 進行水質與水生底棲生物監測，評估水質汙染程度，針對魚蝦螺貝類

等物種進行種類及數量監測。 

（五） 進行人為活動影響之調查評估，包括實質環境面與潛在環境面之調查評

估，研擬人為活動影響之因應對策及建議。 

（六） 進行資料庫建置及濕地網頁製作。 

本研究執行之國家重要濕地長期生態監測工作各年度預定執行內容包含

2011 年至 2014 年上旬進行之重要物種調查，並將調查結果輸入生態資料庫；2014

年下旬至 2015 年將利用生態資料庫彙整的結果嘗試建立生物指標與以生態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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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的管理模式（圖 1-3）。 

 鳥類監測 植相監測 昆蟲監測

水質與水

生生物監

測 

人為活動

影響 

數位生態資

料庫及濕地

網頁建置 

100 年度 
（2011 年） 

每
月
︵
季
︶
重
要
物
種
調
查

每
月
︵
季
︶
重
要
物
種
調
查

每
月
︵
季
︶
重
要
物
種
調
查

每
月
︵
季
︶
重
要
物
種
調
查

每
月
現
場
踏
勘 

居
民
訪
談
與
遊
客
問
卷
調
查 

 

濕
地
網
頁
製
作 

物
種
資
料
收
集 

101 年度 
（2012 年） 

102 年度 
（2013 年） 

103 年度 
（2014 年） 

每月（季）

重要物種

調查與物

種資料彙

整 

每月（季）

重要物種

調查與物

種資料彙

整 

每月（季）

重要物種

調查與物

種資料彙

整 

每月（季）

重要物種

調查與物

種資料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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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 龍鑾潭 

龍鑾潭潭水主要來源為雨水，其滿水面積可達175公頃(陳鎮東、許德惇 

1991)，潭區含豐富的水生生物，周邊農牧地、水澤、魚塭、農田、灌叢和次生

林等棲地多樣性高，吸引眾多鳥類聚集，為南台灣的重要水鳥棲地。過去於龍鑾

潭進行的生態環境調查有針對水質狀況研究(陳鎮東、許德惇 1991)、鳥類調查(蔡

乙榮 1997)、周圍林相調查(陳朝圳、鐘玉龍 2003, 李瑞陽、林士強 2006)及遊

憩資源(顏綺蓮 2004, 陳宜清、張清波 2006)。許書國等(1996)及羅柳墀等(2008, 

2009)也對該區的水生生物、昆蟲、兩棲爬蟲及鳥類等生物資源進行調查。孫元

勳、葉慶龍(2009, 2010)提供較全面性的生物性指標調查資料，這些調查結都顯

示龍鑾潭濕地蘊藏豐沛的生物資源，是候鳥過境及度冬的重要棲息地，因此龍鑾

潭被列為國家級重要濕地之ㄧ。 

根據蔡乙榮(1997)對龍鑾潭雁鴨族群的觀察發現，雁鴨在1985年後的數量呈

持續增加趨勢，其中數量最多的鳳頭潛鴨(Aythya fuligula)更達2,000隻以上。此

外，每年秋季估計有超過21萬隻鷺科鳥類從恆春半島往南過境到菲律賓(林裕盛 

2007)，而龍鑾潭正是眾多鷺鳥過境休息的重要棲息地之ㄧ。近年並有花嘴鴨

(Anas poecilorhyncha)持續留在園區內繁殖下一代，也會利用龍鑾潭周遭及恆春

半島其他適當環境進行繁殖(羅柳墀等 2009)，因此龍鑾潭濕地的正常運作及維

護將會影響到眾多鳥類的生存及吸引觀光客的雁鴨景觀。 

當水域環境及周遭棲地受到破壞改變後，過境及度冬的鳥類可能就不再選

擇此棲息地(Wiener et al. 1998)。因此水鳥是濕地品質的重要指標，當水鳥族群下

降，顯示水域環境可能已經產生變化，若水鳥不再停留該處，即代表該水域環境

的健康已經發生問題。高雄澄清湖即是一例，雖然澄清湖水還在，但水域環境及

周邊棲地的改變，已讓過去在遷移季時多達上千隻雁鴨停留湖面的盛況不復存

在。北美洲的密西西比河是每年春、秋過境候鳥的主要遷移廊道，許多涉禽如鷺

鷥、鷸鴴科、雁鴨等會利用河岸濕地，鳴禽則是利用河岸樹林。不過日益發展的

人類聚落，工業、農業活動所造成的汙染讓水質變差、水域生物量下降及河岸棲

地縮減，已影響到在河岸森林繁殖的蒼鷺族群，而底棲無脊椎動物數量的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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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讓遷移性雁鴨因食物不足而數量銳減(Wiener et al. 1998)。由此可看出水域生態

的優劣的確會影響到鳥類族群的變動。 

許多潛水覓食的雁鴨都以底棲的螺貝類為主食 (Nilsson 1970, 1972, 

Noordhuis et al. 2002 Noordhuis et al. 2002, Thompson 1973, Wiener et al. 1998)。而

浮鴨則較常以蜉蝣及植物為食(Nilsson 1972, Pehrsson, 1984)。鳳頭潛鴨雖然會攝

食各式各樣的水生生物，其主食還是以螺貝類為主。Olney (1963)分別在倫敦、

北愛爾蘭採樣及分析96隻鳳頭潛鴨的胃內含物，發現倫敦的鳳頭潛鴨主要捕食淡

水貝類(Dreissena polymorpha)，而北愛爾蘭的鳳頭潛鴨的主食雖然也是軟體動

物，另外還吃甲殼類、昆蟲和植物的種子。Nilsson (1972)發現瑞典的鳳頭潛鴨以

覓食紫殼菜蛤(Mytilus edulis)為主，因為紫殼菜蛤是此區的優勢種，而牠們常常

也會覓食經過的甲殼類動物和魚類等。Thompson (1973)在密西西比河也發現貝

類(Sphaerium transversum)的腹足是潛鴨類的主要食物，總共占了76%之多，另外

13%則是蜉蝣。這些觀察顯示鳳頭潛鴨主要以貝類為主食，且食物種類以當地的

優勢種為主。Wiener等(1998)長達15年的資料顯示，當潛鴨的主食貝類逐年下降

時，潛鴨的族群量也隨之下降。因此若能維持水域中軟體動物的豐富量，可讓遷

移性水鳥持續來此度冬停留(Thompson 1973)。 

潛鴨在遷移季來到北美洲五大湖區覓食的數量，也會隨著貝類數量的多寡

而增減(Hamilton et al. 1994)。而潛鴨秋季在密西西比河停留時期會消耗掉將近

25% 的軟體動物 (Thompson 1973) 。鳳頭潛鴨常集中在斑馬貝 (Dreissena 

polymorpha)豐富度高的地方，牠們會選擇中、大型貝類，較少選擇小型貝類，

因此對貝類族群大小的影響不大，但卻使貝類的生物量(biomass)減少掉57% 

(Hamilton et al. 1994)。 

Noordhuis et al. (2002)曾觀察荷蘭的Veluwemeer湖，在1970-1980年代水質

受到污染時，水體優氧化讓水生植物及貝類大量死亡，藻類滋生，潛鴨數量從1965

年的13,000隻降至1979年的3,000隻，直到1990年代在增加污水處理系統並改善水

質後，雁鴨數量才在1998年增加為65,000隻。鳥類數量的增加是由於水質改善

後，水生生物慢慢增加所致。而鳳頭潛鴨主要是被附著在輪藻莖上的貝類吸引而

來。因此我們可以瞭解到，鳥類數量的改變受制於食物的供應量，而水質又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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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水域中生物的正常生長(Noordhuis et al. 2002)。 

因此，水鳥數量的變化通常與食物量及水質有相當大的關係(Hanson and 

Butler 1994, Hargeby et al. 1994, McKinnon and Mitchell 1994)。美國中西部有許多

淺水湖及濕地，是重要的遷移性潛鴨的覓食區。十年前這些湖泊濁度高，沉水植

物和底棲大型無脊椎動物並不豐富，水鳥稀少。經過整治後的第3年，沉積物懸

浮降低，水體透明度提高，沉水植物增加，浮游動物和底棲大型無脊椎動物增加，

雁鴨的食物增加，遷移性潛鴨數量也隨之上升(McKinnon and Mitchell 1994)。這

些案例都可以說明水質及水生生物維護的好的淺水湖泊，常常會吸引水鳥停棲使

用。 

在環境監測評估研究中，利用無脊椎動物作為生物指標已超過20年

(Kremen 1992, 1994, Spellerberg 1993, McKenzie et al. 1995)。其中因螞蟻具有高多

樣性(diversity)及高生物量(biomass)，在生態系的各營養階層佔有重要的地位，

容易進行取樣調查與研究其族群動態，使得螞蟻能廣泛被應用，作為監測陸域環

境的指標(Majer 1983, Andersen 1990, 1995, Andersen and Sparling 1997)。 

此外，螞蟻與環境間的交互作用非常緊密，除了與其他動、植物具有共生

關係(symbiosis)外，同時也經由捕食作用來調控食物網中的各營養階層。綜合上

述特性，Andersen (1995, 1997)透過觀察螞蟻群聚組成的動態表現與其所需的生

存環境條件，發現螞蟻種間的競爭性(competition)、對生存逆壓的忍受性(stress)

與對環境干擾的容忍性(disturbance)為三個主要影響螞蟻種類群聚組成的因素，

並以螞蟻的種類與其生物學特性歸類為7大功能群。 

在台灣，潘建安(2002)研究福山兩型棲所的螞蟻組成比較分析時，將螞蟻

分成對環境干擾容忍性高的干擾群(disturbance group)、對生存逆壓忍受度高的逆

壓群(stress group)與需要穩定環境的競爭群(competition group)三大功能群。吳憲

志(2010)於八卦山台地研究地表落葉層螞蟻群聚結構中，也提到以此三大功能群

分析棲地的螞蟻組成，可反應出不同棲地的環境狀態。環境遭受變動時，螞蟻的

種類組成會依其所屬功能群特性，反應當時環境所提供的條件，出現隨時間變動

而改變的序列性變化，因此可利用功能群(functional group)的概念來推測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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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演替的情形。 

以生態演替的觀點來看，當一棲地遭受巨大變動，如地震、颱風、洪水、

火山爆發、土石流等，在環境狀況尚未穩定時，首先會出現對生存逆壓忍受度高

的干擾群螞蟻。干擾群螞蟻對於環境變動具有高度適應力，特別是在資源匱乏的

情形下，也能維持族群穩定。當環境稍微穩定，會出現對環境干擾容忍性高的逆

壓群螞蟻。在這較穩定環境當中，因棲地內物種組成複雜，逆壓群螞蟻需利用有

限資源以提高族群生產力。當環境的生存逆壓降低，且外在干擾因素減少，意即

環境狀況更為穩定時，競爭群螞蟻將在棲地中佔較大比例，環境用的資源也將被

競爭群螞蟻所利用。藉由調查棲地內的螞蟻物種組成，計算各功能群於棲地所佔

比例，可用來評估環境的狀態。 

魏映雪、李宗霖(2003, 2004)於龍鑾潭特別景觀區利用螞蟻種類組成，計

算優勢種螞蟻族群豐度與均勻度指數，分析氣候與人為干擾對螞蟻多樣性的關係

的研究中，指出氣溫、濕度與人為干擾會影響採集到的螞蟻數量。但在進行這些

研究工作時，需將經過物種鑑定才能將採集得到的螞蟻分群，以作為環境監測的

指標，對於非具有昆蟲學專長之研究人員較難以處理。因此亦有人將大型甲蟲、

蝶類、，蜻蜓等較容易觀察也容易區分物種的昆蟲作為評估保育管理措施或評估

生態系復育效果的工具(Kromp 1990, Samways 1981, Williams 1993)。 

羅柳墀、林昆海(2008, 2009)於龍鑾潭進行生態資源調查時，在昆蟲調查

部分以目視法、捕蟲網與不鏽鋼篩網等方式採集昆蟲。記錄蝶類5科46種，蜻蛉

目5科27種以及其他水生昆蟲，包括水黽、仰泳椿、搖蚊等共3種，並計算每月多

樣性指數。齊心等人(2003)提出在進行多樣性指數計算時，由於無法取得調查樣

點所有物種與數量，所計算出的多樣性指數並不正確。本研究為避免誤用多樣性

指數，參考藍艷秋、李後晶(2010, 2011)於墾丁國家公園進行昆蟲相調查的研究

報告，以多種方式嘗式進行全面性的昆蟲採集，於年度工作結束後進行多樣性指

數的計算。 

程建中等(2011)於龍鑾潭進行長期生態監測發現，2011年9月南瑪都颱風影

響恆春地區，造成龍鑾潭溢堤。將水質資料與颱風侵襲前、後比對，認為龍鑾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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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堤與周圍受污染的水體混合後，為龍鑾潭水質轉差的主要原因。水生生物調查

資料顯示南瑪都颱風帶來的大水造成龍鑾潭溢堤並與周圍其他受污染的水體混

合，使得水中營養鹽上升，濁度上升，水體混濁，浮游植物與附著藻類繼續減少，

造成龍鑾潭環境變差，使錐蜷科與田螺科大量釋出幼螺。同時此溢堤情形更造成

龍鑾潭內部分魚類族群可能隨大水溢散到周圍的水圳或水田當中，造成本土性魚

類數量明顯減少。 

近年來，國人對生態保育意識逐漸興起，羅柳墀等(2008, 2009)主要針對

龍鑾潭周邊進行生物資源調查，對照10年前之相關數據，以瞭解環境變化對於生

物相之影響，再以實地踏勘法記錄龍鑾潭周邊景觀的時序變化與土地使用現況。

依其調查結果，提出活化自然中心、持續進行相關調查研究、於龍鑾潭周邊劃設

緩衝區並納為國家重要溼地、營造生物友善空間、建立中長程生態監測調查以檢

視環境變遷對生態的影響、及因應溼地特性鼓勵居民從事對於環境有利的土地利

用方式等建議。 

二、 南仁湖 

南仁湖水域及周圍湖濱步道旁之植物相，首次的報導為陳擎霞及王慶麟

(1985)的調查，發現草本植物共 44 科，96 屬，119 種，其中水生 27 種、濕生 69

種及旱生 30 種。張惠珠與楊遠波(2004)重新對此研究做水生植物的界定，認為

應該為 54 種。該研究發現最優勢的濕地植物為李氏禾(Leersia hexandra)，雖然

在 10 月及 1 月因牛群攝食而有下降趨勢，但荸薺(Eleocharis dulcis)與大井氏水

莞(Schoenoplectus juncoides)等莎草科植種則因牛群未攝食而增長。另外，瓦氏水

猪母乳(Rotala wallichii)在於 1 月及 2 月因被雁鴨取食而族群量下降至最低，3 月

以後瓦氏水猪母乳的生長則呈現兩極化的現象，在線狀樣區因為雁鴨干擾消失而

恢復生長，但在全區則因為牛群取食踐踏、氣候炎熱、水分欠缺、土壤乾燥等原

因而使生長下降。 

徐寶琛及陳鎮東(1989)調查南仁湖包括步道兩旁之木本植物共 83 科，171

屬，215 種，調查結果與陳擎霞(1985)調查植種變化不大，然因牛群踐踏與水波

侵蝕而使湖岸土壤侵蝕嚴重，岸邊有高出水面之垂直面的跡象，同時湖域有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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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蝕而擴大的趨勢。 

吳首賢(2003)於南仁湖的研究共記錄了 31 科 42 屬 62 種，與陳擎霞(1985)、

徐寶琛(1989)年研究結果比較，發現田字草(Marsilea crenata)、紅辣蓼(Polygonum 

glabrum)、慈姑(Sagittaria trifolia)、卵葉水丁香(Ludwigia ovalis)等 4 種水生植種

消失；此外，新記錄印度水猪母乳(Rotala indica var. uliginosa) 1 種，並校正小莕

菜 (Nymphoides coreana) 、 拂 尾 藻 (Najas graminea) 、 鴨 舌 草 (Monochoria 

vaginalis)、水紅骨蛇(Polygonum dichotomum)、錢蒲(Juncus leschenaultii)等 5 種

水生植種。吳首賢(2003)指出南仁湖主要優勢植種為小莕菜和李氏禾，稀有物種

為南仁水蓑衣(Hygrophila salicifolia)、短柄半邊蓮(Lobelia alsinoides)及蔓蘘荷

(Floscopa scandens)。 

張惠珠、楊遠波(2004)曾在 2004 年在南仁湖四周共 10 個樣點進行水生植

物調查，對部份物種分類處理與水生植物的界定和吳首賢(2003)不同，其認為水

生黍(Panicum paludosum)應為鋪地黍(Panicum repens L.)，而南仁山水猪母乳

(Rotala sp.)與印度水猪母乳(Rotala indica var. uliginosa)皆為瓦氏水猪母乳(Rotala 

wallichii)。 

劉彥彬(2011)調查墾丁國家公園的歸化植物時，仍延續吳首賢(2003)對水

生黍的判定，發現南仁湖在近十年內的陸化速度似乎加快，湖濱優勢植物中，原

優勢的歸化植物李氏禾被原生種水生黍大量取代，也有植物瀕臨消失，而這些植

物相的變化似乎是南仁湖陸化所造成。而本研究之目的即是想重新調查南仁湖現

在的濕地植物組成，並比對過去的調查結果來了解湖泊是否陸化及陸化對植物社

會的影響。 

其他有關南仁湖生態調查之相關研究包括呂光洋等(1985)針對南仁湖水

質與兩棲爬蟲的調查報告兩棲類 4 科 14 種、蛇類 3 科 13 種、蜥蜴類 4 科 11 種；

林曜松、曾晴賢(1985)在南仁湖域共調查到魚類 21 種、蝦類 10 種、蟹類 5 種及

螺貝類 9 種；蘇霩靄、呂林吉(1985)所進行的水域動物與動物性寄生蟲生態研究；

楊平世等(1991)調查發現有陸生昆蟲 3 目 24 科 138 種，水生昆蟲 10 目 44 科 79

種。水質部分有王建平(1996)發現南仁湖排水不良，底泥偏酸性，且水中氮與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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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濃度過高等現象；王建平、廖國英(1997)進行之南仁湖浮游生物研究中發現多

達 472 餘種藻類和鞭毛藻類，但因南仁湖水域常偏酸使得藻類數量偏低，水域之

基礎生產力偏低，不足以達到優養化；王建平等(1998)調查南仁湖甲殼類浮游動

物族群動態；王穎(1985)發現 30 科 80 種鳥類；施希建(1998)調查南仁山古湖四

節蜉蝣之族群動態；陳維壽(1985)調查到 9 目 29 科 81 種水棲昆蟲；戴永禔(1996)

曾進行南仁山森林生態系淡水魚類群聚生態之研究；陳是瑩、曾怡禎(1996)研究

南仁湖浮游生物與底泥細菌…等，顯示南仁湖的生態資源非常豐富。 

在保護區與國家公園經營管理部分，美國黃石公園曾是現代保護區劃設的

典範，然而不當的經營管理，在兩百年內缺有三十餘種哺乳類動物幾無蹤跡。有

鑑於此，聯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1974 年提出「生物保護圈」概念，隨後相關概念

逐漸成型。生物保護圈意指將人與生物棲地的納入保護區範圍，以核心區為主向

外圍逐層劃設為緩衝區及過渡區。 

IUCN（世界自然保育聯盟）於 1994 年所出版的「保護區管理類別指南」，

對於保護區提出相關定義：「為了致力於保護及維持生物多樣性、自然及相關文

化資產等，而特別劃定，並依法律或其他有效方法管理的陸域或海域地區」。爾

後，IUCN (2004)亦將自然保護區依據經營管理目標，分為以下七類（表 1-2）：  

表1-2 IUCN保護區類型及其定義 
級類 保護區類型 定義 
Ⅰa 嚴格的自然保留區 擁有傑出或具有代表性的生態系；地質地理現象或物種的陸地或

海域，提供科學研究或環境監測方面的利用。 
Ⅰb 原野地 大面積未經人為改變的或僅受輕微改變的陸地或海洋，仍保留著

自然的特性和影響，沒有永久性或明顯的人類定居狀態，以保留

原有的自然狀態為目標。 
Ⅱ 國家公園 為保護生態系和遊憩目的的保護區，劃設目的如下：(1)為現代與

未來世代保護生態完整性；(2)排除牴觸該區劃設目的的開發或占

有行為；(3)提供精神的、科學的、教育的和遊憩的各種機會，而

這些活動必須與當地環境與文化相容。 
Ⅲ 自然紀念區 為管理保育特殊自然現象而劃設的保護區，其擁有特殊自然或文

化現象，因數量稀少、具代表性、美學價值或文化意涵。 
Ⅳ 棲地/物種管理區 為維護特殊物種的棲地，或符合特殊物種的需要，而積極介入加

以管理的陸域或海域地區。 
Ⅴ 地景/海景保護區 為管理地景、海景保育和遊憩為目的的保護區。 
Ⅵ 資源管理保護區 為了自然生態系的永續利用而管理的保護區。 

（資料來源︰IUCN (2004)；本研究整理） 

近年來，環境永續發展概念逐漸完備，民眾對於環境保護議題日趨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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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相關自然性資源保育與管理的行動也有所增加。McCool and Patterson (2000)

提出關於保護區管理的新趨勢： 

（一） 環境規劃由技術操作層面轉換為探討價值衝突問題 

（二） 保護區規劃與社會政策目標間的關聯性逐漸提升 

（三） 規劃過程中必須融入多元價值 

（四） 國家公園需將觀光需求納入考量 

（五） 改變以容受力為基礎的規劃模式，轉向以社會及生物為目標導向 

（六） 公眾參與模式是由下而上的共識形成 

（七） 規畫不僅是單一標準，應針對個別需求調整方針 

自國際保育組織及學者由歷史、文化、社會正義及環境正義角度檢視亞

洲、非洲等國家的保護區案例，揭露當地物種、文化及居民遭受剝削情形後，保

護區資源管理的相關作法已朝向生態、社會與文化融合的發展。印度科比特國家

公園的相關研究中，利用利益相關者分析(SA)評估重要權益相關者團體間的關

係，測試保護區管理的權益相關者分析對保護區的潛在效用。研究結果顯示保護

區管理者了解經營面向問題，能對未來制定較良善的經營管理策略(Rastogi 

2010)。巴基斯坦西北邊境的 Chitral Gol 國家公園相關研究顯示社區民眾缺乏管

理意識，放任遊客破壞行為，對於保護區管理之參與度也較低，但社區有高度意

願參與保護活動(Khan 2009)。說明當地人民有強烈的歸屬感，願意為保護區的保

護行為作出貢獻。 

保護區/國家公園內的在地人為活動，可以分為「居民」與「遊客」兩大

族群。居民常住於此，部分地方居民早於保護區劃設之前即居住此地，生活型態

與產業發展對土地的影響及極重要。 

由於產業逐漸轉型，從事農業耕作人口逐年下降。在自然環境極為特殊的

保護區/國家公園內，尊重當地文化、環境的生態旅遊相關概念發展蓬勃。Stem 

(2003)發現越來越多的保育人士傾向以生態旅遊提供地方經濟的同時，亦可保持

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在此一過程中，在地民眾經營生態旅遊或參與地方發展，更

可能產生環境保護的行為。在地居民應與遊客互動，並將保育觀點整合，擴及至

生態旅遊經營者。有些經營不佳的例子如南非最大的國家公園—克魯格國家公

園，位於兩個村落附近，然而因為國家公園旅遊業的集中，使得在地社區和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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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離，在地居民難以從中獲利與參與，使得地方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經營管理效率

不佳。最後 Strickland-Munro (2010)建議國家公園強化與社區互動，以改善和鄰

近社區的關係。 

對於遊客而言，選擇保護區/國家公園作為觀光遊覽地點必有預期的知識

收穫。Neuvonen (2009)針對芬蘭的 35 個國家公園的自然特徵、休閒設施、服務

和周邊遊客服務對遊客數量相關性進行回歸模型分析。研究結果顯示休憩機會、

生態環境、步道路線和公園的年齡使訪客數量增加，以資源為主要目標將國家公

園自然特點突出，也需滿足使用者面之休憩需求；Sayan (2010)以同時具有歷史

和自然環境兩項特徵的土耳其南方 Termessos 國家公園為例，針對遊客人口統

計、認知和兩者之間的關係進行研究。結果顯示，超過 60%旅客認為遊覽該國家

公園是舒適的，而考古遺址是最受歡迎的資源，尤其對於高齡者而言。由此可知，

遊客對於進入保護區/國家公園的觀光需求不同於其他地區，然遊客對於生態保

護之背景知識與態度價值，則是本研究可進一步深入的主題。 

「生態旅遊」(Ecotourism)是相對於大眾旅遊(mass tourism)的一種自然取

向(nature-based)的觀光旅遊概念，並被認為是一種兼顧自然保育與遊憩發展目的

的活動(王鑫 2002)。為此，行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於2004年陸續通過「生態旅

遊白皮書」及「挑戰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相繼提出該主張後，「以社區為基

地的生態旅遊」（Community-based Ecotourism；CBE，亦稱社區生態旅遊）(WWF 

International 2001)逐漸成為台灣近年來的生態旅遊發展模式。但在當地推動保育

計畫，特別是涉及規範或限制資源採集時，倘若不能兼顧社區的經濟發展，顧及

當地民眾的生計，經營管理的效率都不是很理想(Pimbert and Pretty 1997)。由相

關文獻可知，保護區應該以兼顧社區發展的經營方式，使居民投入相關活動，成

為保育機制的一環，保護區方可有最好的經營管理效率。 

有鑑於此，發展生態旅遊主要目的是希望建立觀光與自然環境問題和諧的

關係，以減少負面傷害達成共生共榮雙贏的局面(張玉明 2005)。而地方認知與

社區活力是台灣發展生態旅遊的必然條件(吳忠宏等 2005)，且必須維持「不破

壞環境」與「對當地居民的經濟產業有所幫助」兩大原則(陳樹群 2003)。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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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解當地居民對生態旅遊態度相當重要，確認當地的發展意願，進而提出不破壞

環境、且對當地居民經濟有利的配套方案，方可落實生態旅遊的理念，成為保護

區經營管理的策略。 

生態旅遊的內涵包含「建基於自然環境、強調具備環境意識、環境教育解

說與體驗、利益回饋社區基地，以及永續經營發展導向」(吳忠宏 2006)當地居

民在生態旅遊的發展過程中，可以透過生態旅遊的發展，經由利益產生、環境教

育及當地居民的參與來達成永續的目的，並獲至既得利益，以達保育自然地區的

方法(Ross and Wall 1999)。許多文獻指出，當地居民的涉入為保護區永續經營發

展的關鍵，且當地居民對環境保護的認同感較外地遊客高，願意對保護作出貢獻

與投入行動。 

隨著人類族群快速擴張與發展，各式資源過度利用與消耗，直接與間接壓

迫、危及其他物種的生存環境與空間。透過有計畫且規則性之田野調查與樣本採

集，是對環境生態監測與生物學研究方法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尤其是在人為活動

對於自然環境的影響與干擾不斷加劇環境變遷的今日。而近十多年來國內在生態

保育與永續利用之觀念在學界與民間逐漸推廣與落實，尤其近年來在「生物多樣

性」相關研究逐漸成為生命科學領域中的重要之學門，透過常規性田野調查以實

際蒐集各式生態資料或樣本，藉以計算、評估與監測該樣區之生物多樣性指標與

環境變動，已經是國內外相關研究團隊所使用的共同研究方法與準則，而這些田

野調查與研究之成果更成為評估局部或整體生態系統健全與否的重要指標與依

據(李培芬等 2002, 賴昆祺等 2008, 林幸助等 2009, 邵廣昭等 2011)。 

實際應用做為生態田野調查之方法、標的與項目極其繁多，且在不同研究

單位因研究對象、主題與專長領域之不同而出現極大差異。透過田野調查所蒐集

到之紀錄、標本與採集資料等，在各研究室或實驗單位中亦需耗費龐大之人力、

時間、空間與設備來進行記錄、整理、分類、歸檔與標本保存等後續工作。因此，

如果由於不同實驗室或研究單位因專業差異而設定之調查項目內容、工作流程、

方法與資料格式之標準不一，就很難讓不同單位之研究人員更進一步的整合或瞭

解某地區各式田野調查的相關性，如各物種隨時間與空間的變化狀況，更不用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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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跨物種的交互作用或多重變因分析。如此各施其政調查模式，不僅造成跨機構

之研究資料交換、比對、利用與整合上的障礙導致研究資源浪費，更無法直接轉

換以利用這些珍貴的調查資料做為社會大眾科普教育與展示之用途。國內於

2009 年由農委會委託學術單位進行溼地生態系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標準作業程

序之制定(林幸助等 2009)，主要之目的即在統一相關研究與採樣之流程與紀錄

內容及方式，俾使日後相關研究資料格式與內容具備相容性。 

本研究主要目的即在透過建立共用資料庫來整合由各不同研究主題子計

畫的調查資料，除提供各研究單位對於龍鑾潭濕地及南仁湖濕地之生態環境之綜

合研究與評估分析之利用外，亦能將所得結果提供做為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對於

調查計劃涵蓋相關濕地（龍鑾潭濕地及南仁湖濕地）在保育與經營管理之參考。

更可直接利用於計畫所建置之南仁湖濕地網頁中供大眾查詢，做為推廣社會大眾

環境保育與永續利用觀念的基礎。 

國內由各研究團體或單位進行生態研究與調查資料的累積大量資料，而根

據相關資料所建置之生物資料庫多分散於不同研究單位外，這些資料庫在資料結

構差異性限制下常導致相容性不高，多半是以教育、展示為主要目標123456，其資

料結構無法作為生物採集資料統和、分析管理之用。為解決這種因資料相容性不

足而降低其提供整合評估之價值，目前國內也由官方與學界組織針對特定研究主

題或目標，著手制定共用資料庫格式，提供做為相關研究與調查之規範，並開始

收集國內生物研究者的野外調查資料，彙整輸入共用資料庫789。但基本上這些不

同之官方之共用資料庫還是以特定類群之研究或領域為主之來規劃資料庫格

式，較少或未處理跨領域研究時在資料結構差異與跨物種間的交互關係的呈現。 

GIS 系統之發展原以土地利用與規劃為主，故多以圖層架構形式來建置與

管理由系統所建入之資料，查詢使用時再透過系統資料庫連結儲存於不同圖層資

料內容並於地理圖資中予以呈現(李培芬 1993)。檢視國內這些的現存的生物資

料庫建置內容，為能提供調查資料的地理分布與座標紀錄，有些也使用了地理資

訊系統(GIS)系統(李培芬等 2003)(薛憲文、張晉瑞 2004)，但基本上都是購置使

用商業化之 GIS 系統來建置1011。因此，建置與使用上如果不是必須安裝使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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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GIS 所開發之特殊軟體，就是必須使用特定的瀏覽器。在國內投入並參與實

際生態調查計畫之執行單位，除中央、地方之研究機構與大專院校外，屬 NGO

組織之民間社團、協會等亦經常參與並執行相關單位的委託生態調查計畫。這些

社團、協會或一般生態研究室或因為無力負擔昂貴、複雜的專屬 GIS 系統，而

無法將其調田野查資訊透過 GIS 系統來進一步整合，使得耗費龐大人力與時間

辛苦從事田野調查所得物種、空間與時間的關係，無法被萃取以分析其間之關連

性，不僅造成該資料庫系統在使用上的限制與困擾，也讓整個資料庫的可用性與

可及性大幅降低。 

近年來由於 Google 公司製作並開放提供公眾免費的 google map12，同時

也提供易學易用的免費 API1314供網頁開發者使用做為 GIS 之服務與應用，使得

眾多旅遊15、美食16相關網站開始將其資訊與 Google map 整合，甚至連政府部門

的天然災害防治相關網站17也開始使用 Google 的 GIS 服務。因為 Google map 之

使用上不需要另外下載軟體，其所具備跨平台之使用特性，僅需使用各樣標準瀏

覽器就可以正確運作，甚至連智慧型手機上的精簡瀏覽器也能支援使用，提供具

備程式撰寫能力又有此方面需要人士利用此一免費資源做為開發成為非圖層架

構之 GIS 系統的良好誘因(賴昆祺等 2010)。因此，台灣也開始有中研院的台灣

魚類資料庫使用 Google map 作為其系統的資料展示應用，不過此資料庫也僅止

於利用 Google map 展示其採集的位置，尚未提供一般使用者能透過點選地圖來

查詢資料庫之功能。 

2009 年 8 月 8 日，八八風災重創台灣南部後，高雄醫學大學蒙政府補助組

成跨領域之研究團隊開始對災區的環境生態進行一整年的調查，希望藉此瞭解

災區的復原狀況。為了整合整個野外採集的資訊，並提昇這些調查資訊的透明

度，由本計畫執行團隊著手研發並建置了一套奠基於 Open Source 平台、並與

Google map緊密整合的生物資料採集管理系統(http://biodiv.kmu.edu.tw)。透過此

一數位生態資料庫的運作，成功的整合田野調查資料、Google map 提供的衛星

地圖資料、物種資料庫、經緯度座標與 Google map API 查詢功能，可讓研究人

員與社會大眾瞭解該地區的物種分佈狀況與復原狀況。該系統除了傳統的透過

Google map 展示功能外，也提供 Google map 上點選查詢的功能，使得使用者可

以輕易找到所關注地區的生態復原狀況。該系統除了可有效呈現與協助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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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與民眾瞭解該地區的生態狀況外，整個資料庫系統在建置與維護之成本卻相

對低廉。此類系統透過座標結合物種資料庫、採集資訊資料庫及 Google map，

本身所具備之跨平台、高相容性之特點，未來在以非圖層架構為基礎之 GIS 應

用上具有取代透過傳統圖層式 GIS 來建置生物資料庫之潛力，成為提供田野生

物研究者一個便宜卻能有效的採集與研究資料管理解決方案(賴昆祺等 2010)。 

去年度，我們再進一步擴充與提升 88 風災生物資料採集管理系統，進一步

加入低空域空中攝影及人為活動等調查資訊，建置成為龍鑾潭濕地數位生態資

料庫暨管理系統。而由總計畫所屬各子計畫之各式調查資料，均能透過此一資

料庫系統進行整合與分析，提供對於此區域生態環境之評估指標。同時輸入系

統之調查資料經過適當之設定與轉換後，也同時提供本子計畫所建置之濕地專

屬網頁供大眾查詢應用，做為社會大眾在濕地保育與科普教育上推廣與展示之

應用。 

本年度計畫執行中，我們根據並比照去年度所建置之龍鑾潭濕地數位生態

資料庫暨管理系統的規格來進一步擴充與整合，並建置新南仁湖濕地網頁暨生

態資料庫查詢展示系統，提供總計畫所屬各子計畫之各式調查資料，均能透過

此一資料庫系統進行儲存、整合與分析，提供日後對於此區域生態環境研究與

評估之參考。同時輸入資料庫系統之調查資料經過適當之設定與轉換後，也同

樣可提供計畫所建置之南仁湖濕地網頁供社會大眾查詢利用，以期提供對於南

仁湖濕地保育知識與觀念上的推廣以及科普教育之展示應用。 

                                                 
1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自然與人文數位博物館：http://digimuse.nmns.edu.tw, 2012/11/03. 
2臺灣大學動物博物館：http://archive.zo.ntu.edu.tw/, 2012/11/03. 
3台灣野生動物多媒體資料庫(兩棲類)：http://wagner.zo.ntu.edu.tw/multi-database/amph/index.htm, 2012/11/03. 
4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台灣魚類資料庫：http://fishdb.sinica.edu.tw/, 2012/9/23. 
5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TAIBNET 台灣物種名錄：http://taibnet.sinica.edu.tw/, 2012/11/03. 
6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軟體動物學研究室，台灣貝類資料庫：http://shell.sinica.edu.tw/, 2012/11/03. 
7農委會林務局，NGIS 生態資源資料庫網站：http://econgisdw.forest.gov.tw/, 2012/11/03. 
8農委會林務局，台灣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http://econgis.forest.gov.tw/PDF/biodiversity/index.htm, 2012/11/03. 
9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料庫與知識平台：http://npgis.cpami.gov.tw/cpa97-1/sys4/, 2012/11/03. 
10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台灣本土植物資料庫：http://taiwanflora.sinica.edu.tw/, 2012/11/03. 
11行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生物資料庫系統：http://tesri.coa.gov.tw/view.php?catid=19, 2012/11/03. 
12 http://maps.google.com/, 2012/11/03. 
13 http://code.google.com/intl/zh-TW/apis/maps/, 2012/11/03. 
14 http://code.google.com/intl/zh-TW/android/, 2012/11/03. 
15台灣旅遊景點民宿旅館情報站：http://www.7happy.com.tw/, 2012/11/03. 
16嚇酷！美食網：http://www.shopcool.com.tw/list-profile/city-14/cuisine-1101/” , 2012/11/03. 
17經濟部水利署，防災資訊服務網-淹水潛勢：http://fhy.wra.gov.tw/Pub_Web/others/floodwarn.aspx, 2012/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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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過程、結果與討論 
第一節 子計畫一—鳥類監測 

一、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 龍鑾潭及南仁湖之鳥類族群監測 

本年度的鳥類調查除了延續2011年龍鑾潭的調查外，還新增南仁湖的鳥類

相調查。龍鑾潭地區的調查在2012年3月底前比照去年的每月調查，以便能收集

到完整一年的資料。4月之後鳥類調查頻度則分為非季風季（繁殖季）及季風季

（非繁殖季）各調查2次，龍鑾潭與南仁湖一併調查。本計畫將3-9月的鳥類相調

查資料定義為非季風季資料，10-2月定義為季風季資料。 

龍鑾潭鳥類相調查區分為潭區及潭外周邊區域兩部份。潭外區域採用定點

記數法(point count; Bibby et al. 1992, 許富雄 2001)，共設置了18個樣點（圖

2-1），每個樣點間隔至少200公尺。18個樣點區分為耕地（旱田）、水稻田、草

澤、高草區及樹林5種不同棲地類型。水稻田主要以種植水稻為主，其他田間植

物還有田菁、水生黍等，休耕中的水稻田則以巴拉草為主。耕地區絕大多數為旱

田，主要作物如玉米、花生等作物，田間植物有巴拉草、大花咸豐草等。草澤區

植物主要以水生黍及巴拉草為主，其他植物尚有田菁、含羞草、木麻黃等。高草

區以水生黍及巴拉草為主；樹林區則是以相思樹為主。 

 

圖2-1 龍鑾潭周邊鳥類定點調查樣區位置圖（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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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鑾潭東側堤防另設一穿越線，以穿越線調查法(transect line; Bibby et al. 

