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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關鍵詞：兇狠圓軸蟹、陸蟹、釋幼、洞穴 

一一一一、、、、研究緣研究緣研究緣研究緣起起起起    

「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一）細部計畫案」於 101 年 3 月 23 日起公告實施，然而本

區是陸蟹重要棲地，倘若開發不當，除影響本計畫區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外，亦將嚴重

傷害到後灣地區發展之重要資源，因此本研究藉由調查及參考過去的相關研究，提出

保育措施建議，以做為國家公園管理單位及開發單位管理陸蟹資源的依據。 

 

二二二二、、、、研究方法及過程研究方法及過程研究方法及過程研究方法及過程    

針對後灣地區，於四到十月內每月進行至少一次陸蟹資源調查，記錄釋幼母蟹之

數量，設置陷阱、溫度照度連續記錄器並測量地下水位。 

 

三三三三、、、、重要發現重要發現重要發現重要發現    

後灣陸蟹棲地終年地下水含量豐富穩定，並且此區為大型陸蟹兇狠圓軸蟹族群數

量在台灣最大的族群，明顯高於其它地區，並且族群數量可能正在持續成長中。後灣

海岸地次生林樣區相較於其他區域，溫度及照度變化穩定，食物來源充足，是兇狠圓

軸蟹洞穴密度最高之區域。而在該區南面之野溪是後灣陸蟹棲地多樣性最高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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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主要建議事項主要建議事項主要建議事項主要建議事項    

建議一 

增加母蟹降海釋幼的個體數量為評估及後續監測之條件。 

 

建議二 

維持南側野溪目前之環境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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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Cardisoma carnifex, land crab, larval release, crab’s hole 

 

Houwan is an important habitat of land crabs but now facing threats of development. The 

natural resources will be reduced when the habitat were destroyed and impacted by human 

activities. So, we tried to investigate the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nd offer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ervation before the exploitation. We recorded the land crabs' resources, like calculated the 

number of ovigerous females, estimated the population of land crabs using the pitfall traps, 

recorded the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light levels using HOBO pendants, and measured the 

ground-water levels each month.  

 

In our study, we found that Houwan not only have the largest population of Cardisoma 

carnifex in Taiwan, but also the abundant and stable ground water resource. If compared with 

other area, the secondary forest has the most stable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light levels, and 

highest density of crab hole. The highest land crabs' biodiversity can be founded at the river 

located at the south of the secondary forest. 

 

For the development program, our suggestions included: 

1. Add the number of larval release migration ovigerious females as a indicator when 

monitoring the development progress. 

2. Maintain the river at the south of the secondary forest as natural state, prevent for any   

human inter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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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緒緒緒        論論論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背景研究緣起與背景研究緣起與背景研究緣起與背景    

「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一）細部計畫案」係於 101 年 3 月 23 日起公告實施，計畫土地範

圍位於後灣海岸，該地區緊鄰沙灘，地下水位高且土質為沙質含礫石及壤質砂土或粉土質砂等，

是適合陸蟹棲息之環境，有為數眾多之陸蟹棲息，為恆春半島重要的陸蟹棲地。然而土地利用

的方式將改變生物棲息的棲地，若遊憩區開發不能適當，除影響計畫區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外，

亦將嚴重傷害到後灣地區發展之重要資源，因此維持區內一定陸蟹族群數量及多樣性，同時提

供遊憩區適當發展機會，以達到生態保育與地方發展之兼容並存。 

 

 監測調查本區生態現況及陸蟹數量主要目的是提供墾丁國家公園內陸蟹資源的詳細調查

資料，可以了解陸蟹的物種多樣性、分佈狀況及族群數量等資料，亦可分析棲地內陸蟹目前所

面臨到開發行為所衍生的人為干擾、生存壓力等問題，藉由參考過去相關研究的，提出保育措

施建議，做為國家公園管理單位及開發單位管理陸蟹資源的依據。 

 

  後灣地區擁有豐富的陸蟹資源，近年來由於觀光遊客的增加導致民宿及相關的遊憩設施陸

續興建，土地利用方式改變將直接或間接壓縮陸蟹之棲地空間。道路開發與車輛通行導致抱卵

母蟹在降海過程慘遭輾斃，這些路殺事件（Road Kill）將造成族群數量下降。墾丁所有的陸蟹

熱點中，僅有後灣地區之陸蟹棲地與海域間無人為建構物阻隔。劉 （2010）彙整恆春半島陸蟹

調查之相關文獻，結果指出墾丁國家公園後灣地區的陸蟹種類（17 種），僅次於陸蟹物種豐度

世界第一位的香蕉灣海岸林（26 種）及港口溪（25 種），因此這三處都是陸蟹物種豐度最高且

須關注保護的重要棲地環境。 

 

後灣的陸蟹多樣性如同其它地方，受到各種天然災害與人為影響下而日益衰退，許多地區

陸蟹的種類及族群數量遽減，甚至有滅絕的可能。因此，本計畫擬於後灣遊憩區（一） 範圍進

行陸蟹資源調查，調查其種類分佈及族群數量現況，確認陸蟹棲地的熱點，提供做為未來陸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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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工作之依據；針對計畫區內各種陸蟹目前所受到之生存威脅情形評估，並提出有效的改善

策略與建議，以提供管理單位未來對陸蟹資源經營管理及陸蟹保育工作之依據，此外，建立長

期監測方法，透過遊憩區（一）範圍內地下水位之監測，作為後續開發計畫的基礎資料，以公

正監督開發過程對陸蟹族群影響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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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委託辦理服務工作項目及內容委託辦理服務工作項目及內容委託辦理服務工作項目及內容委託辦理服務工作項目及內容    

 

為了瞭解遊憩區內陸蟹族群及多樣性，監測遊憩區開發過程對陸蟹之影響，提供

有效之經營管理策略，以達到生態保育與地方發展之兼容並存，本計畫需要完成下列

四項工作。 

（一）進行陸蟹族群量調查，監測種類及數量變化。 

（二）進行遊憩區（一）範圍內地下水位監測，監看水位高低與陸蟹數量變化。 

（三）進行遊憩區（一）範圍內林蔭遮蔽度及溫度之環境監測。 

（四）計畫區內及後灣地區陸蟹棲地及生態之監測調查，並提出適當經營管理之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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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計畫背景及相關文獻回顧計畫背景及相關文獻回顧計畫背景及相關文獻回顧計畫背景及相關文獻回顧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陸蟹的定義陸蟹的定義陸蟹的定義陸蟹的定義    