1992, 許富雄 2001)記錄堤防外100公尺內的鳥類相（圖2-2）。以上調查在候鳥遷

移季（4、5、9、10月）及度冬雁鴨停留期間（11-3月），每月調查2次，其他月

份每月1次。每次調查由調查員1至2人執行，選擇在非雨天進行，若遇強風則視

狀況停止調查。調查時每樣點停留6分鐘（穿越線則以100公尺約6分鐘的速度進

行），記錄固定範圍(100 m)內的鳥種、數量、行為（築巢、飛過、覓食等）及棲

地環境資料。潭區水域則區分為6大塊（圖2-2），並配合水生生物取樣時間進行

調查，利用群集記數法(flock count; Bibby et al. 1992, 許富雄 2001)記錄雁鴨在各

區塊的分布及數量。 
 
 
 
 
 
 
 
 
 
 
 
 
 
 
 
 
 
 

 
 
 
 
 

圖2-2 東堤防穿越線與雁鴨日活動模式觀察站位置圖（資料來源︰本研究） 

南仁湖鳥類調查初步分為湖區及森林棲地。在湖區部分，記錄所有出現的

水鳥種類、數量及位置，森林部分則設置4個樣點進行定點鳥類調查（圖2-3）。

森林樣點沿著進入南仁湖的步道設置，各樣點相離約300公尺。樣點1距宜蘭潭約

900公尺，樣點2距約600公尺，依此類推。調查時每樣點停留6分鐘，記錄100 m

範圍內的鳥種、數量、距離等資料，之後再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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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鳥種的族群密度(ind./ha)以公式(密度=(N/πr2 C)×10 4) 計算，公式中N為特

定基礎半徑(specific basal radius)內所記錄的總隻數，r為某鳥種的特定基礎半徑

(m)，C為調查次數。猛禽、燕科、雨燕科鳥類的活動範圍較大，大多從調查樣

區的空中飛過，這些記錄僅列於名錄中，未納入定點調查分析中。 

 
圖2-3 南仁湖森林樣點分布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 

（二） 龍鑾潭鳳頭潛鴨日活動模式 

本計畫針對龍鑾潭度冬雁鴨中數量上最優勢的鳳頭潛鴨的日活動模式進行

觀察。在度冬雁鴨停留的11-3月間，每月調查2個完整的白天，以scan sampling 

(Martin and Bateson 1993)的方式記錄雁鴨日活動模式。我們在龍鑾潭堤岸邊設置

了5個觀察站（圖2-2），觀察員視當時順、逆光情形並以能掃描到最多雁鴨為原

則在各觀察站間移動。觀察時每1小時掃描潭區內雁鴨一次，先以Leica單筒望遠

鏡（20-60倍）辨識出鳥種後，再記錄其行為，包括休息、洗澡、理羽、移動（游

動、走動、飛行）、覓食、警戒、打架及追逐等行為(王穎 1985, 1986)。兩次掃

描之間則以focal sampling (Martin and Bateson 1993)的方式，一次追蹤觀察一隻雁

鴨的覓食行為，直到明確觀察到覓食行為時才停止，並記錄鳥種、時間、地點、

棲地類型、覓食行為等。為求觀察資料之獨立性，每隻鴨子僅記1筆資料。若遇

成群鴨子，則於同種中找不同個體觀察以避免重複取樣。此部分的調查將持續到

潭區的雁鴨少於100隻時才停止。 

（三） 鷺科鳥類之棲地利用 

秋過境期於潭區內、外記錄鷺科鳥類的出現地點（以GPS或地圖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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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群大小、利用棲地類型及行為。並結合GIS土地利用資料（子計畫五），估算

鷺科鳥類對研究區域內不同棲地類型的利用情形(use vs. availability analysis)。去

年子計畫五已利用ArcGIS軟體繪製土地利用及覆蓋類型的分布，分別建立水

域、次生林地、灌木草地、人工作物、人為建物及其他等6類向量圖層，並以相

關的分析模組得到6個不同類型土地利用或覆蓋的面積及比例，做為鳥類觀察資

料及土地類別資料比對的基礎。今年則進一步著重在覓食點位的分析，將各種鷺

科鳥類對研究範圍內各土地類型的實際利用比例(use %)，與各土地類型的實際佔

地比例(availability %)進行use vs. availability分析(Litvaitis et al. 1994)。此分析先

以卡方檢定就各類型棲地被利用數量與實際佔地比例做適合度檢定，之後再進一

步以Bonferroni confidence intervals做棲地選擇分析，判定鷺科鳥類對不同土地類

型的偏好程度。此分析因同時比較6種不同土地類型之間的差異，因此我們以

Bonferroni confidence intervals來進行，以期控制整體的α值在0.05的基準上(Neu et 

al. 1974)。 

在觀察到鷺科鳥類的覓食行為後，記錄以覓食點為中心直徑1公尺範圍內的

水深及植物高度。水深部份分為無水、水深小於5 cm，水深5-20 cm，以及>20 cm。

植被則分為無植物，高度小於5 cm，高度5-20 cm，以及>20 cm等四類。此資料

以卡方檢定測試各鷺科鳥類對不同微棲地的利用情形是否一致。 

（四） 花嘴鴨的棲地利用狀況 

此部分將於每次鳥類調查時，記錄出現於潭區內、外的花嘴鴨（以GPS或

地圖定位）、其棲地類型及行為。若資料充足，將比照鷺科鳥類進行use vs. 

availability 分析(Neu et al. 1974, Litvaitis et al. 1994)。另花嘴鴨會危害龍鑾潭附近

的秧苗，因此也會針對此問題進行初步的探查，以進一步擬定研究方向，尋找解

決之道。 

（五） 雁鴨功能群(guild)資料 

以出現在龍鑾潭及南仁湖兩研究區域內之雁鴨科鳥類為對象，另外也到嘉

義鰲鼓及屏東林邊收集資料。先以Leica單筒望遠鏡（20-60倍）辨識出鳥種後，

採focal sampling (Martin and Bateson 1993)的方式，追蹤觀察其覓食行為，直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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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觀察到覓食行為時才停止。 

雁鴨的覓食行為可細分成三類(Todd 1996)： 

1. Dabbling（水面覓食），身體浮於水面過濾或直接捕食近水面之獵物，

如琵嘴鴨(Anas clypeata)等。 

2. up-endin（倒立式），尾上頭下以捕食水下之獵物，如尖尾鴨(Anas acuta)

等。 

3. diving（潛水），整個身體潛入水中覓食，如鳳頭潛鴨(Aythya fuligula)。 

各鴨種對棲地的利用初步以環境類型來做記錄，大致可分為水潭、漁塭、

水稻田、溼地、溪流溝渠及草地等。此部分資料將透過多變量分析(Cluster Analysis)

依據各鴨種的覓食行為及棲地利用狀況歸類出幾個不同的功能群。功能群確立

後，即可用來比較龍鑾潭與南仁湖雁鴨群聚的異同性。 

（六） 龍鑾潭鳳頭潛鴨的繫放作業 

2012 年 2 月我們開始嘗試捕抓龍鑾潭的鳳頭潛鴨。鳳頭潛鴨大多在龍鑾潭

的潭區內活動，除了偶而受驚嚇飛起外，鮮少在岸上活動，因此參考 Dr. Alan D. 

Afton 在加拿大繫放小潛鴨(Aythya affinis)的方式，製作 walk-in 走入式陷阱（圖

2-4）。 

(A) 

 

 

 

(B) 

圖2-4 walk-in走入式陷阱實景(A; B)（資料來源︰本研究） 

我們在龍鑾潭西岸設置了 3 個 2×3 公尺的走入式陷阱，並在籠內外放置玉

米粒、魚飼料及自製誘餌團等以吸引潭內鳳頭潛鴨游進籠內覓食。捕捉到的鳳頭

潛鴨將進行基本的體重、嘴長、全頭長、跗趾長、腳徑寬度、換羽模式等形值測

量。捕捉到的鳳頭潛鴨將藉由拍攝 X 光照以確定是否取食螺貝類，或留置在紙

箱內一段時間以撿拾其排遺進行食物種類鑑定。此部分將與子計畫四「水質與水

生生物監測」合作進行，希望能對鳳頭潛鴨的食性有更進一步的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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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整合性分析 

為瞭解龍鑾潭度冬季數量最多的鳳頭潛鴨數量與潭區螺貝類之間的關係，

與子計畫四水質與水生生物監測共同合作，使用2011年10月至2012年3月度冬季

收集的資料進行分析。 

為瞭解秋季遷移中的鷺科鳥類對龍鑾潭附近不同棲地類型的利用情形，與

子計畫五—人為活動影響共同合作，將使用2012年度秋季的航照圖和本子計畫

8-10月份鷺科鳥類過境資料進行比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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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果與討論 

（一） 鳥類族群監測 

1. 龍鑾潭的鳥類組成及分布 

本計畫從 2011 年 3 月調查至今已有完整一年 12 個月的資料，在總計 21 次

的調查中共記錄到 48 科 138 種鳥類。屬第 I 級保育類的有遊隼(Falco peregrinus)

及黃鸝 (Oriolus chinensis)2 種，屬第 II 級保育類的有白腹海鵰 (Haliaeetus 

leucogaster)及烏頭翁(Pycnonotus taivanus)等 17 種，屬第 III 級保育類的有燕鴴

(Glareola maldivarum)及紅尾伯勞(Lanius cristatus)（參考中華鳥會台灣鳥類名錄

於 2012 年 5 月 10 號修訂之版本）。而台灣特有種鳥類有台灣畫眉(Garrulax 

taewanus)和烏頭翁 2 種，特有亞種有竹雞(Bambusicola thoracicus)等 14 種。 

本計畫所調查到的鳥種若與羅柳墀等(2008, 2009)的調查結果做一比較，多

了大麻鷺(Botaurus stellaris)、白腹海鵰、呂宋鴨(Anas luzonica)、東方紅胸鴴

(Charadrius veredus)、赤翡翠 (Halcyon coromanda)、山鶺鴒 (Dendronanthus 

indicus)、地啄木(Jynx torquilla)、戴勝(Upupa epops)、褐色柳鶯(Phylloscopus 

fuscatus )等 9 種。另墾管處劉川技士在 2011 年也另外記錄到朱連雀(Bombycilla 

japonica)、寒鴉(Corvus dauuricus)、噪鵑(Eudynamys scolopaceus)、跳鴴(Vanellus 

cinereus)、黃頸黑鷺(Ixobrychus flavicollis)等鳥種，也是 2008 與 2009 年高雄鳥會

的調查所未記錄到的。可見龍鑾潭確是個重要的候鳥過境地，每年南來北往在此

經過的候鳥不計其數，因此年年都可能發現新紀錄鳥種。羅柳墀等(2009)曾整理

龍鑾潭歷年鳥類名錄得到 269 種，截至今年五月份止，龍鑾潭新紀錄種又多了白

腹海鵰、赤翡翠、山鶺鴒及劉川技士所記錄到的朱連雀、噪鵑等共 5 種，讓龍鑾

潭鳥類種數又增加到 274 種。 

在 23 次的定點調查中，鳥種數以秋季過境期 9 月~10 月及度冬期 11-2 月各

出現一個高峰，而春季過境期 4 月-5 月中也有一波較小的高峰（圖 2-5）。鳥種

數的月變化主要是受候鳥遷入遷出的影響，再一次顯示龍鑾潭濕地是南台灣候鳥

過境及度冬的重要棲息地。另外從龍鑾潭高達 274 種鳥類紀錄中，多數為候鳥的

事實，也可以知道其在候鳥遷移路線上的重要位置，相信這也是龍鑾潭之所以被

列為國家級重要濕地的原因之ㄧ。比起關渡自然公園的 214 種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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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agner.zo.ntu.edu.tw/guandu/index.htm)，龍鑾潭在各重要濕地的鳥種紀錄

中可說是名列前矛的。 

 

圖2-5 龍鑾潭溼地留鳥、候鳥及總鳥種數在時間上之變化（資料來源：本研究） 

鳥類密度的波動主要決定於留鳥數量在時間上的變化，如繁殖季過後，留

鳥數量呈持續增加的趨勢。到了冬季，麻雀(Passer montanus)、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等常聚集成群，此時百隻以上的鳥群會讓某些調查點

的密度突然升高許多。而候鳥的影響主要出現在秋季，其密度有時甚至高過留

鳥，百隻以上的黃頭鷺群偶而也會被記錄到（圖2-6）。 

 

圖2-6 龍鑾潭溼地鳥類密度(ind./ha)在時間上的變化（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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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種棲地環境中調查到的鳥種數有明顯不同，以草澤區的 69 種最多，水

稻田 61 種次之，另外耕地 56 種、高草區 36 種及樹林 30 種（圖 2-7）。草澤區

與水稻田的鳥種數較其他棲地高，且多數為過境的鷸、鴴科水鳥。推測可能是龍

鑾潭周邊草澤區與水稻田的面積不小，能提供相當的空間和食物讓春季及秋季過

境的鷺科及鷸、鴴科涉禽棲息、覓食之故。在草澤棲地樣點中，又以北岸濕地（東

北 04）鳥種數最高（48 種），此樣點所調查到的遷移鳥類種類多過留鳥。 

 
圖2-7 龍鑾潭周邊5種棲地之遷移性鳥類、留鳥及總鳥種數變化（資料來源：本研究） 

龍鑾潭濕地除了潭區為雁鴨度冬的重要棲息地之外，潭區周圍則以北岸草

澤記錄到的鳥種數最高，顯示該處也是龍鑾潭地區非常重要的鳥類棲息地。因北

岸草澤地會隨著水位的高低而有不同的變化，如水位低淺時，露出的泥灘地可供

過境期的鷗科、鷸鴴科和雁鴨科鳥類棲息及覓食躲藏底泥中軟體動物。Sidle et al. 

(1992)觀察發現，長滿植被的岸邊被洪水沖刷過後，形成裸露沙洲(barren sandbar)

及泥灘地，會吸引小白額燕鷗(Least Terns)和笛鴴(Piping Plovers) 聚集。Elphick 

and Oring (2003)的研究也發現，水位在 10-15 公分處，水鳥的豐富度較高。在水

位低淺時，有些地方會變成裸露地和短草地，此時就會有百靈科如小雲雀、鷚科

如赤喉鷚等在此處棲息，甚至 3 月開始會有夏候鳥燕鴴在此育雛。零星的高草地

具有較高的隱蔽性，稀有的董雞(Gallicrex cinerea)和大麻鷺會在北岸的長草地出

沒，東方澤鵟則會在北岸草澤區巡戈。 

樹林是研究區內鳥種數與多樣性最低的棲地，優勢種也以留鳥為主，推測

是龍鑾潭周圍的樹林面積所佔的比例較小的緣故。然而西南岸的相思樹林及高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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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都曾記錄過黑翅鳶、遊隼、大冠鷲、鳳頭蒼鷹停棲在相思樹上，可見樹林做

為猛禽的停棲休息處，自有它的重要性。而東岸的耕地有許多偏好旱地的候鳥會

利用，如稀有的東方紅胸鴴、唐白鷺(Egretta eulophotes)等。另外，此開闊的耕

地也提供了許多中、小型嚙齒目動物給猛禽獵食，曾目擊紅隼補食嚙齒目，遊隼、

在天空盤旋的蹤跡。可見越是多樣性的環境，越能過吸引各式各樣具不同生態區

位的鳥類棲息利用。因此，龍鑾潭北岸濕地及東側耕地若能納入保護區或生態緩

衝區範圍內，對於當地鳥類多樣性的維持將有相當助益。 

2. 南仁湖的鳥類組成及分布 

從 2012 年 1 月起在南仁湖的 6 次調查，總共記錄到 17 科 46 種鳥類。屬第

Ⅱ級保育類的有魚鷹(Pandion haliaetus)及烏頭翁(Pycnonotus taivanus)等 9 種，屬

第 III 級保育類的僅有台灣藍鵲(Urocissa caerulea)（參考中華鳥會台灣鳥類名錄

於 2012 年 5 月 10 號修訂之版本）。而台灣特有種鳥類有五色鳥(Megalaima 

nuchalis)、台灣畫眉(Garrulax taewanus)、烏頭翁、台灣藍鵲、藪鳥(Liocichla 

steerii)、大彎嘴(Pomatorhinus erythrocnemis)、小彎嘴(Pomatorhinus musicus)、白

耳畫眉(Heterophasia auricularis)等 8 種。 

南仁湖森林樣點的鳥類密度以距離宜蘭潭最遠的樣點(F01)最高，F02 最低

（圖 2-8）。各樣點鳥類密度在季風季與非季風季未見明顯差異(paired t-test, t = 

0.075, p = 0.9418)。 

 

 

 

 

 

 

 

圖2-8 南仁湖4個森林樣點之鳥類密度(ind./ha)比較（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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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南仁湖的黃頭鷺及小水鴨數量相當多，春、冬二季可達 300 隻以上(王

穎 1986)。如今南仁湖的雁鴨只剩花嘴鴨，最多是 1 月份記錄到的 35 隻，且有

下降趨勢（圖 2-9）。10 月調查未記錄到花嘴鴨，應與近期進行中的工程有關，

因為工程的地點正是以往花嘴鴨最常被記錄到的地方。另一方面，前幾次調查時

湖區水鳥都只有零星幾隻（圖 2-10）。10 月增加到 80 幾隻，種類達 18 種之多

（圖 2-11），此結果一方面與候鳥過境有關，但更重要的原因應該是施工期水位

下降，增加淺灘及泥濘地，提供覓食處所，吸引鳥類聚集。此結果提醒我們，南

仁湖也許需做季節性的水位調節，才能讓生物多樣性維持在較高的水準上。堤岸

工程若只以提高水位來減緩陸化現象，可能會增加雁鴨數量，但涉禽必然減少。

因深水位不利鷸鴴科水鳥覓食。若能仔細研究以往南仁湖水位的季節變化，進一

步研究季節性水位調節的可行性，也許可同時兼顧涉禽跟雁鴨的棲息利用。 

 

 

 

 

 

 

 

 
圖2-9 南仁湖6次調查花嘴鴨數量有下降趨勢（資料來源：本研究） 

 
圖 2-10 1-3 月份在南仁湖所觀察到的水鳥分布圖（資料來源︰本研究） 

（藍色:日期 2012/01/16、紅色:日期 2012/02/23、黃色:日期 2012/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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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10 月在南仁湖所觀察到的水鳥分布圖（資料來源︰本研究） 

（二） 鳳頭潛鴨的行為生態 

1. 鳳頭潛鴨數量之月變化 

2011 年 3 月及從 2011 年 11 月至今年 3 月總共進行 10 次數量調查。2011

年鳳頭潛鴨在 10 月下旬抵達後，數量逐漸增加，在 12-1 月份達到最大量，約 1300

隻左右。鳳頭潛鴨在 2011 年 3 月 17 日時還調查到 220 隻，4 月 11 日調查時已

剩下不到 50 隻。2012 年的 3 月 20 日潭區剩不到 30 隻，可看出今年鳳頭潛鴨似

有提早北返的現象（圖 2-12）。從氣溫來看，2012 年 1 月的月均溫比 2011 年同

期高了 1.7°C，2012 年 3 月的月均溫也比 2011 年同期高了 3°C（圖 2-13）。推測

鳳頭潛鴨提早離開的可能原因是 2012 年 1-3 月氣溫都較 2011 年來得高之故。鳳

頭潛鴨離開的時間若能長期記錄下去，可以用來研究氣候變遷的影響。 

 
圖 2-12 鳳頭潛鴨在龍鑾潭停留期間的數量變化（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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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2011 年 1 月至 2012 年 4 月恆春測候站的月均溫變化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網 http://www.cwb.gov.tw） 

2. 鳳頭潛鴨的日活動模式 

在 10 次調查中，排除 4 天落山風較大的紀錄，選擇 6 天天氣較好的日子做

分析。漂浮游泳為最常見行為，約佔 1/3。日出後的第一小時，鳳頭潛鴨理羽的

頻度相對較潛水及睡覺高，理完羽後鳳頭潛鴨開始覓食，在日出後 3-4 小時潛水

覓食的頻度達到最高峰，接著在日出後 6 小時進入理羽高峰，在日出 9 小時之後

覓食頻度慢慢下降，睡覺的頻度則漸漸增加（圖 2-14）。 

 

圖 2-14 鳳頭潛鴨的日活動模式，游泳為漂浮在水面，有可能是在休息。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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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鳳頭潛鴨與螺貝類的關係 

為了了解鳳頭潛鴨在龍鑾潭內的分布與其食物螺貝類之間的關係，將龍鑾

潭水域分成六個區塊來分析，發現 2011-2012 年度冬季鳳頭潛鴨出現在西南 01

的數量最多，而該區塊也正是螺貝類最少的地方（圖 2-15）。為了進一步了解鳳

頭潛鴨與螺貝類在數量上的變動關係，進行簡單迴歸分析，結果顯示鳳頭潛鴨與

螺貝類在數量上具有互為消長的關係(F1,4 = 10.37, P = 0.032)（圖 2-16）。 

 
圖 2-15 龍鑾潭六個區塊中鳳頭潛鴨與螺貝類數量的變化（資料來源︰本研究） 

 

圖2-16 龍鑾潭六個區塊中鳳頭潛鴨與螺貝類數量的迴歸分析（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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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的研究顯示，潛鴨的分布與食物的分布有密切關係，貝類豐富度高的

地區，潛鴨的族群量也會隨之增加(Hamilton et al. 1994)。不過潛鴨停留期間常使

螺貝類族群量大幅下降，當螺貝類下降，潛鴨數量也隨之下降(Thompson 1973, 

Hamilton et al. 1994)。可見螺貝類的數量確實是會受到潛鴨的影響，兩者呈彼此

消長的關係。龍鑾潭鳳頭潛鴨與螺貝類數量呈負相關，可以解釋為鳳頭潛鴨對螺

貝類具有相當的捕食作用。未來若能確認出鳳頭潛鴨的主要食物為何，便可做更

直接的比較分析，有助於釐清兩者間彼此消長的關係。另外，螺貝類除了計數之

外，生物量(Biomass)也是另一個能夠表現族群量變動的參數，未來應納入測量。

因潛鴨會挑中、大型螺貝類覓食，所以生物量也許比數量具有更高的相關性

(Thompson 1973)。 

（三） 鷺科鳥類在秋過境期之棲地利用 

遷移季節常可看到大批的鷺鷥鳥出現在龍鑾潭地區，可見鷺科鳥類是此地

過境的要角。一個完整年度的調查資料顯示春過境期鷺科鳥類於4月下旬開始增

加，5月初達到高峰，其中最大一群約200多隻。秋過境期從9月開始，於10月份

達最高峰，最大的鷺鷥群可達600隻（圖2-17）。秋過境後，僅剩下少數鷺鷥停

留度冬。 

 

 

 

 

 

 

 

 

 

 

圖2-17 鷺科鳥類在一年之中的數量變化（資料來源：本研究） 

今年秋過境期進一步調查各鷺科鳥類的覓食棲地，發現黃頭鷺主要在農田

中覓食，而小、中、大白鷺則較常在天然水域中覓食(χ2=365.8, P<0.0001；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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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黃頭鷺 95%以上會在無水的地方覓食，而小、中、大白鷺則 80%以上在

有水的地方覓食(χ2=837.9, P<0.0001；圖 2-19)。另黃頭鷺也比較常在有長草的地

方覓食，小白鷺則大多在沒有草的地方覓食，中、大白鷺則是一半一半(χ2=72.5, 

P<0.0001；圖 2-20)。統計上的顯著差異主要來自於黃頭鷺在覓食棲地上跟小、

中、大白鷺有絕然不同的需求。從這個分析可以看出過境龍鑾潭地區最大量的黃

頭鷺其對農田的需求遠遠超過天然溼地（圖 2-21）。 

 
圖2-18 2012年秋主要過境鷺科鳥類利用水域與農田覓食之比較 

（資料來源：本研究） 

秋過境期鷺科鳥類的覓食棲地觀察，讓我們了解到黃頭鷺與其他白鷺鷥有

相當不一樣的棲地需求。牠們大多利用農地而非天然水域，覓食地點多數在有長

草的旱地上。因此未來在經營管理上，應將秋過境期數量最龐大的黃頭鷺與小、

中、大白鷺放在不同類別來做經營管理，如此可讓未來龍鑾潭溼地在運作上更趨

細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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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9 2012年秋主要過境鷺科鳥類覓食位置有無積水之比較（資料來源：本研究） 

 

圖2-20 2012年秋主要過境鷺科鳥類覓食位置有無禾草之比較（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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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1 2012年秋過境期黃頭鷺出現位置，農田是其重要過境棲息地 

（資料來源：本研究） 

根據2011年8月份航照圖資料顯示，研究區域內水域面積佔45.12%，農作

物區23.79%，次生林15.84%，灌木草叢9.54%，人工建物1.06%，其他4.64%（表

2-1）。將今年8-10月黃頭鷺出現在各類棲地上的數量與各棲地佔地比例進行分

析，發現黃頭鷺對各棲地的利用情形並未與該棲地佔地面積成等比例(χ2 =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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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 5, p < 0.0001)。喜好度分析顯示黃頭鷺對人工作物區(selection index = 

2.2664)具顯著偏好，而對次生林、灌木草叢及水域的利用則顯著低於其佔地比

例。另外，將大、中、小白鷺合起來分析的話，牠們對各棲地的利用情形並未

與該棲地佔地面積成等比例(χ2 = 570.6, df = 5, p < 0.0001)。喜好度分析顯示大、

中、小白鷺對水域(selection index = 1.1897)及人工作物區(selection index = 

1.6461)具顯著偏好，而對次生林、灌木草叢的利用則顯著低於其佔地比例（表

2-1）。 

表2-1 2012年秋過境期(8-10月)黃頭鷺對龍鑾潭地區各土地類型之利用及選擇分析 

 

土地類型 

 

N 

 

Use% 

 

Availability%

Selection 

indexa 

Standardized 

index 

Bonferroni  

confidence intervals  

人工建物 0 0.0000  0.0106  0.0000 0.0000   

次生林 400 0.0992  0.1584  0.6260 0.1202 0.0857< Pi <0.1126*A

水域 1049 0.2600  0.4512  0.5763 0.1107  0.2403< Pi <0.2798*A

人工作物 2175 0.5392  0.2379  2.2664 0.4353  0.5167< Pi <0.5616*P

灌木草叢 165 0.0409  0.0954  0.4287 0.0824  0.0320< Pi <0.0498*A

其他 245 0.0607  0.0464  1.3089 0.2514  0.0500< Pi <0.0715*P
(χ2 = 2141.2, df = 5, p < 0.0001) 

a selection index = Use%/Abailability% 
*代表黃頭鷺利用該土地類型之比例比預期顯著偏高(Prefer)或偏低(Avoid) 
（資料來源︰本研究） 

表 2-2 2012 年秋過境期（8-10 月）大、中、小白鷺對龍鑾潭地區土地類型利用及選擇分析 

 

土地類型 

 

N 

 

Use% 

 

Availability%

Selection 

indexa 

Standardized 

index 

Bonferroni  

confidence intervals  

人工建物 0 0.0000  0.0106  0.0000 0.0000   

次生林 3 0.0019  0.1584  0.0122 0.0029 0.0000< Pi <0.0051*A

水域 832 0.5368  0.4512  1.1897 0.2785  0.5006< Pi <0.5730*P

人工作物 607 0.3916  0.2379  1.6461 0.3854  0.3562< Pi <0.4271*P

灌木草叢 11 0.0071  0.0954  0.0744 0.0174  0.0010< Pi <0.0132*A

其他 97 0.0626  0.0464  1.3487 0.3158  0.0450< Pi <0.0802 
(χ2 = 570.6, df = 5, p < 0.0001) 
a selection index = Use%/Abailability% 

*代表大、中、小白鷺利用該土地類型之比例比預期顯著偏高(Prefer)或偏低(Avoid)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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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花嘴鴨棲地利用之季節變化 

近年花嘴鴨已留在恆春半島繁殖下一代，而龍鑾潭地區為其主要休息區(羅

柳墀等 2009)。一個完整年度的調查總共記錄到花嘴鴨814隻次，由月份的變化

來看，2-5月中所觀察到的數量都偏少（圖2-22），且花嘴鴨大多呈現成對的狀

況，推測可能是繁殖季雌雄配對，並躲藏起來築巢繁殖，所以被發現的機率變低。

到6月份時，平均結群數就慢慢增加，至10月份超過10隻一群的花嘴鴨有明顯增

加的趨勢（圖2-23）。從整年度的調查發現除了樹林之外，龍鑾潭及其周遭，都

曾發現花嘴鴨的蹤跡，大量聚集的地點在潭外北側溼地、南側草澤及自然中心前

面的鳥島（圖2-24）。另外，南仁湖在今年的調查中也有多達35隻的花嘴鴨出現。 

 

圖2-22 花嘴鴨在一年中的數量變化（資料來源：本研究） 

 

 
圖 2-23 花嘴鴨在一年中平均結群數的變化（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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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4 花嘴鴨在龍鑾潭地區的分布圖（資料來源：本研究） 

花嘴鴨大多在夜間覓食，為了瞭解花嘴鴨對附近農作的影響，在1月農民開

始插秧時，曾對龍水社區及龍潭路以北的稻田農民進行初步的訪談(n=4)，農民

表示，在插秧之後的1個月間，花嘴鴨會啃食剛種下的秧苗種子，要到秧苗長到

小腿高度時，被啃食的現象才會減少。農民表示這段時間會增加巡田的次數及時

間，並吊掛彩帶、CD反光板、閃燈或放鞭砲等驅趕雁鴨。對於危害程度的感受，

龍潭路以北的農民及非有機稻作的農民表示他們有密集的在夜間巡田，損害似乎

比有機稻田來得少，並表示雁鴨似乎對有機稻田比較有興趣；有機稻作區的農民

則表示他們的稻作受到啃食的狀況很嚴重，只有加強巡邏才能稍微抑止，人力耗

費很大。當稻作被雁鴨啃食後會通知鎮公所，鎮公所會到現地勘查後向墾管處申

請補償（圖2-25）。 

 

圖2-25 被花嘴鴨啃食過後的秧苗（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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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雁鴨功能群(guild)類別 

除了墾丁之外，我們也到林邊及嘉義鰲鼓等收集常見雁鴨的覓食行為，包

括小水鴨(n=232)、尖尾鴨(n=137)、赤膀鴨(n=6)、赤頸鴨(n=122)、花嘴鴨(n=34)

及琵嘴鴨(n=178)等（圖2-26）。水面覓食是最常見的雁鴨覓食行為，倒立式覓食

在尖尾鴨較常見，幾乎跟水面覓食一樣多。另外花嘴鴨及小水鴨也會使用地上啄

食。雁鴨功能群的分析原本是想用來比較龍鑾潭與南仁湖在雁鴨功能群出現頻度

上的差異，以便進一步探討龍鑾潭與南仁湖在生態上的不同。無奈南仁湖只調查

到花嘴鴨一種，無法與龍鑾潭的10幾種相提並論，因此此部份未做進一步分析。 

 

圖 2-26 幾種常見雁鴨的覓食行為（資料來源︰本研究） 

（六） 鳳頭潛鴨的繫放 

2012年2月15日開始進行鳳頭潛鴨的繫放作業，走入式(walk-in)陷阱在放置

約2個星期後，可以看到鳳頭潛鴨距離籠子越來越近。不過截至3月23日鳳頭潛鴨

剩下不到30隻拆除陷阱為止，總共記錄到11次鳳頭潛鴨在籠子附近游泳並下潛覓

食的情形，不過一直未捕捉到鳳頭潛鴨。 

探討未抓到鳳頭潛鴨的原因，應該是沒有足夠的誘因讓鳳頭潛鴨進入籠內

覓食。在寫email問Dr. Afton教授（美國潛鴨專家）後，得知他們捕捉潛鴨的誘餌

為用玉米粒。但是在灑了玉米粒後，鳳頭潛鴨會在籠子旁邊游，但是還是未進入

覓食。推測原因可能是我們灑的量太少之故，若誘餌的吸引力非遠遠大過籠外的

天然食物，牠們是不可能冒險進入覓食的。另外就是潭邊風太大，餌料一下便被

吹落水中，無法長時間留在浮板上。另外就是附近常遇釣魚、摸蛤及放置流刺網

等情事，多少也讓鳳頭潛鴨不敢靠近陷阱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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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子計畫二—植相監測 

一、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 研究區域概述 

南仁山位於台灣恆春半島東岸，墾丁國家公園所管轄的南仁山生態保護區

內。保護區範圍從九棚溪以南，港口溪以北，東西兩側分別與太平洋及港口溪相

鄰，是中央山脈南段餘脈的延伸。南仁山屬低海拔的丘陵地，在部分較開闊的盆

地，因缺少出水口，於是形成小型的湖泊或沼澤，除入口處之宜蘭潭或稱南仁古

湖外，皆是人為開發所成，總面積約 28 ha (呂光洋等 1985)。 

南仁山區的氣候受東北季風影響大，迎風和背風坡在溫度有些許差異，年均

溫約 22-24°C，最暖月七月月均溫 28°C，最冷月一月月均溫 18°C。雨量受冬夏

季風影響，夏季期間颱風及西南季風帶來充沛的雨量。本區年雨量約 2,997 mm，

每年 5-10 月為雨季，年雨量的 70%集中在這段期間，11-4 月降雨量顯著較少(范

開翔 2006)（表 3-1）。 

 

表3-1 南仁山1996年至2004年之每月平均降雨量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總量

降雨量(mm) 108 87 74 91 183 467 462 468 420 300 192 145 2997
（資料來源：范開翔(2006)） 

 

（二） 調查範圍 

本研究為與吳首賢在 2000 到 2001 年的調查(吳首賢 2003)比較，參照其論

文中的方法，將南仁湖分為 5 個不同的湖區（圖 3-1），除普查所有的濕地植物外，

並且在主湖西南角因明顯湖泊陸化形成的草澤地(marsh site)區塊由離中央水域

近至遠建立六條植相調查穿越線（圖 3-2）。此處古湖即為過去所稱之宜蘭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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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本研究調查分區與呂光洋等(1985)之分區對照 

（資料來源：呂光洋等(1985)；本研究） 
 
 
 
 
 
 
 
 
 
 
 
 
 
 
 
 
 
 
 
 
 
 

圖 3-2 南仁湖研究調查樣點分佈圖（資料來源：本研究） 
○點為吳首賢在 2000 年所設樣區，黑色箭號為本次新加之六條樣帶之樣點位

置，長方形為土堤位置，將主湖西側與東側分開，兩邊的水位不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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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調查方法 

1. 南仁湖所有湖區的濕地植物普查 

踏勘南仁湖全部湖區現有之植物種類組成，包含主湖東側沒有步道可以到

達的草澤地，以穿著涉水衣加上划船的方法接近，紀錄觀察到的所有植物種類。 

2. 重設吳首賢(2003)設置之樣區 

將南仁湖劃分成 5 個大小不同湖區，這些區域包括南仁古湖（宜蘭潭）、主

湖（中央大水域）及其四周 3 個小型池沼（一號湖、二號湖、三號湖），過去吳

首賢曾在 2000 至 2001 年間沿南仁湖步道週邊設置 52 個長寬各為 1 m，面積 1 m2

的普查樣區(吳首賢 2003)，分別為古湖 5 個樣區，一號湖區 5 個樣區，二號湖

區 7 個樣區，主湖 25 個樣區，三號湖 10 個樣區（圖 3-2）。過去吳首賢調查時的

樣區標記現在已經都消失，所以依據吳首賢紀錄之樣區 GPS 座標位置（TM2 二

度分帶座標系統），將樣區插上 1 m 長的 PVP 水管，在最上端用紅色電工膠帶纏

繞，便於在草澤中辨識，並於水管上端標示樣區編號。 

3. 在西南角草澤地建立樣帶 

在南仁湖主湖西南角的大片草澤地，也是劉彥彬(2011)報導李氏禾被鋪地黍

大量取代之草澤區，由生長樹木的陸地到浸水的水域間，建立六條的穿越線（圖

3-2），在穿越線上每 10 m 設置一個樣區。六條樣帶皆穿越草澤直到對岸的坡地，

或直到水深超過 1 m 無濕地植物分布為止。由二號湖向主湖方向分別為樣帶 1

至 6，樣帶 3 和樣帶 4 分別在最靠近土堤的兩側。因各樣帶的長度並不相同，其

設置的樣區數也不同，主湖西側共設 18 個樣區，東側有 19 個樣區，合計 37 個

樣區。本研究沿用吳首賢樣區的標定法，插上高度 1 m 的 PVP 水管，用黃色的

電工膠帶纏繞水管頂端，並標示樣區編號（圖 3-3），記錄 GPS 座標位置。 

 

圖3-3 在李氏禾與鋪地黍之交界處所設置的第三條樣帶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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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樣區植物種類、覆蓋度及水深調查 

在吳首賢原設置的 52 個樣區，加上本年度新增樣帶之 37 個樣區，在每個

水管標竿的位置，以鐵捲尺量測水位深度。每個樣區進行植物調查時，皆利用以

PVC 水管架設的 1 m2 方框，利用明顯之黃色、藍色尼龍繩編織成一百個小格，

放置於各樣區遠離環湖步道方向的右上方，調查此 1 m2 範圍內植物種類、各物

種覆蓋度，以及樣區總覆蓋度（圖 3-4）。植物種類的認定及學名以 Flora of Taiwan 

Vol. Six (Boufford et al. 2003)為依據。 

 

 

 

 

 

 

 

 

 

 

圖 3-4 調查植物組成及覆蓋度（資料來源：本研究） 

5. 樣區土壤 pH 值及氧化還原狀況調查 

在吳首賢原有的 52 個樣區，加上本年度新增樣帶之 37 個樣區，在距離每

個水管標竿約 50 cm 範圍內，不在植物調查樣區內的位置，在 2012 年乾季（4

月）和濕季（7 月）各進行一次土壤的酸鹼度及氧化還原電位的調查。以採土器

擷取土層約 0-10 cm 深度的土，放入 50 ml 採樣瓶，加入約 20 ml 的蒸餾水與土

壤充分攪拌混勻後，以攜帶式微電腦酸鹼度 /氧化還原電位測定器(TX-100, 

TX-110, Suntex Co.)測定土壤的 pH 值和氧化還原電位，電位越低表示土壤浸水

時間越長，呈還原態；若電位越高表示土壤浸水時間越短，土壤越接近氧化態，

土壤顆粒中的水分並未完全飽和，土壤間隙仍有空氣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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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位竿之設置 

為了解各湖區水位之季節性變化，在南仁湖湖區的古湖、一號湖、主湖西

側及主湖東側，共設置 6 支利用 1 m 的 PVP 水管相接成 2 m 長的水位竿，每兩

週定期以鐵捲尺測量水位深度變化(圖 3-5)。 

 

圖 3-5 水位竿及設置之位置（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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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結果 

（一） 各湖區水位深度變化 

1. 本年度之雨量及水位季節性分佈 

由最接近南仁湖的中央氣象局檳榔氣候測站（測站編號：COR280, 座標：

120°49'42" E, 22°04'14" N）顯示，2012 年度之雨量分佈在 2 月時有東北季風帶

來的雨量，但 3-4 月雨量稀少，為本地的乾季，由 5 月開始因西南氣流和梅雨鋒

面進入台灣南部，開始有較大的雨量出現，到 6 月雨量尤其明顯，6 月 10 日單

日雨量達 179 mm，6 月 13 日雨量達 225 mm，該期間每日雨量約有 70-80 mm，

連日大雨造成屏東縣多處淹水而停班停課；6 月 19 至 21 日泰利颱風之三日累積

雨量也接近 200 mm（圖 3-6）。7 月上旬天氣晴朗，偶有午後雷陣雨，但 7 月下

旬因蘇拉颱風帶來雨量，8 月午後雷陣雨明顯，8 月 24 日至 26 日則有天秤颱風

在屏東地區帶來極大的雨量，日雨量到達 666 mm，且有三日因為氣象站損害沒

有紀錄到資料，此次降雨也造成南仁湖步道坍塌，無法進入南仁湖調查，一直到

9 月下旬才得以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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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檳榔氣候測站 2012 年 1 月至 10 月每日雨量（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 

以水位竿每兩週監測古湖、一號湖、主湖西側和主湖東側的水位季節變化，

發現主湖東側於 2012 年監測開始到 7 月 7 日之間水位和前 14 天雨量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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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 0.86)，尤其是反應出 6 月的大雨，在 6 月 24 日測量水位達到 90 cm（圖 3-7）。

之後因為墾管處修建步道與排水堰，將主湖東側湖水排放，造成水位降低至 0 

cm，湖水邊緣離岸邊退卻 6 m，至 2012 年 11 月尚未恢復原貌。主湖西側及古湖

的水位高度，與兩週雨水量的相關性均不如主湖東側(r2 = 0.32, 0.45)，可能是因

為其水位已接近排水高度，不易反映出雨量的變化。此狀況於一號湖更明顯，水

位與雨量相關性極低(r2 = 0.005)，應是因一號湖幾乎接近滿水位，緩衝水量的效

果差，當降下大雨時可觀察到該處水溢出至步道：一號湖在 2012 年 9 月下旬雨

量減少後，水位才有顯著的下降，因此一號湖在調查期間水位較平穩。 

 

 

 

 

 

 

 

 

 

 

 

 

 

 

 

 

 

圖 3-7 南仁湖區 2012 年雨量(a)與各湖區水位(b)之季節性變化 

（資料來源：本研究；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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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2 年各湖區水位與吳首賢 2001 年之調查結果比較 

將各湖區樣點 2012 年不同月份調查到的平均水位深度，與 2001 年 5 月吳

首賢調查的水位做比較，除一號湖在 2012 年 4 月及 5 月之外，發現各湖區的水

位在各季節都顯著較 2001 年變淺（圖 3-8）。吳首賢 2001 年在古湖所設置的樣點，

2012 年不論在濕季或乾季，都沒有湖水覆蓋，水位為 0 cm 。一號湖水位和 2001

年時相比，變化不大，只有在 2012 年 7 月有強降雨狀態下，水位約增高 30 cm。

二號湖在 2012 年 5 月及 7 月雨水較多的月份，其水位和 2001 年的水位相近，2012

年 4 月和 9 月雨量較低時的水位，則顯著較 2001 年時下降。主湖及三號湖的水

位由 2001 年超過 20 cm，至 2012 年各月份都減少至低於 10 cm。 

 

 

 

 

 

 

 

圖 3-8 南仁湖湖域 2012 年與 2001 年之水深變化比較（資料來源：本研究） 

3. 草澤地樣帶水位之季節變化 

在南仁湖主湖西南測的草澤區，有一天然的土堤將草澤區隔成西側和東

側，西側的排水函洞位置偏高，使得西側的湖水會向東側流入，西側水位比東側

至少高出 50 cm（圖 3-9），因此六條樣帶的水深分布，由樣帶 1 至樣帶 3 遞增至

50-70 cm，7 月雨量較大時，水位增至 60-80 cm（圖 3-10）。越過土堤後，樣帶 4

到 6 接近步道處的水位，不論在乾季雨季皆為 0 cm，樣帶末端由樣帶 4 水深皆

為 0 遞增至樣帶 5 和 6 的末端，約 30-45 cm 深。樣帶 5 之末端距環湖步道較遠

(80-90 m)，在 2012 年 4 月時，水深比樣帶 6 深約 10 cm，且有半浮水植物小莕

菜分布；至 2012 年 7 月因管理處將主湖東側湖水放流後，雖仍在雨季，水位降

低到不足 20 cm，小莕菜也大多乾枯（圖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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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區隔主湖西側和東側的土堤。由照片可看出兩邊水位相差超至少 50 cm

（資料來源：本研究） 
 

  
圖 3-10 南仁湖草澤地 2012 年 4 月及 7 月第 1、2、3 樣帶之水深隨離步道距離之變化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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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南仁湖草澤地 2012 年 4 月及 7 月第 4、5、6 樣帶之水深隨離步道距離之變化 

（資料來源：本研究） 

（二） 植物種類組成 

於 2012 年 4 月至 8 月（春、夏季）調查南仁湖草澤濕地之植物，共記錄到

31 科，55 屬，67 種植物（附錄 2-1）。與過去調查結果相比，種數的變化並不大

（表 3-2）。吳首賢(2000)調查判定之水生黍，在張惠珠、楊遠波(2004)的報告處

理為鋪地黍，此族群在 2012 年的調查已成為此區優勢度最高的濕地植物。為確

定其物種，本研究在其開花結果期（約 5 月底至 6 月初），在不同湖區採取標本，

帶回屏東科技大學植物標本館鑑定。根據第二版台灣植物誌禾本科(Hsu et al. 

2000)的描述，鋪地黍與水生黍兩種最大的差異在於內稃的有無，前者有後者無。

經解剖顯微鏡下觀察，採集到的植株皆有內稃，判定應為鋪地黍。另外吳首賢

(2003)鑑定有南仁山水猪母乳和印度水猪母乳，但張惠珠、楊遠波(2004)認定皆

為瓦氏水猪母乳，因為 2012 年的調查完全不能發現水猪母乳屬的植株，無法判

斷何者正確。水猪母乳屬的植株在南仁湖域已消失，甚為可惜。 

雖然分布在南仁湖草澤地的水生植物種數變化不大，但種類組成差異很

大。比對過去吳首賢(2003)與張惠珠、楊遠波(2004)的調查資料，本次調查新增

了 27 種物種，如表 3-3，且多為陸生性的草本植物。值得注意的是，菊科植物在

吳首賢(2003)的調查中只有一種，在張惠珠、楊遠波(2004)的調查中出現兩種，

而在本次調查中已有 5 種，其中小花蔓澤蘭(Mikania micrantha)、大花咸豐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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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ens pilosa var. radiata)皆為陸生的外來入侵植物，現已分布到南仁湖水位降低

至零的草澤地帶。比對之前文獻，包含鑑定有爭議的種類，共減少了 45 種（表

3-4），其中滿江紅(Azolla pinnata)、青萍(Lemna aequinoctialis)、甕菜(Ipomoea 

aquatica)為浮葉植物，瘤果簀藻(Blyxa aubertii)、日本茨藻(Najas gracillima)為沉

水植物，水蕨 (Ceratopteris thalictroides)、慈姑、空心蓮子草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半邊蓮(Lobelia chinensis)等皆為挺水植物，消失的大多是適應水

域環境的水生植物。 

表3-2 南仁湖濕地植物組成在2003、2004及2012年的比較 

調查年份 科 屬 種 資料來源 

2000-2001 30 42 62 吳首賢(2003) 
2004 21 43 54 張惠珠、楊遠波(2004)
2012 31 55 67 本調查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3-3 南仁湖2012年濕地植物組成比過去文獻紀錄新增之種類 

分類群 物種 
蕨類 三葉新月蕨 毛葉腎蕨 全緣卷柏  
雙子葉植物 長花九頭獅子草 變葉山螞蝗 大花咸豐草 乞食碗 
 裂葉昭和草 紫花藿香薊 短葉石薯 雞屎藤 
 蓬萊藤 千金藤 雷公根  
單子葉植物 短葉水蜈蚣 雀稗 芒稷 鴨嘴草 
 散穗弓果黍 莠竹 兩耳草  

（資料來源：本研究） 

表3-4 南仁湖2012年濕地植物組成比文獻紀錄減少之種類 
分類群 物種 

蕨類 水蕨 滿江紅   
雙子葉植物 慈姑 細葉水丁香 小花蓼 紅辣蓼 
 空心蓮子草 圓葉山梗菜 蔊菜 八字蓼 
 南仁水猪母乳 假柳葉菜 半邊蓮 石胡荽 
 印度水猪母乳 纖花耳草 假扁蓄 陌上草 
 瓦氏水猪母乳 荷蓮豆草 假吐金菊 甕菜 
單子葉植物 陸生珍珠茅 瘤果簀藻 錢蒲  
 大井氏水莞 多枝扁莎 水虱草 青萍 
 日本茨藻 竹子飄拂草 稗 水竹葉 
 毛軸莎草 紅鱗扁莎 牛軛草 毛三稜 
 日本柳葉箬 畦畔莎草 囊穎草 針藺 
 異花莎草 柳葉箬 芋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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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湖區草澤地植物組成與覆蓋度 

依照吳首賢(2003)在各湖域調查之植物組成與本年度植物組成調查結果比

較，發現水位顯著變淺後，植物組成也有明顯的改變。以下分區予以說明： 

1. 古湖區：吳首賢(2003)共調查到 9 種植物，以李氏禾為最優勢種。2012 年

調查時複查到 27 種植物（表 3-5），李氏禾完全消失，甚至在樣區外也不復出現。

2012 年最優勢的物種為散穗弓果黍(Cyrtococcum patens var. latifolium)，平均覆蓋

度 40.4%，鋪地黍和兩耳草(Pasplalum conjugatum)為第二優勢物種，兩種皆有約

20%的覆蓋度。增加的物種皆為陸生性草本植物，如大花咸豐草及雞屎藤

(Paederia scandens)，2012 年 9 月調查時出現先驅樹種野桐，偏向水生的水丁香

(Ludwigia octovalvis)及荸薺則只在樣區外水邊出現。 

2. 一號湖區：本湖區水位較為穩定，也是比 2001 年調查時水位略為增加的湖

區，樣區總平均覆蓋度只有 49.4%。在吳首賢(2003)調查到 18 種植物，優勢種為

李氏禾、拂尾藻及水紅骨蛇，而本年度調查只複查到 7 種植物，以沉水植物拂尾

藻為最優勢，次優勢物種為李氏禾及睡蓮（表 3-6），都是耐淹水且生育在水位較

高的物種。推測一號湖區可能近十年來水位一直保持在較高的狀態，不耐淹水的

物種在演替過程無法存活而消失。 

3. 二號湖：2012 年水位與 2001 年時差異不大，與一號湖都屬水位較高的湖

區。於 2012 年 4、5、7 及 9 月調查時只發現李氏禾、白竹仔菜(Commelina diffusa)、

水紅骨蛇等 3 種水生植物，最優勢之物種為李氏禾，覆蓋度為 100%。 

4. 三號湖：此湖湖域與主湖相連，並非如古湖、一號湖、二號湖為獨立的湖

區。但此處在 10 年前湖的內側被開墾種植茭白筍(Zizania latifolia)，外圍的草澤

地也沒有大型草本植物，地貌與目前相差甚大，植物組成和主湖也極不同，含有

許多獨特的濕地植物。吳首賢(2003)共調查到 50 種植物，平均水深超過 20 cm，

但本年度複查只剩下 17 種，水位不到 5 cm，一些很特別的濕地植物如水蕨及貝

殼葉荸薺(Eleocharis chaetaria)已經不見。根據吳首賢(2003)記載，裸露地在乾季

時會出現一些較特別的物種，如泥花草(Lindernia antipoda)、陌上草(Lindernia 

procumbens)、石胡荽(Centipeda minima)等，但茭白筍田廢耕後，雖然目前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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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低很多，卻不再出現上述植物，轉而被大型濕地草本植物佔據，逐漸趨向單一

優勢植物組成。在廢耕的茭白筍田目前以李氏禾最為優勢，鋪地黍只有零星出

現。靠主湖側被一小土徑隔開之處，目前以大型草本的鋪地黍為唯一優勢種。三

號湖目前雖然都以李氏禾為最優勢種，但物種似乎在快速演替中，在 2012 年 4

月到 9 月的 4 次調查，發現小花蔓澤蘭的優勢度逐漸增加，覆蓋度由 1.22%增加

到 16.4%。2012 年 4 月曾調查到少數的蓮子草及擬定經草，但在 5 及 7 月後續調

查時已消失。 

5. 主湖：吳首賢(2003)曾調查到 47 種植物，但 2012 年 4 月到 9 月複查吳首賢

當年設立的相同樣區，只調查到 23 種，水位也顯著下降。過去此處以李氏禾為

優勢，鋪地黍僅在若干樣區以特徵種的樣式出現，覆蓋度不到 15%，但到了 2012

年可能是水位降低之故，除水位較深的少數樣區仍有李氏禾外，其他樣區都轉變

為以鋪地黍為優勢。2012 年 7 月管理處在主湖邊進行工程，將排水口打破，湖

水難以蓄積，水深降低，導致小莕菜族群大量死亡（圖 3-12），產生大面積新生

泥灘地，在 7 月和 9 月調查均未出現新的物種，但此人為干擾若持續一段時間，

將來可能會讓一些小型水生植物建立，是否會與大型草本植物如鋪地黍競爭，值

得進一步監測。 

表3-5 古湖樣區2012年濕地植物組成與2003年之比較 
調查年代 物種 

吳首賢(2003) 克非亞草 荸薺 水丁香 菁芳草 

 水紅骨蛇 柳葉箬 蓮子草 李氏禾 

 白竹仔菜    

2012年本研究 克非亞草 大花咸豐草 雷公根 菝契 

 水紅骨蛇 兩耳草 全緣卷柏 拎樹藤 

 白竹仔菜 鋪地黍 漢氏山葡萄 莠竹 

 千金藤 散穗弓果黍 乞食碗 雞屎藤 

 長花九頭獅子草 裂葉昭和草 鴨跖草 野牡丹 

 三葉金星蕨 台灣天胡荽 李氏禾 荸薺 

  鴨跖草 鋪地黍 野桐   
（資料來源：吳首賢(2003)；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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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一號湖樣區2012年濕地植物組成與2003年之比較 
調查年代 物種 
吳首賢(2003) 空心蓮子草 水紅骨蛇 拂尾藻 鴨舌草 
 菁芳草 小花蓼 李氏禾 柳葉箬 
 克非亞草 紅花紫蘇草 荸薺 蔓蘘荷 
 細葉水丁香 心葉母草 睡蓮 定經草 
 水丁香 瘤果簀藻   
2012年本研究 白竹仔菜 蓮子草 荸薺 拂尾藻 
 南仁水簑衣 李氏禾 睡蓮  

（資料來源：吳首賢(2003)；本研究） 

 

圖 3-12 南仁湖主湖區小莕菜植群（資料來源：本研究） 

（四） 主湖西南側草澤地樣帶之植群組成 

由於主湖西南側的土堤將主湖隔開，造成兩側的水位高度不同。兩側的水

位都有由遠離主湖往主湖方向變深的趨勢（圖 3-10、3-11）。六條樣帶共調查到

19 種植物（表 3-7），雖然在 2012 年 4、5、7 及 9 月的 4 次調查發現植物種類和

覆蓋有季節性的變化，但優勢種的排序卻都沒有改變，第 1、3、4 樣帶皆以李氏

禾為優勢，而第 2、5、6 樣帶則以鋪地黍為最優勢。在主湖西側，樣帶 1 的各個

樣區皆沒有被水覆蓋，水位為 0 cm；樣帶 3 的水深較深，各個樣區水深皆超過

50 cm，此兩條樣帶皆以李氏禾為優勢，鋪地黍主要出現在樣帶 2 中間的樣區，

少數在樣帶 3 靠步道端，顯示鋪地黍可能不是由已完全陸化的環境侵入李氏禾的

生育地，而是由中等浸水的環境向外擴張。本研究現地觀察發現鋪地黍明顯不耐

深水浸泡，皆不會出現在水深超過 60 cm 的生育地，但鋪地黍不耐浸泡的生理機

制尚待後續的研究。主湖東側有分布水生植物的樣區水位較淺，最深不超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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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且只有半浮水植物小莕菜。在水位最淺的第 4 樣帶出現大量的陸生植物，

例如裂葉昭和草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雞屎藤、千金藤 (Stephania 

japonica)，以及外來入侵植物大花咸豐草與小花蔓澤蘭，樣區外也發現有小灌木

野牡丹(Melastoma septemnervium)侵入，第 4 樣帶陸化非常明顯。主湖東側的李

氏禾數量較少，平均覆蓋度只有 11%，目前覆蓋度以鋪地黍 60.5%最為優勢。吳

首賢(2003)只調查到接近第 5 及第 6 樣帶靠近起點的 4 個樣區，且只記錄到小莕

菜，並沒有其他大型的濕地草本植物在此處，大面積的湖域在 2012 年已轉變為

以淺水濕地植物鋪地黍為單一優勢種的植物社會，證明在近 10 年內此處湖泊陸

化的現象非常明顯。 

表 3-7 主湖西南側草澤地 6 個樣帶植物組成及優勢種之平均覆蓋度(%) 
物種 樣帶 1 樣帶 2 樣帶 3 樣帶 4 樣帶 5 樣帶 6

李氏禾 92.4 45.8 80.6 74.5 0.8 -
鋪地黍 0.6 76.5 16.3 28.7 66.9 87.3 
白竹仔菜 10.2 3.9 - 0.5 - -
水紅骨蛇 6.0 5.0 0.7 1.9 - -
千金藤 0.4 - - 1.8 - -
糯米糰 - 4.1 - 12.9 - -
兩耳草 - 0.0 - - - 5.5 
雷公根 - 0.1 - - - -
小花蔓澤蘭 - 1.0 - 0.5 - 1.2 
雞屎藤 - 0.0 0.1 0.0 - -
千金藤 - 0.0 - 1.8 - -
荸薺 - 0.0 21.2 - 0.2 0.0 
白茅 - - 0.0 - - -
小畦畔飄拂草 - - - - - 2.0 
小莕菜 - - - - 16.4 0.1 
大花咸豐草 - - - 4.5 - -
裂葉昭和草 - - - 0.3 - -
鴨嘴草 - - - 3.6 - -
拎樹藤 - - - 0.2 - -

（資料來源：本研究） 

（五） 土壤 pH 值與氧化還原電位值 

比較吳首賢(2003)與本研究 2012 年在南仁湖的土壤 pH 值測定結果，發現

吳首賢(2003)在 1 號湖的土壤 pH 測值低於本年度的測值，但在古湖、3 號湖及

主湖的測值都顯著比本年度高（圖 3-13）。進一步比較 2012 年 4 月和 7 月的數值，

發現各湖區 7 月時土壤 pH 值普遍高於 4 月時。原因可能是較高的水位和水飽和

的土壤環境，會使土壤中的腐植質缺氧，較不易分解，使得腐殖酸較少，因此土

壤 pH 值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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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土壤長期浸泡在水中，水中缺氧，會使土壤中的氧氣耗盡，土壤中的顆

粒將氧氣釋出而呈還原狀態。因此測定土壤的氧化還原電位，可了解土壤是否處

於長期浸水及浸水的程度，當氧化還原電位越低，表示浸水越久。比較不同湖區

的土壤氧化還原電位，發現水位較高且較無季節性變化的一號湖和二號湖，其氧

化還原電位顯著偏低，這是土壤長期浸水的結果。相反的，在所有湖區中，以古

湖樣區的氧化還原電位最高，顯示吳首賢當年設置的樣點已長期陸化（圖 3-14）。

比較 2012 年 4 月乾季和 7 月雨季時的土壤氧化還原電位，發現除了水位波動不

大的一號湖和二號湖外，其他湖區氧化還原電位皆在雨季時顯著低於乾季。在

2012 年 7 月，主湖因人為流失湖水使水位大量降低後，所測得的氧化還原電位

並未受短時間的放流湖水影響，顯示土壤氧化還原電位比水位更能顯示土壤浸水

的程度。比較草澤地在 2001 年與 2012 年的土壤氧化還原電位（圖 3-15），發現

第 1 樣帶雖然水位不高，但土壤氧化還原電位無論在乾季或雨季都很低，都呈現

強還原態，表示第 1 樣帶雖然水位不高但土壤處於長期浸水狀態，土中氧氣耗費

嚴重。相對的，第 2 樣帶浸水較不嚴重，土壤含氧氣較多，土壤氧化還原電位較

第 1 及第 3 樣帶高。本年度植物調查發現第 1 及第 3 樣帶皆以李氏禾為優勢，但

第 2 樣帶卻是以鋪地黍為優勢（表 3-7），雖然第 2 與第 1 樣帶的水位相差不大，

但土壤氧化還原電位的數據顯示第 2 樣帶陸化的時間較早，本研究推論鋪地黍可

能是由第 2 樣帶中間的生育地建立，逐漸往原本以李氏禾為優勢的草澤地演替，

而不是由較靠近森林的第 1 樣帶侵入被李氏禾盤據的草澤地。 

 
圖3-13 南仁湖各湖區2001年及2012年土壤pH值的比較 

（資料來源：吳首賢(2003)及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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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南仁湖 2012 年 4 月及 7 月各湖區土壤氧化還原電位的比較 

(資料來源：本研究) 

 

 

 

 
圖3-15 草澤地各樣帶2012年4月與7月之土壤氧化還原電位比較 

(資料來源：本研究) 

（六） 各湖區陸化程度差異 

南仁湖原為人工埤塘，在歸還自然山林不做任何人為處理下，由於集水區

雨水對土石的沖積，湖泊陸化是自然演替的趨勢。早年影響陸化過程的人為因素

包含住戶必須將田地淤積清理才得蓄水，因此有阻擋陸化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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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水牛，使得南仁湖岸邊植物無法生長高大，土石固著不易，也造成雨水容易沖

刷土石、水牛、遊客的踐踏加速將泥沙帶到湖體中，加速陸化的發生。近年來成

立南仁山自然保護區後，限制遊客的進出，並且將原有住戶、水牛遷出，並且管

制遊客的數量，陸化的人為因素減少，陸化的發生可能主要來自自然因素和管理

單位對水位調節工程的影響。 

經比較過去文獻及本年度調查結果，古湖區之岸邊陸化顯著，但比較航照

圖古湖區仍有相當大的水體面積。因古湖為南仁湖區唯一非人工形成之自然湖

泊，且並沒有規劃作為任何的生態旅遊活動據點，建議保持自然演替發展，不做

任何處理。一號湖與二號湖為步道側之兩小湖，水位與過去調查差異不大，無嚴

重陸化趨勢。三號湖為過去在南仁湖內住戶旁的筊白筍田，因耕種之需要，引水

淹蓋，並有數種稀有之水生植物分佈。目前植群組成演替為以李氏禾優勢的大型

草本植物草澤地，稀有植物已不復見，且觀察到有陸生入侵植物迅速增加的趨

勢。以目前調查結果來看，此湖未來應會慢慢陸化，植被演替成與鄰近森林相近

的種類。主湖因土堤隔成主湖西側和主湖東側，主湖西側過去調查的據點少，但

由過去文獻的地圖來看，早年主要呈現濕生草地景觀(呂光洋 1985)，至土堤與

排水管築成後，才蓄水造成靠近土堤的部份有 1-2 公尺水深，為目前主湖區最深

之處。此區水位最高之處應為中央樣帶 2 位置，由本年度調查顯示鋪地黍正由此

處演替取代李氏禾，由於排水孔為於東側，估計陸化和植物的物種取代也會由西

向東發生。此湖區另外觀察到另一種陸化的模式，非由泥沙淤積發生，而是由大

型草本植物（如李氏禾、鋪地黍）在此水域死亡後，堆積形成團狀而漂浮在水面

上，由於死亡植物量大，常形成類似浮島的有機堆積物，上層較乾而可讓一些陸

生的植物在此著根生長，如大花咸豐草、野牡丹等，當數量龐大時也會促進陸化

的發生，若有人誤以為是陸地進入可能會發生危險，若墾管處未來開放遊客，應

嚴格管制遊客不可由步道隨意進入此湖區，以免發生意外。主湖東側陸化顯著，

今年度因為工程放水，雖然造成一部分的植物如小莕菜死亡，但有形成新的裸地

讓新的植物可能在此拓殖或新的動物棲息，未來墾管處可以人為調節水位，確實

可以觀察更多在調整水位後動植物的反應，但動植物的適應並非一朝一夕而成，

湖泊也有自然的水位波動，調整水位對生態系是一種強力的人為干擾，除非對現

存的特定物種有絕對必須幫助維持其棲境的考量（例如陽明山國家公園台灣水韭

之例），才針對這些特定的物種在需要的季節（乾季或濕季）作水位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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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子計畫三—昆蟲監測 

一、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 昆蟲採集 

參考藍艷秋、李後晶(2010, 2011)、程建中等(2011)於墾丁國家公園執行昆

蟲相調查的研究報告，至少每 2 個月進行龍鑾潭地區重要昆蟲採集與監測。本年

度 1-3 月每月進行昆蟲監測，如此可與程建中(2011)的資料合併為一完整年度的

每月昆蟲調查資料；4-12 月每 2 個月進行一次重要昆蟲監測。調查樣點如圖 4-1，

採集地點與方法詳述如下（表 4-1）︰ 

 

 

 

 

 

 

 

 

 

 

 

 

圖 4-1 昆蟲監測樣點位置圖（資料來源︰本研究） 

1. 捕蟲網︰利用捕蟲網於龍鑾潭南岸停車場下方靠近潭邊的草澤地（西南

02）；與西南岸樹林周邊碎石道路之較低矮灌木叢中（西南 08）採集昆蟲。 

2. 馬氏網︰架設於龍鑾潭自然中心誘鳥植物區附近未開發樹林中（西中 04）

與龍鑾潭西南岸樹林中（西南 08），利用昆蟲趨光與負趨地特性，誘使昆

蟲移動至馬氏網頂端裝有飽和食鹽水之收集瓶中。每次調查進行時架設 3

至 5 日，於日出與日落時更換收集瓶，以採集龍鑾潭周邊日行性與夜行性

昆蟲。 

3. 掉落式陷阱︰設於龍鑾潭自然中心誘鳥植物區（西中 04）與東南岸農業

區之香蕉園內（東南 05）。陷阱設置係以 4 隻各裝有 75%酒精溶液之 50 ml

離心管圍成邊長 2 m 的正方形為一組，每樣點放置 3 組陷阱。每次取樣時，

陷阱開啟時間約為 48 小時。 

N

西北 05

東南 05

西南 02

西中 04

西南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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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落葉袋︰取龍鑾潭自然中心誘鳥植物區周圍（西中 04）與西南岸未開發

樹林（西南 08）地面的落葉腐植層後，攜回實驗室收集土棲性昆蟲。 

5. 燈光誘集︰於西南岸未開發樹林周圍（西南 08）與西北岸福鑾宮前廣場

（西北 05），以 500W 燈泡誘集趨光性昆蟲。誘集期間需避開月圓前後 3

日，以避免月光影響誘集效果。 

6. 其他︰以徒手採集、手撈網等方式隨機採集龍鑾潭周圍較少見的昆蟲。 

表4-1 龍鑾潭昆蟲採集方法與樣點分配示意表 
 西北 05 西中 04 西南 02 西南 08 東南 05 

捕蟲網      
馬氏網      

燈光誘集      
落葉袋      

掉落式陷阱      
本研究調查時間為 2012 年 1、2、3、4、6、8、10、12 月 

（資料來源︰本研究） 

（二） 標本保存、物種鑑定與名錄製作 

本研究昆蟲監測採集得到的昆蟲依不同採集方法分別製作成乾燥標本與浸

液標本，其中乾燥標本經插針與烘乾處理後保存於木製標本箱中；浸液標本依不

同物種的特性分別置於 75%-85%酒精溶液中。昆蟲物種鑑定係透過與康寧大學

藍艷秋老師建立的「國家公園昆蟲分類工作平台」，將昆蟲標本分送至各領域專

家進行物種鑑定，鑑定完成後依邵廣昭等(2008)主編的「2008 台灣物種多樣性Ⅱ.

物種名錄」製作昆蟲名錄。 

（三） 環境變化評估 

利用掉落式陷阱採集龍鑾潭的螞蟻，完成物種鑑定後參考潘建安(2002)、吳

憲志(2010)將不同種類螞蟻以功能群的形式分為逆壓群、干擾群與競爭群，計算

樣區內的螞蟻功能群組成比例，用來評估陸域環境的狀況。 

（四） 資料整合 

調查結果將輸入子計畫六「數位生態資料庫與濕地網頁建置」所設置的生

態資料庫中，比對過去昆蟲調查結果，並與藍艷秋、李後晶(2010, 2011)於墾丁

國家公園進行之昆蟲相調查資料整合及標本合併，以得到較長時間尺度的監測，

以便未來研究工作的延續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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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調查因資源有限，除了 1 至 3 月為延續程建中等(2011)於龍鑾潭周圍

的昆蟲調查研究結果，以得到一完整年度的每月採集資料外，其餘昆蟲調查頻率

為每 2 個月進行一次。昆蟲調查分別以捕蟲網、燈光誘集、落葉袋、馬氏網以及

掉落式陷阱等方式採集昆蟲，共得到 16 目 7550 個體，主要為雙翅目、同翅目、

膜翅目、鞘翅目等昆蟲（表 4-2）。綜合 2011、2012 年昆蟲調查的結果，可看出

龍鑾潭昆蟲在夏季，特別是 7-8 月的數量較高（圖 4-2）。 

表4-2 2012年龍鑾潭周圍昆蟲調查結果 
捕蟲網 燈光誘集 落葉袋 馬氏網 掉落式陷阱 合計 

彈尾目 20 34 464 518 
雙翅目 528 38 4 271 42 883 
半翅目 256 25 17 53 197 548 
同翅目 817 46 122 12 997 
膜翅目 496 21 79 151 2544 3291 
直翅目 63 11 7 2 72 155 
鞘翅目 450 108 37 31 207 833 
蜚蠊目 1 1 10 2 2 16 
纓翅目 23 1 1 8 33 
嚙目 22 4 82 25 6 139 

鱗翅目 4 26 4 75 3 112 
脈翅目 2 1 1 1 5 
螳螂目 2 1 3 
革翅目 1 1 
蜻蛉目 12 1 13 
虫修目 3 3 
合計 2679 283 262 768 3558 7550 

（資料來源︰本研究） 

 

 

 

 

 

 

 

 

 

圖 4-2 龍鑾潭每月昆蟲調查數量圖（資料來源︰本研究） 

2011 年 201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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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昆蟲物種鑑定主要透過康寧大學藍艷秋老師，以國家公園工作平

台的方式委託台灣與日本昆蟲分類專家協助鑑定昆蟲物種。但因昆蟲種類繁多，

分類專家僅能利用工作閒暇的零碎時間進行鑑定，造成鑑定工作進度緩慢，目前

只能提供初步資料進行分析。此部份並非本計畫主要研究目標，僅藉以達成昆蟲

生物指標篩選及相關採集；但仍將持續與管理處昆蟲標本數位典藏計畫合作標本

鑑定。 

利用捕蟲網採集昆蟲，發現主要有同翅目葉蟬總科(Cicadelloidea)、蠟蟬總

科(Fulgoroidea)；雙翅目果實蠅科(Tephritidae)；膜翅目蜜蜂總科(Apoidea)、姬蜂

總科(Ichneumonoidea)、小蜂總科(Chalcidoidea)；鞘翅目瓢蟲科(Coccinellidae)與

半翅目長蝽總科(Lygaeoidea)等昆蟲（圖 4-3）。 

 

 

 

 

 

 

圖 4-3 捕蟲網調查昆蟲結果比例圖（資料來源︰本研究） 

在沒有月亮與其他光線干擾的夜晚使用 500W 燈泡誘集趨光性昆蟲，主要吸

引到鱗翅目夜蛾科(Noctuidae)、螟蛾科(Pyralidae)、尺蛾科(Geometridae)；雙翅目

搖蚊科(Chironomidae)、果實蠅科(Tephritidae)；鞘翅目隱翅蟲科(Staphylinidae)；同

翅目葉蟬總科(Cicadelloidea)等昆蟲。此外在 4 月的採集工作中，因為氣候條件適

合婚飛，進行燈光誘集時觀察到 2 小時內約有 25,000 隻生殖型螞蟻與白蟻被吸引

至布幕，場面壯觀。 

馬氏網架設於樹林中，用來攔截飛行中的昆蟲，採集得 12 目 768 個體，其

中主要以雙翅目果實蠅科(Tephritidae)、蚤蠅科(Phoridae)、搖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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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ronomidae)、同翅目葉蟬總科(Cicadelloidea)、蠟蟬總科(Fulgoroidea)與木蝨科

(Psyllidae)、膜翅目小蜂總科(Chalcidoicea)等昆蟲佔多數。 

落葉袋採集法共採得到 11 目 262 個體，係收集地面落葉腐植層以得到土棲性

昆蟲，多為鞘翅目小蠹蟲科(Scolytidae)；膜翅目蟻科(Formicidae)與嚙目嚙科

(Psocidae)昆蟲。（圖 4-4）。比對 2011 年與 2012 年資料，可看出螞蟻在夏季 7-8 月

時數量較多；嚙蟲則是在春季約 3-4 月時數量較多（圖 4-5）。 

 

 

 

 

 

 

 

 

 

 

圖 4-4 落葉袋採集昆蟲結果比例圖（資料來源︰本研究） 

 

 
圖 4-5 落葉袋採集昆蟲結果（資料來源︰本研究） 

掉落式陷阱主要用來捕捉螞蟻及其他活動於地表的小型昆蟲，得 12 目 3,558

個體。主要採集到彈尾目的長角跳蟲科(Entomobryidae)、膜翅目蟻科(Formicidae)、

鞘翅目小蠹蟲科(Scolytidae)、半翅目長蝽總科(Lygaeoidea)等昆蟲（圖 4-6）。此外，

2012 年 201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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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在掉落式陷阱中會意外捕捉到陸蟹與蝸牛，多為黃灰澤蟹(Geothelphusa 

albogilva)與班卡拉蝸牛(Camaena batanica pancala)，都是恆春半島常見的生物。 

 

 

 

 

 

 

 

 

圖 4-6 掉落式陷阱採集昆蟲結果比例圖（資料來源︰本研究） 

利用掉落式陷阱採集龍鑾潭周圍的螞蟻，已完成部分鑑定，同時計算其數

量與種類。目前發現龍鑾潭約有 20 種螞蟻，其中優勢種為多樣擬大頭家蟻

(Pheidologeton diversus)，其次為日本皺家蟻(Tetramorium nipponense)，另發現新

紀錄種達文粗針蟻(Pachycondyla darwinii)。從龍鑾潭每月螞蟻採集結果來看，多

樣擬大頭家蟻的數量在夏季較多；冬季則採集到較多的日本皺家蟻（圖 4-7）。比

對魏映雪、李宗霖(2004)於龍鑾潭自然中心的 34 種螞蟻調查資料，發現此地的

螞蟻物種組成有很大的改變。除了調查到新增 13 種螞蟻，但沒有發現魏映雪、

李宗霖(2004)調查到的 25 個物種外，還發現優勢物種由堅硬雙針家蟻

(Pristomyrmex pungens)改變成為多樣擬大頭家蟻（表 4-3）。 

 
圖 4-7 掉落式陷阱每月螞蟻採集數量分布圖（資料來源︰本研究） 



第二章 研究方法過程、結果與討論 

 

65 
 

表4-3 龍鑾潭膜翅目蟻科昆蟲調查結果 

物種 功能群
魏與李 
(2004) 

本研究 
(2011) 

本研究 
(2012) 

褐大頭家蟻 S  480 67 
大林大頭家蟻 S 1 6  
中華單家蟻 D  66 18 
墾丁瘤突家蟻 D  1  
彎針彎家蟻 D  3 1 
日本皺家蟻 C 7 1223 921 
太平洋皺家蟻 S 102 75 12 
多樣擬大頭家蟻 D  5927 1288 
光滑長腳家蟻 D 1085   
堅硬雙針家蟻 D 1235   
長角黃山蟻 D 110 367 16 
黃腳黃山蟻 D  38 29 
柯氏黃山蟻 D  9 1 
黑棘蟻 D  4  

白疏巨山蟻 D  3 1 
台灣巨山蟻 C  1  
黃足粗針蟻 D 5 162 139 
中華細顎針蟻 C  2  
吉悌細顎針蟻 S 30 3 8 
達文粗針蟻 S   1 
黑頭慌琉璃蟻 D 7 94 9 
褐足扁琉璃蟻 S  41 1 

其他 533 6 1 
合計 3149 8470 2513 

（資料來源︰魏映雪、李宗霖(2004)；本研究整理） 

將 2011、2012 年龍鑾潭掉落式陷阱優勢種螞蟻，多樣擬大頭家蟻與日本皺

家蟻採集結果分別與中央氣象局恆春氣象站提供之恆春地區每月累積雨量、每月

平均溫度進行相關性分析與顯著性差異比較，發現多樣擬大頭家蟻對雨量為正相

關，無顯著差異(r = 0.552; p = 0.155 > 0.05)；對溫度為正相關，有顯著差異(r = 

0.332; p = 0.02 < 0.05)；日本皺家蟻對雨量為負相關，無顯著差異(r = -0.366; p = 

0.449 > 0.05)；對溫度為負相關，有顯著差異(r = -0.759; p = 0.009 < 0.05)。另針

對每月採集螞蟻物種數對每月累積雨量與每月平均溫度進行比較，發現螞蟻物對

雨量為負相關，無顯著差異(r =-0.695; p = 0.006)；對溫度為正相關，有顯著差異

(r = -0.535; p = 5.66×10-10 < 0.05)（圖 4-8、圖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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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龍鑾潭優勢種螞蟻對累積雨量關係圖（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本研究） 

 

 

 

 

 

 

 

 

 

圖 4-9 龍鑾潭優勢種螞蟻對月均溫關係圖（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本研究） 

將調查得到的螞蟻進行功能群分析，可以用來評估環境棲地的狀態。本研

究依澳洲學者 Andersen (1995)提出的螞蟻功能群分類方法，將龍鑾潭周圍採集得

到的螞蟻分為干擾群(disturbance group, D)、逆壓群(stress group, S)與競爭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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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 group, C)三大類。由圖 4-10 可看出龍鑾潭周圍採集得到的螞蟻種類

主要以干擾群螞蟻(D)佔最大比例，每月干擾群平均超過 50%，顯示龍鑾潭周圍

棲地環境仍不穩定。 

 
圖 4-10 龍鑾潭每月螞蟻功能群比例圖（資料來源︰本研究） 

同時比較其他利用螞蟻進行物種調查的研究資料，發現潘建安(2002)於福山

試驗林採集 53 種螞蟻當中，屬逆壓群的螞蟻佔最多數，競爭群螞蟻為其次，干

擾群螞蟻最少；其他資料包括本研究於龍鑾潭的調查結果，均以干擾群螞蟻佔最

多數，逆壓群、競爭群螞蟻次之（表 4-4）。推測可能因為福山試驗林平時人員進

出均受管制，減少不必要的人為干擾，使得棲地環境品質與其他研究的樣區相比

相對穩定。 

表4-4 台灣地區螞蟻功能群比例比較表 
 潘建安 

(2002) 
魏與李 
(2004) 

吳憲志

(2010)
本研究 
(2011) 

本研究 
(2012) 

螞蟻種數 53 34 37 19 16 
干擾群(D) 23.1% 45.0% 49.0% 57.9% 60.0% 
逆壓群(S) 44.2% 32.0% 27.0% 26.3% 33.3% 
競爭群(C) 32.7% 23.0% 24.0% 15.8% 6.7% 
調查地點 福山試驗林 龍鑾潭自然中心 八卦山 龍鑾潭 龍鑾潭 

（資料來源︰潘建安(2002)；魏映雪、李宗霖(2004)；吳憲志(2010)；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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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本研究目前的調查結果與魏映雪、李宗霖(2003, 2004)以及羅柳墀等(2008, 

2009)於龍鑾潭進行的昆蟲研究調查報告比對，可見本研究團隊於龍鑾潭所進行

的昆蟲研究調查更為詳細，表示若利用本研究調查結果評估環境變化將較精確且

較全面性（表 4-5）。 

表4-5 龍鑾潭生物資源監測比較表 

 
本研究 

(2012) 

魏映雪、李宗霖 

(2004) 

羅柳墀等 

(2008, 2009) 

昆蟲採集目

數/個體數 
16/7550 1/3149 5/3585 

研究重點 
全面性的 

昆蟲物種調查 
採集螞蟻 

監測蝶類與 

水生昆蟲 

研究目標 嘗試建立生物指標 建立環境監測機制 
生態資源調查 

與環境評估 

（資料來源︰魏映雪、李宗霖(2004)；羅柳墀等(2008, 2009)；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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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子計畫四—水質與水生生物監測 

一、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 調查測站範圍與頻度 

為有利於討論水質與水生生物的交互關切，水域生態與水質採樣點均設於

相同樣點，龍鑾潭樣點共設置6處（圖4-1）以定點並且定量的方式，進行魚類與

水生底棲生物（蝦、蟹、螺貝類）調查並採集水樣。水質調查方法係依據水質檢

測方法總則（環署檢字第0940015591號公告）及河川、湖泊及水庫水質採樣通則

（環署檢字第0930095744號公告）進行採樣及調查，於2012年2、4、8、10月進

行調查，預計共執行4次調查。南仁湖則設置3處樣點，並於8月進行調查，預計

共執行1次調查。 
 
 
 
 
 
 
 

 
 
 
 
 
 
 
 

圖 5-1 龍鑾潭水質與水生生物監測樣點（資料來源︰本研究） 
 

 

 

 

 

 

 

 

 

圖 5-2 南仁湖水質與水生生物監測樣點（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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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質採樣 

水質調查方法係依據水質檢測方法總則(環檢所 2005a)及河川、湖泊及水庫

水質採樣通則（環署檢字第0930095744號公告）進行採樣及調查。水質採樣設備

以甘末爾(Kemmerer)採水器或不銹鋼伸縮式採樣器採集河道或湖中中層水。水質

測定針對濁度(Turbidity)、總懸浮固體(TSS)、化學需氧量(COD)、生化需氧量

(BOD)、葉綠素(Chla)、總磷(TP)、氨氮(NH4
-N)、硝酸鹽(NO3

-)、亞硝酸鹽(NO2
-)、

磷酸鹽(PO4
2-)。 

水質因子測定分為現場水質測定及實驗室水質分析兩大類。現場水質測定

主要以 Hydrolab (mini sonde 4A, USA)測定現場水體溫度（後簡稱：溫度

Temperature）、溶氧(DO, dissolved oxygen)及酸鹼值(pH)及透明度等水質資料。

實驗室水質分析主要將樣點水樣採回後做進一步的水質檢測分析，其檢測項目包

含濁度(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環檢所） 2005b)、總懸浮固體(環檢所 

2003a)、化學需氧量 (環檢所 2007a)、生化需氧量(環檢所 2001)、葉綠素 a (環

檢所 2004)，等水質重要指標。此外為有效了解水質與底棲動物的關係，亦針對

水中氨氮(環檢所 2005d)與硝酸鹽(環檢所 2006)、亞硝酸鹽(環檢所 2002)、磷

酸鹽(環檢所 2005c)及總磷(環檢所 2010)進行分析，檢驗方法將參考環境保護

署環境檢驗所提供之標準方法。檢驗方法將參考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提供之標

準方法，並於分析後計算河川污染指標及卡爾森優養化指數。 

（三） 水生生物監測 

生態調查方法係依據「河川情勢調查作業方法規範」，並參考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公告之「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92.12.29 環署綜字第 0920094979 號公

告），針對魚類與水生底棲生物（蝦、蟹、螺貝類）進行調查。由於進行底棲無

脊椎動物與脊椎動物（主要為魚類）等採樣時因生態棲地如急流、緩流、潭及水

濱不同，採集所用工具也有差異。本調查依據環境檢驗所(1995)公告之「環境檢

測方法—環境生物檢測」，林曜松、梁世雄(1997)編寫之「魚類資源調查技術手

冊」。梁世雄(2005)建立之「淡水水域生物監測之採樣器材介紹及資料分析與應

用」進行調查，並依現地狀況修正進行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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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魚類採集 

採集方式視選定測站實際棲地狀況而定，適合本區的調查方法如下： 

長地籠誘捕：於長地籠籠內放置餌料（狗罐頭及飼料團）以吸引魚類進入，各測

站分別設置至少 1 個籠具，至少放置隔夜。長地籠規格有為 25 cm 

×40 cm。所有捕獲魚類除計數外，均以數位相機拍照背、腹側面特

徵後當場釋放。 

2. 蝦蟹螺貝類採集 

徒手採集法：主要用於螺貝類的採集，以 1 m2 為採集面積，同時以手抄網輔助

採集，於水草叢間採集蝦、蟹、螺貝類。 

長地籠誘捕：於長地籠籠內放置餌料（狗罐頭及飼料團）以吸引魚類進入，各測

站分別設置至少 1 個籠具，至少放置隔夜。長地籠規格有為 25 cm 

×40 cm。 

水生昆蟲網：以 50 cm × 50 cm 水生昆蟲網採集，並進行 3 重複，若目視水生昆

蟲網旁邊（靠水岸的）有螺貝類，以 1 m2 為樣點進行採樣。 

可以鑑定種類當場記錄後釋放，無法鑑定物種則以數位相機拍照分類特徵

同樣當場釋放，未能鑑定則以 5 %之甲醛固定，攜回實驗室以顯微鏡觀察鑑定其

種類及計數。 

3. 名錄製作及鑑定 

所紀錄之種類依據邵廣昭等主編的「2008 台灣物種多樣性Ⅱ.物種名錄」及

「台灣物種名錄 2010」(邵廣昭等 2008, 2010)、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之台灣貝類資料庫、中央研究院之台灣魚類資料庫、沈世傑之「台灣魚類誌」(沈

世傑 1993)、賴景陽之「貝類、貝類（二）」(賴景陽 1996, 1998)、林春吉之「台

灣淡水魚蝦生態大圖鑑（上）、（下）」(林春吉 2007)、陳義雄之「臺灣河川溪流

的指標魚類—初級淡水魚類」、「臺灣河川溪流的指標魚類—兩側洄游淡水魚類」

(陳義雄 2009a, 2009b)、陳義雄等編著的「臺灣的外來入侵淡水魚類」(陳義雄等 

2010)以及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 98 年 3 月 4 日農林務字第 0981700180

號公告之「保育類野生動物名錄」，進行名錄製作以及判別其稀有程度、特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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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保育等級等。 