陸蟹（Land crab）廣義定義，包括所有能在陸地上維持一定活力的蟹類，依此定義，

幾乎所有棲息在潮間帶、溪流及陸地上的蟹類都可包括（Burggren & McMahon, 1988）。

而蟹類的英文「crab」原意也包含了異尾類，異尾類與短尾類具有類似的生態與生物學

特性，因此，本研究中之「陸蟹」也將寄居蟹一併納入調查（圖 2-1.1）。陸蟹在型態、

生理及行為上，適應了陸生的環境，因此可以在陸地生活（Burggren & McMahon, 1988）。

陸蟹在許多熱帶島嶼具有龐大的族群，佔有重要的生態地位，例如澳洲聖誕島的大型紅

色陸蟹，在一百三十五平方公里的小島上具有一億二千萬隻的龐大族群（Hicks, 1985）。 

大多數的陸蟹與海洋蟹類相同，繁殖過程會產下小而量多的卵，有些陸蟹在繁殖季

時會產生集體的遷移行為，如紅地蟹（Gecarcoidea natalis）（Hicks, 1985）；或抱卵雌蟹

於特定時間集體至海邊釋放幼生，如紫地蟹（G. lalandii）（圖 2-1.2）、關氏圓軸蟹

（Cardisoma guanhumi）、Gecarcinus planatus （Adiyodi, 1988）。蟹卵均附著在母蟹腹部

的附肢剛毛上，孵化出浮游性的蚤狀幼蟲（zoea），幼蟲在海洋中行浮游生活，經歷二至

六次的脫殼後成為大眼幼蟲（megalopa），之後再脫殼成為一隻小螃蟹（Warner, 1977）。

因此抱卵的雌蟹需在海水中釋放孵化之幼蟲（Adiyodi, 1988），而這些陸蟹的幼蟲在海洋

中度過浮游生活，脫殼成長為大眼幼蟲或幼蟹階段時再返回陸地生活。海洋性陸蟹的抱

卵降海釋幼行為提供了一個極佳的陸蟹族群監測機會，只要能瞭解陸蟹的繁殖季節及幼

蟲釋放時機，就可極有效的監測這些平時生活習性隱密物種的族群數量，有效的進行物

種監控及族群數量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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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後灣之灰白陸寄居蟹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圖 2-1.2 後灣之紫地蟹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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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國外陸蟹相關的研究國外陸蟹相關的研究國外陸蟹相關的研究國外陸蟹相關的研究 

  螃蟹中，陸蟹所佔的比例不高，其相關研究包括分類、地理分佈、行為及生活

史等。而陸蟹的在陸地生活的適應，除了呼吸方式的轉變外，尚須有多種生理及行為的

改變，才能適應陸生生活，是提供由水域適應陸地生活研究的重要材料（Burggren & 

McMahon, 1988），並且因材料取得方便及飼養容易，其特殊的習性成為許多生物學家的

研究題材。 

有關陸蟹的生理習性研究題材包括呼吸構造及生理（Greenaway & Taylor, 1976; 

Greenaway, 1984; Burggren, 1992）、蛻殼（ecdysis）前需在體內進行水份的儲存（Hartnoll, 

1988）、蛻殼前亦會對舊殼的鈣離子進行回收儲存（Sparkes & Greenaway, 1984），並且回

收的舊殼鈣離子會以多種不同方式貯存在體內，包括形成胃石、儲存於中腸腺、或以碳

酸鈣小顆粒儲存於血液之中（Sparkes & Greenaway, 1984）。許多陸蟹並在蛻殼後取食舊

殼，對碳酸鈣及有機質做最徹底的回收利用（Hartnoll, 1988），而海洋及淡水等水生蟹類

蛻殼前則不特別針對鈣離子進行回收儲存（Cameron, 1989），亦少有取食舊殼行為。 

過去陸蟹的研究以美洲地區的地蟹科陸蟹研究最為深入，尤其以分佈在美國南部的

種類，包括關氏圓軸蟹（Cardisoma guanhumi）及 Gecarcinus lateralis，這兩種陸蟹除了

有詳實的生活史研究外（Henning, 1975; Bliss, et al., 1978; Bliss, 1979），也常成為陸蟹生

理研究之材料。印度西太平洋地區的陸蟹研究相對較少，除了部份地蟹科物種如：兇狠

圓軸蟹（C. carnifex）與毛足圓軸蟹（C. hirtipes）外（Burggren & McMahon, 1988），多數

只有分類特徵及地理分佈的研究，此地區陸蟹的基礎研究仍甚不足，可從此地理區內，

在近年仍不斷有新種陸蟹發表得知。 

此外，許多大型種類是熱帶地區居民的重要蛋白質及經濟來源（Wolcott, 1988），而

陸蟹在許多熱帶島嶼具有龐大的族群，佔有重要的生態地位，吸引眾多的關注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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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台灣陸蟹相關研究台灣陸蟹相關研究台灣陸蟹相關研究台灣陸蟹相關研究    

國內陸蟹的研究，絕大多數為採集記錄及生活史相關研究。台灣最早有系統的進

行蟹類研究是日治時期，之後則中斷多年，一直到近二十年才展開較多的研究。近年

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的蟹類研究始於王嘉祥（1984）發表的墾丁國家公園蟹類初探，

記錄 20 餘種墾丁地區的蟹類。國立海洋大學的幾位碩、博士生的蟹類論文中也發表採

自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的標本。游祥平等人（1996）發表「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及陸域

甲殼十足類生物相調查」報告中，記錄了十足目物種 26 科 213 種。鄭明修（1997）發

表「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及陸域甲殼十足類生物相調查（第二年）---海域甲殼十足類群