4. 環境變化評估 

將場調查所得資料整理與建檔，再將所有資料繪製成圖表，並適時提供相

關優勢物種及稀有物種之圖片，以增進閱讀報告之易讀性，並依據其存在範圍、

出現種類及頻率，嘗試選擇其指標生物，以供分析比較；相關之數據運算，平均

值均採用算術平均值。多樣性指數分析則採用 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 

(H’)，均勻度指數則採用 Pielou’s evenness index (J’)如下： 

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 (H’) 

   ii lnPP-H'
 

 

Ni：為 i 種生物之個體數 

N：為所有種類之總個體數 

H’指數可綜合反映一群聚內生物種類之豐富程度及個體數在種間分配是否

均勻。此指數越大時表示此地群落之物種越豐富，即各物種個體數越多越均勻，

也代表此群落歧異度較大；若此地群落只由一物種組成則 H’值為 0。通常成熟穩

定之生態系擁有較高的歧異度，且高歧異度對生態系的平衡有利，因此藉由歧異

度指數的分析，可以得知調查區域是否為穩定成熟之生態系。 

Pielou’s evenness index 

 

S：為所出現的物種總數 

J’指數數值範圍為 0~1 之間，表示的是一個群落中全部物種個體數目的分

配狀況，即為各物種個體數目分配的均勻程度。當此指數愈接近 1 時，表示此調

查環境的各物種其個體數越平均，優勢種越不明顯。 

5. 指標生物 

目前國內溪流的生物之水質指標評估方面仍在起步的階段。其中，河川附

著藻類之腐水度指數(Saprobity Index, SI)、以水生昆蟲污染耐受程度所發展之科

級生物指標(Family-level Biotic Index, FBI) (Hilsenhoff 1988)及魚類為指標生物有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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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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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整合指標模式(Index of biotic integrity, IBI)等方式為國內目前進行生物之水

質指標評估較常使用的方式。另本計畫嘗試結合各類生物指標，利用黃大駿等

(2009)「整合溪流生物指標之建構(Complex Biology Index, CBI)」方式，整合本

次生物評估水體狀態。各種評估之計算表示如下： 

(1) 河川附著藻類腐水度指數(Saprobity Index, SI) 

將藻種出現的頻度用於腐水度指數(SI)，以作為判斷水質的指標，計算方式

從樣品中出現的指標藻類，依其腐水度之指數值(si)、出現之頻度(hi)及指標權重

(wi)，利用腐水度指數公式(Zelinka and Marvan 1961)，以求得該樣品之腐水度指

數。依 Sládecek (1973)之區分：SI < 0.5 為無污染水質，0.5 < SI < 1.5 為貧腐水水

質，1.5 < SI < 2.5 為 β-中腐水水質，2.5 < SI <3.5 為 α-中腐水水質，SI > 3.5 為強

腐水水質。 

 

 式中，si 為腐水度之指數值；hi 為物種出現之頻度；wi 為物種指標之權重。 

(2) 科級生物指標(FBI) 

本研究應用 Hilsenhoff 之科級生物指標 (FBI)評估水質之有機污染

(Hilsenhoff 1988)。其計算式如下： 

 

其中 ai為第 i 科水棲昆蟲之污染忍受值；ni為第 i 科水棲昆蟲之個體數；N

為各採樣站水棲昆蟲之總個體數。由上述公式求得之 FBI 值，將水質與指標值劃

分為 7 個水質等級。FBI 值與水質之間的關係：FBI < 3.75 為 Excellent（極優良）

水質；3.76 < FBI < 4.25 為 Very Good（優良）水質；4.26 < FBI <5 為 Good（普

遍）水質；5.01 < FBI <5.75 為 Fair（輕度污染水質）；5.76 < FBI < 6.50 為 Fairly 

Poor（中度污染）水質；6.51 < FBI < 7.25 為 Poor（嚴重污染）水質；FBI > 7.26

為 Very Poor（非常嚴重污染）水質。 

(3) 生物整合性指標法(Index of Biotic Integrity, IBI) 

本模式的分析法中發展 12 個表現種類的豐富與組成、種類的忍受度、食性

組成、生殖行為、數量的豐度及魚類的健康狀態等之分析矩陣，以此進行整治環

境影響評估(Karr 1981, Teels 2002)。由於國內魚種與國外魚種屬性不同及研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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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不同，因此應用其中 9 項矩陣。評估矩陣所需之生物特性對照國內文獻，以本

法中以 9 項指標矩陣調查的現況來綜合給分，最後將各項積分累加，將求得之 IBI

值與生物狀態劃分為 4 個狀態等級，未受影響(Non-impaired)，30~45 分；輕度影

響(Slightly impaired)，21~29 分；中度影響(Moderately impaired)，11~20 分；嚴

重影響(Severely impaired)，0~10 分。 

(4) 整合溪流生物指標(Complex Biology Index, CBI) 

應用黃大駿等(2009)水質評估之藻類之腐水度指數(SI)、科級生物指標

(FBI)、大型無脊椎生物所發展之快速生物評估法 III (Rapid Bioassessment Protocol 

III, RBP III)及魚類整合指標模式(IBI)整合成為整合溪流生物指標。計算上列各項

指標後對應下表所得積分之平均質為整合溪流生物指標所得分數，並對應範圍為

水體品質之狀況。水體狀況分 4 等級，CBI 小於等於 3 分者評估為貧腐水性，亦

指水體品質良好對不致影響水生生物生存；CBI 大於 3 分，小於等於 5 分者評估

為 β中腐水性，係指水體清度污染或輕度受到人為干擾，水生生物在此生活已稍

受到干擾；CBI 大於 5 分，小於等於 7 分者評估為 α中腐水性，係指水體受到中

度污染或中度的人為干擾，水生生物在此生活受到干擾；CBI 大於 7 分者評估為

強腐水性，亦指水體嚴重受到污染，或是水體受到嚴重的干擾，導致水生生物在

此生存受到嚴重的影響。 

(5) 水域衝擊指數(Aquatic ecosystem stress index, ASI) 

黃紹銘等(2011)利用水域生態系統為限制性棲地的特性，以及水域生態能量

流的特性初步發展出溪流衝擊指數。依 ASI 指數，可以呈現水域生態系統受到

衝擊受損與恢復狀況之綜和評估，當 ASI 指數越高即代表環境衝擊越大，亦表

示環境中生物多樣性恢復較差。 

ASI 指數評估公式 

ASI (%) = 100 % - ΣRestoration Diversity (%) 

Restoration Diversity (%) = 0.1 × Water quality (%) + 0.1 × Phytoplankton (%) + 0.1 

× Zooplankton (%) + 0.2 × Attached algae (%) + 0.3 × Benthic 

invertebrates (%) + 0.2 × Fis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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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果與討論 

（一） 水質分析 

龍鑾潭歷次的溶氧量平均為 7.67 ± 1.54mg/L 為一般水庫及水潭平均之上；

pH 為 8.34 ± 0.46；生物需氧量(BOD5)於 2.79 ± 2.07 mg/L 以下；化學需氧量

(COD)、懸浮物及濁度(Trubility)平均值分別為 25.40 ± 20.33 mg/L、34.80 ± 53.90 

mg/L 與 34.30 ± 29.02 mg/L，均有偏高的現象；葉綠素 a 為 11.34 ± 6.32 g/m3；氨

氮、亞硝酸態氮及硝酸態氮的平均值分別為 0.27 ± 0.22 mg/L、0.01 ± 0.02 mg/L

與 0.07 ± 0.07 mg/L；磷酸鹽稍高(PO4
2+)，濃度至 0.12± 0.17mg/L (120 ppb)已高於

優養標準 0.02 mg/L(20 ppb)；總磷(TP)為 0.26±0.13 mg/L；總大腸桿菌群 1.9x104 

± 5.9x104 CFU/100mL；透明度為 43.67 ± 16.16 cm（附錄 4-1）。 

比較歷次落山風季（2011 年 3 月、10 月、101 年 2 月與 10 月）與非落山風

季（2011 年 5 月、7 月、9 月、2012 年 4 月與 8 月）的結果發現，落山風季的生

物需氧量(2.98 mg/L)與總大腸桿菌群(2.59 CFU/100mL)較非落山風季時高(t-test, 

p < 0.05 )，而污染程度 RPI 則較低(t-test, p < 0.05 )，由此可以推測落山風為影響

龍鑾潭水質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 2012 年 4 月與 8 月雖然為非落山風季，但是

其懸浮物卻非常高，原因乃是該兩個月的的水位較其他月份下降非常多，因此若

有強風出現時，容易擾動底質而造成水體混濁，在這兩個月的調查時，都發現水

體相當混濁，4 月時更發現水體呈現土黃色的狀態，而污染程度 RPI 也顯示水質

有變差的現象。由此可知，除了落山風之外，水位的高低也是影響龍鑾潭水質的

重要因素之一。 

在生物的影響方面，龍鑾潭在每年的 9 月與 10 月會有大量的鷺科鳥類過

境，在這段期間總大腸桿菌群的數量也有明顯的增加，推測應是大量鳥類的排泄

物進入龍鑾潭，使得總大腸桿菌群的數量增加(t-test, p < 0.05)，而此一現象也同

相發生在大量候鳥進入龍鑾潭的落山風季期間。 

水質分析的結果發現西南 01 樣點與西中 02 樣點，其大腸桿菌菌落數經常

高於其他無明顯外來水體進入的樣點，部份月份（2011 年 3 月與 10 月）的大腸

桿菌菌落數更超過陸域地面水體丙類的水質標準(10,000 CFU/100ml)，大腸桿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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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水體中菌落數多寡的一個指標，在大腸桿菌群高的水體，水生生物有較高的機

率會罹患疾病，進而造成水生生態系統的影響，同時在底棲生物的調查中發現，

也在部份螺貝的外殼上發現到經常出現於受到被排泄物污染的水體的苔蘚蟲出

現，而目前推測受污染的水體可能由西南 01 樣點的原核三廠民生廢水排水道經

瓊麻博物館與西中 02 樣點的自然觀測中心旁的排水道進入龍鑾潭，因此需多加

留意外來水體的影響。 

南仁湖方面，溶氧量平均為 6.25 ± 0.25mg/L；pH 為 6.01 ± 0.20；生物需氧

量(BOD5)於 1.41 ± 2.11 mg/L 以下；化學需氧量(COD)、懸浮物及濁度(Trubility)

平均值分別為 16.33 ± 9.81 mg/L、31.00 ± 25.63 mg/L 與 63.36 ± 49.42 mg/L，同

樣均有偏高的現象；葉綠素 a 為 18.86 ± 12.01 g/m3；氨氮、亞硝酸態氮及硝酸態

氮的平均值分別為 0.20 ± 0.11 mg/L、小於 0.01 mg/L 與 0.01 ± 0 mg/L；磷酸鹽稍

高(PO4
2+)，濃度至 0.14± 0.14mg/L (140 ppb)已高於優養標準 0.02 mg/L (20 ppb)；

總磷(TP)為 0.22±0.03 mg/L；總大腸桿菌群 160 ± 138.56 CFU/100mL；透明度為

45.50 ± 25.55 cm（附錄 4-1）。 

呂光洋等(1985)的南仁湖研究調查報告中曾指出，南仁湖已經有優養化的現

象產生，以宜蘭潭因水深較深，因此優養化的情形較不嚴重。而本次水質分析的

結果也發現，優養化的現象依然存在，且仍是以宜蘭潭的情形較不嚴重。而南仁

湖最深區域很少超過 2 公尺，因此在營養鹽與陽光充足的情況下，就容易產生優

養化的現象。濁度同樣與呂光洋等(1985)的調查有相同結果，同樣以宜蘭潭的濁

度較低。本次調查硝酸鹽與亞硝酸鹽的濃度在 0.01 mg/L 與 <0.01mg/L，明顯低

於呂光洋等(1985)的調查結果(15 mg/L 以下與 0~0.04 mg/L)。而過去南仁湖曾有

種植水稻的農業活動，使用肥料使得水中氮化合物的濃度偏高，後來不再種植水

稻後，水中氮化合物的濃度已有明顯下降，但因南仁湖屬於沼澤湖泊，因此營養

鹽會有堆積的現象(呂光洋等 1985)，Sawyer (1962)曾指出當水中的無機磷與無機

氮的濃度超過 0.015 mg/L 與 0.3 mg/L 時，容易產生藻華(algal bloom)的現象。不

僅是南仁湖，龍鑾潭與南仁湖的型態相類似，因此也需要多加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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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浮游植物 

龍鑾潭自 2011 年 3 月至 2012 年 10 月共調查到 4 門 69 種浮游植物，分別

為種類數最多的矽藻門(Bacillariophytes) 36 種，其次為綠藻門(Chlorlphytes) 14

種、藍綠藻門 (Cyanophytes) 7 種及原生動物門 (Protozoa) 12 種，其中以

Planctonema sp.佔總量的 15.12%、Stobilidium sp.佔總量的 10.92%、Pandorina sp.

佔總量的 9.42%與 Halteria sp.佔總量的 9.13%為數量較多的物種（附錄 4-2）。 

各月份比較以 2011 年 5 月的平均值 180,096 Total cell count./L 最高，2012

年 8 月 3,371 Total cell count./L 最低；2011 年 3 月的種類數最多，同樣以 2012

年 8 月最少。各樣站比較數量以 2012 年 5 月的潭中 02 樣點，235,008 Total cell 

count./L 的最高，2012 年 8 月的東北 06，1,024 Total cell count./L 最低；種類數

以 2012 年 5 月的東南 03 樣點發現 46 種最多，2012 年 8 月的西南 01 樣點、西

北 06 樣點與東北 06 樣點僅 4 種最少。多樣性指數則以 2011 年 7 月的東南 03 樣

點(3.62)最高，2012 年 8 月的東中 03 樣點(0.31)最低；均勻度以 2012 年 4 月的西

北 06 樣點(0.98)最高，同樣以 2012 年 8 月的東中 03 樣點(0.13)最低(程建中等 

2011)（附錄 4-2）。 

浮游植物比較歷次落山風季與非落山風季的結果發現，在落山風季時浮游

植物的平均數量明顯較非落山風季時低(t-test, p < 0.05)，應是落山風季時強風擾

動水體與底質，導致水體混濁阻礙光合作用的進行，在加上照時間縮短，因此落

山風季時浮游植物平均數量較低。此外，堤岸工程的進行也會影響浮游植物生

長，以 2011 年 5 月至 7 月為例，堤岸工程動工的進行使得水體混濁度提高，造

成 7 月的浮游植物數量較動工前下降許多(程建中等 2011)。由此可以發現，水

體的混濁度與日照時間為影響浮游植物數量的重要因素。 

在生物的影響方面，鷺科鳥類過境，產生的大量鳥類的排泄物進入龍鑾潭，

使得水體的營養鹽濃度增加，也使得浮游植物大量生長，因此鷺科鳥類過境時，

浮游植物的數量隨之上升（圖 5-3）。 

南仁湖共調查到 5 門 27 種浮游植物，分別為種類數最多的矽藻門

(Bacillariophytes) 16 種，其次為綠藻門(Chlorlphytes) 7 種、隱藻門(Cryptophy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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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藍綠藻門(Cyanophytes) 2 種及原生動物門(Protozoa) 1 種，其中以 Aulacoseira 

sp.佔總量的 36.08%與 Oscillatoria sp1.佔總量的 21.65%為數量較多的物種。 

各樣站比較數量以南 2 樣點，134,144 Total cell count./L 的最高，南 3 樣點

17,408 Total cell count./L 最低；種類數以南 2 樣點發現 22 種最多，南 3 樣點 5

種最少。多樣性指數則以南 2 樣點(2.79)最高，南 3 樣點(0.32)最低；均勻度以南

2 樣點(0.86)最高，南 3 樣點(0.16)最低（附錄 4-2）。由結果發現南仁湖樣點的南

1 樣點與南 2 樣點差異並不大，但是南 3 樣點卻有很大的差異，南 1 樣點與南 2

樣點位在中央大水域，而南 3 樣點則位在宜蘭潭與中央大水域的交界處，水質分

析的結果也發現南 1 樣點與南 2 樣點的葉綠素 a 明顯高於南 3 樣點，由此顯示

中央大水域優養化的情況較宜蘭潭嚴重。 

 

 

 

 

 

 

 

圖 5-3 浮游植物數量變化圖（2011 年 3 月-2012 年 10 月；資料來源︰本研究） 

（三） 附著藻類 

龍鑾潭自 2011 年 3 月至 2012 年 10 月共調查到 4 門 74 種附著藻類，分別

為種類最多的矽藻門有 50 種、綠藻門有 12 種、藍綠藻門 10 種與原生動物門 2

種。其中又以藍綠藻門的 Oscillatoria sp.的數量最多，佔總數量的 13.64%，及綠

藻門的 Spirogyra sp.，佔總數量的 11.82%與 Microspora sp.，佔總數量的 11.56%。 

各月份比較以 2011 年 3 月的平均值 7,095,467 Total cell count./1cm2 最高，

2012 年 8 月 16,128 Total cell count./1cm2 最低；2011 年 3 月的種類數 50 種最多，

以 2012 年 8 月的 17 種最少。各樣站比較數量以 2011 年 3 月的西南 01 樣點，

9,830,400 Total cell count./1cm2 的最高，2012 年 2 月的東北 06，2,304 Total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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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1cm2 最低；種類數以 2012 年 5 月的西南 01 樣點發現 43 種最多，2012 年

2 月的西中 03 樣點僅 1 種最少。多樣性指數則以 2011 年 7 月的西北 06 樣點(3.34)

最高，2012 年 2 月的西中 03 樣點最低；均勻度以 2012 年 4 月與 8 月的東南 03

樣點及東北 06 (0.98)最高，同樣以 2012年 2月的西中 03樣點最低(程建中等 2011)

（附錄 4-3）。 

比較附著藻類歷次落山風季與非落山風季的結果發現，落山風季時附著藻

類的數量明顯較非落山風季多，此結果恰與底棲生物的數量相反。底棲生物以附

著藻類為主要食物來源，落山風季時候鳥以底棲生物為食，降低底棲生物的數

量，因此使得附著藻類的數量增加。此外，物種數也有明顯的差異，非落山風季

高於落山風季，數量增加後，優勢物種也隨之出現，因此落山風季的物種數較低

（圖 5-4）。 

南仁湖共調查到 3 門 24 種附著藻類，分別為種類數最多的矽藻門

(Bacillariophytes)18 種，其次為綠藻門(Chlorlphytes)5 種及藍綠藻門(Cyanophytes) 

1 種，其中 Oscillatoria sp1.佔總量的 79.53%為數量最多的物種（附錄 4-3）。 

各樣站比較數量以南 3 樣點，327,680 Total cell count./1cm2 的最高，南 2 樣

點 28,372 Total cell count./ 1cm2 最低；種類數以南 1 樣點發現 22 種最多，南 3 樣

點 8 種最少。多樣性指數則以南 1 樣點(2.62)最高，南 3 樣點(0.34)最低；均勻度

以南 1 樣點(0.85)最高，南 3 樣點(0.18)最低（附錄 4-3）。 

 

 

 

 

 

 

 

 

圖 5-4 附著藻類數量變化圖（2011 年 3 月-2012 年 10 月；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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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浮游動物 

龍鑾潭自 2011 年 3 月至 2012 年 10 月共調查到 3 大類 38 種（含卵）浮游

動物 ( 程建中等  2011) ，分別為原生動物 (Protozoa) 有 5 種、輪形動物

(Trochelminthes)有 22種與甲殼類(Crustacea)有 10種，其中以輪形動物的Keratella 

valge (19.36%)的數量最多，其次為原生動物的 Ceratium hirundinlla 為(16.33%)

與 Codonella sp. (14.42%)。 

各月份比較以 2011 年 5 月的平均值 571 Total cell count./L 最高，2011 年 9

月 45 Total cell count./L 最低；2011 年 3 月的種類數 23 種最多，以 2011 年 9 月

的 11 種最少。各樣站比較數量以 2011 年 5 月的西中 03 樣點，725.2 Total cell 

count./L 的最高，2011 年 9 月的東北 06，7.8 Total cell count./L 最低；種類數以

2011 年 3 月的東中 03 樣點發現 16 種最多，2011 年 9 月的東北 06 樣點 2 種最少。

多樣性指數則以 2011 年 10 月的西北 06 樣點(2.45)最高，2011 年 7 月的西中 03

樣點(0.51)最低；均勻度以 2011 年 9 月的東北 06 樣點及東中 03 (1.00)最高，同

樣以 2011 年 7 月的西中 03 樣點最低(程建中等 2011)（附錄 4-4）。 

浮游動物比較歷次落山風季與非落山風季的結果發現，非落山風季時浮游

動物的數量明顯較落山風季時高(t-test, p < 0.05)（圖 5-5），浮游動物主要以浮游

植物為食物來源，因此浮游植物的數量也會影響浮游動物的數量，因此若同時比

較浮游植物可以發現，浮游動物與浮游植物對於落山風會有相同數量反應。此

外，非落山風季時，浮游動物的種類數與多樣性指數也相對減少(t-test, p < 0.05)，

原因乃是非落山風季大量的浮游植物提供給浮游動物做為食物，因此使得浮游動

物出現優勢物種，排擠其他物種，使得種類數與多樣性指數下降。 

在生物的影響方面，鷺科鳥類並不會以浮游動物為食，對於浮游動物的影

響並不大，因此不論是數量或種類數在鷺科鳥類過境期間，並沒有明顯的改變。 

南仁湖共調查到 3 大類 7 種浮游動物，分別為種類數最多的甲殼類

(Crustacea)3 種，其次為輪形動物(Trochelminthes)及原生動物(Protozoa)各 2 種，

其中橈腳類幼生佔總量的 28.07%為數量最多的物種，其次為 Arcella sp.與

Codonella sp.各 22.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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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樣站比較數量以南2樣點，7.8 Total cell count./L的最高，南3樣點3.9 Total 

cell count./L 最低；種類數以南 1 樣點發現 22 種最多，南 3 樣點 1 種最少。多樣

性指數則以南 1 樣點(1.56)最高，南 3 樣點(0)最低；均勻度以南 2 樣點(1)最高，

南 3 樣點最低（附錄 4-4）。 

 

 

 

 

 

 

 

圖 5-5 浮游動物數量變化圖（2011 年 3 月-2012 年 10 月；資料來源︰本研究） 

（五） 底棲生物 

本研究目前自 2011 年 3 月至 2012 年 10 月在龍鑾潭的調查中，底棲生物大

致上可分為水生昆蟲類、環節動物類、蝦蟹類及螺貝類，共 29 科 43 種(程建中

等 2011)（附錄 4-5）。 

水生昆蟲類目前共記錄到 15 科 20 種，但以搖蚊科(Chironomidae)的

Chironomus spp.、多距石蠶蛾科(Polycentropodidae)與四節蜉蝣科(Baetidae)的

Baetis sp.數量較多。環節動物共有 2 科 4 種，以顫蚓科(Tubificidae)的尾鰓蚓

(Brachiura sp.)的數量最多。蝦蟹類則有 3 科 5 種，分別為匙指蝦科(Atyidae)的長

額米蝦(Caridina longirostris)及多齒新米蝦(Neocaridina denticulata)、長臂蝦科

(Palaemonidae) 的 日 本 沼 蝦 (Macrobranchium nipponense) 及 粗 糙 沼 蝦

(Macrobranchium asperulum)與方蟹科的字紋弓蟹(Varuna litterata)（附錄 4-5）。

此外，本研究團隊曾於潭區周圍發現過溪蟹科 (Potamidae) 的黃灰澤蟹

(Geothelphusa albogilva) (程建中等 2011)（詳見第三節）。 

螺貝類則是底棲生物中，種類與數量最多的一類，其數量佔約所有底棲生

物的 84%左右，而目前共發現 9 科 15 種，以錐蜷科(Thairidae)的種類數最多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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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種。數量以塔蜷所發現到的數量最多，占底棲生物總個體數約 37%，但幼貝佔

了絕大多數，每平方公尺最多可達 1189 ind./m2，其次為石田螺 (Sinotaia 

quadrata)，占總個體數 21.4%，每平方公尺最多可達 733 ind./m2 與瘤蜷(Thiara 

granifera)，占總個體數 21.2%，每平方公尺最多可達 667 ind./m2，但同樣以幼貝

的數量較多(程建中等 2011)（附錄 4-5）。 

各月份比較以 2011 年 9 月的平均值 961 ind./m2 最高，2011 年 10 月 256 

ind./m2 最低（圖 5-7）；2011 年 3 月與 2012 年 2 月的種類數 21 種最多，以 2011

年 10 月的 12 種最少。各樣點比較方面，以 2011 年 3 月東南 03 樣點的物種數最

多，共發現 14 種，而 2011 年 10 月的西南 01 樣點與東北 06 樣點，及 2012 年 2

月東北 06 樣點最少，僅發現 3 種(程建中等 2011)。 

比較蝦類與螺貝類歷次調查的結果發現，在鷺科鳥類過境時，蝦類、小椎

實螺、網蜷、福壽螺、臺灣蜆與石蚌等物種的數量有明顯下降(t-test, p < 0.05)的

現象，這是否意味著鷺科鳥類較偏好以這些物種為食，值得未來進一步觀察。此

外，落山風季與非落山風季的結果發現，蝦類與螺貝類的數量在落山風季時明顯

下降(t-test, p < 0.05)，國外曾有研究指出（子計畫一—鳥類監測提供）雁鴨等候

鳥會以底棲生物，如蝦類與螺貝類為食，而落山風季也是龍鑾潭每年的雁鴨季，

歷次調查的結果也發現，在這段期間蝦類與螺貝類的數量確實也有明顯的下降

（圖 5-6），因此龍鑾潭的底棲生物與鳥類是否也有此一現象，值得繼續追蹤研

究。調查結果也發現塔蜷、瘤蜷與石田螺都有明顯的下降，而此 3 種螺貝類也是

龍鑾潭最主要的優勢物種，因此雁鴨等候鳥是否會偏好以優勢物種為主要的食物

來源，也值得進一步探討。 

 

 

 

 

 

 

圖 5-6 底棲生物數量變化圖（2011 年 3 月-2012 年 10 月；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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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的結果也發現，西南 01 樣點為外來種福壽螺(Pomacea canaliculata)數

量較多的樣點，而西南 01 樣點、西中 03 樣點與西北 06 樣點為臺灣特有種，石

蚌(Unio douglasiae taiwanicus)數量較多的樣點，應是這幾處樣點尚未興建水泥堤

防，底質仍是以泥沙為主，而東北 06 與東中 03，因已改建為水泥堤岸，應此只

能在水位很低時，在潭底發現少量的石蚌或臺灣蜆等二枚貝。此外，現在在臺灣

水域已較為少見的沼螺(Bithynia manchourica)也在這幾個樣點的數量較多，從這

些現象可以發現石蚌、臺灣蜆與沼螺等物種，較無法適應水泥化的棲地，而塔蜷、

瘤蜷與石田螺等，在每一樣點都可以發現，顯示這些物種對於不同型態的適應能

力較好。另外，本年度 8 月進行調查時發現，接近西北 06 樣點，龍鑾潭東岸接

近溢洪口，最後一段非水泥化的土堤已經開始動工，應是改建為水泥堤岸，完工

後龍鑾潭東岸將只剩下單一化的水泥堤岸，原有較為多樣化的草澤棲地將完全消

失，將容易使得棲地過度單一化，造成生物的多樣性也隨之下降。 

最後，2012 年 4 月與 8 月採樣時，龍鑾潭的水位非常低，因此採樣的過程

中可以在露出的潭底發現有許多石蚌與圓蚌的死殼，因此龍鑾潭若過度放水造成

水位過低，將導致大量的二枚貝死亡，而二枚貝又是高體鰟鮍與革條鮒鱊的產卵

場所，二枚貝的減少也使得高體鰟鮍與革條鮒鱊缺乏產卵場所，進而導致高體鰟

鮍與革條鮒鱊族群減少。 

南仁湖於 2012 年 8 月共調查到 9 科 13 種。其中水生昆蟲 8 科 12 種，數量

以龍蝨科最多，其次為四節蜉科(Baetidae)的 Centroptilum sp.。蝦蟹類僅記錄到 1

科 1 種，為日本沼蝦。 

（六） 魚類 

龍鑾潭自 2011 年 3 月至 2012 年 10 月共記錄到 7 科 14 種魚類，分別為鬥

魚科(Anabantidae) 1 種、鰻鱺科(Anguillidae) 1 種、鱧科(Channidae) 1 種、慈鯛科

(Cichlidae) 3 種、鯉科(Cyprinidae) 6 種、塘鱧科(Eleotridae) 1 種及鰕虎科(Gobiidae) 

1 種，數量以 條(Hemiculter leucisculus)與吉利慈鯛(Tilapia zillii)的數量較多，

佔 40%與 17.8%，其次為三星攀鱸(Trichogaster trichopterus)，佔 9.5%（圖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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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魚類群聚組成圓餅圖（2011 年 3 月-2012 年 10 月；資料來源︰本研究） 

各月份比較以 2012 年 8 月的數量最多，2012 年 2 月最少；2011 年 7 月的

種類數 11 種最多，以 2012 年 4 月的 5 種最少。各樣站比較數量以 2011 年 3 月

的東南 03 樣點最高；種類數以 2011 年 7 月的東南 03 樣點發現 8 種最多。多樣

性指數則以 2011 年 7 月的東南 03 樣點(1.60)最高；均勻度以 2011 年 5 月的西北

06 樣點(1.00)等最高(程建中等 2011)（附錄 4-6）。 

2012年生物量則以紅鰭鮊(Cultrichthys erythropterus)最高(25%)，其次為

條(24.9%)與吉利慈鯛(Tilapia zillii, 9.5%)（圖5-8）。而原生種與外來種的比較方

面，原生種所佔的比例為65.5%，高於外來種的34.5%（圖5-9）。 

 

 

 

 

 

 

 

 

 

 

 

 
圖 5-8 魚類生物量組成圓餅圖 

（2012 年 2 月-2012 年 10 月；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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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9 魚類原生種與外來種組成圓餅圖 
（2011 年 3 月-2012 年 10 月；資料來源︰本研究） 

自 2011 年 3 月至 2012 年 10 月調查的結果，原生種與外來種的比例變化不

大，龍鑾潭仍以原生種魚類為主要的魚種，其中以 條為主，占原生種的 61%，

而外來種以吉利慈鯛為主，占外來種的 52%(程建中等 2011)。由目前的資料看

來，尚未明顯影響原生種魚類的生存，但是線鱧與斑駁尖塘鱧等肉食型魚類，對

於相對體型較小的原生種魚類仍是具有威脅性，而實際採樣的過程發現，除了體

型較大的紅鰭鮊與數量多的 條之外，其他如革條鮒鱊、高體鰟鮍與鰕虎等體型

較小的魚類，數量都有減少的現象，應此肉食性的外來種魚類對於龍鑾潭水域生

態的影響。應多加留意。 

魚類比較歷次調查的結果發現，9 月與 10 月大量的鷺科鳥類過境時，魚類

的總數量有下降的現象(t-test, p < 0.05)（圖 5-10），其中以 條、革條鮒鱊、高

體鰟鮍、紅鰭鮊、吳郭魚與三星攀鱸等魚種的數量有明顯下降，而鷺科鳥類主要

以捕食小型魚類為主，由這些魚種及其幼魚的體型恰為鷺科鳥類捕食的大小，另

外這些魚種皆主要活動在水層表層，因此這些魚種成為鷺科鳥類的主要捕食對

象。除了每年的 9 月與 10 月有大量的鷺科鳥類過境之外，每年的 10 月至翌年 5

月為大量候鳥的過境期間，該期間也大致與落山風季相同，歷次調查的結果發現

也發現，在本段期間魚類的總數量明顯下降(t-test, p < 0.05)（圖 5-10），除了上

述的魚種數量下降外，底棲性的鰕虎科及斑駁尖塘鱧的數量都在候鳥發現後才有

明顯下降，是否與雁鴨科會潛水覓食有關，將需要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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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魚類數量變化圖（2011 年 3 月~2012 年 10 月；資料來源︰本研究） 

此外，2011 年的南瑪督颱風帶來的大雨曾造成龍鑾潭溢堤導致魚類的數量

大幅減少，而 2012 年雖然陸續有颱風影響臺灣，在本團隊 8 月採樣前影響臺灣

的颱風有泰利颱風、杜蘇芮颱風、蘇拉颱風及海葵颱風，但除了蘇拉颱風有登陸

臺灣且強度較強並在南仁山造成坍方外，以上颱風皆未對龍鑾潭造成明顯的影

響。在這之外的啟德颱風、天秤颱風與杰拉華颱風，僅天秤颱風有直接登陸恆春

地區，並帶來降大的降雨，但是並未針對天秤颱風後的影響進行調查，因此無法

明確判定天秤颱風是否對龍鑾潭造成重大的影響，但是在天秤颱風登陸恆春地區

前，龍鑾潭的水位已降至非常低，且天秤颱風帶來的雨量未如去年南瑪督颱風

多，因此推測其對龍鑾潭魚類的影響未如南瑪督颱風明顯。（附錄 4-7） 

最後，人為捕抓仍然是影響龍鑾潭魚類生態的重要原因之一，除了在東南

03 樣點因地處便利，因此常可見到有人垂釣外，在其他樣點如東岸的偶爾可見

蝦籠或魚籠，而在西岸的西南 01 樣點與西北 06 樣點都曾經發現過絲放的流刺

網，顯示民眾私自捕抓的情形依然存在。 

（七） 水質環境評估 

本調查龍鑾潭水質與生態結果，將各生物類別區分為浮游性植物、附著性

藻類、浮游性動物、底棲生物（含水生昆蟲）及魚類。調查結果經計算水質指標

評估等結果列於附錄 4-8 及圖 5-12。經 RPI 評估水質狀況顯示，龍鑾潭之平均

RPI 積分介於 1.08~3.84，水質污染評估該水體處於無（稍受）污染到中度污染的

狀況，其中大多數屬於無污染之狀況，但是在 2011 年 9 月因受到南瑪都颱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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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水質轉差，而 2012 年的 4 月與 8 月則因水位明顯下降，因此水質也有轉差

的跡象。卡爾森優養化指數(CTSI)平均介於 49.17~74.43，屬普養至優養的狀

態，其中大多數屬於優養化之狀況，僅 2011 年 7 月為普養狀態。附著性藻類的

SI 指數介於 2.69~3.96，龍鑾潭屬 α-中腐水質(αms)到強腐水質(ps)；底棲生物的

FBI 指數為 5.69~6.97，此等數值顯示該區域水體狀況對底棲生物係屬輕度汙染

(Fair)至嚴重污染 (poor)狀態；龍鑾潭魚類採集後所計算的 IBI 指數介於

26.33~32，顯示該水體為 Moderately impaired 至 Severely impaired 的狀態；整合

溪流生物指標(CBI)指標計算結果介於 6~8.67，顯示此區域水體為 α-中腐水性至

強腐水性，但主要為嚴重染的狀況；龍鑾潭之 ASI 指數顯示，此區域環境受到

環境衝擊約介於 32~74%，因此綜合各項指數指出，目前龍鑾潭水質主要處於中

度污染的狀態（圖 5-11）。但是容易受到偶發事件的影響，如 2011 年 7 月與 9

月的堤岸工程及颱風，導致水質及物種群聚的改變。此外，落山風與水位的高

度也是影響龍鑾潭水質的重要因素，當水位高度較高，且無落山風的擾動時，

水質呈現較好的狀態，若水位非常低再加上落山風對底質的擾動，水質則呈現

較差的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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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水質環境評估指數變化圖 

（2011 年 3 月-2012 年 10 月；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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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子計畫五—人為活動影響 

一、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 實質環境面—土地利用變化調查評估 

計畫執行期間以每季一次的方式針對人為土地利用進行實地踏勘，對龍鑾

潭、南仁湖周邊土地利用變化之觀察與記錄，以定點拍攝（照）記錄並加註說明

主要發生之變化。並輔以空照、地籍圖資料建立 GIS 圖資，擴大變遷觀察尺度，

分析人為土地使用變化對於地表景觀空間格局及結構所造成之影響。 

1. 龍鑾潭 

為了解龍鑾潭周邊地區今年度之土地利用狀況，本研究參照羅柳墀、林昆

海(2008, 2009)「墾丁國家公園龍鑾潭特別景觀區生態資源調查暨環境評估」之

九個景觀變遷記錄點，另加入人為影響明顯的三個新定位點，以實地探勘法進行

每季一次的定點攝影記錄，建立各定點長期追蹤之資料庫（圖 6-1）。 

 

 

 

 

 

 

 

 

 

 

圖 6-1 人為活動影響觀測點位置圖（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墾丁國家公園陸域長期生態監測計畫 

（國家重要濕地長期生態監測） 

90 
 

(1) 實地探勘與定點紀錄 

表6-1 人為活動影響各觀測點說明 
東北 02：龍鑾橋 座標位置：21.98810 °N；120.73784 °E 

月份 2008 年資料 2012 年現況 

3 月  

部分植栽軟化生硬的水泥護岸。龍水里里長期望此地可成為居民休閒親水的場所。和去年比較

沒有特別的變化，水道水草稍微增多。 
6 月  

無明顯變化，水道中的水草有減少。 

9 月  

水泥護岸的植栽被清除，景觀人工化明顯，水道上可以明顯看到泥巴。 

 
 
東北 03：東北民宿 座標位置：21.98631 °N；120.74067 °E  

月份 2008 年資料 2012 年現況 

3 月 

由民宿向南方（潭內）拍攝，車道兩側皆開始積水，雜草也得到雨水滋潤生長茂盛，看不清積

水邊界。 
6 月  

舊有車道上雜草旺盛，側面依舊有積水現象。 

9 月  

舊有車道上雜草叢生，分辨不清車道與兩側分界。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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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續） 人為活動影響各觀測點說明 

東北 09：東北 座標位置：21.98584 °N；120.74691 °E 

月份 2008 年資料 2012 年現況 

3 月  

由草木枯黃，並無顯著人為活動干擾，樣點周邊雜草由黃轉綠。可看出有除草又新生雜草的

痕跡。 
6 月  

無顯著人為活動干擾，雜草旺盛 

9 月  

依舊無顯著人為活動干擾，雜草旺盛，周邊樹木稍微枯涸。 

 

東中 01：東岸垃圾場 座標位置：21.98230 °N；120.743980 °E 

月份 2008 年資料 2012 年現況 

3 月 

進入東岸垃圾場的路已被鐵絲網封住，拍攝地點改由東堤上向西取景。可看出垃圾堆置狀況

並無改善，而周邊河道的水量已逐漸豐沛，可以預見小水道之水質汙染會日益嚴重。 

6 月  

河水周邊垃圾與雜草混和有增加的趨勢，旁邊有怪手施工。 

9 月  

垃圾與雜草量依舊很多，雜草大多枯涸，周邊仍在施工中。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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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 

 

 

表 6-1（續） 人為活動影響各觀測點說明 

東南 01：東南 座標位置：21.97775 °N；120.75036 °E 

月份 2008 年資料 2012 年現況 

3 月 

由東側向南方拍攝，地上一片平坦，未有作物栽種，地上的牛糞少了許多，但草木仍短。 

6 月 因為道路封鎖，無法進行拍攝紀錄。 
 

9 月  

樹木稍有枯萎，地上雜草仍舊矮短。 
 

 
 

東南 02：東南入水口 座標位置：21.97485 °N；120.75074 °E 

月份 2008 年資料 2012 年現況 

3 月 新定位點，無

前期照片 

位於東南方入水口，周邊有農田水利會恆春工作站。照片中的民宿鄰近龍鑾潭邊莫約 150 公

尺，對於東側視覺景觀衝擊甚大。 
6 月  

樹叢茂盛度有減弱的趨勢。 
 

9 月  

樹叢稀疏，河水沿岸有擴張的情況。 



第二章 研究方法過程、結果與討論 

 

93 
 

表 6-1（續） 人為活動影響各觀測點說明 

東南 06：東南稻田 座標位置：21.96890 °N；120.75734 °E 

月份 2008 年資料 2012 年現況 

3 月 新定位點，無

前期照片 

由東南方向東北方拍攝。東側是一片椰林，南方有一米五高的灌木叢分隔鄰地。恰為稻作收割

完成，田中僅留短短的稻梗；南方的灌木叢已被砍伐。 

6 月  

稻田剛好為休耕時期，周遭雜草有整理修剪過。 

9 月  

雜草橫生，已分不出原本稻田的邊界，此地顯然已無人管理修整。 

 
 

西南 03：南岸停車場 座標位置：21.969507 °N；120.748719 °E 

月份 2008 年資料 2012 年現況 

3 月 

由南岸停車場向東、北拍攝，臨界於停車場和龍鑾潭間的土地一片翠綠，此一區塊少有人為利

用，但緊臨著核三廠，一座座電塔矗立於此，是地景線條上最大的視覺衝擊。 
6 月  

此地因無人為活動所以無明顯變化。 

9 月  

此地因無人為活動所以無明顯變化，僅有季節性的雜草枯黃。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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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續） 人為活動影響各觀測點說明 

西南 06：西南次生林 座標位置：21.97140 °N；120.74316 °E 

月份 2008 年資料 2012 年現況 

3 月 

 

西南次生林一帶有多條小路通往潭邊，地面上可以看出車型輪胎壓過草地的清晰痕跡。明顯看出草生綠

意，土地尚未種植經濟作物。 

6 月  

雜草與樹叢依舊旺盛。 

9 月  

雜草與樹叢依舊旺盛，草木些許枯涸的現象。 

 
 

西北 02：西北生態池 座標位置：21.97840 °N；120.73609 °E 

月份 2008 年資料 2012 年現況 
3 月 

 

區域已屬於墾丁國家公園特別景觀區，而通往生態池的道路僅容步行，故人為活動影響相對較小。生態池

以木樁圍塑出邊界，對面亦有看似生態觀景平台等設施，周邊有不少野鳥棲息，池畔水位減低，周圍環境

沒有明顯的人為活動，應該是缺乏降雨。 

6 月  

周邊雜草與樹叢依舊旺盛，生態池無明顯變化。 

9 月  

周邊雜草與樹叢依舊旺盛，生態池無明顯變化。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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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續） 人為活動影響各觀測點說明 

西北 07：北堤 座標位置：21.98307 °N；120.73640 °E 

月份 2008 年資料 2012 年現況 
3 月 

 

由龍鑾潭北堤向北拍攝。堤岸邊雜草綠意叢生，可看出修剪痕跡。水塘中有農民 3 人穿著青蛙裝，於塘中

捕撈蜆、蚌等漁獲，估計水塘深度應有一米左右。 

6 月  

道路上的雜草茂盛，水塘邊的雜草整齊有人為整修痕跡。 

9 月  

道路正在修整。水塘邊生態有遭破壞的趨勢。 

 
 

西北 10：西北稻田 座標位置：21.98342 °N；120.73250 °E 

月份 2008 年資料 2012 年現況 
3 月 

 

由西北稻田向東拍攝。現地稻作恰剛收割，正是農閒之時。對照 2008 年同月份資料照片已開始放水插秧

景象，今年度第二期稻作較晚開始。 

6 月  

稻田已收作，僅剩枯涸的根莖留於田中。 

9 月  

剛好為休耕期，稻田中一片平坦，帶有微淺的水。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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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利用變化分析 

藉由實地探勘法，以乾季（4 月）及雨季（8 月）觀測龍鑾潭附近土地利

用實際情況，輔以航照圖或地籍圖等相關資料，記錄今年度土地利用情形。並對

照 1976 年、1993 年、2007 年及 2009 年之空照圖，與 2011 年實地探查之結果相

互比對，分析土地利用之發展趨勢、人為建物數量與使用類別之轉型與擴張等。 

2011 年度 4 月及 8 月的分析及調查資料顯示，研究範圍總面積為

4,397,080 平方公尺，各項土地使用型態面積如表 6-2。對照 2008 年 8 月高雄野

鳥學會針對周邊土地使用狀況的調查資料，各項土地使用項目之面積（表 6-3）。

林地面積由 200,512.906 平方公尺增加為 563,247.246 平方公尺，成長 64 %。據

訪談指出，龍鑾潭西側屬於墾丁國家公園之特別景觀區，近年來實施造林工作成

效顯著，是為林地面積成長原因。另外，人為建物面積由 40,538.767 增加為

85,174.728 平方公尺，雖僅占總土地利用 1 %，但擴增面積達 1 倍以上。對照 2008

年空照圖，可見東南側有民宿增建，東側鄰屏鵝公路旁也有零星鐵皮屋出現；與

2 年前資料比較，農作部分由 87,604.937 平方公尺增加兩個百分比，其他使用方

式（如空地、閒置用地等）減少 937,875 平方公尺，人為利用土地狀況明顯成長

及增強（圖 6-2）。 

表6-2 2011年4月土地使用型態面積一覽 
 面積（平方公尺） 百分比(%) 
林地 563,247.246

 

人工作物 346,566.181

人為建物 85,174.728

水域 1,452,793.891

道路 180,042.000

其他 1,769,256.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 

表6-3 2008年8月土地使用型態面積一覽 
 面積 （平方公尺） 百分比(%) 

林地 200,512.906

 

人工作物 87,604.937
人為建物 40,538.767
水域 1,153,563.000
道路 207,729.720
其他 2,707,131.000

（資料來源︰羅柳墀等(2008)；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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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 4 月份土地使用 2011 年 8 月份土地使用 

圖 6-2 2011 年 4 月及 8 月土地使用現況（資料來源：本研究） 

 

圖6-3 2008年與2011年土地使用型態比較 
（資料來源：羅柳墀等(2008)；本研究整理） 

據訪談指出，龍鑾潭西側屬於墾丁國家公園之特別景觀區，近年來實施

造林工作成效顯著，是為林地面積成長原因。另外，人為建物面積由 40,538.767

增加為 85,174.728 平方公尺，擴增面積達一倍以上。農作部分由 87,604.937 平方

公尺增加兩個百分比，其他使用方式（如空地、閒置用地等）減少 937,875 平方

公尺，人為利用土地狀況明顯成長及增強（圖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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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仁湖 

南仁湖的實地探勘調查，本研究在人為活動影響可能較大的位置，如步道

及水畔邊緣規劃設置了 8 個探勘紀錄點，三號湖、二號湖、一號湖與主湖分別設

立一個主要觀測點，以實地探勘法進行每季一次的定點攝影記錄，建立各定點長

期追蹤之資料庫，各點位位置如圖 6-4。 

 
圖 6-4 南仁湖人為活動影響定點記錄位置（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 實地探勘與定點紀錄 
表6-4 人為活動影響各觀測點說明 

C01-三號湖 座標位置：22.08578 °N；120.85780 °E 

月份 2012 年現況 
3 月 

 
水質偏黃，湖邊水畔人為影響不大，地上有放置一些人為觀測點的管狀物。 

6 月 

 
樹木與雜草旺盛。 

9 月 

 
樹木與雜草有日漸旺盛的趨勢，無人為修整，開始雜亂。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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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續） 人為活動影響各觀測點說明 
B01-二號湖 座標位置：22.08534 °N；120.85873 °E 

月份 2012 年現況 
3 月 

 
水質偏黃，附近樹叢低矮，能夠一覽二號湖樣貌。 

6 月 

 
無明顯改變，水質仍舊偏黃。 

9 月 

 
無明顯改變，水質仍舊偏黃。 

座標位置：22.08398 °N；120.86265 °E 

2012 年現況 

 
水岸旁是整片濕地草叢，樹叢有 90 公分左右的高度，估計水位高的時候是一個更

大的湖面。 

 
水岸有擴張的現象。 

 
水岸沿線擴大，水位有升高的趨勢。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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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續） 人為活動影響各觀測點說明 
A02-一號湖 座標位置：22.08410 °N；120.86337 °E 

月份 2012 年現況 

3 月 

 
水質較清澈，周圍土地綠意盎然，沒有人為干擾的跡象。 

6 月 

 
水質仍清澈，周圍樹叢草地盎然。 

9 月 

 
水岸有擴張的趨勢，岸邊水草均較為升高。 

 

M01-主湖 座標位置：22.08582 °N；120.86436 °E 

月份 2012 年現況 

3 月 

 
有設置一個南仁湖告示牌，對面湖岸有一間小廟，左邊小徑被雜草覆蓋，無法通

行 
6 月 

 
周邊雜草旺盛，小路不太能通行。 

9 月 

 
此區湖水有退減的趨勢，道路已被重整。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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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續） 人為活動影響各觀測點說明 

M02-小碼頭 座標位置：22.08638 °N；120.86481 °E 

月份 2012 年現況 

3 月 

 
周圍停留了一艘橡皮船，應該有人在附近活動，環境景觀看不出有人為破壞的跡

象。 
6 月 

 
湖水與周遭景觀無明顯變化。 

9 月 

 
湖水界線明顯減退一大半，剩黃土覆蓋。 

 

M03-山丘 座標位置：22.08460 °N；120.86584 °E 

月份 2012 年現況 

3 月 

 
山丘頂端有一柱狀金屬人造物，四周沒有看到垃圾，能夠看到山丘下盆地景色。 

6 月 

 
景色綠意依舊，湖水邊界有擴張的趨勢。 

9 月 

 
樹木草叢有季節性的枯涸現象，湖水邊界明顯變小。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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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續） 人為活動影響各觀測點說明 

M04-盆地 座標位置：22.08434 °N；120.86717 °E 

月份 2012 年現況 

3 月 

 
山丘間的平地草澤，一片綠意。 

6 月 

 
景觀依舊無明顯變化。 

9 月 

 
景觀依舊無明顯變化。 

（資料來源：本研究） 



第二章 研究方法過程、結果與討論 

 

103 
 

(2) 土地利用變化分析 

A. 1976 年土地使用分析 

1976 年的圖表顯示，南仁湖主要的土地使用類型，以農田為主，

占了土地使用類型總百分比 49%。其次是以草澤為主，占了土地使用類型總百分

比 43%。建築物分布在農田的東北方以及北方，水體的部分分部在西南方以及東

北方三處，因為 1984 年成立墾丁國家公園，居民在實施計畫後均已遷村（表 6-5）

（圖 6-5）。 

圖 6-5 1976 年土地使用現況（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表6-5 1976年土地使用分析 

面積（平方公尺） 百分比(%) 

草澤 233,032.81

水體 22,480.94

建物 1,872.16

道路 7,189.34

農田 261,4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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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2004 年土地使用分析 

2004 年圖表與 1976 年圖表比較，南仁湖主要的土地使用類型，明

顯從農田變成水體。原本低漥的農田部分大多變成了水澤，占了土地使用類型總

百分比 46 %。而草澤的部分占了土地使用類型總百分比 42 %。其次是樹林 12 %

（表 6-6）（圖 6-6）。 

圖 6-6 2004 年土地使用現況（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表 6-6 2004 年土地使用分析 

面積（平方公尺） 百分比(%) 

樹林  66,833.30 

草澤  240,720.12 

水體  263,072.54 

建物  230.65 

道路  3,019.6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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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09 年土地使用分析 

2009 年圖表與 2004 年圖表比較，南仁湖主要的土地使用類型，從

水體變成了草澤。原本水澤的部分大多被植被覆蓋，草澤面積占了土地使用類型

總百分比 46%。而水體的部分占了土地使用類型總百分比 35%。其次是樹林 18%

（圖 6-7）（表 6-7）。 

圖 6-7 2009 年土地使用現況（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表 6-7 2009 年土地使用分析

面積（平方公尺） 百分比(%) 

樹林  101,969.19 

草澤  255,971.74 

水體  190,418.80 

建物  230.65 

道路  3,081.0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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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011 年土地使用分析 

2011 年圖表與 2009 年圖表比較，南仁湖主要的土地使用類型，無

明顯太大的變化。草澤面積占了土地使用類型總百分比 42%，些許的減少。而水

體的部分占了土地使用類型總百分比 35%。其次是樹林占了土地使用類型總百分

比 22%，些許的增加（表 6-8）（圖 6-8）。 

 

圖 6-8 2011 年土地使用現況（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表 6-8 2011 年土地使用分析

面積（平方公尺） 百分比(%) 

樹林  120,016.80 

草澤  230,444.74 

水體  194,977.94 

建物  230.65 

道路  3,144.7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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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與 2004 年水域圖比較，水域範圍逐年由外圍向內縮減，明顯減少許

多。尤其以東北側水域退縮範圍最為明顯。其縮減的水域範圍改變為草澤覆蓋（圖

6-9）。 

 

圖 6-9 2004-2011 年水域變化示意圖（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南仁湖的主體面積為草澤與水體兩部分。樹林面積由 2004 年至 2011 年逐

年增加。草澤面積則是先增加，到了 2011 年有減少的趨勢。水體部分，南仁湖

原本是以水體為主要面積，到了 2009 年，水體面積大量減少（圖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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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 2004-2011 年土地使用變化圖（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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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 2011 年的空拍影像配合實地勘察將研究區域的土地利用劃分為 5

類，分別為樹林、草澤地、水體、道路、建物等圖層，分析南仁湖周邊地區土地

30 餘年來之地景結構及組成的空間型態變化，由於道路寬度在影像內不易判

釋，同時也受到其他組成的重疊影響而無法決定，因此不同時期內的道路變化差

異暫時不予比較，1976、2004、2009 及 2011 年的土地利用分類及分布的判釋則

以 2011 年建置的向量圖層為基礎，當其土地利用有改變時則更新並建立新的向

量圖層(vector format)。得到各時期的向量圖層之後將其轉換為 1 公尺解析度的網

格資料格式(raster format)。利用 ArcGIS 9.3 及 Patch Analyst 4.2 (FRAGSTATS 3.3

介面; McGarigal 2002)中網格版本(raster version)用以計算相關指標，依照面積、

嵌塊體、邊緣、形狀及多樣性特徵等層面計算地景結構變化的特性，共選擇 11

個指標做為本計畫分析比較的基礎（表 6-9）。 

表6-9 本研究所使用之地景指數 
面積指標 

0

20 

40 

60 

80  CA
水體
草澤

建物 CA 
（類別面積，class area; ha）： 
各不同類別面積可直接量測出地景的

組成。 

就南仁湖周圍土地覆蓋及土地利用的變化來看，1976 年南仁湖周圍土地利用

主要為農地，然而墾丁國家公園成立後，南仁湖的組成以水體、草澤為主，由 2004
年到 2011 年的年間變化來看，樹林面積有逐年增加的趨勢，道路與建物面積並無

成長，表示人為活動干擾不高，呈現環境回復力大於生態足跡的情況。 

0 

5 

10 

15 

1976 2004 2009 2011

PSSD 水體 樹林
草澤 道路
建物 農田

PSSD 
（ 區 塊 面 積 標 準 差 ， patch size 
coefficient of standard）： 
值愈大表示在景觀中的區塊面積離差

愈大，棲息地的多樣性越高。 

 

再以不同類別的地景指數分析其結構的變化，從面積指標 CA 及 PSSD 來看，

水體在 2004 年的面積最大，2009 年與 2011 年水體面積並沒有太大差異，另外水

體的區塊面積標準差很高，表示水體的棲地面積變化差異大，棲地的多樣性高；

另外草澤的棲地多樣性有逐年上升的趨勢，2011 年草澤地 PSSD 值已與水體相當。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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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續） 本研究所使用之地景指數 
嵌塊體指標 

0.00 

1.00 

2.00 

3.00 

1976 2004 2009 2011

MPS 水體 樹林
草澤 道路
建物 農田

MPS 
（平均嵌塊體大小，mean patch size; 
ha）： 
平均嵌塊體大小為平均嵌塊體面積。嵌

塊體面積越大，對物種的保育能力越

好。平均嵌塊體大小可比較不同地景間

嵌塊體的破碎程度；單一地景中，則可

比較不同類型嵌塊體形式的破碎程度。

在嵌塊體指標中，崁塊體密度可以呈現地景崁塊體的變化，2004 年到 2011 年

間，MPS 平均崁塊體指標最大者為水體，崁塊體面積越大，表示對物種的保育能

力越高，然而研究發現水體在 2011 年之 MPS 值有減少的現象發生，其代表水體面

積有破碎化的趨勢，MPS 值 2004 年到 2011 年間的 MPS 值，以草澤與道路次之，

草澤地的 MPS 值在 2011 年超過水體，成為物種保育能力最好的地景種類。水體僅

次之。 
邊緣密度 

0 

50,000 

100,000 

150,000 

1976 2004 2009 2011

TE 水體 樹林
草澤 道路
建物 農田

TE 
（邊緣總長度，total edge）： 
嵌塊體邊緣的總長度。生態意義上，邊

界長度越長越容易產生邊際效應，嵌塊

體邊界越長顯示邊界棲息地越大，但核

心面積相對減少，將會影響內部物種的

棲息。 

0 

500 

1,000 

1976 2004 2009 2011

ED 水體 樹林
草澤 道路

建物 農田
ED 
（邊緣密度，edge density; m/ha）：邊

緣密度為地景中所有嵌塊體總長度除

以地景總面積。表示地景或類型被邊界

分割的程度，可顯示地景破碎化程度。

邊緣密度指標 ED、TE 值分別代表崁塊體周長的邊緣密度與邊緣總長度，生態

意義上，邊界長度越長越容易產生邊際效應，嵌塊體邊界越長顯示邊界棲息地越

大，但核心面積相對減少。研究顯示 2004 年到 2011 年間各類型土地邊緣密度並無

顯著的變化，以草澤和樹林較高，水體次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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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續） 本研究所使用之地景指數 

形狀指標 

0 

10 

20 

1976 2004 2009 2011

MSI
水體 樹林

草澤 道路

MSI 
（平均區塊形狀指數，Mean Shape 
Index）：藉由計算某一區塊形狀與相同

面積的正方形或圓形間的偏離程度，用

以測量形狀的複雜程度，其值愈近於 1
表示區塊形狀愈接近圓形。 

0 

10 

20 

1976 2004 2009 2011

AWMSI 水體 樹林

草澤 道路 AWMSI 
 ( 面 積 權 重 平 均 碎 形 指 數 ， area 
weighted mean shape index）：其值隨著

大面積區塊形狀的不規則性增加而增

加。 

0 

10 

20 

1976 2004 2009 2011

MPFD
水體 樹林

草澤 道路

建物 農田

MPFD 
 (嵌塊體碎形維度，mean patch fractal 
dimension) ：一般來說，受人類活動干

擾小，MPFD 的分數維值高，而受人類

活動影響大 MPFD 的分數維值低。 

0.50 

1.50 

2.50 

1976 2004 2009 2011

AWMPFD 水體 樹林

草澤 道路
AWMPFD 
（面積加權嵌塊體碎形維度， area 
weighted mean patch fractal 
dimension）： 
當 AWMPFD 具有較簡單的周長時（如

圓形），其數值接近 1；當 AWMPFD 的

形狀越複雜時，其數值越接近 2。 

在形狀指標當中，地景形狀複雜程度最高者為道路，草澤地、水體、樹林次

之，從時間軸上來看 2004 年到 2011 年間，形狀指標 MSI、MPFD 值在各類型的土

地呈現不增不減的平穩狀態，表示地景形狀在這段時間當中沒有太大改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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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續） 本研究所使用之地景指數 

多樣性指數 

0.00 

0.50 

1.00 

1.50 

1976 2004 2009 2011

SDI and SEI

SDI

SEI

SDI 
（多樣性指數，Shannon’s diversity 
index）： 
若值為 0，地景類型僅有一種，表地景

並無多樣性。值越大，表示地景多樣性

越高。 
SEI 
（均勻度指數，Shannon’s evenness 
index）： 
當本指數趨近於 0，表地景組成不均

一，若本指數趨近於 1，表地景組成均

勻，各類地 
多樣性指數為針對各類型地景共同分析的結果，其值代表各地景類別的變化

總和，其 SDI 值越大，表示地景多樣性越高，研究發現 1976 年到 2011 年這 35 年

間地景多樣性呈現不顯著的微幅成長，而 SEI 均勻度指數逐漸趨近於 1，表示各地

景要素所佔有的面積比例趨於相當。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潛在環境面—周邊聚落居民與遊客之認知、態度與行為 

1. 訪談地方領袖─連結在地發展過程，發掘土地問題 

為了解居住於研究範圍內之居民對於土地使用與相關議題的態度，本研究

於 2012 年 3 月底分別針對龍水里里長張清彬、龍水里社區發展協會潘登發先生

進行訪談，摘要如下： 

(1) 居民對於地區開發與保護的看法：大多數的人很想開發，過去劃分了 20

公頃的遊戲開發區，但墾管處一直沒有核准，成為特別景觀區阻礙地方發展。居

民認同保育，會注意候鳥生活環境，若開發位置靠近潭面則反對開發。 

(2) 居民對在保護區的感受：在保護區範圍內的建築無法增建、改建，對居

民生活有些影響，許多人因為家人增多、子孫繁衍，卻無法增加建築使用空間，

只好搬到外面去住，或選擇待在這裡與家人分開。 

(3) 居民認為龍鑾潭的改變：現有堤岸太低，放水時會漫淹附近農田。早期

堤防是日據時期（民國 38 年）修築，工法特殊，但八八水災時堤防潰堤，水利

會新建的堤防沒有考慮生態邊坡，以前邊坡旁是由卵石堆砌，潭內也有長草，牛

群可以沿潭內吃草再重潭外回程，現在已經看不到這種景象了。居民對於北岸護

岸的規劃設計非常不滿意，全是混凝土的牆面，沒考慮到生態環境也不美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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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保育工作沒有做好（圖 6-11）。 

 

圖 6-11 新舊堤岸對比示意圖（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4) 居民對觀光發展看法：觀光客去向以墾丁海岸居多，較少來龍鑾潭，最

近當地發展有機米推廣生態旅遊，融合民宿，讓農業及旅遊業整合，地方基礎建

設不足，是規劃腳踏車道旅遊困難的原因之一。 

(5) 遊客旅遊現況：遊客目前對地方環境影響不大，並不擔心未來影響候鳥，

因為還是有一段觀賞距離，當地的旅遊旺季是賞候鳥期間。 

2. 周邊聚落居民與遊客之認知、態度與行為 

(1) 研究方法 

由於人民對於環境變遷及永續發展的體認，「生態社區」的概念逐漸受

到重視。「生態社區」係指「透過社區生態教育、資源調查規劃、省能源設計、

廣泛的資源保護及社區經濟與精神的提昇行動，期望社區在生態環境、社會及經

濟、精神及文化等三個層面都能永續的社區」。而新故鄉文教基金會提及「生態

社區」可以結合支持性的社會環境與低環境衝擊的生活方式，他們推動生態設

計、永續栽培、綠色產品及替代性能源等不同層面的各項工作。整體而言，「生

態社區」確實對於永續環境的推展有著正面的助益。 

另外，「生態旅遊」也是近年來休閒事業發展的重要概念。國際生態旅

遊協會(The Ecotourism Society)及國際自然保育聯盟(IUCN)明確的將生態旅遊定

義為：「生態旅遊是一種負責任的旅遊，顧及環境保育，並維護地方住民的福利」。

而行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在2003 年提出的「生態旅遊白皮書」中，將「生態旅

遊」定義為「一種在自然地區所進行的旅遊形式，強調生態保育的觀念，並以永

續發展為最終目標」。期望遊客尊重自然環境與在地居民，並可以直接參與環境

保育行動。如此概念，在國家公園的遊憩行為是值得推廣而且是確實可行的。 

八八風災前堤防示意圖 現有堤防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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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態社區、生態旅遊的相關文獻內容，本研究整理了龍鑾潭居民及遊

客對生態社區與生態旅遊的發展態度之相關問項。同時參考國外保護區的管理方

式，擬將生態旅遊與環境保育、維護地方居民的福利、社區發展前景等議題，篩

選適合龍鑾潭的條件，加入問卷問項，期望獲得居民與遊客對生態社區、生態旅

遊發展的看法，最後藉由問卷分析，了解社區推動生態發展的弱項與優勢，以作

為未來研究或管理的參考。 

以潛在環境面影響層面而言，可分別由「居民」與「遊客」兩方面來探

討。利用田野調查、現場踏勘及居民深度訪談、問卷調查居民及遊客等方式，瞭

解龍鑾潭周邊聚落之現況，居民對於龍鑾潭棲地保育之認知、態度及建議，一方

面瞭解周邊聚落目前及未來可能之變化對於保育區域之影響，另一方面也可藉由

訪談的過程使居民瞭解生態保育及環境教育的重要，做為推動永續發展的策略之

一。問卷內容分別以「生態旅遊態度」、「龍鑾潭地區資源使用及開發的態度」及

「龍鑾潭地區發展的態度」三大部分對龍鑾潭區域的當地居民與遊客進行問卷調

查；三大部分的問項是以李克特五等尺度測量，其中1代表非常不同意、2代表不

同意、3代表普通、4代表同意、5則代表非常同意。 

在龍鑾潭調查區域內，分別涵蓋了龍水里、南灣里及山腳里，其中以龍

水里範圍最廣，因此居民問卷調查以龍水里為主要對象。遊客問卷調查方面，則

以在龍鑾潭區域旅遊觀光的遊客為主。本研究分別對居民和遊客做實地問卷調

查，將問卷回收後，應用統計套裝軟體SPSS進行資料統計分析。 

(2) 問卷調查結果 

居民問卷有效樣本數為 65 份，樣本分佈以龍水里最多，南灣里次之，另

有少數山腳里的居民。計有男性 37 名(57 %)，女性 28 名(43 %)。年齡分析中看

出年輕族群（30 歲以下）偏少，約占 23 %；中壯年族群（31-50 歲）與老年族

群（51 歲以上）為最大族群，兩者均佔 38.5 %。職業方面，約 18.5 %的人口從

事商業或服務業；18.5 %的人口從事農林漁牧業；15.4%的人口為家管；軍公教

人員約 12.3 %。教育程度方面，大多數為國中以下(49.2 %)，次之為高中職(30.8 

%)，大學以上學歷者最少(20 %)。居民的居住時間超過 11 年者約有 70.8 %，次

之為 5 年以下，約占 20%，6-10 年者最少（表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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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0 居民基本資料 
  人數 百分比(%) 

性別 
男 37 56.90 
女 28 43.10 
Total 65 100.00 

年齡 

20 歲以下 6 9.20 
21-30 歲 9 13.80 
31-40 歲 12 18.50 
41-50 歲 13 20.00 
51 歲以上 25 38.50 
Total 65 100.00 

職業 

農林漁牧業 12 18.50 
工/製造生產業 4 6.20 
商/服務業 12 18.50 
軍公教人員 8 12.30 
學生 3 4.60 
家管 10 15.40 
退休人員 6 9.20 
其他 10 15.40 
Total 65 100.00 

教育程度 

國中小以下 32 49.20 
高中職 20 30.80 
大專/大學 11 16.90 
研究所以上 2 3.10 
Total 65 100.00 

居住時間 

5 年以下 13 20.00 
6-10 年 6 9.20 
11 年以上 46 70.80 
Total 65 100.00 

參與社區活動 

從未參與 34 52.30 
偶爾參與 25 38.50 
經常參與 6 9.20 
Total 65 10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 

 

A. 居民生態旅遊態度 

以 15 個問項詢問受訪者對於「生態旅遊態度」，其中 1 代表非常不同意、

3 代表普通、5 代表非常同意。結果顯示地方居民對於生態旅遊態度大都表示正

面態度，其中又以「以自然為基礎的旅遊」構面平均得分較高，正向意見統計得

分較低的問項為濕地的自然保育功能較社會經濟功能重要、濕地旅遊應遵循使用

者付費原則，表示居民大多希望能由生態旅遊當中帶動社區的經濟發展，能有回

饋地方的管理方式出現（圖 6-12）（表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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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2 居民生態旅遊態度（資料來源：本研究） 

表6-11 居民生態旅遊態度結果百分比 

項目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正向意

見統計

旅遊應以欣賞及體驗自然、文化資源為主 - 3.10 10.80 56.90 29.20 86.10

濕地開發應避免影響野生動植物的棲息 - 3.10 13.80 50.80 32.30 83.10

濕地的自然保育功能較社會經濟功能重要 3.10 7.70 30.80 35.40 23.10 58.50

生態旅遊發展應以環境教育為核心 - 4.60 21.50 44.60 29.20 73.80

生態旅遊可以增加大眾的環保意識 1.50 4.60 7.70 53.80 32.30 86.10

生態旅遊可以激發大眾實質參與保育行動 1.50 4.60 15.40 55.40 23.10 78.50

生態旅遊應以小團體遊客為主 4.60 9.20 30.80 38.50 16.90 55.40

生態旅遊以自行車與步行最適合 1.50 3.10 16.90 43.10 35.40 78.50

遊憩設施避免過多硬體建設 1.50 1.50 29.20 41.50 26.20 67.70

生態旅遊應實行分區管制 1.50 3.10 18.50 47.70 29.20 76.90

保護區採取預約方式進行遊客配額限制 3.10 13.80 12.30 50.80 20.00 70.80

應在重要時期如鳥類繁殖期實施管制 1.50 4.60 24.60 43.10 26.20 69.30

應從生態旅遊的獲益撥出保育的回饋基金 - 7.70 18.50 41.50 32.30 73.80

應持續進行溼地的生態監測 1.50 1.50 23.10 47.70 26.20 73.90

濕地旅遊應遵循使用者付費原則 6.20 23.10 15.40 36.90 18.50 55.40

註：n = 65，數字為百分比(%)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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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居民使用與開發地區資源態度 

以 8 個問項詢問受訪者對於「使用與開發資源態度」，其中 1 代表非常不

同意、3 代表普通、5 代表非常同意。結果顯示龍居民對於鑾潭禁止垂釣魚類態

度有所分歧，正向統計意見僅占 52.4%，其次為禁止放牧牲畜、禁止任意開墾土

地、變更土地使用（圖 6-13）（表 6-12）。 

 

 
圖6-13 居民使用與開發資源態度（資料來源：本研究） 

 

 

表6-12 居民使用與開發資源態度結果百分比 

項目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正向意見
統計 

應禁止任意改變溼地或水道 4.60 6.20 16.90 36.90 35.40 72.30 

應禁止任意開採礦物或土石 3.10 1.50 15.40 35.40 44.60 79.60 

應禁止任意開墾土地 4.60 10.80 23.10 27.70 33.80 61.50 

應禁止任意變更土地之使用 7.70 9.20 16.90 32.30 33.80 66.10 

應禁止垂釣魚類 6.20 18.50 23.10 26.20 26.20 52.40 

應禁止放牧牲畜 4.60 7.70 29.20 32.30 26.20 58.50 

應禁止任意設置廣告、招牌等 6.20 1.50 21.50 32.30 38.50 70.80 

應禁止建築物的任意擴建行為 10.80 4.60 13.80 36.90 33.80 70.70 

註：n = 65，數字為百分比(%)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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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居民地區發展態度 

以4個問項詢問受訪者對於「地區發展態度」，其中1代表非常不同意、3

代表普通、5代表非常同意。結果顯示居民支持更多遊客到龍鑾潭地區觀光(75.4 

%)，並且支持積極發展龍鑾潭地區觀光(72.3%)，平均數達4分以上，高於擴大

龍鑾潭保護區的範圍、嚴格限制地區的開發行為，表示居民對於龍鑾潭的發展

態度認為發展觀光是目前較迫切的需求，然而擴大保護區範圍與管制開發也高

於平均數（3分），說明居民認為保護與開發兩者並不衝突（圖6-14）（表6-13）。 

 

 

圖6-14 居民地區發展態度（資料來源：本研究） 

表6-13 居民地區發展態度結果百分比 

項目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正向意
見統計

我支持嚴格限制龍鑾潭限制區的開發行為 9.20 9.20 21.50 27.70 32.30 60.00 

我支持擴大龍鑾潭限制區的範圍 9.20 10.80 16.90 29.20 33.80 63.00 

我支持積極發展龍鑾潭地區的觀光 3.10 4.60 20.00 29.20 43.10 72.30 

我支持更多遊客到龍鑾潭地區觀光 4.60 4.60 15.40 27.70 47.70 75.40 

註：n = 65，數字為百分比(%) 
（資料來源：本研究） 

針對龍鑾潭地區的遊客進行問卷調查，得到有效問卷數為 72 份，其中男

性占 55.5%，女性占 38.9%。遊客年齡層以青年族群（21-30 歲）居多，占 38.9%，

中壯年族群（31-50 歲）占 33.3%，次之，51 歲以上老年族群占 6.9%。職業方面，

以學生 36.1%最多，商/服務業 27.8%次之。在教育程度，學歷大專/大學者最多，

占 52.8%，次之為高中職 22.2%；研究所以上占 11.1%。研究顯示旅遊經驗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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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來此旅遊最高，占 58.3%。旅遊群體則為和朋友同遊最高，占 52.8%，其次

為和家人同遊 31.9%（表 6-14）。 

表6-14 遊客基本資料 

（資料來源：本研究） 

D. 遊客生態旅遊態度 

以 15 個問項詢問受訪者對「生態旅遊態度」，其中 1 代非常不同意、3

表普通、5 表非常同意。結果顯示遊客對龍鑾潭生態旅遊大多表示正面態度，其

中以旅遊應以欣賞及體驗自然文化資源為主、濕地開發應避免影響野生動植物的

棲息之題目正向意見統計最高，濕地旅遊應遵循使用者付費原則分數最低（圖

6-15）（表 6-15）。 

  人數 百分比(%) 

性別 

男 40 55.50 
女 28 38.90 
遺漏值 4 5.60 
Total 72 100.00 

年齡 

20 歲以下 11 15.30 
21-30 歲 28 38.90 
31-40 歲 16. 22.20 
41-50 歲 8 11.10 
51 歲以上 5 6.90 
遺漏值 4 5.60 
Total 72 100.00 

職業 

農林漁牧業 4 5.60 
工/製造生產業 6 8.30 
商/服務業 20 27.80 
軍公教人員 3 4.20 
學生 26 36.10 
家管 3 4.20 
退休人員 4 5.60 
其他 2 2.80 
遺漏值 4 5.60 
Total 72 100.00 

教育程度 

國中小以下 6 8.30 
高中職 16 22.20 
大專/大學 38 52.80 
研究所以上 8 11.10 
遺漏值 4 5.60 
Total 72 100.00 

旅遊經驗 

第一次來此旅遊 42 58.30 
舊地重遊 26 36.10 
遺漏值 4 5.60 
Total 72 100.00 

旅遊群體 

單人旅遊 7 9.70 
和朋友同遊 38 52.80 
和家人同遊 23 31.90 
遺漏值 4 5.60 
Total 7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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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5 遊客生態旅遊態度（資料來源：本研究） 

表6-15 遊客生態旅遊態度結果百分比 

項目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正向意

見統計

旅遊應以欣賞及體驗自然、文化資源為主 - - 11.80 60.30 27.90 88.20

濕地開發應避免影響野生動植物的棲息 - - 13.20 50.00 36.80 86.80

濕地的自然保育功能較社會經濟功能重要 - - 25.00 44.10 30.90 75.00

生態旅遊發展應以環境教育為核心 - 1.50 26.50 42.60 29.40 72.00

生態旅遊可以增加大眾的環保意識 - 1.50 33.80 55.90 8.80 64.70

生態旅遊可以激發大眾實質參與保育行動 - 1.50 35.30 54.40 8.80 63.20

生態旅遊應以小團體遊客為主 - 1.50 38.20 36.80 23.50 60.30

生態旅遊以自行車與步行最適合 - 1.50 25.00 42.60 30.90 73.50

遊憩設施避免過多硬體建設 - - 29.40 52.90 17.60 70.50

生態旅遊應實行分區管制 - 1.50 32.40 39.70 26.50 66.20

保護區採取預約方式進行遊客配額限制 - 5.90 29.40 48.50 16.20 64.70

應在重要時期如鳥類繁殖期實施管制 - 2.90 27.90 47.10 22.10 69.20

應從生態旅遊的獲益撥出保育的回饋基金 - - 38.20 44.10 17.60 61.70

應持續進行溼地的生態監測 - 1.50 32.40 48.50 17.60 66.10

濕地旅遊應遵循使用者付費原則 8.80 8.80 45.60 25.00 11.80 36.80

註：n = 72，數字為百分比(%)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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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遊客旅遊動機 

以 12 個問項詢問受訪者對於「遊客旅遊動機」，其中 1 代表非常不同意、3

代表普通、5 代表非常同意。結果顯示遊客以到龍鑾潭接近自然、欣賞風景之問項得

分最高，平均得分達 4.3，其次以讓自己過得更快樂的得分次之（圖 6-16）（表 6-16）。
 

 
圖6-16 遊客旅遊動機（資料來源：本研究） 

表6-16 遊客旅遊動機結果百分比 

項目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正向意

見統計

體驗不同文化與生活方式 - - 19.10 52.90 27.90 80.80

參觀歷史古蹟 - 11.80 38.20 39.70 10.30 50.00

接近自然、欣賞風景 - - 5.90 52.90 41.20 94.10

賞鳥、野生生物欣賞 - - 17.60 57.40 25.00 82.40

得到休息與放鬆 - - 16.20 42.60 41.20 83.80

離開工作釋放壓力 1.50 - 19.10 42.60 36.80 79.40

新鮮好奇、尋求樂趣 - 1.50 13.20 66.20 19.10 85.30

追尋未曾體驗過的地方 - - 27.90 50.00 22.10 72.10

增加與家人/朋友之間的情感 - 1.50 14.70 50.00 33.80 83.80

認識具有相同價值觀和興趣的朋友 - 2.90 19.10 57.40 20.60 78.00

豐富自我的旅行 - 1.50 14.70 54.40 29.40 83.80

讓自己過得更快樂 - 1.50 10.30 42.60 45.60 88.20

註：n = 72，數字為百分比(%)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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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遊客使用與開發地區資源態度 

以 12 個問項詢問受訪者對於「遊客旅遊動機」，其中 1 代表非常不同意、

3 代表普通、5 代表非常同意。結果顯示應禁止垂釣魚類、應禁止放牧牲畜之正

向意見統計較低，但仍然高於 3 分，根據遊客訪談指出，牲畜在龍鑾潭活動可增

加旅遊過程中的自然環境體驗，若開放垂釣則有助於遊客與自環互動的體驗，但

仍須進行適度管制（圖 6-17）（表 6-17）。 

 
圖6-17 遊客使用與開發地區資源態度（資料來源：本研究） 

 

表6-17 遊客使用與開發地區資源態度結果百分比 

項目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正向意見
統計 

應禁止任意改變溼地或水道 - - 36.80 45.60 17.60 63.20 

應禁止任意開採礦物或土石 - - 17.60 60.30 22.10 82.40 

應禁止任意開墾土地 - - 19.10 45.60 35.30 80.90 

應禁止任意變更土地之使用 - - 14.70 54.40 30.90 85.30 

應禁止垂釣魚類 - 1.50 45.60 38.20 14.70 52.90 

應禁止放牧牲畜 - 2.90 41.20 45.60 10.30 55.90 

應禁止任意設置廣告、招牌等 - - 11.80 64.70 23.50 88.20 

應禁止建築物的任意擴建行為 - - 33.80 42.60 23.50 66.10 

註：n = 72，數字為百分比(%)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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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子計畫六—數位生態資料庫與濕地網頁建置 

一、研究方法與過程、結果與討論 

（一） 資料庫與系統架構 

本計畫考量此一數位生態資料庫暨管理系統伺服主機之建置與日後系統維

護單位在更新維護之需求與方便，為了降低數位生態資料庫伺服系統的建置與

維護之成本，同時能合乎未來各使用單位或使用者在軟硬體設施效能與作業系

統差異之需求，我們將採用 Open Source 的 Linux 作業系統為環境平台，以

PHP、Java Script 配合 PostgreSQL 資料庫作為開發工具，並呼叫 Google map 

API 以處理 GIS 相關查詢、展示功能。本計畫以整合與擴充去年所建置之龍鑾

潭濕地資料庫暨網頁系統做為基礎，此一數位生態資料庫暨管理系統之架構、

運作與測試結果。系統架構圖如7-1所示，而南仁湖濕地網頁暨資料庫查詢系統

實際執行畫面如圖 7-2 所示： 

  

圖 7-1 系統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 

圖 7-2 系統畫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 

（二） 資料庫設計 

本計畫所將建立之數位生態資料庫系統初步規畫主要分為「調查樣本（物

種）基本資料」、「環境調查紀錄」、「生物採集紀錄」以及「航遙測資訊」等

資料庫項目，未來將視計畫實際調查內容與需求再進行擴增與調整。在調查樣

本基本資料庫中將紀錄物種的基本資料，儲存包括名稱、形狀特徵、辨識特

徵、照片等等，每一種被調查之物種均存有一筆紀錄。而生物採集紀錄則包含

每一次採集相關的資訊，包含物種、影像、經緯度座標、TWD 97 座標（民國 97

年公佈之台灣地區的二度分帶座標）、出現頻次、DNA、聲訊等等資訊，針對

每次採集所獲得的每一個物種或樣本進行逐筆紀錄。環境調查紀錄資料以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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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位置之第型、位置與生態環境資訊。航遙測資料者依據各子計畫提供之衛

星、飛機或低空域飛行載具所拍攝航空或遙測影像資訊為主。 

（三） 開放式 GIS 查詢技術 

近年來無線寬頻與行動上網普及化，個人透過手機、可攜式連線設備如

PDA、平板電腦以及筆記型電腦等設備即時連線查詢之需求日益升高。本計畫

為了進一步強化對所有行動版本瀏覽器的支持，本系統結合 Google Map API 3.0

版作為 GIS 展示與查詢之開發工具。進行 GIS 查詢時，是透過 Java Script 將使

用者選定之查詢範圍與 Google map 上滑鼠處之經緯度座標整合後傳送給系統後

端的 php 程式連接資料庫進行查詢。為了能夠精確的查詢到滑鼠點選的位置附

近的物種，我們將 google map回傳之經緯度轉換成TWD 97。由於TWD 97是以

公尺為單位，因此我們就可以利用歐基里得距離公式直接查詢出與滑鼠位置距

離某數值之內的所有採集紀錄。地圖上標示搜尋範圍的圓形，則是利用 Google 

map API 3.0 新增的畫圓功能繪製（圖 7-4）。 

本年度已著手開發路徑查詢功能與，此一技術發展完成後，未來將能提供

研究人員或一般使用者輸入行進路徑，透過資料庫查詢該路徑附近可觀察到的

物種資料，進一步提升系統在生態導覽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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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果與討論 

（一） 網路伺服器建構與運作 

本計畫執行與建置之數位生態資料庫暨管理系統在完成後之使用者並不限

於計畫實際參與田野調查之研究人員，並將包括國家公園相關業務負責人員、

後續計畫研究學者以及透過濕地網頁查詢連結之民眾或遊客。利用本子計畫建

置之伺服器主機將同時提供濕地網頁、物種資料庫、生態調查資料庫與多媒體

展示儲存等功能，系統伺服器的服務與運作架構如圖 7-3。其中生態調查資料庫

更包括水域調查、植物調查、鳥類調查、昆蟲調查、航遙測資料、人為活動調

查等不同種類與形式之資料，透過資料彙種檢查系統根據資料類型與特性轉存

至田野調查資料庫與多媒體資料庫，提供後續對於所調查的資料進行進一步之

查詢、分析與展示功能。濕地網頁資料建置以供科普教育網頁展示，並可透過

伺服器呼叫其他之多媒體資料。 

 