聚之調查研究」，將墾丁地區的十足目物種增加至 35 科 295 種，新增加記錄之種類共

9 科 82 種，這兩篇報告亦羅列了部分棲息在海岸林下的陸蟹，但未能夠詳細列出各種

陸蟹在國家公園內詳細的分佈與族群數量。1996 年起，多種新種陸蟹：包括林投蟹

Scandarma lintou （Schubart et al., 2003）、樹蟹 Labuanium scandens （Ng & Liu, 2003）、

紅指陸相手蟹 Geosesarma hednon（Ng et al., 2004）及新紀錄陸蟹：包括新脹蟹屬多種

Neosesarmatium spp. （Ng et al., 1996）、橙螯隱蟹 Epigrapsus notatus （Ng & Liu, 

1998）、斯氏相手蟹 Stelgistra stormi （Ng & Liu, 1998）、小隱蟹 E. politus （Cuesta et al., 

2002）等陸續在墾丁國家公園內被發現與發表。其中斯氏相手蟹 （Selgistra stormi）

在過去一百多年來僅在印尼蘇門答臘有過一次採集記錄（Ng & Liu, 1999），如今則在

台灣的恆春半島、蘭嶼、綠島、龜山島，菲律賓的許多島嶼及美國的屬地關島等地都

有發現。細點新脹蟹（N. punctatum）過去一百多年來僅有五隻標本，但近年在墾丁國

家公園範圍內發現（Ng, et al., 1996）。此外，台灣近年也發現兩種棲息於樹上的樹棲

性蟹類：樹蟹及林投蟹。 

 

生活史方面的研究，鍾奕霆（2004）發表「毛足圓盤蟹（Discoplax hirtipes）生活

史特性並應用於生態工法」碩士論文，論文探討毛足圓盤蟹（同毛足圓軸蟹）一種陸

蟹，而研究樣區主要位於台 26 號省道香蕉灣海岸林附近 2.4 Km 的路段。郭若環（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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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相手蟹 Lithoselatium pulchrum 縮短型發育的研究」碩士論文，透過對此蟹幼蟲

發育於食物的需求及對不同鹽度的耐受度的瞭解，探討美麗岩相手蟹陸生適應的發展

情形，卓宛俞（2010）發表，「中型仿相手蟹蛻殼前的鈣回收研究」碩士論文，探討其

蛻殼前的鈣回收儲存機制。在陸蟹的幼蟲研究方面，Cuesta et al. （2002）發表採自恆

春半島的多種地蟹科幼蟲形態之描述。Cuesta et al. （2006）再度發表採自恆春半島的

多種相手蟹類幼蟲的形態特徵描述。李政璋（2009）發表「台灣地蟹科蟹類及其幼苗

分類研究」碩士論文，其論文以地蟹科幼苗的形態特徵描述為主，但亦包括部分陸蟹

的的繁殖與釋幼週期敘述。而陸蟹繁殖生態方面的研究則有橙螯隱蟹（Epigrapsus 

notatus）與紫地蟹（Gecarcoidea lalandii）抱卵母蟹的繁殖釋幼時機與行為研究（Liu & 

Jeng, 2005; 2007）。吳孟純（2008）發表「恆春半島四種陸蟹的幼蟲釋放」碩士論文，

探討小隱蟹、橙螯隱蟹、印痕仿相手蟹及中華沙蟹四種陸蟹之幼蟲釋放時機及行為。

林芷頡（2010）發表「奧氏後相手蟹降海釋幼之導向行為機制研究」碩士論文，探討

其降海釋幼遷移可能的導向機制。王曉萱（2010）發表「恆春半島兩種陸蟹降海繁殖

過程水分喪失研究」碩士論文，探討紫地蟹與奧氏後相手蟹抱卵雌蟹的體液滲透壓變

化探討其降海繁殖過程的水分蒸散喪失。張惠晴（2012）發表「恆春半島中型仿相手

蟹 Sesarmops intermedium 之繁殖生態學研究」碩士論文，探討其抱卵雌蟹體型分布、

求偶與交配、抱卵時間、繁殖力、繁殖季、幼蟲釋放時機與行為及第一期蚤狀幼蟲對

各種鹽度環境的耐受度與滲透壓調節。陳姿潔（2012）發表「恆春半島兇狠圓軸蟹的

繁殖生態」碩士論文，探討其繁殖力、繁殖季、幼蟲釋放時機、抱卵雌蟹降海繁殖遷

移過程水分蒸散喪失及第一期蚤狀幼蟲對各種鹽度的耐受程度。林怡君（2013）發表

「恆春半島香蕉灣陸蟹族群的繁殖與其大眼幼蟲的補充」碩士論文，紀錄陸蟹降海釋

幼母蟹的數量、時機與體型，並於潮溝架設定置網進行陸蟹大眼幼蟲洄游研究，探討

香蕉灣陸蟹族群的現況。 

 