圖 7-3 濕地調查伺服系統服務與運作架構（資料來源：本研究） 

關於本系統規畫之使用人員而言，其中除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所屬人員與

實際參與調查之研究人員外，絕大部分使用者多為遊客或一般查詢、連結之民

眾，因此多數不具備專業之生物與生態背景。一般使用者對於網頁內容或系統

資訊之需求主要是關注休閒與遊憩相關內容，亦可能因興趣而查詢生物或環境

保育議題或使用系統資料庫來進一步了解龍鑾潭在生態與保育之角色。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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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作上系統透過登錄認證之權限設定以區分不同使用人員之對於資料庫內容

之查詢權限，系統除了提供經系統認證之研究人員完整資料庫查詢、比對與分

析之功能外，對於一般未經認證之使用者除提供傳統的關鍵字查詢之外，系統

特別提供「地圖點選查詢功能」（圖 7-3），提供使用者能於 GOOGLE 提供之南

仁湖濕地衛星地圖中直接查詢所點選位置附近生存的物種，讓遊客或一般使用

者透過設定搜尋的半徑與時間，即可查詢點選位置附近的物種紀錄。 

（二） 網站與資料庫系統查詢測試 

為確保本計畫之可行性，本計畫以前置開發方式完成資料庫伺服系統雛型

進行測試，測試資料庫總計儲存共有 297 個物種，3,285 筆採集紀錄。伺服器硬

體架構是 Intel Core2 Quad CPU Q6600 2.40 GHz, 2G RAM，作業系統是 Linux 

CentOS 5.5。透過 100 M 的區域網路用一般 PC 配合 FireFox 3.6 瀏覽器進行測

試。經 50 次 GIS 查詢與關鍵字查詢之後，發現其 GIS 查詢平均時間為 24.51 

ms，關鍵字查詢時間為 11.38 ms。 

由上述實驗數據可知 GIS 查詢比傳統 keyword 查詢時間多一倍，但都遠低

於一般網頁的 8 秒鐘回應時間限制18。本系統測試網站使用 IE、FireFox、

Chrome 等瀏覽器進行連線查詢皆可正確運作，甚至在執行 Android 2.219的 HTC 

Desire，與 iPhone 等智慧型手機上也可正確運作，顯示此系統的相容性

(compatibility)與可及性(accessibility)相當良好，幾乎可適用於現行之絕大多數之

瀏覽器進行查詢。 

 

圖 7-4 地圖點選查詢畫面（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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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物種詳細資訊（資料來源：本研究） 

另外，如使用者透過 GIS 系統進行資料庫查詢，系統除可以回報該區域附

近田野調查出現的各種生物與頻度，並讓研究者可透過條件設定對資料庫進行

整合性查詢。在以整合性查詢時，系統將可依據研究人員所設定之查詢條件能

獲得不同物種資料與變化，藉以瞭解到該查詢地區季節時間、環境因子、生物

數量與種數以及人為活動之交互作用，而非如以往之個別調查計畫僅止於所找

到單一或少數物種的數量變化的資料。透過資料庫來整合鳥類、昆蟲、水域生

態、植被資料及人文影響等不同調查資料，對未來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對於南

仁湖濕地在棲地保育、生物多樣性研究、環境監測與永續經營發展上，可提供

整合評估時的參考。 

由於目前系統資料庫正處於資料匯入與建置階段，各子計畫調查資料之匯

入尚未齊全，尚不宜貿然提供大眾查詢。在系統資料庫查詢功能之測試工作採

用由去年度本計畫執行團隊所建置之龍鑾潭濕地資料庫進行系統改寫與模擬運

作，經前半年計畫執行期間之測試功能正常後，於 9 月之後開始匯入調查資

料。功能實際測試之查詢展示畫面如圖7-4所示，使用者可於右側衛星地圖上直

接點選欲查詢資料之地點，系統即傳回點選座標設定範圍內所記錄之物種列

表。使用者如再進一步點選系統所回傳物種表列之物種，則系統也會進一步呼

叫並展示出其該物種的基本資料與調查到的分佈地點，即使該物中分布位置在

龍鑾潭濕地系統亦可交查查詢與展示，結果畫面如圖7-5所示。本年度計畫執行

中我們已將本系統資料庫完全整合龍鑾潭濕地與南仁湖濕地之調查資料，日後

將進一步擴充至具備整個墾丁國家公園生態資料之整合式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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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合性資料庫建置 

本計畫執行與研究中使用 Open Source 系統為基礎，結合 Google MAP API

製作與開發了一套具備整合視覺化查詢、展示功能之濕地數位生態資料庫暨管

理系統與南仁湖濕地網頁暨資料庫查詢展示系統（圖 7-7）。此一數位生態資料

庫系統之實際運作時以網頁形式呈現，使用者透過該網頁連結到數位資料庫以

查詢適合之生態監測或科普展示資料。本系統具備製作與開發成本低廉，且在

資料結構具有相當良好之相容性，能夠允許各式使用者（包括研究人員與社會大

眾）均可利用當前之各式主流瀏覽器來連結使用。未來在計畫執行時程與工作允

許之前提下，如能進一步彙整，將歷年對此地區之監測、調查研究資料予以輸

入，則將能提供此區域生態變化之短、中、長期之變化趨勢，期使本數位生態

資料庫系統可以對此國家重要濕地在管理方式、保育策略與永續經營上提供參

考。 

計畫中濕地網頁建置之主要在同時結合對於南仁湖濕地的生態調查之結果

並運用做為推廣與落實環境教育、生態保育與政策宣導之目標。因此在建置南

仁湖濕地網頁工作方面，本年度我們首先以墾丁國家公園過去所出版、發行之

書籍、文宣資料內容與相關調查報告結果，做為網頁內容建置與設計之藍圖與

參考依據。另外為增加此網頁對與瀏覽民眾之吸引力，同時賦予其具備獨特

性、新穎性、豐富性與創新性的內容與功能，在網頁之開發中我們嘗試結合環

場展示技術、空中視野、3D 環場影像及資料庫查詢功能。 

過本計畫執行團隊與國內發展先進智慧型遙控載具科技廠商所簽訂之技術

開發合作備忘錄的機會，利用其所發展之智慧型低空域空中攝影載具與技術，

實際應用於南仁湖濕地保護區的不同位置與高度進行俯視平面及空中視野之環

場影像拍攝，並透過連續影像重組與環場展示技術，成為國內景觀導覽網頁首

度採用之展示方式，希望在系統開放後可提供使用者或遊客在查詢特別景觀區

環境時能有全新的體驗。在本年度計畫執行期間，我們密集安排進行 4 個工作

日、超過 20 航次的低空域空中攝影作業，取得相當數量之空拍影像，目前正在

進行影像後製作，日後將陸續加入濕地網頁展示，使日後網頁內容依然能持續

更新持續給予使用者新的體驗。在後續年度計畫執行期限中，我們將會持續安

排各定點之環場攝影與低空域空中攝影，藉以紀錄整個南仁湖在生態環境與景

觀之變化。並將進一步嘗試整合 3D 展示技術，希望將所建置之環場視野展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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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轉換成為虛擬實境之 3D 展示內容。 

（四） 濕地網頁建置 

墾丁國家公園所屬之龍鑾潭濕地與南仁湖濕地為內政部公告列為國家重要

濕地，並分別列屬墾丁國家公園之龍鑾潭特別景觀區與南仁山生態保護區，由

於兩者在性質與管理方向上具有相當大的差異性。龍鑾潭濕地在地理位置便

捷、交通與周邊開發狀態影響下，一般民眾進入龍鑾潭特別景觀區相當方便且

人數相當多且逐年攀高，故網頁內容規劃採保育查詢與遊憩導覽並重的模式。

南仁湖濕地則因位置較為偏僻、且受法令限制周邊區域的開發與每日申請進入

之民眾數量，故在網頁內容規畫上著重生態展示與保育宣導。本年度計畫執行

期間除將繼續維護與更新龍鑾潭濕地網頁20外，並將新建置南仁湖濕地之專屬

網頁。以下為南仁湖濕地網頁之建置架構(圖 7-6)目標與內容規劃。 

圖 7-6 南仁湖濕地網頁系統架構（資料來源︰本研究） 

南仁湖濕地位於墾丁南仁山保護區中，歸屬熱帶雨林生態系統，目前南仁

湖濕地包括由 3 個屬於山區淡水湖泊水域系統及湖域周邊之陸化中之草澤、草

地、灌叢及四周蒼鬱之森林所共同構成，所屬範圍之生態系統多變且生物資源

極其豐富。南仁湖主湖水域原為山中凹地，早期曾為受人為開墾做為水田，後

因在位於東北側出水口因築堤而匯積雨水形成現今之淺水湖域（圖 7-7）。為保

護此一珍貴之生態環境，在墾丁國家公園設立與南仁山保護區規劃後，對於進

出遊客進行限制與管制。與龍鑾潭濕地最大差別除在形成原因外，最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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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仁湖濕地偏遠地理位置與受國家公園規劃為保護區之限制，故遊客與人為活

動的干擾相對稀少。由於在濕地經營、管理策略與目標上之差異，因此，南仁

湖濕地網頁之建置內容上將著重對環境景觀、生態演替與生物多樣性知識的傳

遞。 

 

 

圖7-7 南仁湖空拍影像(a)南仁湖濕地水域空拍360度環場影像(b)局部放大影像 

（資料來源︰本研究） 

在南仁湖濕地網頁之建置主要內容規劃上，根據目的與呈現方式包括 1. 

地理環境介紹；2. 線上媒體與影像導覽；3. 生態多樣性之生態與物種資料介

紹；4. GIS 與生態資料庫查詢；5. 生態藝廊等。其中地理環境介紹中將涵蓋南

仁湖濕地的地理位置介紹、南仁湖濕地歷史沿革與發展、濕地生態重要性及生

態演替對濕地之影響。線上媒體與影像導覽部分，將以製作互動式媒體，以提

供使用者於不同位置、視野之線上導覽方式來認識南仁湖濕地。而在生態多樣

性之生態與物種資料介紹中，未來我們並將彙集過去墾丁國家公園對於此區之

歷年調查紀錄物種資料、影像以製作成物種資料網頁，本網頁提供的資料包括

物種影像、學名、中英文俗名、別名、目、科、特有性、保育等級、外部形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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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生態習性、活動模式、鳴聲、棲地類型、食性、居留狀況及在南仁湖濕地

出現情形等文字描述，供使用者查閱以加深其對於濕地生態多樣性之認識。由

本子計畫建置的資料庫系統結合與採用 Google Map API 3 來開發 GIS 查詢系

統，故與龍鑾潭濕地網頁同樣具備視覺化查詢標功能，提供使用者與地圖上點

選並查詢該位置附近之物種或棲地生態資料，以供進入保護區參訪人員進行生

態導覽與學習之參考。在新增之生態藝廊部分，將蒐集計畫所屬工作人員於南

仁湖濕地所拍攝之生態影像資料庫，以每日隨機方式展示南仁湖濕地之環境景

觀、動植物影像提供使用者瀏覽。 

（五） 各子計畫調查資料整合 

本子計畫主要目標以彙整並儲存總計畫所屬之各子計畫中對墾丁國家公園

園區之龍鑾潭濕地與南仁湖濕地所進行之環境（水質、水樣、水文、季節、土地

利用…等）、生物因子（鳥類、水棲無脊椎動物、脊椎動物、水生植物、陸生植

物…等）、航遙測影像及人為活動的調查與相關監測資料（圖 7-3）。 

藉由對上述各項田野調查資料輸入並建立成數位化生態資料庫系統，提供

總計畫所屬之各子計畫對各項生態調查資料之儲存、分析、比對與查詢需求，

以期有效瞭解、追蹤與掌握這些濕地生態環境上的變動與趨勢，特別是人為活

動與干擾可能對濕地生態所產生之負面效應，提早預為相關單位或政府在因應

與防範之參考。而上述所建置、儲存之各式調查與研究資料除提供研究分析與

墾丁國家公園對於龍鑾潭濕地與南仁湖濕地之環境的品質監控與永續經營之參

考外，並可透過系統與權限設定，同步提供與應用於本計畫所建置之專屬濕地

生態教育網頁之查詢，以在社會大眾與遊客的查詢與利用間，達到推廣濕地保

育的觀念與落實生態教育之目的（圖 7-8）。 

 

 

 

 

 

 

 

 

圖 7-8 濕地調查伺服器之管理、使用權限、多媒體資料與網頁伺服器分工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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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資料應用 

本計畫執行與研究中使用 Open Source 系統為基礎，結合 Google MAP API 

製作了一套整合視覺化查詢、展示功能之數位生態資料庫暨管理系統與濕地網

頁。此一資料庫系統之發展具備製作與開發成本低廉、且經實測具有相當良好

之相容性與可及性；各式使用者包括研究人員與社會大眾均可利用當前之各式

主流瀏覽器來連結使用該網站以查詢適合之生態監測或科普展示資料。未來如

能進一步彙整、輸入歷年來對此地區之監測、調查研究資料，期使本數位生態

資料庫系統可以對此一國家重要濕地之管理方式、保育策略與永續經營上之參

考。而濕地網頁之建置將可推廣與落實環境教育、生態保育與政策宣導之目

標。 

在建置南仁湖濕地網頁工作方面，我們依據墾丁國家公園相關調查報告與

所出版、發行之書籍、文宣資料內容，做為網頁內容建置與設計之參考。另外

我們利用國內業者所發展之低空域空中攝影技術，針對保護區不同位置開發平

面及空中視野環場影像與展示技術，為國內網頁首度採用之展示方式，預計將

可提供使用者或遊客在查詢南仁湖保護區環境時能有全新的體驗。在計畫執行

至今，我們已安排並進行兩次低空域空中攝影作業，取得相當數量之影像，目

前正在進行影像後製作，以提供日後濕地網頁展示所需之影像(圖 7-9)。 

本濕地網頁建置與測試網址暫設為 http://nan-ren.vexp.net（圖 7-10），為求

系統運作之穩定與預防意外毀損，我們與去年龍鑾潭濕地網頁之採取相同模

式，以異地備份方式同時於高雄醫學大學及崑山科技大學兩處分別儲存、運作

兩套完全相同之內容相互備援，未來將依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之要求在於國家

公園所屬伺服器中新增相同內容之系統，並將所登錄之網域位址進行導向重

設。本年度並著手開發合適行動通訊設備的 APP，以期方便日後進入濕地的調

查人員或一般使用者的即時查詢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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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9 本年度計畫完成之高解析低空域空中攝影影像(a)組合影像(b)局部放大影像 

（資料來源︰本研究）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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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0 建構中之南仁湖濕地網頁測試畫面（資料來源：本研究） 

（七） 計畫資料庫整合與交換 

本計畫所規劃與建置之資料庫主要區分為兩大系統︰物種資料庫、採集資

料庫。其中物種資料庫中將以儲存或建置各物調查物種之基本資料，此部分先

前 墾 丁 國 家 公 園 管 理 處 已 有 建 置 一 套 物 種 資 料 查 詢 資 料 庫

(http://bio.ktnp.gov.tw/)21。基於同為墾丁國家公園之所屬網頁系統及促進系統建

置之效率與資料之相容性，建議透過資料轉換方式，將原建置之相關物種基本

資料能轉換提供本系統之物種資料庫中儲存與使用，同時如本計畫所屬個子計

畫在執行中有新建之物種基本資料亦能轉換提供該系統之利用22。 

本計畫所建置網頁之最新資訊部分，主要目的在提供國家公園做為活動公

告、最新消息與線上佈告欄之用途。在執行方便與時效性之考量，未來在網頁

正式開放民眾使用時，將提供國家公園管理機構由專責人員權限，以便進行相

關布告欄位資訊之及時張貼與更新等日常維護。

                                                 
18 Zona Research (1999)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Unacceptable Web-Site Download Speeds. 2010/11/08 Available from 
http://www.webperf.net/info/wp_downloadspeed.pdf, 2012/11/03. 
19 http://code.google.com/intl/zh-TW/android/, 2012/11/03. 
20墾丁國家公園，龍鑾潭濕地暨生態資料庫網頁：http://wetland.vexp.net, 2012/11/15. 
2121墾丁國家公園，物種資料查詢資料庫：http://bio.ktnp.gov.tw/, 2012/11/03. 
22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料庫與知識平台：http://npgis.cpami.gov.tw/cpa97-1/sys4/, 2012/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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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  論 

本研究 2012 年分別於龍鑾潭與南仁湖進行生態監測，在龍鑾潭部分，發現

鳥種數及鳥類密度都在秋過境期達最高峰，度冬季次之，春過境期則有另一波小

高峰。其中所調查到 274 種鳥類多為候鳥，可知龍鑾潭為國內候鳥的重要棲息地

之ㄧ。龍鑾潭周圍有數種棲地類型，其中草澤濕地有最高的鳥種數，水稻田在遷

移季節會有不少的鷸鴴科鳥類停留利用。樹林的鳥種數雖然最低，卻可發現數種

猛禽類。 

在鳳頭潛鴨日活動模式監測中，觀測到鳳頭潛鴨數量在 12-1 月間達到高

鋒，約有 1,300 隻。鳳頭潛鴨一般在日出後 3-4 小時潛水覓食的頻度達最高，之

後理羽的頻度增加，至傍晚睡覺的頻度也明顯增多。經過 2 年調查，發現鳳頭潛

鴨在龍鑾潭的數量與底棲螺貝類密度成負相關，顯示兩者存在食物鏈上為捕食與

獵物的關係。在水生生物資料中發現，造成龍鑾潭水生生物變化的主要因子為過

境候鳥。程建中等(2011)研究結果顯示，龍鑾潭於 9 月至 10 月期間有大量鷺鷥

科鳥類遷徙，10 月底至隔年 3 月有過冬的雁鴨於此處活動。以 9-10 月過境的鷺

鷥科來說，當鷺鷥到達後，龍鑾潭中的 條、三星攀鱸及吳郭魚等生物此時會大

幅度減少。在 10 月底到隔年 3 月期間，主要取食軟體動物的雁鴨出現後，潭中

軟體動物的豐度呈現下降的趨勢。 

龍鑾潭屬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環境狀況理應較其他開放區域穩定。但從

螞蟻功能群分析結果來看，實際上的環境棲地品質為不穩定。與 10 年前研究資

料相比，除了發現螞蟻物種數量與組成有極明顯的改變外，其功能群比例分配也

有改變，推測龍鑾潭的環境與過去相比可能較差。在水質與水生生物調查中發

現，龍鑾潭水質主要受四周人為廢水影響，其次受颱風、及暴雨與東北季風（落

山風）影響，造成水中有機物質及懸浮物質增加。 

本研究另發現龍鑾潭「水域生物」、「水質變化」及「季節風」三者間有些

許的關聯。經資料顯示，每年 10 月至隔年 2 月落山風吹到龍鑾潭時，正逢龍鑾

潭低水位與過境候鳥到達的時間。此時強風攪動潭水，造成潭底有機質經自底層

被翻動至水體中，導致水體濁度與 E. coli 數量增加，水中浮游植物數量明顯下

降。3 月後因梅雨使水位上升，水中營養鹽及浮游植物開始明顯增加。7-9 月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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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及軟體動物開增加，8-10 月水中小型魚類數量增加。當 10 月候鳥抵達，先前

增加的底棲生物與魚類又可作為候鳥的食物。由這變化來看，落山風似乎為驅動

龍鑾潭水域生態的主要驅動力（圖 6-1）。 

 

 

 

 

 

 

圖 8-1 龍鑾潭時序變化圖（2011 年 3 月~2012 年 10 月；資料來源︰本研究） 

對照羅柳墀等(2008)針對周邊土地使用狀況的調查資料，龍鑾潭林地面積

因實施造林工作成效顯著，成長 64%。人為建物面積擴增 1 倍以上，農地面積增

加 2%，空地、閒置用地等減少，表示人為利用土地狀況明顯成長及增強。問卷

調查結果發現，當地居民認為當地經濟缺乏發展，且被外界所忽略，普遍認為保

育與當地發展應可同步進行而不衝突。透過發展生態旅遊，可增強社區未來發展

願景，趨向於保護環境，吸引遊客觀光。 

本研究於南仁湖的調查共記錄到 46 種鳥類，10 月份明顯增加不少鷸鴴科鳥

類，可能與施工期水位下降，淺水泥灘增加有關。水位顯著降低、陸化明顯的主

湖、古湖和三號湖中，數種稀有的水生植物消失，原來的優勢物種李氏禾也多被

鋪地黍所取代。在獨立的一號湖和二號湖雖有季節性的水位波動，但維持與 2001

年調查時相近的水位。透過草澤地樣帶的調查，發現李氏禾優勢的生育地是在水

位較高或土壤長期浸水之環境，而在水位較低及土壤浸水不嚴重的生育地則被鋪

地黍取代，可見鋪地黍會由陸化的區域演替取代李氏禾，鋪地黍的出現可當作南

仁湖陸化的生態指標。 

為有效整合調查資料，本研究團隊建置「數位生態資料庫」專門彙整相關

資料。有別於其他收錄物種數量與基本資料為主之物種資料庫，本資料庫主要價

值在於所儲存、建置資料內容是否具備連續性、週期性與涵蓋性。因此，在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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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後續執行年度將依總計畫或各子計畫所提出對調查資料之彙整與分析需求，以

客製化方式開發分析工具與應用程式，方便研究人員對於調查資料的整合分析。

本研究所完成之田野調查資料庫系統具備高度擴充性與相容性，同時基於開放與

資源共享之原則與精神，未來並不限於本計畫相關各子計畫之儲存與利用。其他

相關研究單位經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同意後，亦可將其它委託調查、研究所得之

生態調查資料予以轉換、匯入儲存於資料庫，並藉由本系統進行整合式查詢、分

析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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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議事項 

建議一 

秋過境期龍鑾潭鷺科鳥類的觀賞活動：立即可行建議 

主辦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協辦單位：高雄醫學大學 

秋過境期（9-10月）鷺科鳥類明顯增加，上百隻的鷺鷥群常出現在龍鑾潭

週遭。同時配合墾丁賞鷹季活動，讓賞鷹的遊客可以加碼看到大群鷺鷥遷移的景

觀。建議在遊客中心、龍鑾潭自然中心、社頂公園凌霄亭、滿州鄉里德橋等賞鳥

客聚集處放置賞鳥宣傳看板，應可導引部份遊客前往觀賞鷺鷥遷移的盛況。 

建議二 

龍鑾潭鳥類監測規劃：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協辦單位：屏東縣野鳥學會 

未來龍鑾潭濕地的鳥類監測方式，建議一年至少進行4次調查︰春過境期

4-5月中調查一次（非季風季）、秋過境期9-10月各調查一次（過渡期）及度冬

期12月或隔年1月調查一次（季風季）。以便監測龍鑾潭的鳥類，其餘可視人力

及經費調整調查頻度。調查方法建議以穿越線方式，於上午沿龍鑾潭及週遭地區

進行調查。 

建議三 

加強管理污染物質及外來水體：立即可行建議 

主辦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協辦機關：臺灣省屏東農田水利會 

本研究調查發現，龍鑾潭目前的水質汙染主要來自於人為流入，其中又以西

南 01 樣點與西中 03 樣點為最明顯的流入區。建議管理人為汙染物質進入潭區，

定期檢測此類物質與外來水體（如周圍農田、瓊麻工業歷史展示區與龍鑾潭自然

中心）進入龍鑾潭與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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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四 

民眾進入潭區撿拾二枚貝與水位管理：立即可行建議 

主辦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協辦機關：臺灣省屏東農田水利會 

調查發現，民眾會在低水位時進入龍鑾潭撿拾螺貝類，同時雁鴨主要食物亦

為軟體動物。為防止民眾過度撿拾石蚌及其他軟體動物，與保障民眾的安全下，

墾管處可加強管理及宣導，防止民眾進入潭區撿拾軟體動物而發生意外與驚擾候

鳥。此外，2012 年 4 月與 8 月調查時發現龍鑾潭水位非常低，應是為預防梅雨

季與颱風季的預防性排水。但在乾涸的潭底有大量乾死的石蚌與圓蚌，這些二枚

貝除了為雁鴨的食物外，同時也是高體鰟鮍與革條田中鰟鮍的產卵場所，若因過

度放水造成二枚貝大量死亡，可能造成高體鰟鮍與革條田中鰟鮍的族群數量受到

影響。因此除非有立即的必要性，應盡可能維持龍鑾潭的正常水位，建議可參考

屏東農田水利會規定龍鑾潭的蓄水位豐水期（自 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止）為 15.6

公尺，枯水期（自 9 月 1 日至翌年 5 月 31 日止）為 16.5 公尺(經濟部 2003)，並

做修正。 

建議五 

減少人為擾動與外來種移除：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協辦機關：臺灣省屏東農田水利會 

目前龍鑾潭的人為擾動除了農業外，常見的還有漁獲的捕撈。2011 年調查

期間常可見到民眾在潭邊垂釣，或放置魚籠、蝦籠捕捉魚蝦、貝類等。經墾管處

勸導後，民眾捕撈的次數降低，但仍須持續努力。同時 2012 年調查發現外來種

有減少的現象，特別是具有經濟性的肉食性外來種魚類數量明顯減少。推測可能

是因為 2011 年民眾垂釣頻率較高所造成。建議管理處可透過對外來種進行選擇

性及具管理方式的捕撈行為，應可達到明顯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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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六 

鼓勵社區參與，促進共同經營管理之理念：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協辦機關：社區發展協會 

經由邀請社區民眾參與環境教育、導覽解說及巡邏監測等活動，除了可以

有效降低人為活動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外，更可加強居民、遊客、民宿業者對於

龍鑾潭地區的認同感。建議管理單位與民眾一起保護地區自然資源及社區發展努

力的共同經營管理模式，以促進龍鑾潭特別景觀區的永續發展。 

建議七 

南仁湖季節性水位調控之可行性研究：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協辦單位：學術研究單位 

水位的季節變化是影響湖區生物多樣性的因素之ㄧ，目前南仁湖已出現陸

化情形，管理處在排水口施作工程加高水位。理論上可減緩陸化現象，卻會讓淺

水域的涉禽無立身之地，反而降低鳥類多樣性，部分水生昆蟲可能也同樣會受影

響。建議參考過去紀錄，追蹤研究南仁湖水位的季節性變化。藉由進行季節性水

位調節，讓南仁湖維持現有的生物多樣性。 

建議八 

國家重要濕地規劃施工前應徵詢學者專業建議，在工程施工作業中勿破壞生態資

原︰立即可行建議 

主辦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協辦機關：臺灣省農田水利會 

計畫執行期間，因為管理處與其他相關單位分別進行龍鑾潭堤岸整修及南

仁湖排水堰加高工程，發現龍鑾潭沒有採用生態工法的方式進行規劃，當地居民

反應沒有考慮生態環境對自然景觀有負面衝擊。更發現施工處的水質變差與底棲

生物族群數量減少；南仁湖在施工過程中湖水大量放流，並將步道兩旁砍伐的樹

木棄置在湖岸，對自然生態有嚴重影響。建議在規劃工程前，應徵詢學者專業意

見，評估工程對生態的影響，施工期間應有研究人員監測生態變化，減少施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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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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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1 2012 年南仁湖地區鳥類名錄，本計畫共調查到 46 種。 

科別 種類 保育等級*

Ardeidae 鷺科 Ardea cinerea 蒼鷺  
 Egretta alba 大白鷺  
 Mesophoyx intermedia 中白鷺  
 Egretta garzetta 小白鷺  
 Bubulcus ibis 黃頭鷺  
Anatidae 雁鴨科 Anas zonorhyncha 花嘴鴨  
Pandionidae 鶚科 Pandion haliaetus 魚鷹 II 
Accipitridae 鷹科 Pernis ptilorhynchus 東方蜂鷹 II 
 Spilornis cheela 大冠鷲 II 
 Accipiter trivirgatus 鳳頭蒼鷹 II 
 Accipiter virgatus 松雀鷹 II 
 Butastur indicus 灰面鵟鷹 II 
 Milvus migrans 黑鳶 II 
Phasianidae 雉科 Bambusicola thoracicus 竹雞  
Charadriidae 鴴科 Charadrius dubius 小環頸鴴  
 Charadrius alexandrinus 東方環頸鴴  
Scolopacidae 鷸科 Tringa nebularia 青足鷸  
 Tringa glareola 鷹斑鷸  
 Actitis hypoleucos 磯鷸  
 Gallinago gallinago 田鷸  
 Calidris temminckii 丹氏濱鷸／丹氏穉鷸  
 Calidris alpina 黑腹濱鷸  
Capitonidae 鬚鴷科 Megalaima oorti 五色鳥  
Monarchidae 王鶲科 Hypothymis azurea 黑枕藍鶲  
Corvidae 鴉科 Urocissa caerulea 台灣藍鵲 III 
 Dendrocitta formosae 樹鵲  
Motacillidae 鶺鴒科 Motacilla flava 黃鶺鴒  
 Motacilla cinerea 灰鶺鴒  
 Motacilla alba 白鶺鴒  
 Anthus cervinus 赤喉鷚  
Hirundinidae 燕科 Hirundo rustica 家燕  
Pucnonotidae 鵯科 Pycnonotus taivanus 烏頭翁 II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amaurotis 棕耳鵯  
Turdidae 鶇科 Turdus chrysolaus 赤腹鶇  
Timaliidae 畫眉科 Pomatorhinus musicus 小彎嘴  

 

Pomatorhinus erythrocnemis 大彎嘴 
Heterophasia auricularis 白耳畫眉 
Alcippe morrisonia 繡眼畫眉 
Yuhina zantholeuca 綠畫眉 
Schoeniparus brunnea 頭烏線 

 

 Stachyris ruficeps 山紅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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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ocichla steerii 藪鳥  
 Garrulax taewanus 台灣畫眉 II 
Zosteropidae 繡眼科 Zosterops japonicus 綠繡眼  
Emberizidae 鵐科 Emberiza spodocephala 黑臉鵐  
*保育類野生動物可分為：等 I 級瀕臨絕種野生動物，第 II 級珍貴稀有野生動物，及第 III 級其他

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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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1 南仁湖植物名錄 
Pteridophyte 蕨類植物 

1. Nephrolepidaceae腎蕨科 

1.Nephrolepis multiflora 毛葉腎蕨 

2.Selaginellaceae 卷柏科 

2.Selaginella delicatula (Desv.) Alston 全緣卷柏 

3.Thelypteridaceae 金星蕨科 

3.Cyclosorus interruptus (Willd.) H. Ito  毛蕨 

  4.Pronephrium triphyllum (Sw.) Holtt 三葉新月蕨 

Dicotyledons  雙子葉植物 

4.Acanthaceae 爵床科 

5.Hygrophila sp. 南仁水蓑衣 

6.Peristrophe roxburghiana (Schult.) Bremek. 長花九頭獅子草 

5.Amaranthaceae 莧科 

7.Alternanthera sessilis (L.) R. Br. ex Roem. and Schultes 蓮子草 

6.Apiaceae 繖形花科 

8. Hydrocotyle batrachium Hance  臺灣天胡荽 

9. Hydrocotyle nepalensis Hook. 乞食碗 

10. Centella asiatica 雷公根 

7. Asteraceae 菊科 

11.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紫花藿香薊 

12.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大花咸豐草 

13.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Benth.) S. Moore裂葉昭和草 

14.Eclipta prostrate L. 鱧腸 

15. Mikania micrantha小花蔓澤蘭 

8.Campanulaceae 桔梗科 

16. Lobelia alsinoides Lam. 短柄半邊蓮 

9.Caryophyllaceae 石竹科  

  17. Drymaria diandra Blume 菁芳草 

10. Clusiaceae 金絲桃科  

  18. Hypericum japonicum Thunb. ex Murray 地耳草 

11.Gentianaceae 龍膽科 

  19. Nymphoides coreana (Lev.) Hara  小莕菜 

12.Lentibulariaceae 狸藻科  

  20. Utricularia gibba L. 絲葉狸藻 

13.Leguminosae 豆科 

  21. Desmodium heterophyllum (Willd.) DC.變葉山螞蝗 

14.Lythraceae 千屈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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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Cuphea carthagenensis (Jacq.) Macbrids  克非亞草 

15. Malvaceae 錦葵科 

  23. Hibiscus taiwanensis 山芙蓉 

16. Melastomataceae 野牡丹科 

  24. Melastoma candidum 野牡丹 

17. Menispermaceae 防己科 

25. Pericampylus formosanus Diels 蓬萊藤 

26. Stephania japonica (Thunb. ex Murray) Miers 千金藤 

18.Nymphaeaceae 睡蓮科 

  27. Nymphaea tetragona Georgi  睡蓮 

19.Onagraceae 柳葉菜科 

  28.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Raven  水丁香 

20.Polygonaceae 蓼科 

  29. Polygonum dichotomum Blume  水紅骨蛇 

  30. Polygonum barbatum L. 毛蓼 

31. Polygonum micranthum Meisn. 盤腺蓼 

21.Rubiaceae 茜草科 

32. Hedyotis brachypoda 擬定經草 

  33. Paederia scandens (Lour.) Merr 雞屎藤 

22. Scrophulariaceae 玄參科 

34. Limnophila aromatica (Lam.) Merr.  紅花紫蘇草 

  35. Lindernia anagallis (Burm. f.) Pennell  心葉母草 

36. Torenia concolor Lindl. var.formosana倒地蜈蚣 

23. Urticaceae蕁麻科 

  37. Gonostegia hirta (Blume) Miquel糯米糰 

38. Gonostegia matsudai (Yamamoto) Yamamoto and Masamune 小葉石薯 

24. Vitaveae葡萄科 

  39.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Maxim.) 漢氏山葡萄 

Monocotyledon 單子葉植物 

25. Araceae天南星科 

  40. Epipremnum pinnatum (L.) Engl. ex Engl. and Kraus拎樹藤 

26. Commelinaceae 鴨跖草科 

  41. Commelina diffusa Burm. f. 白竹仔菜 

  42. Commelina communis 鴨跖草 

  43. Floscopa scandens Lour. 蔓蘘荷 

27. Cyperaceae 莎草科 

44. Cyperus difformis L. 異花莎草 

45. Eleocharis dulcis (Burm. f.) Trin. ex Henschel  荸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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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Eleocharis chaetaria Roem貝殼葉荸薺 

47. Fimbristylis aestivalis (Retz.) Vahl. 小畦畔飄拂草 

48.Fimbristylis dichotoma (L.) Vahl竹子飄拂草 

49. Fuirena umbellata Rottb. 黑珠蒿 

50. Kyllinga brevifolia Rottb. 短葉水蜈蚣 

51. Pycreus sanguinolentus (Vahl) Nees ex C. B. Clarke紅鱗扁莎 

52. Pycreus polystachyos (Rottb.) P. Beauv. 多枝扁莎 

53.Schoenoplectus mucronatus (L.) Palla subsp. robustus (Miq.) T. Koyama水毛花 

28. Eriocaulaceae 穀精草科  

54. Eriocaulon truncatum Buch.-Ham. ex Mart. 菲律賓穀精草 

29. Najadaceae 茨藻科 

55. Najas graminea Del.  拂尾藻 

30. Poaceae 禾本科 

56. Cogongrass Imperata cylindrica (L.) P. Beauv. var. major (Nees) C. E. Hubb. 

白茅 

57. Cyrtococcum patens (L.) 散穗弓果黍 

58. Echinochloa colona (L.) Link 芒稷 

59. Ischaemum crassipes 鴨嘴草 

60. Leersia hexandra Sw. 李氏禾 

61. Panicum repens L. 鋪地黍 

62. Pasplalum conjugatum Berg. 兩耳草 

63. Paspalum scrobiculatum var. thunbergii (Kunth) Makino 雀稗 

64. Zizania latifolia (Griseb.) Stapf 茭白筍 

31. Pontederiaceae 雨久花科 

 65. Monochoria vaginalis (Burm. f.) Presl  鴨舌草 

32. Smilacaceae 菝契科 

  66. Smilax china Linn菝葜 

33. Zingiberaceae 薑科 

  67. Hedychium coronarium Koenig 穗花山奈 (野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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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1 龍鑾潭昆蟲調查名錄 
Hemiptera半翅目 

科名 學名 備註 
Veliidae 寬肩水黽科 Microvelia sp.  
Hydrometridae 尺蝽科 Hydrometra sp.  
Anthocoridae 花蝽科 Orius sp.1  
 Orius sp.2  
Miridae 盲蝽科 Dolichomiris sp  
 Trigonotylus sp.  
 Miridae sp.1  
 Miridae sp.2  
 Miridae sp.3  
 Miridae sp.4  
Nabidae 擬獵蝽科 Nabis (Tropiconabis) capsiformis  
Reduviidae 獵蝽科 Hoffmannocoris sp. 新紀錄種 
 Polididus armatissimus  
 Scipinia sp. 新紀錄種 
 Sustrapada robustoides  
 Neostraccis sp. 新紀錄種 
Alydidae 蛛緣蝽科 Daclera levana  
 Riptortus linearis  
 Riptortus parvus 
 Leptocoris acuta 
Coreidae 緣蝽科 Cletus sp. cf. bipunctatus  
 Cletus sp. cf. punctiger  
 Cletus sp. cf. pugnator  
Cydnidae 土蝽科 Aethus pseudindicus  
 Fromundus pygmaeus  
Dinidoridae 兜蝽科 Cyclopelta obscura  
Pemtatomidae 蝽科 Plautia sp. 新紀錄種 
 Plautia sp. cf. splendens  
 Eysarcoris ventralis  
 Piezodorus hybneri  
Plataspidae 龜蝽科 Coptosoma variegatum  
Lygaeidae 長蝽科 Nysius ericae ericae  
Blissidae 杆長蝽科 Macropes sp.  
Geocoridae 大眼長蝽科 Geocoris ochropterus  
Oxycarenidae 尖長蝽科 Oxycarenus bicolor bicolor  
Pachygronthidae梭長蝽科 Pachygrontha austrina  
Rhyparochromidae地長蝽科 Botocudo formosanus  
 Botocudo sp. marianensis  
 Botocudo sp.  
 Harmostica fulvicornis  
 Kanigara sp. 新紀錄種 

 Neolethaeus esakii  
 Diniellasp. cf. pallipes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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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3-1（續） 龍鑾潭昆蟲調查名錄 

科名 學名 中文名 備註 

Rhyparochromidae地長蝽科 Diniella sp.  
 Horridipamera nietneri  
 Pamerarma sp.  
 Pamerarma sp.  
 Pseudopachybrachius sp.  
 Elasmolomus squalidus  

Lepidoptera 鱗翅目 

Choreutidae 擬捲蛾科 Saptha divitiosa 叉紋閃舞蛾  

Cosmopterigidae 尖翅蛾科 Labdia sp.  

Cossidae 蠹蛾科 Zeuzera coffeae 咖啡蠹蛾  

Erebidae 裳蛾科 Asura arcuata  

Brunia antica 安土苔蛾  

Tigriodes immaculatus  

Amata flava  

Amata lucerna 

Amata perixanthia 

Avitta taiwana  

Sympis rufibasis 

Bertula Sp. 

Euproctis taiwana 臺灣黃毒蛾  

Orgyia postica  

Geometridae 尺蛾科 Chiasmia intermediaria  

Cleora repulsaria  

Hyposidra talaca  

Ourapteryx inspersa  

Neohipparchus vallatus  

Thalassodes proquadrarius  

Derambila saponaria  

Idaea ptyonopoda  

Idaea sinicata  

Scopula defectiscripta  

Scopula ignobilis  

Scopula personata  

Noctuidae 夜蛾科 Simplicia zanclognathlalis 

Zanclognatha subtriplex 

Opostegidae 遮顏蛾科 Pseudopostega sp.  