有關墾丁家公園陸蟹多樣性相關研究-包括 96 年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李榮

祥、黃毅庭、陳美秀等執行墾丁國家公園後灣地區陸蟹棲地資源調查與經營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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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全面了解國家公園範圍許多尚未進行調查地區的陸蟹，因此在 2009 及 2010 年（98

年及 99 年）特別針對國家公園未曾進行陸蟹資源普查的範圍，委託劉烘昌博士進行調

查，以徹底瞭解國家公園範圍內陸域與溪流的蟹類資源現況。 

 

整合劉（2009、2010）及後續相關研究，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共記錄得陸蟹 7 科

40 種，包括地蟹科（Gecarcinidae）6 種、方蟹科（Grapsidae）4 種、沙蟹科（Ocypodidae）

3 種、相手蟹科（Sesarmidae）15 種、溪蟹科（Potamidae）3 種、陸寄居蟹科（Coenobitidae）

4 種及弓蟹科（Varunidae）5 種（表 2-3.1）。目前國家公園範圍內的陸蟹族群以奧氏

後相手蟹（Metasesarma aubryi）、中型仿相手蟹（Sesarmops intermedium）及黃灰澤

蟹（Geothelphusa albogilva）數量較多。 

 

劉（2009、2010）的調查中，園區內各個棲地中，以香蕉灣地區所記錄到的陸蟹

多樣性最高，達 5 科 26 種；港口溪河口樣區陸蟹多樣性位居第二，達 6 科 25 種，其

陸蟹族群數量較大，接著為後灣 6 科 17 種（表 2-3.2），同時也發現到後灣大型陸蟹

之兇狠圓軸蟹（Cardisoma carnifex）是目前國家公園範圍內所調查到的最大族群，然

而此物種目前正面臨嚴重的人為捕捉問題（圖 2-3.1，圖 2-3.2）。陸蟹的抱卵降海釋

幼母蟹數量與過去記錄數量相比均大為減少，並且各種陸蟹於釋幼時面臨多方面的降

海障礙如路殺、光線之干擾、天敵之捕食及遊客的踩踏等（圖 2-3.3），這些障礙導致

許多繁殖族群繁殖失敗，甚至危及母蟹本身的生命（劉，2010）。 

 

綜觀過去在墾丁國家公園內的陸蟹研究，除了 1996、1997 年之十足目調查與

2009、2010 年之墾丁國家公園陸蟹資源調查與經營管理計畫研究範圍較廣外，大多集

中於香蕉灣海岸林及港口溪河口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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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墾丁國家公園陸蟹物種名錄表 （資料來源：劉，2009、2010） 