Pyralidae 螟蛾科 Endotricha olivacealis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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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1（續） 龍鑾潭昆蟲調查名錄 

科名 學名 備註 

Pyralidae 螟蛾科 Pyralis pictalis 

Cnaphalocrocis limbalis  

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瘤野螟  

Palpita warrenalis 白臘擬絹野螟蛾  

Spoladea recurvalis 螟蛾  

Syngamia vibiusalis  

Sphingidae 天蛾科 Parum colligate 構月天蛾  

Tineidae 蕈蛾科 Pyloetis mimosae  

Hesperiidae 挵蝶科 Telicota stinga  

Lycaenidae 小灰蝶科 Zizeeria karsandra 臺灣小灰蝶  

Nymphalidae 蛺蝶科 Euploea tulliolus  

Danaus chrysippus 樺斑蝶  

Junonia almanac 眼蛺蝶  

Papilionidae 鳳蝶科 Papilio demoleus 無尾鳳蝶  

Pieridae 粉蝶科 Appias lyncida  

Cepora coronis  

Cepora nadina  

Cepora nandina  

Cepora nerissa  

Eurema blanda  

Hymenoptera 膜翅目 

Formicidae 蟻科 Paratrechina flavipes 黃腳黃山蟻  

Paratrechina kraepelini 柯氏黃山蟻  

Paratrechina longicornis 長角黃山蟻  

Camponotus albosparsus 白疏巨山蟻  

Camponotus rothneyi taivanae 台灣巨山蟻  

Polyrhachis dives 黑棘山蟻  

Tapinoma melanocephalum 黑頭慌琉璃蟻  

Pheidole formosensis 大林大頭家蟻  

Pheidole rinae tipuna 褐大頭家蟻  

Cardiocondyla sp.1 墾丁瘤突家蟻  

Recurvidis recurvispinosa 彎針彎家蟻  

Monomorium chinense 中華單家蟻  

Pheidologeton diversus 多樣擬大頭家蟻  

Tetramorium nipponense 日本皺家蟻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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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1（續） 龍鑾潭昆蟲調查名錄 

科名 學名 備註 

Formicidae 蟻科 Tetramorium pacificum 太平洋皺家蟻  

Pachycondyla luteipes 黃足粗針蟻  
Pachycondyla darwinii 達文粗針蟻 新紀錄種 
Leptogenys conducii 仲尼細顎針蟻  

Neuroptera 脈翅目 

Mantispidae 螳蛉科 Necyla Sp. 新紀錄種

Coleoptera 鞘翅目 

Chrysomelidae 金花蟲科 Apophylia beeneni  

Aulacophora indica  
Basilepta elegans  
Basilepta martini  
Cleoporus costatus  
Coptocephala bifasciata  
Cryptocephalus formosanus  
Cryptocephalus trifasciatus  
Diachus auratus  
Monolepta minor  
Monolepta sxlineata  
Nodina chalcosoma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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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1 龍鑾潭各項水質因子之各月平均值 

 

 

 

 

 

 

 

 

 

 

 

 

 

 

 

 

 

 

 

 

 

（資料來源：本研究） 

水質因子 101年2月 101年4月 101年8月 101年10月

溫度 (oC) 20.03±1.28 25.97±1.13 30.38±1.03 25.37±1.01

DO (mg/L) 10.53±0.66 7.49±0.74 6.77±0.33 7.71±0.92

pH 8.58±0.19 8.69±0.03 8.35±0.20 7.82±1.05

COD (mg/L) 14.80±7.50 ND 13.5±15.19 27.17±17.62

BOD (mg/L) 1.50±1.05 3.28±1.57 16.71±7.53 4.78±2.45

懸浮物 (mg/L) 18.17±7.31 109.67±107.42 81.00±93.25 20.67±13.98

葉綠素 a(mg/m3) 7.90±2.15 16.75±6.41 15.86±9.03 13.07±5.67

Trubility (NTU) 26.94±7.33 57.36±36.62 80.29±59.11 21.13±4.55

NH4
+-N (mg/L) 0.08±0.02 0.10±0.04 0.12±0.03 0.11±0.03

NO2
--N (mg/L) 0.01±0.00 <0.01 0.02±0.00 0.01±0.00

NO3
--N (mg/L) 0.05±0.06 0.02±0.01 0.14±0.03 0.08±0.02

PO4
2+ (mg/L) 0.10±0.05 0.02±0.01 0.09±0.03 0.41±0.41

總磷TP (mg/L) 0.13±0.07 0.20±0.04 0.29±0.06 0.50±0.26

總大腸桿菌群

(CFU/100mL)
2583±3220 2066.67±2918.68 146.67±235.85 479.17±995.04

透明度(cm) 47.63±13.16 33.70±9.15 22.17±5.98 50.08±9.52

污染程度RPI之積分 1.08±0.20 2.75±0.82 3.84±1.54 1.83±0.63

污染程度RPI Good Medium Bad Good

卡爾森優養化指數法

(CTSI)(3月及5月，TP以
PO42+帶入計算)

64.00±2.56 71.31±2.81 74.43±3.14 72.49±2.57

優養 優養 優養 優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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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2 2012 年浮游植物調查名錄 

 

 

 

 

 

 

 

 

 

 

 

 

 

 

 

 

 

 

 

 

 

 

 

 

 

 

 

 

 

 

 

 

 

（資料來源：本研究） 

東南03 西南01 西中03 西北06 東北06 東中03 東南03 西南01 西中03 西北06 東北06 東中03

Bacillariophytes 矽藻

  Achnanthes sp.
  Amphora montana 
  Aulacoseira sp.
  Cocconeis placentula
  Cyclotella sp.
  Cymbella affinis 1024
  Cymbella minuta 
  Cymbella sp. 512 512
  Diploneis oblongella 
  Fragilaria capucina
  Gomphonema angustum 
  Gomphonema parvulum
  Gomphonema sp.
  Gyrosigma sp.
  Hantzschia sp.
  Melosira sp. 512
  Melosira varians
  Navicula cryptocephala 512 512 512 512 512 512 1024 512 1024 1536 1024
  Navicula hustedtii 
  Navicula pupula 512 256 512 512 512 512 512 256 512 768 512
  Navicula rhynchocephala 
  Navicula sp. 512 512 256 256 512 1024 512 512 256 1536 1024
  Navicula viridula
  Nitzschia clausii 512 512
  Nitzschia dissipata 256 256 512 256 512 512
  Nitzschia fonticola 512 256 256
  Nitzschia frustulum 256 512
  Nitzschia linearis 512 256 512 256 1536 256
  Nitzschia palea 256 512 256 512 1024 256 512 1024 512 1024 512
  Nitzschia paleacea 512 1024 512 512 512 512 1024 512 1024 2560 1024
  Nitzschia sigma
  Nitzschia sp. 1024 512 1024 1024 1024 1024 1024 512 1024 2560 1024
  Rhoicosphenia abbreviata
  Surirella linearis 256 256 256 1024 512
  Surirella sp. 256 256
  Synedra sp1.
  Synedra sp2.

Chlorlphytes 綠藻

  Chlorella  sp.
  Coelastrum sp.
  Cosmarium punctulatrum
  Cylindrocytsis sp.
  Microspora sp.
  Monoraphidium sp. 256 512 512 512
  Oedogonium sp. 1024 1024
  Oocystis sp. 512 512 512
  Pandorina sp. 1024 512 1024 512 512 1024 1024
  Pediastrum simplex
  Planctonema sp. 256 256 256 256
  Scenedesmus sp. 256 256
  Schroederia sp.
  Spirogyra sp. 512 512

浮游藻類
2012年2月 2012年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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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2（續） 2012 年浮游植物調查名錄 

 

 

 

 

 

 

 

 

 

 

 

 

 

 

 

 

 

 

 

 

（資料來源：本研究） 

 

東南03 西南01 西中03 西北06 東北06 東中03 東南03 西南01 西中03 西北06 東北06 東中03

Cryptophytes  隱藻

  Cryptomonas sp.

Cyanophytes 藍綠藻

  Aphanocapsa sp.
  Microcystis  sp.
  Oscillatoria sp.
  Oscillatoria  sp1. 512 1024 512 256 256 512 512 1024 512 256 512 512
  Oscillatoria sp2. 256 512 256 512 512 256 512 256 512 1024
  Oscillatoria  sp3. 256 512 512 256 512 512
  Oscillatoria sp4. 256 10240 12800

Protozoa 原生動物

  Ceratium  sp. 512 1024 2560 1024 1024
  Codonella  sp.
  Cryptomonas erosa
  Cryptomonas  sp. 512 512 512 512 512 512
  Englena acus 256 256 1024
  Englena sp.
  Englena oxyuris
  Phacus sp. 256 256 256
  Gonatozygon sp.
  Halteria sp. 256 256 256 256 256
  Peridinium sp.
  Stobilidium sp. 512 512 512 512 512 256 512 256
Total cell count. (L) 6912 7680 6656 6656 6912 7168 9728 11264 10752 1792 29184 24320
Total species 種類數 14 15 14 14 13 12 20 21 18 4 19 17
Shannon's diversity index 2.53 2.62 2.51 2.56 2.47 2.39 2.87 2.93 2.6 1.35 2.4 1.97
Dominance Index 0.09 0.08 0.09 0.08 0.09 0.1 0.06 0.06 0.1 0.27 0.16 0.29
Species Richness 1.47 1.56 1.48 1.48 1.36 1.24 2.07 2.14 1.83 0.4 1.75 1.58
Pielou evenness index 0.96 0.97 0.95 0.97 0.96 0.96 0.96 0.96 0.9 0.98 0.81 0.7

浮游藻類
2012年2月 2012年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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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3 2012 年附著藻類調查名錄 

 

 

 

 

 

 

 

 

 

 

 

 

 

 

 

 

 

 

 

 

 

 

 

 

 

 

 

 

 

 

 

 

（資料來源：本研究） 

 

東南03 西南01 西中03 西北06 東北06 東中03 東南03 西南01 西中03 西北06 東北06 東中03

Bacillariophytes 矽藻

  Achnanthes sp.
  Amphora montana
  Aulacoseira sp.
  Cocconeis placentula
  Cyclotella sp. 768
  Cymbella affinis 1280 51200
  Cymbella minuta 10240
  Cymbella sp. 5120 10240
  Diatoma vulgare 
  Diploneis oblongella 
  Fragilaria capucina
  Fragilaria  sp. 2048
  Gomphonema affine
  Gomphonema angustum 2048
  Gomphonema parvulum 51200
  Gomphonema sp. 1024 5120
  Gyrosigma sp. 25600
  Hantzschia sp.
  Melosira sp.
  Melosira varians
  Navicula absoluta
  Navicula bacillum 
  Navicula contenta 
  Navicula cryptocephala 3072 5120 5120 10240 5120
  Navicula dystrophica 
  Navicula hustedtii 
  Navicula ingrata 
  Navicula mutica 1024 1024 2560 2560
  Navicula placentula 1536 2560 2560 2560
  Navicula pupula 1024 2560 5120
  Navicula rhynchocephala 3072 2560 5120
  Navicula viridula
  Navicula sp. 1024 3072 2560 5120 5120

  Nitzschia clausii 2048
  Nitzschia debilis 
  Nitzschia dissipata 
  Nitzschia fonticola 2560 2048 3072 1024
  Nitzschia frustulum 1024
  Nitzschia intermedia 
  Nitzschia linearis 
  Nitzschia palea 1280 2048 2560 2560 5120
  Nitzschia paleacea 2048 1536 5120 5120
  Nitzschia  sp. 3072 2560
  Rhoicosphenia abbreviata
  Surirella linearis 2560
  Surirella sp. 512 5120
  Synedra sp.
  Synedra sp1.
  Synedra sp2.

  Synedra ulna

附著藻類
2012年2月 2012年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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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3（續） 2012 年附著藻類調查名錄 

 

 

 

 

 

 

 

 

 

 

 

 

 

 

 

 

 

 

 

 

 

 

（資料來源：本研究） 

 

東南03 西南01 西中03 西北06 東北06 東中03 東南03 西南01 西中03 西北06 東北06 東中03

Chlorlphytes 綠藻

  Colsterium  sp.
  Coelastrum sp.
  Cosmarium punctulatrum
  Microspora sp. 2304 3072
  Monoraphidium sp.
  Mougeotia sp.
  Oedogonium sp. 5120 5120 51200 40960 25600 61440
  Oocystis sp.
  Pandorina sp.
  Pediastrum simplex
  Planctonema sp.
  Spirogyra sp. 2048 4608 26368 148480 46080 40960

Cyanophytes 藍綠藻

  Anabaena  sp.
  Aphanocapsa sp.

 Chroococcus  sp.
  Microcystis  sp.
  Oscillatoria sp.
  Oscillatoria sp1. 3072 1280 5120 61440 1280 2560
  Oscillatoria sp2. 2560 5120 40960 2560 2560
  Oscillatoria sp3. 2560 5120 1280 5120 5120
  Oscillatoria sp4. 2560
  Phormidium sp. 6400 2048 5120

Protozoa 原生動物

  Cryptomonas  sp.

  Englena acus
Total cell count. (1 cm2) 13312 5888 2304 13568 9216 52480 38400 266240 115200 46080 56320 148480

Total species 種類數 4 4 1 7 3 15 10 7 7 4 8 12
Shannon's diversity index 1.23 1.3 0 1.86 1.04 1.95 2.25 1.19 1.42 0.46 1.81 2.29
Dominance Index 0.33 0.29 1 0.17 0.38 0.27 0.11 0.39 0.33 0.79 0.23 0.13
Species Richness 0.32 0.35 0 0.63 0.22 1.29 0.85 0.48 0.68 0.28 0.73 1.27

Pielou evenness index 0.89 0.94 0 0.95 0.94 0.72 0.98 0.61 0.65 0.33 0.83 0.81

附著藻類
2012年2月 2012年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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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4 2012 年浮游動物調查名錄 

 

 

 

 

 

 

 

 

 

 

 

 

 

 

 

 

 

 

 

 

 

 

 

 

 

 

 

 

 

 

 

（資料來源︰本研究） 

 

東南03 西南01 西中03 西北06 東北06 東中03 東南03 西南01 西中03 西北06 東北06 東中03

水層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每網總個體量 ( ind./haul ) 585 585 390 585 312 2028 897 546 1092 156 780 741

入水量(L)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單位個體量   (ind./L) 58.5 58.5 39 58.5 31.2 202.8 89.7 54.6 109.2 15.6 78 74.1

Protozoa 原生動物

Arcella  sp. 117
Ceratium hirundinlla 78 78 819 351 234 468 468 429
Centropyxis  sp.
Codonella sp. 39 39 39 78 39
Peridinium sp. 39 39 39

Trochelminthes 輪形動物

Asplanchna pridonia
Asplanchna sp.
Asplanchna sp1. 39 39 39
Asplanchna sp2. 39 39 39 39
Brachionus angularis
Brachionus calyciflous 39 39 39 39 117 39
Brachionus caudalus 39
Brachionus forficula 39
Brachionus rubens 78 39 78
Filinia sp. 39
Hexarthra sp.
Keratella cochlearis var. tecta 78 195 195 468 117 702 39 78
Keratella cochlearis var. tecta f.
micracantha
Keratella cochlearis
Keratella valge 78 39 78 78 78 117 39 78 78 78
Lepadella sp. 39
Gastropus sp.
Pompholyx complanata
Polyarthra sp.
 Ploesoma sp.
Rotaria sp.
Trichocerca sp.

Crustacea 甲殼類

Cladocera 枝角類

Alona  sp.
Bosmina longirostris 39 39 39 39 39
Diaphanosoma aspinosum 39
Moina  sp.

Copepoda 橈腳類

橈腳幼生 156 117 39 117 117 78 78 39 195 39

Calanoida 哲水蚤

Eodiaptomus japonicus 117 117

Cyclopoida 劍水蚤

Eucyclops sp.

Macrocyclops albidus 大劍水蚤

Mesocyclops sp. 78

Harpacticoida 猛水蚤 39

卵

Total species 種類數 9 9 5 3 4 9 8 6 8 4 4 6
Shannon's diversity index 2.06 1.95 1.36 0.63 1.32 1.54 1.79 1.54 1.76 1.39 1.03 1.34
Dominance Index 0.15 0.18 0.32 0.66 0.28 0.29 0.22 0.27 0.24 0.25 0.44 0.37
Species Richness 1.26 1.26 0.67 0.31 0.52 1.05 1.03 0.79 1.14 0.59 0.45 0.76

Pielou evenness index 0.94 0.89 0.84 0.57 0.95 0.7 0.86 0.86 0.8 1 0.75 0.75

2012年4月
採樣測站

2012年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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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4（續） 2012 年浮游動物調查名錄 

 

 

 

 

 

 

 

 

 

 

 

 

 

 

 

 

 

 

 

 

 

 

 

 

 

（資料來源︰本研究） 

 

東南03 西南01 西中03 西北06 東北06 東中03 南1 南2 南3 東南03 西南01 西中03 西北06 東北06 東中03

水層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每網總個體量 ( ind./haul ) 624 1326 1209 3471 2223 663 54 78 39 1716 2652 1092 3900 2067 1404

入水量(L)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單位個體量   (ind./L) 62.4 132.6 120.9 347.1 222.3 66.3 5.4 7.8 3.9 171.6 265.2 109.2 390 206.7 140.4

Protozoa 原生動物

Arcella  sp. 39
Ceratium hirundinlla 78 390 78 117
Centropyxis  sp.
Codonella sp. 39 156
Peridinium sp. 39 39

Trochelminthes 輪形動物

Asplanchna pridonia 234 702
Asplanchna sp. 78
Asplanchna sp1.
Asplanchna sp2.
Brachionus angularis 117 117 78 156 156 117
Brachionus calyciflous
Brachionus caudalus
Brachionus forficula 78 156 117 39 78
Brachionus rubens 117 273 78 1131 195 78 9
Filinia sp. 9
Hexarthra sp. 546 156 156 468 546 351
Keratella cochlearis var. tecta 39
Keratella cochlearis var. tecta f.
micracantha
Keratella cochlearis
Keratella valge 195 312 195 1248 195 156 156 78 156 234 234 234
Lepadella sp.
Gastropus sp.
Pompholyx complanata 936 156 156
Polyarthra sp. 390 390 234
 Ploesoma sp.
Rotaria sp. 78
Trichocerca sp.

Crustacea 甲殼類

Cladocera 枝角類

Alona  sp.
Bosmina longirostris 78
Diaphanosoma aspinosum 117 156 39 18 78 78
Moina  sp. 39 9 78

Copepoda 橈腳類

橈腳幼生 78 156 702 624 780 351 9 39 702 1092 234 1014 546 234

Calanoida 哲水蚤

Eodiaptomus japonicus 195 78 117 780

Cyclopoida 劍水蚤

Eucyclops sp. 78

Macrocyclops albidus 大劍水蚤 39 117 39 78 78 234 39 117
Mesocyclops sp. 39

Harpacticoida 猛水蚤 156

卵

Total species 種類數 5 8 7 7 9 5 5 2 1 4 8 8 9 7 6
Shannon's diversity index 1.57 1.94 1.36 1.49 1.6 1.26 1.56 0.69 0 1.45 1.48 1.97 2.1 1.78 1.86
Dominance Index 0.22 0.16 0.38 0.27 0.27 0.36 0.22 0.5 1 0.29 0.3 0.15 0.15 0.2 0.17
Species Richness 0.62 0.97 0.85 0.74 1.04 0.62 1 0.23 0 0.67 0.89 1 1.09 0.92 0.83

Pielou evenness index 0.97 0.93 0.7 0.77 0.73 0.78 0.97 1 **** 0.81 0.71 0.95 0.91 0.86 0.96

2012年8月 2012年10月
採樣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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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5 2012 年底棲生物調查名錄 

 

 

 

 

 

 

 

 

 

 

 

 

 

 

 

 

 

 

 

 

 

 

 

 

 

 

 

 

 

 

 

 

 

 

 

 

（資料來源：本研究）

東南03 西南01 西中03 西北06 東北06 東中03 東南03 西南01 西中03 西北06 東北06 東中03

Aeolosomatidae 瓢體蟲科

Aeolosma  sp. 3.7

Agrionidae  細蟌科

Agrionidae gen. sp.
Ischnura sp.

Baetidae  四節蜉科

Baetis sp.
Cloeon  sp. 2.2
Centroptilum  sp.

Caenidae  細蜉科

Caenis sp. 姬蜉蝣 2.2 6.3 2.2

Chironomidae 搖蚊科

Chironomus  spp. 2.2 2.2 1.6 7.4 4.4

Corixidae  水蟲科

Corixa  sp. 2.2 2.2

Dytiscidae 龍蝨科

Dytiscidae gen. sp. 2.2
Dytiscidae gen. sp.1
Dytiscidae gen. sp.2
Dytiscidae gen. sp.3
Dytiscidae gen. sp.4

Corduliidae 弓蜓科

Epitheca  sp.

Gomphidae  春蜓科

Ictinogomphus rapax

Libellulidae 蜻蜓科

Acisoma  sp.
Leucorrhinia  sp.

  Trithemis aurora  紫紅蜻蜓

Neurothemis sp.

Orthocladiinae 直突搖蚊亞科

Potthastia sp.

Oligoneuriidae  寡脈蜉科

Ceriagrion  sp.

Notonectidae 仰泳蟲科

Anisops  sp. 2.2

Hydrometridae 尺蝽科

Hydrometra  sp.

Hydroptilidae 姬石蛾科

Hydroptilidae gen. sp. 2.2 2.2 6.3
Oxyethira  sp.

Hydropsychidae 網石蛾科

Hydropsychidae gen. sp.

Polycentropodidae 多距石蠶蛾科

Polycentropodidae gen. sp. 16.7 3.7 14.8 6.7
Ecnomidae  sp.

Rhyacophilidae 流石蛾科

Rhyacophilidae gwn. sp.

Naididae 仙女蟲科

Naididae gen. sp. 7.4
Nais  sp. 2.2

Tubificidae 顫蚓科

Brachiura  sp. 尾鰓蚓 6.7 3.7 3.7 2.2

Tubifex  sp.  顫蚓蟲 4.8

Atyidae  匙指蝦科

Caridina longirostris 長額米蝦 35.6 2.2 8.9 6.3 11.1 128.2 11.1 10.7 15.6

Neocaridina denticulata多齒新米蝦

Palaemonidae  長臂蝦科

Macrobranchium asperulum  粗糙沼蝦

Macrobranchium nipponense 日本沼蝦 21.4 67.4 32.1 37.1 35.5 26.1 7.2 12.2 34.7 9.8 12.1 15.6

Grapsidae 方蟹科

Varuna litterata 字紋弓蟹

種類
2012年2月 2012年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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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5（續） 2012 年底棲生物調查名錄 

 

 

 

 

 

 

 

 

 

 

 

 

 

 

 

 

 

 

 

（資料來源：本研究）

東南03 西南01 西中03 西北06 東北06 東中03 東南03 西南01 西中03 西北06 東北06 東中03

Ampullaridae  蘋果螺科

Pomacea canaliculata  福壽螺 2.2 2.8 5.6

Bithyniidae 沼螺科

Bithynia manchourica  沼螺 3

Lymnaeidae  椎實螺科

Austropeplea ollula  小椎實螺 40 4 2 5

Radix swinhoei   台灣椎實螺

Planorbidae  扁蜷科

Gyraulus spirillus   圓口扁蜷 2

Stenothyridae  粟螺科

Stenothyra formosana  台灣粟螺

Thairidae  錐蜷科

Melanoides tuberculatus tuberculatus  網蜷

Stenomelania plicaria 錐蜷

Stenomelania tortuosa  結節蜷 2 4

Thiara granifera  瘤蜷 76 24 4 48 3 139 61 44 33 15 27

Thiara scabra 塔蜷 476 80 173 89 233 14 731 200 133 178 33 147

Thiara riqueti  流紋蜷

Viviparidae  田螺科

Sinotaia quadrata  石田螺 113 51 7 30 33 261 8 106 37 152 41 198

Corbiculidae  蜆科

Corbicula fluminea   台灣蜆 8 3 6 4 7

Unionidae  蚌科

Unio douglasiae taiwanicus   石蚌 3 14 22 11 7 11 4

蛹 6 6 2

Total species 種類數 7 13 12 13 3 4 11 9 8 11 8 11

Total /m2 764 245 245 247 302 304 941 546 279 417 138 424

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 (H' ) 1.22 1.69 1.16 1.89 0.69 0.53 0.79 1.59 1.54 1.46 1.85 1.36

Evenness index (J' ) 0.63 0.66 0.47 0.74 0.63 0.38 0.35 0.76 0.74 0.61 0.89 0.59

種類
2012年2月 2012年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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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5（續） 2012 年底棲生物調查名錄 

 

 

 

 

 

 

 

 

 

 

 

 

 

 

 

 

 

 

 

 

 

 

 

 

 

 

 

 

 

 

 

 

 

（資料來源：本研究） 

東南03 西南01 西中03 西北06 東北06 東中03 南1 南2 南3 東南03 西南01 西中03 西北06 東北06 東中03

Aeolosomatidae 瓢體蟲科

Aeolosma  sp.

Agrionidae  細蟌科

Agrionidae gen. sp. 6
Ischnura sp.

Baetidae  四節蜉科

Baetis sp.
Cloeon  sp.
Centroptilum  sp. 44

Caenidae  細蜉科

Caenis sp. 姬蜉蝣

Chironomidae 搖蚊科

Chironomus  spp. 2 11 4 7 17

Corixidae  水蟲科

Corixa  sp.

Dytiscidae 龍蝨科

Dytiscidae gen. sp.
Dytiscidae gen. sp.1 6 11
Dytiscidae gen. sp.2 6
Dytiscidae gen. sp.3 6 11
Dytiscidae gen. sp.4 44 56

Corduliidae 弓蜓科

Epitheca  sp.

Gomphidae  春蜓科

Ictinogomphus rapax

Libellulidae 蜻蜓科

Acisoma  sp. 22
Leucorrhinia  sp. 22

  Trithemis aurora  紫紅蜻蜓

Neurothemis sp.

Orthocladiinae 直突搖蚊亞科

Potthastia sp. 11

Oligoneuriidae  寡脈蜉科

Ceriagrion  sp.

Notonectidae 仰泳蟲科

Anisops  sp.

Hydrometridae 尺蝽科

Hydrometra  sp. 11

Hydroptilidae 姬石蛾科

Hydroptilidae gen. sp.
Oxyethira  sp. 2 6

Hydropsychidae 網石蛾科

Hydropsychidae gen. sp. 3

Polycentropodidae 多距石蠶蛾科

Polycentropodidae gen. sp.
Ecnomidae  sp.

Rhyacophilidae 流石蛾科

Rhyacophilidae gwn. sp. 33

Naididae 仙女蟲科

Naididae gen. sp.
Nais  sp.

Tubificidae 顫蚓科

Brachiura  sp. 尾鰓蚓 3 4 33

Tubifex  sp.  顫蚓蟲 7

Atyidae  匙指蝦科

Caridina longirostris 長額米蝦 18 114 13 156 11 22 183 44

Neocaridina denticulate 多齒新米蝦

Palaemonidae  長臂蝦科

Macrobranchium asperulum  粗糙沼蝦

Macrobranchium nipponense 日本沼蝦 62 53 34 181 42 17 95 51 2 25 9 13 7 51 21

Grapsidae 方蟹科

Varuna litterata 字紋弓蟹 3 1

2012年8月 2012年10月
種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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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5（續） 2012 年底棲生物調查名錄 

 

 

 

 

 

 

 

 

 

 

 

 

 

 

 

 

 

（資料來源：本研究） 

 

 

 

 

東南03 西南01 西中03 西北06 東北06 東中03 南1 南2 南3 東南03 西南01 西中03 西北06 東北06 東中03

Ampullaridae  蘋果螺科

Pomacea canaliculata  福壽螺 16 19

Bithyniidae 沼螺科

Bithynia manchourica  沼螺 6 3 56 6

Lymnaeidae  椎實螺科

Austropeplea ollula  小椎實螺 7

Radix swinhoei   台灣椎實螺

Planorbidae  扁蜷科

Gyraulus spirillus   圓口扁蜷 6 7

Stenothyridae  粟螺科

Stenothyra formosana 台灣粟螺

Thairidae  錐蜷科

Melanoides tuberculatus tuberculatus  網蜷 3 4 7

Stenomelania plicaria 錐蜷

Stenomelania tortuosa  結節蜷

Thiara granifera  瘤蜷 16 6 29 31 3 44 6 33 394 67

Thiara scabra 塔蜷 427 151 83 321 36 36 11 33 94 17

Thiara riqueti  流紋蜷

Viviparidae  田螺科

Sinotaia quadrata  石田螺 29 11 25 65 50 19 70 15 17 100 100

Corbiculidae  蜆科

Corbicula fluminea   台灣蜆 2 3

Unionidae  蚌科

Unio douglasiae taiwanicus  石蚌 3

蛹

Total species 種類數 5 4 9 11 8 6 6 6 6 7 8 5 6 5 5

Total /m2 551 220 276 641 168 83 162 151 135 314 132 58 140 823 248

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 (H' ) 0.81 0.85 1.51 1.37 1.59 1.45 1.15 1.5 1.57 1.39 1.77 1.47 1.68 1.36 1.42

Evenness index (J' ) 0.39 0.47 0.72 0.65 0.78 0.73 0.59 0.73 0.78 0.72 0.85 0.92 0.93 0.85 0.88

種類
2012年8月 2012年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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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6 2012 年魚類調查名錄 

 

 

 

 

 

 

 

 

 

 

 

 

 

 

 

 

 

 

 

 

 

 

 

 

 

 

 

 

 

 

 

（資料來源：本研究） 

東南03 西南01 西中03 西北06 東北06 東中03 東南03 西南01 西中03 西北06 東北06 東中03

鬥魚科  Anabantidae

三星攀鱸  Trichogaster trichopterus 1 1

鰻鱺科  Anguillidae

鱸鰻  Anguilla marmorata

鱧科  Channidae

線鱧  Channa striata

慈鯛科  Cichlidae

尼羅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niloticus

莫三比克口孵非鯽 Oreochromis mossambicus

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鯉科  Cyprinidae

翹嘴鮊  Culter alburnus

紅鰭鮊  Cultrichthys erythropterus 1 1

鯉魚  Cyprinus carpio
        條  Hemiculter leucisculus 3 1 5 1 1

羅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高體鰟鮍  Rhodeus ocellatus 2 1 1

革條鮒鱊  Tanakia himantegus 1 1 1 1 1 5

塘鱧科  Eleotridae

雲斑尖塘鱧  Oxyeleotris marmorata

蝦虎科  Gobiidae

鰕虎一種  Rhinogobius  sp. 3

物種數 2 1 2 3 2 1 1 3 0 0 2 2

總數量 2 1 4 4 2 3 1 11 0 0 2 2
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 0.69 0 0.56 1.04 0.69 0 0 0.93 **** **** 0.69 0.69

Evenness index  ****  **** 0.81 0.95 1  **** **** 0.85 **** **** 1 1

種類
2012年2月 2012年4月

東南03 西南01 西中03 西北06 東北06 東中03 南1 南2 南3 東南03 西南01 西中03 西北06 東北06 東中03

鬥魚科  Anabantidae

三星攀鱸  Trichogaster trichopterus 1 1

鰻鱺科  Anguillidae

鱸鰻  Anguilla marmorata

鱧科  Channidae

線鱧  Channa striata

慈鯛科  Cichlidae

尼羅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niloticus 1 1

莫三比克口孵非鯽 Oreochromis mossambicus 1 1 3

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2 20 2 1

鯉科  Cyprinidae

翹嘴鮊  Culter alburnus

紅鰭鮊  Cultrichthys erythropterus 8 1 2 1 1

鯉魚  Cyprinus carpio
    條  Hemiculter leucisculus 13 19 1 8 18 4 15 18 9 3

羅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8 17 2

高體鰟鮍  Rhodeus ocellatus 1 1 1

革條鮒鱊  Tanakia himantegus 2 1 2

塘鱧科  Eleotridae

雲斑尖塘鱧  Oxyeleotris marmorata 1

蝦虎科  Gobiidae

鰕虎一種  Rhinogobius  sp.

物種數 0 2 5 3 7 3 2 2 1 2 2 1 3 2 1

總數量 0 21 25 22 16 20 9 20 2 6 16 18 11 4 1
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 **** 0.66 0.87 0.37 1.56 0.39 0.35 0.42 0 0.64 0.23 0 0.6 0.56 0
Evenness index **** 0.96 0.54 0.33 0.8 0.36 0.5 0.61 **** 0.53 0.13 0 0.35 0.5      ****

2012年8月 2012年10月種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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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7 2012 年發布颱風警報之颱風列表 

名稱 強度 侵（近）臺日期 侵（近）臺當日降雨量 是否侵襲恆春 

泰 利 輕度 6 月 20 日 65 mm 否 

杜蘇芮 輕度 6 月 28 日 25.5 mm 否 

蘇 拉 中度 8 月 2 日 9 mm 否 

海 葵 中度 8 月 7 日 18.5 mm 否 

啟 德 輕度 8 月 15 日 19.8 mm 否 

天 秤 中度 8 月 24、28 日 615 mm、53 mm 是 

杰拉華 強烈 9 月 28 日 未降雨 否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 



墾丁國家公園陸域長期生態監測計畫 

（國家重要濕地長期生態監測） 

168 
 

 



附錄 

169 
 

附錄 4-8 2012 年水質環境評估總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 

 

 

 

2012年2月 2012年4月 2012年8月 2012年10月
河川污染程度(RPI) 1.08 2.75 3.84 1.83

污染程度RPI Good Medium Bad Good

卡爾森優養化指數(CTSI) 64 71.31 74.43 72.49

優養化程度 優養 優養 優養 優養

2.8 3.62 3.62 2.69

αms αms p αms
6.75 6.81 6.67 5.69
Poor Poor Poor Fair
32 30 26.33 27

Poor Poor Poor Poor
7.33 7.33 8.67 6

強腐水性 強腐水性 強腐水性 α中腐水性

(嚴重影響) (嚴重影響) (嚴重影響) (中度影響)

水域衝擊指數(ASI) 55% 53% 57% 52%

河川附著藻類腐水度指數(SI)

科級生物指標(FBI)

生物整合性指標(IBI)

整合溪流生物指標(C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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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5-1 評選會議紀錄 

101 年度墾丁國家公園陸域長期生態監測計畫(國家重要濕地長期生態監測) 

委辦勞務案服務企畫書評選會議紀錄 

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23 日下午 14 時 0 分 記錄：蔡乙榮 

開會地點：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大型會議室 

主持（召集）人：林欽旭 

評選委員： 

國立海洋生物博物館 柯委員風溪 

義守大學 吳委員全安 

國立臺南大學 薛委員怡珍（請假） 

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林委員欽旭 

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陳委員玄武 

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簡委員文山 

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曾委員添丁（另有公務） 

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徐委員茂敬（出差） 

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陳委員松茂（另有公務） 

出列席單位及人員： 

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馬協群 胡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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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度墾丁國家公園陸域長期生態監測計畫(國家重要濕地長期生態監測) 

服務企畫書評選會議紀錄（服務廠商簽到） 

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23 日下午 14 時 0 分 

開會地點：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大型會議室 

服務廠商 出席人員 

高雄醫學大學 

傅耀賢 

李詩雅 

張仲德 

邱郁文 

黃大駿 

陳炤杰 

郭耀綸 

賴宜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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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辭：本會議為本處 101 年度委辦案之評選會議，感謝柯委員及吳委員 2 

位外聘委員前來協助本案之評選工作，請本處業務課室先行說明之

後，再請高雄醫學大學進行簡報。 

業務課室報告：本案評選委員共有 9 位，扣除未出席委員 4 位，出席委員有外

聘委員 2 位及內聘委員 3 位共計 5 位委員出席，委員出席人

數及比例符合規定。有關評選委員之意見回應方式，採統問統答

方式進行。 

參選單位簡報：高雄醫學大學研究團隊計畫共同主持人郭耀綸博士簡報（詳如：

服務建議書）。 

會議討論： 

主持人林委員欽旭： 

感謝高雄醫學大學研究團隊計畫共同主持人郭耀綸博士的簡報，請各位

評選委員提出問題，並請高雄醫學大學研究團隊逐一回答。 

提問人員 問題及意見 高雄醫學大學回應 

吳全安委員 1. 請具體說明本案執行成果，未來

如何有效移轉墾管處，供其辦理

區內濕地長期監測工作之依

據。請具體說明本案執行成果，

未來如何有效移轉墾管處，供其

辦理區內濕地長期監測工作之

依據。 

2. 請列舉南仁湖及龍鑾潭的濕地

生態環境監測指標（含地景、水

文、動植物、土地利用等），俾

運用調查資料綜合評估濕地現

況的健康程度及謀求改善之道。

1. 本案的執行是透過長期生

態監測，提出以生態系為基

礎的管理模式為目標。現階

段的工作為累積樣區的重

要物種資料，輸入本團隊建

置的資料庫後，提供研究人

員透過條件設定進行整合

性查詢及後續的資料分

析。同時藉由追蹤地表土地

利用及景觀變化，利用統計

及量化分析將得到的地景

指標加以精簡，以有效了解

與追蹤濕地生態環境的變

動與趨勢。本團隊所研發的

資料庫預計於所有工作結

束後，將系統轉移至墾丁國

家公園管理處，俾使未來管

理處在應用相關方法時可

以從建議的項目及深度加

以操作或進行。 

2. 鳥類方面，雁鴨的總數量以

及浮鴨與潛鴨的比例可以

作為評估指標；植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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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過去研究資料結果，推

測李氏禾與水生黍可能極

具潛力成為南仁湖陸化之

環境監測指標；昆蟲部分可

利用螞蟻的功能群組成比

例評估陸域環境狀況；水質

監測依照目前資料初步可

以螺貝類作為監測指標，並

配合水質指標指數，如 RPI

等指數評估水體狀況；人為

活動影響係利用地景

(landscape-level)及類別

(class-level)層級分別進行

與分析能代表地景變遷特

性的指標，簡單幾個容易說

明的指標給相關管理單位

參考選擇。另可將部份土地

利用的資料和其他子計畫

相互配合，得到地表與生物

之間的功能關係，而此關係

的評估及持續觀察的結果

就可反映溼地對生物的影

響，同時也可以提供給管理

單位做為經營管理的參考。

柯風溪委員 1. 計畫服務建議書應明列計畫招

標委託研究服務之工作項目及

內容。 

2. 濕地長期生態監測依此團隊之

經驗及過去表現，可以勝任此計

畫。 

3. 龍鑾潭及南仁湖二項皆包括在

此計畫，卻未見各子計畫皆含蓋

二處調查，期終報告該如何整合

資料？ 

1. 謝謝委員建議。 

2. 謝謝委員肯定。 

3. 因考量資源分配利用與未

來調查資料的完整性，本年

度子計畫依其負責工作內

容及性質分別於龍鑾潭與

南仁湖二處進行調查。在資

料整合部分，本年度雖因各

子計畫執行之調查頻度與

調查樣區不同，但藉由延續

上年度於龍鑾潭的調查工

作，加上本年度於南仁湖部

分子計畫的初步調查結

果，配合資料庫作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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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可在本年度工作中進行

初步的資料整合。 

簡文山委員 1. 有關龍鑾潭北堤，因地震造成土

堤龜裂，為修護霸堤改以混凝土

方式修護，有民眾批評造成生態

破壞，而修護手法是否也屬人為

活動行為對於水泥堤防與卵石

堤防兩者之間對環境有何不

同，是否會造成破壞生態之重要

因去，可否說明。 

1. 過去從龍水里里長訪談得

知，日據時期曾建設生態護

坡（即堤防內具有一緩衝

堤），也常見牛群於此緩衝堤

內吃草。當中以卵石修建的

堤防具有多孔隙的特性，提

供許多生物作為棲地。且水

生植物也較容易在有孔隙的

環境生長，進而提供較多樣

化的棲地型態，吸引更多的

生物至龍鑾潭棲息，可增加

龍鑾潭的生物多樣性，同時

生態系統也較易維持穩定。

目前以混凝土構築的方式則

消除了此緩衝堤，在景觀上

確實有些差異，也減少了牛

群在此活動的機會。堤防表

面缺乏孔隙且光滑，使得水

生植物較不易生長，造成棲

地過於單一化。優勢物種為

最能適應此種環境的物種，

且物種可能逐漸趨於單一

化，導致生物多樣性降低。

同時生態系統也不一定維持

穩定，容易受到某些單一事

件的擾動而產生劇烈的變

化，如 100 年 9 月的南瑪都

颱風。 

陳玄武委員 1. 有關雁鴨日活動模式，採 1 次 1

日觀察，但未說明總調查日數。

另此一觀察採分散或連續性觀

察較佳？ 

2. 建議進行水位變化調查。 

3. 昆蟲之採集特別註明「不捕捉保

育類」，若採陷阱捕捉如何避

免？ 

1. 為避免採樣間隔太過靠近

（資料相似性也高），所以雁

鴨的日活動觀察預設為每月

調查兩次，每次一天，期望

在一個雁鴨季中能完成

8~10 天的調查。 

2. 目前已從農田水利會及相關

報告得到部份水文資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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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螞蟻調查去年龍鑾潭已執行，本

年仍繼續調查，南仁山是否進行

螞蟻調查？水質監測是否調查

南仁山？ 

 

各月水位變化、灌溉量、蒸

發散、流入及流出量等，未

來是可以提供相關基礎觀測

結果。 

3. 若以主動式採集，如捕蟲

網、燈光誘集等，將當場記

錄其物種與數量，不予捕

捉；若以被動式採集，如掉

落式陷阱、馬氏網等，則無

法避免。但依據先前調查紀

錄結果顯示墾丁國家公園內

最常被紀錄到的保育類昆蟲

為黃裳鳳蝶與津田氏大頭竹

節蟲(藍艷秋、李後晶 

2011)，此 2 物種體形較大，

無法進入陷阱，被捕捉到的

機率較低。 

4. 因考量資源利用與資料的完

整性，本年度螞蟻調查仍在

龍鑾潭進行，若時間與人力

狀況許可，將進行南仁山螞

議調查的前置作業；水質監

測部分則先以龍鑾潭的完整

的年度調查為主，待資料與

技術成熟後，再轉移入南仁

山。 

林欽旭祕書 1. 邀標書委託工作項目六項中有

指定地點者只有子計畫一、子計

畫二（工作項目一、二），但工

作項目三、四、五、六均未指定，

只做一處地點。而本案服務建議

書呈現工作計畫之工作地點，似

有不足之處，宜先釐清招標工作

內容是否已納入服務建議畫之

工作計畫內。 

2. 應在服務建議書前面列出六個

子計畫的樹狀圖，把子計畫名

稱、工作項目、工作地點、工作

1. 謝謝委員建議。基於本年度

資源分配、各子計畫工作內

容與調查資料完整性的考

量，部分研究調查工作僅能

選擇一處進行。同時考慮邀

標書內容應精簡，因此邀標

書工作內容中省略調查地

點，另於服務建議書中註明

詳細調查地點。 

2. 謝謝委員建議，遵照辦理。

3. 在子計畫五人為活動影響

中，現地勘察時會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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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分內容。 

3. 濕地保育法草案中有關濕地水

源管理，未來將明定規範，故未

雨綢繆，本年度（101 年）進行

本案濕地生態監測時，宜瞭解龍

鑾潭、南仁湖之水源由來。 

4. 本案是否會引入水文專家：另建

議參考屏東農田水利會 100 年

11 月所做的龍鑾潭水質、水

位、存水量、出水量測量結果。

5. 南仁湖步道之周邊植物樣區之

設置及其調查結果，除 2003 年

吳首賢博士所做調查外，尚有陳

朝圳、郭耀綸博士曾也做過樣區

及調查，建議納入參考。 

研究區周圍水源的可能來

源，而水質的變化的干擾則

必須藉由其他相關子計畫及

管理處的協助。 

4. 感謝委員建議，有關水文方

面的調查，將視實際工作狀

況及墾管處的指示下，於爾

後研擬方向。 

5. 本次南仁湖濕地計畫根據邀

標書，側重於了解草澤濕地

植物受南仁湖陸化過程之影

響，過去陳朝圳博士之地景

變遷報告在數據中曾列出南

仁山保護區之水體範圍面積

比例，但由 1989 年至 1997

年差異不大，且並未調查植

相之改變，之後的計畫皆為

討論到水體面積之變遷。郭

耀綸博士在 2009 年至 2010

年期間調查墾丁國家公園之

入侵植物，將其結果發表為

劉彥彬 2010 年之碩士論

文。本計畫參考其內容發現

南仁湖區的歸化植物李氏禾

被原生植物水生黍取代之現

狀。此外，郭耀綸博士其他

計畫主要在陸生之森林木本

植物的研究，與本次研究主

題無關，因此未將兩人過去

其他研究結果納入參考。 

 

 

會議結論：本案評選結果，服務廠商僅高雄醫學大學 1 家，總得分平均分數達

到 80 分以上，並經總出席評選委員過半數同意，評選合格為最優

勝廠商。擬請 鈞長核定，以憑辦理後續議價事宜。 

散會時間：100 年 12 月 23 日下午 16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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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5-2 期中審查會議紀錄 
101年度墾丁國家公園陸域長期生態監測計畫(國家重要濕地長期生態監測) 

委辦勞務案期中簡報審查會議紀錄 

開會日期：中華民國101年7月12日上午10時0分      記錄：蔡乙榮 

開會地點：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大型會議室 

主持人：陳貞蓉 

審查委員： 

國立海洋生物 

博物館 

柯委員風溪 

柯風溪 
義守大學 

吳委員全安
吳全安 

國立臺南大學 

薛委員怡珍 
（提書面意見）

墾丁國家公園 

管理處 

李委員登志 

李登志 

墾丁國家公園

管理處 

林委員欽旭

林欽旭 

墾丁國家公園 

管理處 

陳委員玄武 

陳玄武 

墾丁國家公園 

管理處 

簡委員文山 

簡文山 

墾丁國家公園

管理處 

曾委員添丁

（另有公務）

墾丁國家公園 

管理處 

徐委員茂敬 

（另有公務）

墾丁國家公園 

管理處 

陳委員松茂 

（另有公務）     

出列席單位及人員： 

受委託單位 

高雄醫學大學 

程建中 康偉哲 邱郁文 

郭耀綸 陳依盈 賴宜鈴 蔡政達 葉芳伶 

李詩雅 陳炤杰 潘致瑋 劉姿岑 陳吉兒 

內政部營建署 （未派員） 
屏東縣 

恆春鎮公所 
林文賢 

屏東縣恆春鎮 

龍水社區發展 

協會 

（未派員） 

社團法人 

高雄巿野鳥學會 
（未派員） 

社團法人 

屏東縣野鳥學會
（電話通知：不派員）   

墾丁國家公園 

管理處 
馬協群 胡景程 陳信宏 楊政峯 董于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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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辭：本會議為本處101年度委辦案之期中簡報審查會議，感謝柯委員及吳

委員專程前來協助本案期中簡報審查工作，首先由業務課室進行報

告，再請受委託單位高雄醫學大學進行期中簡報。 

業務課室報告：本案受委託單位已依約如期於101年7月16日前提出期中報告，並

蒞處進行期中簡報，期中簡報審查聘有3位外聘審查委員，其中

薛委員提出書面審查意見，內聘委員7位有4位出席，出列席單位

處外單位只有恆春鎮公所出席，屏東縣野鳥學會電話通知不派

員，其他單位均未派員出席。 

受委託單位簡報：高雄醫學大學程建中博士暨研究團隊簡報（詳如：期中報告

書）。 

審查委員及與會人員提問： 

主持人陳處長貞蓉： 

感謝高雄醫學大學研究團隊的簡報，先請柯委員及吳委員二位外聘委員依

序提問後，再請研究團隊逐一回答。本處委員之提問部分，則採統問統答方

式回應。 

提問人員 問題及意見 高雄醫學大學研究團隊回應 
吳全安委員 1. 書面報告第43頁提及李氏

禾在2001年調查中為最優

勢種，但本次調查時，發

現李氏禾完全消失，連在

樣區外也不復出現。李氏

禾是挺水植物，分布在水

域邊緣，其從最優勢到完

全消失的原因為何？建請

加以探討。 
2. 書面報告第91頁提及「南

仁湖濕地包括3個屬於高

山淡水湖泊水域系統」請

將「高山」修正為「丘陵

地」。 
3. 書面報告第92頁之南仁湖

濕地網頁內容呈現方式順

序，建議調整為(A)系統公

告；(B)南仁湖地理環境介

紹；(C)南仁湖濕地生態介

紹；(D)生物多樣性之生態

與物種資料介紹；(E)線上

1. 根據吳首賢的論文，在

2001年調查時李氏禾確實

很廣泛的分布在各湖區。而

目前在古湖沒有發現李氏

禾，主湖西側和三號湖的內

側仍以李氏禾為優勢，其他

湖區大量受鋪地黍取代。初

步觀察研判可能是水位下

降，造成較不耐高水位的鋪

地黍入侵所致。目前李氏禾

除分布在高水位外，也分布

在水位零的地區，三號湖一

小土堆便道之隔就造成兩

種植物各自的優勢。因此鋪

地黍的入侵取代模式可能

不只單單受水位下降影

響，需進行更深入的植物生

態習性、生理功能等研究。

2. 謝謝委員建議，將進行修

正。 
3. 謝謝委員建議，未來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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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與影像導覽；(F) GIS 
與生態資料庫查詢。 

4. 書面報告第95頁第3點提

及龍鑾潭水質分析的結 
5. 果，認為水質汙染並不嚴 
6. 重，但水生昆蟲不論是種

類及數量都不多，推測水

體內可能有農藥隨著外來

水體進入龍鑾潭。建議研

究團隊就水質內之農藥加

以檢測，以確認其原因。 
7. 書面報告第95頁第3點倒

數第2行之「自然觀測中

心」請修正為「龍鑾潭自

然中心」。 
8. 依書面報告第95頁第4點

第5行、第96頁第6點、以

及第117頁附錄二訪談紀

錄摘要第4點及第5點等，

有關龍鑾潭堤岸邊坡施工

與影響之內容，建請墾管

處審核區內工程規劃設計

時，應確實依生態工法準

則辦理。 
9. 書面報告第97頁第2點述

及「可能需要拓殖一些不

同的生育地，並抑制大型

水生植物的生長。」惟南

仁山屬於生態保護區，濕

地的逐漸陸化為自然演替

現象，因此上述的人為介

入干擾是否恰當？建議再

深入探討研議。 

行兩個系統的網頁格式與

內容更新。 
4. 由於本年度計畫經費較

少，而農藥檢驗費用較高，

加上進行農藥檢測需要較

大體型個體以方便檢測。往

後採集若出現體型較大個

體，將視實際情形進行農藥

檢測。 
5. 謝謝委員建議，將進行修

正。 
6. 謝謝委員建議。 
7. 南仁湖域在墾丁國家公園

成立之前，原為居民耕作之

水稻田。墾管處成立後將居

民遷移，原有地景因人為蓄

水形成南仁湖。20年前草地

仍有水牛啃食。在2000年代

湖域及周邊自然分布著多

樣化的水生植物，但至2010
年代湖域陸化明顯，由大型

草本植物類的舖地黍及李

氏禾佔優勢，小型的稀有水

生植物已消失。今後要在南

仁湖域進行何種管理措

施，應視經營目標而定。倘

若目標是要復育稀有多樣

的水生植物，則要以人為方

式抑制大型草本植物的優

勢度，例如以砍除或放牧來

使部分生育地減少遮陰，幫

助稀有水生植物拓殖回

來。如果經營目標是維持自

然演替狀態，則只要進行生

態監測，不必做任何人為干

預施。 
柯風溪委員 1. 本研究計畫期中報告顯示

研究團隊極為用心，尤其

在鳥類與底棲生物監測部

分與去年資料整合並做初

步探討，建議持續進行。

2. 本研究監測包括龍鑾潭與

南仁湖二處，建議各子計

1. 謝謝委員肯定，往後之研

究資料將會持續進行比

較，期望藉由調查累積樣

本數，以求了解龍鑾潭中

鳥類與底棲生物的情況。

2. 謝謝委員建議，將進行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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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執行需更明確。 

3. 初步調查資料顯示南仁湖

陸地化，可否評估其速度

及對生態影響？並提出可

能管理策略之建議。 

4. 網頁設計連結更新要如何

規劃？ 

3. 本年度已執行半年的南仁

湖濕地生態系監測計畫

中，觀察到湖區水位和十

年前的調查相比顯著下

降，同時偏向陸生習性的

植物種類出現取代了十年

前原分布在湖區的一些水

生植物種類。為了了解湖

區水位的變化和季節性雨

量分佈的關係，目前以每

兩週為一週期，人為的記

錄水位的變化，由於計畫

才執行半年，還無法判斷

整年的季節性水位變化。

若要更明確的監測南仁湖

陸化的速度，可能必須長

時間在湖區不同處監測底

泥沈積速率來了解，這在

今年計畫中的人力和經費

都還無法達到，應可列入

明年的工作項目中。而對

於湖泊陸化可能的管理策

略之建議必須能先了解陸

化過程對生態系的各類群

和功能的影響。目前本計

畫只有植物和鳥類的部份

進行了半年的調查和監

測，還不足以了解整個濕

地生態系未來之動向，以

及動物相之變化，盼未來

動物調查及水質監測團隊

進入後，能建擘出更完整

的生態系模式，來提出可

能的管理策略建議。 

4. 計畫執行期間係由本團隊

負責系統連結與更新維護

工作，同時於墾管處、高

醫大與崑山科大三處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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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一完全相同且可隨時更

新的備援伺服器系統，避

免因當機等因素所造成的

資料損毀。當計畫結束

後，完成墾丁國家公園管

理處所要求之資料格式，

並確認資料符合後，會將

伺服器移交墾丁國家公園

管理處以繼續維持資料庫

與濕地頁的運作。 

薛怡珍委員 

（書面意見） 

1. 建議圖2-1、2-2、2-3、

2-20、4-1、5-1、6-1、6-2

等樣點或樣區表達方式應

一致。 

2. 建議書面報告第4 頁在標

題上說明清楚每個子計畫

調查的名稱，並比較歷年

物種出現總數，以利理解

墾丁國家公園歷年保護環

境的成效或因為遊憩行為

可能帶來的物種數量下降

或干擾的衝擊程度。 

3. 第二章相關文獻分析的部

分，建議依據子計畫一~

六的特性分門別類描述，

可能比較容易閱讀，如

一、龍鑾潭（一）歷年鳥

類調查成果分析（二）歷

年植物調查成果分析…

等，目前內文是將所以收

集到的物種一起描述，不

容易閱讀及相互比較。 

4. 如計畫的目標在於不同研

究主題子計畫調查資料的

整合，建議將來可以更明

確說明不同物種與棲地之

間生態鏈及食物鏈的關聯

性，多繪製一些關聯圖以

1. 謝謝委員建議，將進行修

正。 

2. 謝謝委員建議，遵照辦理。

3. 謝謝委員建議，將進行修

正。 

4. 謝謝委員建議，委員所提

整合性的資料整理預計在

103年度的計畫中開始彙

整，同時嘗試建立初步生

物指標。未來的研究方向

將依委員意見進行探討。

5. 南仁山的人為衝擊於入山

道路崩坍後更為降低。現

階段僅呈現了部份工作項

目，人為活動影響在期末

報告會有較整合性的呈

現，將實地探勘調查、訪

談內容等有關人為活動影

響較大的地方，以圖文標

示與說明。計劃中也以較

大的比例持續追蹤龍鑾潭

的人為活動影響。後繼的

報告內容將包含土地使用

分析、訪談和問卷調查的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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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解不同物種之間彼此有

無交互作用或因為遊憩行

為可能帶來干擾的衝擊程

度之影響。 

5. 目前所進行的子計畫五—

「人為活動影響」比較無

法與前面幾個子計畫成果

相對應比較，也比較看不

出其有無影響性，建議可

以再多收集有關龍鑾潭及

南仁山歷年有關遊憩行為

或人為活動影響相關的文

獻，以補充目前子計畫五

內容之不足。 

陳玄武委員 1. 本計畫為長期生態監測之

整合型計畫，從宏觀面來

看，應該將各項所搜集之

資料整合，呈現濕地生態

系內各項因子彼此之間關

係為何。如：昆蟲與植相

的關係，水生生物與水鳥

之間關係等。 

2. 南仁湖陸化之情形雖可由

植相變化間接呈現，但無

法推估速率，應該從汙泥

堆積的速率監測。 

3. 有關南仁湖黃頭鷺與小水

鴨的數量，與早期調查結

果比較落差相當大，是否

探討其可能原因為何？ 

1. 謝謝委員建議，目前本團

隊正進行物種普查，以累

積樣區的基礎資料。預計

在103年度的工作會嘗試

進行初步的資料彙整，以

瞭解濕地中各因子的交互

關係。未來會繼續加強水

生生物與水鳥之間關係的

研究。 

2. 將在今年各湖區水位季節

性監測結果出來後，評估

施行方法和設置取樣地

點，於102年度開始監測。

3. 目前已針對此問題收集資

料，再配合子計畫二所調

查到的南仁湖植相變化資

料，在期末報告中會就此

問題做一彙整說明。 

林欽旭委員 1. 書面報告第1頁前言有關

龍鑾潭之調查範圍，提及

主要水源包括出火溪。查

相關圖資均使用「東門

溪」，請查證後更正。 

2. 書面報告第3 頁第一章

1. 謝謝委員建議，將進行修

正。 

2. 謝謝委員建議，將進行調

整。 

3. 感謝委員建議，將會進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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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目標與進度說

明」乙段，建請將招標文

件約定之「工作項目」列

出。 

3. 書面報告第95頁有關龍鑾

潭，提到「先行教育民眾，

再適當開放垂釣外來種魚

類」。查龍鑾潭為本園「特

別景觀區」，依國家公園

法第16條規定係禁止釣

魚。故本段描述宜刪除，

或以其他方式描述。 

4. 書面報告第96頁提到南仁

湖可能需要拓殖一些不同

的生育地。查南仁山區及

南仁湖均為本園「生態保

護區」，依國家公園法第

16條規定，禁止土地開墾

及變更使用。故在法制

面，要執行恐有困難。 

5. 書面報告第9頁提及龍鑾

潭水質變差之主因，認為

係龍鑾潭於南瑪督颱風期

間溢堤，周遭汙水進入潭

內與原水體混合後汙濁所

致。此狀態是否一直延

續，且無改善？或者是因

為有外來新汙染水體流入

潭內造成汙染水質？ 

6. 未來水質若持續中度汙

染，是否須進行整治？有

哪些整治方式？整治本身

是否會擾動或造成水生生

物之遷徙？甚或族群數量

減少？ 

7. 書面報告第95頁提及龍鑾

潭水質變差原因，包括使

用農藥，及排泄物流入產

4. 林委員所提問題與吳委員

所提第7點意見相同，需視

經營目標而定。 

5. 該狀況已有所改善，而根

據目前的調查發現，核三

廠的民生廢水道及龍鑾潭

自然中心使龍鑾潭持續有

外來水體進入，疑為水質

污染的主要來源之一。 

6. 龍鑾潭整體水質狀態多屬

輕度污染，尚不需進行整

治。在輕度污染的水體

中，適當的營養鹽可供浮

游生物生存，浮游生物為

底棲生物及魚類的食物來

源。可知適當的營養鹽能

維持生態系平衡。若進行

整治，可能對水生生物產

生影響，如物種組成改變

或族群數量減少。 

7. 目前尚未發現有此疑慮，

但龍鑾潭屬國家公園範

圍，任何未經申請之採集

行為均屬違法行為。應加

強巡邏，禁止民眾的採集

行為，可避免民眾於潭區

內發生意外，也能降低人

為活動影響潭區內的自然

生態。 

8. 建議貴處對農民於農藥使

用方式與用量進行輔導。

據了解龍水里有農民施行

有機耕作，可以此為輔導

的範本，輔導農民轉為有

機耕作，可降低農藥對潭

內水體的影響，也能避免

農藥殘留於作物中，提高

作物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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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大腸桿菌。請問居民採

集食用殘存農藥、大腸桿

菌的魚貝類後，是否會危

害健康？是否需要提出警

示？ 

8. 農藥施用於周邊農田，如

經確認含藥量逾一定量

時，是否需採行一些適當

的措施來因應？或不需處

置？ 

9. 大腸桿菌之存在，是否由

南瑪督颱風溢堤汙染水質

開始即遺留至今？或有新

的排泄物流入？建議並將

汙染來源在報告內列出，

亦在改善建議中提出建議

對策。 

10. 報告中提及「兩處的水體

進入龍鑾潭前，先進行水

質之淨化」，在此所稱之

「兩處的水體」，係指哪

些來源？又野溪或溪流之

水流量，比道路邊溝排水

量來得大，要收集進行汙

水處理，不知恆春鎮汙水

處理系統是否有納之入東

門溪之流水？是否會超過

原設計之汙水處理量？建

議先找到大腸桿菌的汙染

源頭，再藉由有關法令要

求事業主進行汙水處理或

設置淨化設備，可能是現

階段較可行的做法。 

11. 書面報告第90頁有關數位

資料庫之建置，請問在

Google Map轉換為

TWD97座標系統後，原

TWD67座標系統可否一

9. 大腸桿菌的存在除南瑪督

颱風溢堤造成汙染水質

外，另調查發現核三廠的

民生廢水道及龍鑾潭自然

中心周圍的水體之大腸桿

菌含量較其他樣點略高。

推測大腸桿菌與排泄物應

由這兩處水體進入龍鑾

潭，建議這兩處的水體在

排入龍鑾潭前，先進行水

質之淨化。 

10. 「兩處的水體」分別為核

三廠的民生廢水道及龍鑾

潭自然中心排入龍鑾潭的

水體。據了解目前無野溪

或溪流的水進入龍鑾潭，

且龍鑾潭東邊的民宿、飯

店或一般住家的廢水不會

排入龍鑾潭。目前的調查

發現核三廠的民生廢水道

及龍鑾潭自然中心周圍的

水體，大腸桿菌常略高於

其他樣點。因此建議這兩

處水體在排入龍鑾潭前，

應先進行水質淨化。 

11. 本系統具備與支援對

TWD67進行批次化自動

轉換功能，但需在提供資

料輸入轉換時註明其座標

系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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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納入系統？或者兩座標

系統之紀錄可以進行比

對？ 

恆春鎮公所 

林文賢先生 

1. 本案針對龍鑾潭的水質，

已有2年的監測，發現水質

呈現輕微污染的現象，未

來是否會持續進行監測，

並將污染情形讓民眾知

道。 

2. 管理處已經在龍水社區推

動生態旅遊活動，在龍鑾

潭周邊是否會增加生態旅

遊相關硬體設施，未來規

劃如何？ 

3. 對於龍鑾潭周邊近年來陸

續增加之廢水來源，是否

有規劃納入污水處理系統

進行接管？ 

1. 龍鑾潭水質監測是採用環

境保護署的水質檢測標

準，雖然有測到污染的現

象，事實上並不嚴重，而

且會有季節性的變化，這

方面並不用太過於擔心。

就生態而言，這些檢測到

的屬於營養鹽，是具有維

繫水域生態系食物鏈的意

義。 

2. 以下一併回應有關生態旅

遊硬體設施及污水處理接

管的規劃部分，這二項並

不屬於本案建立生態監測

系統及找出監測指標的範

圍，應由管理處視實際經

營管理上的需求來進行規

劃。 

保育研究課 

馬協群課長 

1. 請於報告書中將計畫架構

列出，並將各年度之各項

子計畫執行情形與關聯性

以圖表的方式呈現。 

2. 本案計畫目標包括：管理

指標之建立及即刻的經營

管理作為，含濕地的劣化

與陸化、環境的改變等，

像外來種的防治，外來魚

種可採責任旅遊的方式進

行處理。 

3. 有關因為堤防整修所產生

問題的改善方面，建議可

以由管理處事先設計好比

較合符生態之樣式及標準

施作與經費，並主動提供

給水利單位參考及編列經

1. 未來會將各年度之各項子

計畫執行情形與關聯性以

圖表的方式在報告書中呈

現。 

2. 本計畫除了會完成管理指

標之建立之外，也會提出

一些經營管理作為建議，

如：外來種的移除等措

施，供管理處參考。 

3. 關於堤防整修所衍生的問

題，研究團隊樂見未來能

夠有較好的施作方式，建

議能夠盡量恢復舊觀。 

4. 有關雁鴨棲地的改善方

面，確實是當務之急，會

與管理處持續的連絡，研

擬可行的操作方式，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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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以期達到降低工程施

作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4. 在雁鴨棲地的改善方面，

可以考慮在龍鑾潭周邊的

公有土地中，選擇未使用

的部分採用放水及水位控

制的方式，來進行處理以

增加濕地供雁鴨使用。 

5. 有關於龍鑾潭水位見底的

問題，主要是水利單位為

了配合堤防整修工程的需

要所進行的排放水操作，

建議可以利用此一機會進

行一些監測資料的蒐集，

以做為未來的相關資料比

較分析使用。另外，龍鑾

潭西北側的遠雄集團開發

案相關的行政程序已經陸

續進行中，請研究團隊能

夠瞭解並列入參考。 

6. 有關研究團隊與本處之間

7. 互動的方面，除了本課都

會派員參與研究團隊的定

期會議之外，未來也將請

本處貓鼻頭管理站及南仁

山管理站派員參加，以增

加訊息的交流與溝通。 

周邊的社區溝通及供管理

處參考。 

5. 有關龍鑾潭周邊的一些影

響環境及開發的資訊，建

議管理處能夠隨時提供資

料給研究團隊，將會針對

可能對龍鑾潭的生態產生

的影響，配合採取必要因

應措施。 

6. 歡迎管理處除了保育研究

課之外，相關管理站或單

位人員也能參與本研究團

隊之會議，增加溝通管道

與交流。 

吳全安委員 1. 針對濕地之經營管理方

面，若是在一般地方政

府，當然有需要為了保障

人民之生命財產的因素，

而採取一些必要的經營管

理措施。但就納入國家公

園生態保護區之濕地而

言，實質上並不會出現這

方面的問題。雖然，陸化

是濕地的宿命，但是在國

家公園的生態保護區內，

（由會議主持人陳處長貞蓉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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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的經營管理還是應當

要回歸到國家公園法的相

關法令規定。 

主持人陳處長貞蓉回應： 

一、本處所推動之生態旅遊活動，不會在龍鑾潭周邊增設硬體設施，因為與生

態旅遊之目的並不相符，將會朝向善用龍鑾潭自然中心等既有設施的方向

發展。 

二、有關污水處理的部分，將配合污水處理系統之設置與參考本計畫研究團隊

未來所提出之建議，研擬截流及接管的處理方式，以減輕對龍鑾潭的影響。 

三、龍鑾潭與南仁湖都是內政部營建署經過評選評定為國家級國家重要濕地，

當然有必要進行生態環境之長期監測，並適時採取必要之經營管理措施。

雖然，經過人為的經營管理可能會延緩陸化或改變濕地的最後樣貌，但是

都不可能改變濕地陸化的必然趨勢。國家公園或是政府部門，一定是要依

法行政，不可能踰越法令所許可的範圍。 

會議結論：請研究團隊將所有委員的意見納入參考，希望期末報告能夠獲得更完

整的結果，本案期中簡報審查結果，通過。 

散會時間：101年7月12日中午12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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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5-3 期末審查會議紀錄 

101年度墾丁國家公園陸域長期生態監測計畫（國家重要濕地長期生態監測） 
委辦勞務案期末簡報審查會議紀錄 

開會日期：中華民國101年11月29日上午10時0分記錄：蔡乙榮 

開會地點：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大型會議室 

主持人：陳貞蓉 

審查委員： 

國立海洋生物 
博物館 

柯委員風溪 
柯風溪 

義守大學 

吳委員全安
（請假） 

國立臺南大學 

薛委員怡珍 （請假） 

墾丁國家公園 
管理處 

李委員登志 
李登志 

墾丁國家公園

管理處 

林委員欽旭
（出差） 

墾丁國家公園 
管理處 

陳委員玄武 
陳玄武 

墾丁國家公園 
管理處 

簡委員文山 
簡文山 

墾丁國家公園

管理處 

曾委員添丁
（另有公務）

墾丁國家公園 
管理處 

徐委員茂敬 
（另有公務）

墾丁國家公園 
管理處 

陳委員松茂 
（另有公務）     

出列席單位及人員： 

受委託單位 
高雄醫學大學 

程建中 郭耀綸 
李詩雅 邱郁文 
蔡政達 黃大駿 傅耀賢 陳炤杰 

內政部營建署 （未派員） 臺灣省 
屏東農田水利會

恆春工作站

方鐘森 
屏東縣 

恆春鎮公所 （未派員） 

屏東縣恆春鎮 
龍水社區發展 

協會 
張清彬 社團法人 

高雄巿野鳥學會
（未派員）

社團法人 
屏東縣野鳥學會 （電話通知：不派員）

墾丁國家公園 
管理處 馬協群 郭筱清 董于瑄 陳信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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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辭：本會議為本處101年度委辦案之期末簡報審查會議，感謝柯委員專程前

來協助本案期末簡報審查工作，首先由業務課室進行報告，再請受委

託單位高雄醫學大學進行期末簡報。 

業務課室報告：本案受委託單位已依約如期於101年11月30日前提出期末報告及國

家公園學報稿件，並蒞處進行期末簡報，期末簡報審查聘有3位外

聘審查委員，其中吳委員及薛委員請假，內聘委員7位有3位出席，

出列席單位處外單位有臺灣省農田水利會由恆春工作站代表及屏

東縣恆春鎮龍水社區發展協會2個單位出席，屏東縣野鳥學會電話

通知不派員，其他單位均未派員出席。 

受委託單位簡報：高雄醫學大學程建中博士暨研究團隊簡報（詳如：期末報告書）。 

審查委員及與會人員提問： 

主持人陳處長貞蓉： 

感謝高雄醫學大學研究團隊的簡報，請柯委員先行提問後，再請研究團

隊回答。本處委員之提問部分，則採統問統答方式回應。 

提問人員 問題及意見 高雄醫學大學研究團隊回應 

柯風溪委員 1. 整體而言，此研究計畫已確實執

行，對龍鑾潭濕地生物相及生物

數量資料建立齊全予以肯定。 

2. 本年度列出龍鑾潭與南仁湖兩

處調查，此報告有依期中報告建

議列出兩處調查項目。建議對整

體計畫於兩處濕地生態監測之

應用性及未來計畫目標應予以

說明。 

3. 人為活動影響著重於景觀變化

描述（其中已包括自然現象），

如何與生物調查資料結合、比較

與分析？另建議應詳細說明人

為活動各項指標的意義與其所

i. 謝謝委員對本計畫團隊的肯

定。 

i. 本計畫一開始即以國家重要

濕地為目標進行研究，研究

目的包括觀察生態演替、建

立生物指標、評估環境狀況

等，進而提出生態系服務與

棲地補償的操作策略，會再

加強說明。 

i. 謝謝委員的建議，對於人為

活動各項指標的意義，將在

報告中詳細補充及說明。 

v. 目前因南仁湖的研究工作為

第一年，調查的頻率不如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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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意思。 

4. 建議龍鑾潭與南仁湖的描述與

報告內容並重。 

5. 水質監測部分，建議針對農藥含

量及季節變化建立基本資料，進

而追蹤其可能來源。 

6. 未來是否會將調查資料於網頁

中公開與即時更新？ 

鑾潭密集，在報告裡所佔的

比例也較少，將依照委員建

議增加研究方法的說明，力

求詳盡。 

v. 有關農藥檢測與分析，礙於

經費有限，且農藥的檢測項

目非常多，因此本年度工作

先進行部份生物指數分析。 

i. 若墾管處同意，本計畫的調

查資料將會於網頁中公開，

並且即時更新。 

陳玄武委員 1. 於鳥類調查報告中，提及9-10月

份鷺鷥群可配合墾管處賞鷹活

動。9月份觀賞赤腹鷹為上午時

段應無問題，但10月份於傍晚時

段觀賞落鷹，與觀賞鷺鷥時間重

疊，不知如何與賞鷹活動結合？

2. 南仁湖鳥類調查持續監測，預計

102年4月南仁山開放遊客入

山，請探討未來開放後遊客干擾

是否會影響鳥類棲息？ 

3. 南仁湖出水口已完成整修，並採

開放式控制水位，可在未來研究

進行時用來調節水位。 

4. 依據螞蟻調查結果，推測龍鑾潭

環境仍不穩定，是否可推測干擾

原因。 

5. 龍鑾潭魚類調查結果顯示南瑪

督颱風後魚類減少，今年天秤颱

風後是否有同樣情形？若有，原

因為何？ 

1. 10月份的落鷹雖然壯觀，但

每日鷹況較難預期，遇到鷹

況較差的日子可能無緣觀賞

落鷹。反觀龍鑾潭的鷺鷥群

因預期性高，加上龍鑾潭周

遭有許多適合賞鳥的地點，

可以彌補遊客賞鷹未著的缺

憾。 

2. 過去研究發現遊客對鳥類活

動確實會有影響。若要以鳥

類作為遊客干擾的指標，未

來需提高調查頻率，較能看

出兩者之關係。 

3. 謝謝委員提供資訊。 

4. 龍鑾潭環境不穩定，是以取

樣地點來分析，主要干擾原

因仍是以人為活動為主，但

還需配合其他子計畫調查結

果，較能判斷造成環境不穩

定的主要干擾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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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南仁湖水棲浮游生物、附著藻類

只呈現調查結果，建議解讀調查

結果所代表涵意。 

7. 南仁湖陸化是事實，未來研究結

果，應可建議南仁湖之經營管

理，如何進行？ 

8. 衛星圖部分，本處有衛星及航照

可提供，若不足可向農委會農林

航空測量所洽購（含座標）。 

5. 本年度研究工作未針對颱風

後的影響進行調查，無法斷

定天秤颱風是否對魚類數量

造成影響。但2011年南瑪都

颱風的降雨量高於天秤颱

風，曾造成龍鑾潭溢堤，再

加上今年水利會因整修堤防

在4月至8月時將水位放低，

使得龍鑾潭蓄水量較大，推

測天秤颱風對龍鑾潭造成的

魚類數量影響相對較小。 

6. 感謝委員建議。由於本年度

南仁湖部分僅進行1次水域

調查，且是以普查方式進

行，目前僅能呈現調查結

果。預計2013年將增加南仁

湖調查次數，屆時根據調查

結果進行分析，較能正確解

讀其所代表的涵意。 

7. 因古湖為南仁湖區唯一非人

工形成之自然湖泊，目前沒

有規劃作為任何生態旅遊活

動據點；一號湖與二號湖水

位與過去調查差異不大，無

嚴重陸化趨勢；三號湖為觀

察到目前植群組成演替為以

李氏禾優勢的大型草本植物

草澤地，稀有植物已不復

見，且觀察到有陸生入侵植

物迅速增加的趨勢，均建議

保持自然演替發展，不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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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理。主湖雖有觀察到陸

化現象，但因施作排水匣門

工程，墾管處可以人為調節

水位。雖然調節水位可以觀

察更多動植物的適應現象，

但事實上對生態系是一種強

力的人為干擾。除非針對現

存的特定物種，有絕對必須

幫助維持其棲地的考量（例

如陽明山國家公園台灣水韭

之例），才有必要對這些特

定物種於特定季節（乾季或

濕季）進行水位調整。目前

團隊在南仁湖的研究工作才

剛起步，建議應對各生物類

群作更深入的觀察後，再決

定水位調整的多寡，不應貿

然改變水位，造成對生態系

過多人為干擾。 

8. 謝謝委員提供訊息。 

簡文山委員 1. 以螞蟻為環境指標物種，經調查

龍鑾潭環境棲地品質為不穩

定，是否為人為活動造成？若再

結合生態旅遊活動亦引發棲地

劣化，是否也考量承載之管制以

維護龍鑾潭環境棲地之良好。 

i. 螞蟻調查結果為昆蟲與環境

間的整合性資料，其中當然

也包括人為活動。研究結果

顯示環境棲地品質為不穩

定，但不足以代表整個龍鑾

潭的環境棲地品質均不穩

定，只能用來解釋調查的地

區目前的環境狀況。因此需

要配合其他生物監測，才能

對整個龍鑾潭的環境品質下

定論。未來若取得龍鑾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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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遊客入園數量資料，應

可對遊客與環境衝擊做關聯

性分析，作為未來訂定龍鑾

潭特別景觀區每日遊客承載

人數的參考。 

臺灣省屏東 

農田水利會恆

春工作站 

方鐘森先生 

1. 龍鑾潭之整修以新舊工法施工

係因牽涉補助經費等因素，未來

堤岸整修會盡量配合以生態工

法進行施工。 

（會議主持人陳處長貞蓉第1項

結論︰建議農田水利會未來在

堤岸整修施工前的規劃階段，可

提早與墾管處溝通，以便了解並

評估堤岸整修工程是否會對環

境產生影響。） 

屏東縣恆春 

鎮龍水社區 

發展協會 

張清彬里長 

1. 應設法恢復被破壞的龍鑾潭北

側堤岸原貌，例如以種植原生植

物、放置鵝卵石等方式，藉以回

復原有的環境狀況。 

2. 希望能在報告中指出屬於國家

公園範圍內適合候鳥棲息覓食

的區域，提出維護棲地的策略，

以吸引候鳥前往棲息，也可避免

候鳥危害北岸的農作物。 

3. 龍鑾潭的進水處是否有遭受污

染？應於報告中詳細說明。 

1. 感謝里長的建議。對於恢復

被破壞的龍鑾潭北側堤岸原

貌需要許多權責單位共同討

論及努力，若有必要，本團

隊可針對恢復方法提供建

議。 

2. 利用公部門土地營造候鳥棲

息地，當然是較優先的選

擇，仍需考慮其他因素，例

如水源是否能夠配合等。 

3. 有關龍鑾潭的進水處是否有

遭受污染及污染源主要來自

何處，已於本年度的期中報

告提出。根據目前的水質分

析結果顯示西南01樣點與西

中02樣點，其大腸桿菌菌落

數經常高於其他無明顯外來

水體進入的樣點，顯示該兩

處外來水源受到的污染較為

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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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研究課 

馬協群課長 

1. 報告結果提到除主湖外，其他湖

區也出現陸化的情形，請說明南

仁湖各湖區陸化程度的差異。因

以目前狀況，墾管處只能調節主

湖的水位，請提出未來其他湖區

發生陸化時對水位的管理方法。

2. 請說明南仁湖陸化人為干擾因

素。 

3. 建議探討其他颱風對龍鑾潭產

生的影響。 

4. 可與國科會過去所進行的長期

生態調查資料比對龍鑾潭與南

仁湖的狀況。 

1. 在本研究區分出的五個湖區

中，經比較過去文獻 及本年

度調查結果，古湖區之岸邊

陸化顯著，但比對航照圖古

湖區仍有相當大的水體面

積。因古湖為南仁湖區唯一

非人工形成之自然湖泊，且

並沒有規劃作為任何的生態

旅遊活動據點，建議保持自

然演替發展，不做任何處

理。一號湖與二號湖為步道

側之兩小湖，水位與過去調

查差異不大，無嚴重陸化趨

勢，故也不建議做任何處

理。三號湖為過去在南仁湖

內住戶旁的筊白筍田，因耕

種之需要，引水淹蓋，並有

數種稀有之水生植物分佈。

目前植群組成演替為以李氏

禾優勢的大型草本植物草澤

地，稀有植物已不復見，且

觀察到有陸生入侵植物迅速

增加的趨勢。以目前調查結

果來看，此湖未來應會慢慢

陸化，植被演替成與鄰近森

林相近的種類，秉持生態保

護區內應讓植群自然演替消

長的概念，不建議作任何的

處理，讓其自然演替成森

林。主湖觀察到另一種陸化

的模式，非由泥沙淤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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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是由大型草本植物在

此水域死亡後，堆積形成團

狀而漂浮在水面上，由於死

亡植物量大，常形成類似浮

島的有機堆積物，上層較乾

而可讓一些陸生的植物在此

著根生長，當數量龐大時也

會促進陸化的發生。若有人

誤以為是陸地進入可能會發

生危險，在未來墾管處開放

遊客入山後，應嚴格管制遊

客不可由步道隨意進入此湖

區，以免發生意外。 

2. 南仁湖原為人工埤塘，在歸

還自然山林不做任何人為處

理下，由於集水區雨水對土

石的沖積，湖泊陸化是自然

演替的趨勢。早年影響陸化

過程的人為因素包含住戶必

須將田地淤積清理才得蓄

水，因此有阻擋陸化的作

用。但另一方面放牧水牛，

使得南仁湖岸邊植物無法生

長高大，土石固著不易，也

造成雨水容易沖刷土石、水

牛、遊客的踐踏加速將泥沙

帶到湖體中，加速陸化的發

生。近年來由於管制及住戶

遷離，應只剩下遊客可能產

生人為的干擾。但於本年度

計畫執行過程中，發現除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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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施作步道及排水口工程將

湖水放流之外，目前南仁山

生態保護區管制遊客不開放

入園，暫時無法評估此方面

的人為干擾因素。 

3. 對於將其他颱風對龍鑾潭產

生的影響列入討論的建議，

需觀察颱風是否對龍鑾潭造

成明顯的影響，例如是否為

恆春地區帶來大雨、是否直

接登陸臺灣或恆春半島等條

件。本年度並未針對颱風過

後進行水域調查，若將其他

颱風加入探討，可能會影響

其他颱風對龍鑾潭的影響之

準確性。未來委託單位若認

為有其必要，本團隊可視情

況增加颱風後之採樣。 

4. 國科會南仁山長期生態研究

群於1995年開始執行，由本

年度計畫共同主持人郭耀綸

教授擔任召集人。因為南仁

湖為人為蓄水形成的湖泊，

並非自然生態系，當時長期

生態研究群並未調查南仁湖

主湖的生態現象，但有調查

古湖的水生生物及物理化學

條件。本年度古湖並未做水

生生物的調查，將來本研究

團隊若有調查資料，應可與

過去10年的情況做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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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登志委員 1. 上年度若墾管處已有處理之建

議事項，本年度不應重提，請依

實際情況更新建議事項。 

1. 謝謝委員建議，將遵照辦理。

會議結論： 

一、建議農田水利會未來在堤岸整修施工前的規劃階段，可提早與墾管處溝通，以便

了解並評估堤岸整修工程是否會對環境產生影響。 

二、今年龍鑾潭堤岸工程有要求將土石放回，請受委託單位協助監測成效如何？若土

石放回對棲地有正面效益，則可擴大運用。 

三、在102年度計畫中，將棲地營造之試驗項目列入。 

四、棲地塑造在研究團隊可以提出有科學依據的可行建議時，本處可以藉由生態旅遊

方式進行推動。 

五、請保育研究課於未來研究團隊選定指標物種之後，在監測調查「SOP」手冊制訂

之前，能夠安排本處人員參與監測調查工作，以利研究團隊進行監測技術轉移。 

六、本案期末報告審查通過，有關各項審查意見請研究團隊納入修正之後，再由本處

保育研究課循行政程序辦理後續履約驗收手續。 

散會時間：101年11月29日中午12時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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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墾管處的網頁上有設計一個「網路總機」（類似網路聊天室），

您可以在該單元上使用MSN文字對話或Skype語音對話的方式與

墾管處客服人員直接聊一聊您的建議、批評、詢問或需要協助的

事項，可以讓您在第一時間得到「快速的」客服服務。 

二、您對於墾管處的服務措施，需要陳情、請願、批評、建議興革、

舉發違失時，您可利用墾管處網頁上「行政服務—人民陳情案件」

或「行政服務—首長與民有約」兩個服務單元填寫申請表後，線

上直接傳送至墾管處總收文收件，經受理並回覆處長面談時間

後，即可直接至墾管處當面向處長提出您的怨言、舉發違失、建

議興革。 

三、您亦可利用免付費電話 0800-861-321（無轉接功能）與墾管處

客服人員進行服務對話，相信您可得到滿意的服務。但仍需與業

務承辦人員洽談公務時，仍煩請撥打總機專線 08-8861321 由總

機人員轉接。 

四、墾管處保存的檔案文物，歡迎民眾前來翻閱、抄錄、複製，詳請

可上墾管處網站蒐尋，或撥打總機 08-8861321 轉 292 洽談。 

五、墾管處的網頁上有「滿意度調查」單元，歡迎您在瀏覽完網頁內

容後，記得進入填寫滿意度，表達您對於頁面內容、設計架構等

介面的滿意情形，供作管理處改進的依據。 

 

 

 

 

 

 

 

本處 24 小時免付費專線電話：0800-861-321（把樂意、當愛意）

歡迎 您多加利用！  

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敬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