中文名稱 學名 棲地 

地蟹科（Gecarcinidae） 

兇狠圓軸蟹 Cardisoma carnifex （Herbst, 1794） 陸棲 

毛足圓軸蟹 Cardisoma hirtipes （Dana, 1851） 陸棲 

圓形圓軸蟹 Cardisoma rotundum （Quoy and Gaimard, 1824） 陸棲 

橙螯隱蟹 Epigrapsus notatus （Heller, 1865） 陸棲 

小隱蟹 Epigrapsus politus Heller, 1862 陸棲 

紫地蟹 Gecarcoidea lalandii H. Milne Edwards, 1837 陸棲 

方蟹科（Grapsidae） 

毛足陸方蟹 Geograpsus crinipes （Dana, 1851） 陸棲 

格雷陸方蟹 Geograpsus grayi （H. Milne Edwards, 1853） 陸棲 

斯氏陸方蟹 Geograpsus stormi De Man, 1895 陸棲 

方形大額蟹 Metapograpsus thukuhar De Man, 1895 水陸兩棲 

相手蟹科（Sesarmidae） 

圓額螳臂蟹 Chiromantes obtusifrons Dana, 1851 陸棲 

紅指陸相手蟹 Geosesarma hednon Ng, Liu & Schubart, 2004 陸棲 

樹蟹 Labuanium scandens Ng & Liu, 2003 陸棲 

美麗岩相手蟹 Lithoselatium pulchrum Schubart, Liu & Ng, 2009 水陸兩棲 

奧氏後相手蟹 Metasesarma aubryi A. Milne Edwards, 1869 陸棲 

肥胖後相手蟹 Metasesarma obesum Dana, 1851 陸棲 

圓額新脹蟹 Neosarmatium rotundifrons （A. Milne Edwards, 1869） 陸棲 

霍氏新脹蟹
＊
 Neosarmatium fourmanoiri Serene, 1973 陸棲 

細點新脹蟹 Neosarmatium punctatum 陸棲 

近親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affine （De Haan, 1837） 水陸兩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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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妙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pictum （De Haan, 1835） 水陸兩棲 

雙齒近相手蟹 Perisesarma bidens （De Haan, 1835） 水陸兩棲 

林投蟹 Scandarma lintou Schubart, Liu & Cuesta, 2003 陸棲 

印痕仿相手蟹 Sesarmops impressum （H. Milne Edwards, 1853） 水陸兩棲 

中型仿相手蟹 Sesarmops intermedium （De Haan, 1835） 陸棲 

沙蟹科（Ocypodidae） 

角眼沙蟹 Ocypode ceratophthalmus Pallas, 1772 水陸兩棲 

平掌沙蟹
＊
 Ocypode cordimana Desmarest, 1825 陸棲 

中華沙蟹 Ocypode sinensis Dai, Song & Yang, 1985 陸棲 

溪蟹科（Potamidae） 

拉氏清溪蟹 Candidiopotamon rathbunae （De Man, 1914） 水陸兩棲 

黃灰澤蟹 Geothelphusa albogilva Shy, Ng & Yu, 1994 陸棲 

銹色澤蟹 Geothelphusa ferruginea Shy, Ng & Yu, 1994 水生型 

弓蟹科 （Varunidae） 

台灣絨螯蟹 Eriocheir formosa Chan, Hung & Yu, 1995 水生型 

硬毛擬方蟹 Pseudograpsus setosus （Fabricius, 1778） 水生型 

高掌折額蟹 Ptychognathus altimanus （Rathbun, 1914） 水生型 

絨毛折額蟹 Ptychognathus barbatus （A. Milne Edwards, 1873） 水生型 

字紋弓蟹 Varuna litterata （Fabricius, 1798） 水生型 

陸寄居蟹科（Coenobitidae） 

椰子蟹 Birgus latro （Linnaeus, 1767） 陸棲 

短掌陸寄居蟹 Coenobita brevimanus Dana, 1852 陸棲 

灰白陸寄居蟹 Coenobita rugosus H. Milne Edwards, 1837 陸棲 

凹足陸寄居蟹 Coenobita violascens Heller, 1862 陸棲 

註：＊表示 2009 年有採集紀錄，但 2010 年調查未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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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墾丁國家公園各地區之陸蟹生物多樣性指數表 （資料來源：劉，2009、2010）    

地點 物種數 
Simpson index 

（1/D） 

Shannon-Wiener 

index （H'） 
Margelef  index （SR） 

後灣 6 科 17 種 3.86 0.77 5.04 

萬里桐 3 科 3 種 2.42 0.44 2.1 

頂白砂 3 科 7 種 2.9 0.61 4.15 

貓鼻頭 4 科 7 種 5.73 0.79 4.29 

後壁湖 4 科 7 種 4.38 0.72 4.78 

南灣 5 科 10 種 3.55 0.7 5.24 

大圓山 3 科 8 種 1.09 0.11 2.7 

香蕉灣 A 5 科 15 種 2.3 0.52 4.87 

香蕉灣 B 6 科 26 種 1.49 0.36 6.66 

砂島 6 科 17 種 2.64 0.65 5.74 

鵝鑾鼻 5 科 10 種 3.02 0.68 4.37 

最南點 4 科 7 種 5.94 0.8 4.41 

龍坑 5 科 15 種 3.4 0.71 6.1 

龍磐 6 科 17 種 4.55 0.82 5.45 

風吹砂 3 科 7 種 4.99 0.76 3.25 

港口溪口 7 科 25 種 1.36 0.25 5.35 

佳樂水 3 科 10 種 3.41 0.66 3.38 

溪子口 5 科 9 種 1.21 0.18 1.98 

出風鼻 2 科 5 種 1.04 0.05 1.11 

出風鼻-九棚 6 科 12 種 1.09 0.1 3.21 

九棚 5 科 14 種 2.92 0.17 5.69 

港口溪 7 科 25 種 1.05 0.07 5.5 

石牛溪 4 科 5 種 3.08 0.53 1.96 

鹿寮溪 3 科 6 種 2.83 0.54 2.71 

    



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一）陸蟹生態及數量監測調查 

14 

    

    

圖 2-3.1 後灣海岸林裡以鼠籠盜捕凶狠圓軸蟹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圖 2-3.2 以米糠設置陷阱盜捕寄居蟹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圖 2-3.3 因遊客踩踏而導致殼破碎之抱卵母寄居蟹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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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    後灣之棲地環境後灣之棲地環境後灣之棲地環境後灣之棲地環境    

後灣遊憩區（一）位於墾丁國家公園海岸，擁有良好之天然資源與景觀，主要調

查區之北側為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及其停車場，南側為後灣聚落，為鄉村建築用地及

特別景觀區，西側緊鄰後灣沙灘，為海域一般管制區，東側為海洋生物博物館用地及

農業用地，目前基地大部分區域並未開發使用，土地使用單純（圖 2-4.1）。基地範圍

內部分範圍為保安林地，全區經過演替，覆蓋茂密之海岸林植物， 是陸蟹主要棲息

之區域（圖 2-4.2）。 

 

遊憩區（一）內之椰子林區東南角地下水豐沛，終年有地下泉水湧出（圖 2-4.3）。

後灣於五月雨季開始進入豐雨期，颱風帶來之雨量，使基地內積水面積達到最大，之

後慢慢乾涸，為季節性濕地。北側有長約 200 公尺的渠道，上游承接埋於停車場的地

下水排水涵管，南側則為長約 100 公尺之天然野溪，為地下湧水流出所形成之河道流

入大海，河口則會因季節性之水量大小而成沒口河或與連通大海（圖 2-4.4），能觀察

到許多洄游性之魚蝦蟹類，如鯔魚、塘鱧、貪食沼蝦、字紋弓蟹等，是許多物種棲息

與遷移的必經通道。 

 

該棲地因為地下水位離地表非常近，能自然湧出(圖 2-4.5、2-4.6)，經過數年低度

擾動的恢復期，部份區域在整地前已自然演替為茂盛的海岸林相，故成為大型陸蟹極

為良好的棲地環境（圖 2-4.7）。整體陸域環境趨向成熟型的海岸林，以棋盤腳、穗花

棋盤腳、欖仁樹、蓮葉桐、海檬果、山欖、大葉山欖、雀榕、大葉雀榕、台灣海桐、

白水木、草海桐等海岸林樹種為主；這些樹種樹冠大，且枯木與果實可做為陸蟹遮蔽

及食物來源，是有利於陸蟹良好之棲息環境。 

 

後灣陸蟹群聚之多樣性指數相較於墾丁國家公園內其它地點，屬於較高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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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凶狠圓軸蟹、小隱蟹、中型仿相手蟹、凹足陸寄居蟹及灰白陸寄居蟹等物種的重要

棲地（劉，2010）。過去之相關調查結果，後灣之陸蟹由原本的 7種（李榮祥，2007）

增加到 6 科 17 種（劉，2010），其中大型陸蟹兇狠圓軸蟹族群已確認是目前台灣最大

的數量，亦是中型仿相手蟹與奧氏後相手蟹在台灣西海岸地區的最大族群所在地，更

是台灣西海岸唯一發現印痕仿相手蟹、橙螯隱蟹與小隱蟹的地區。 

 

後灣棲地的淡水水源豐富，地下水位亦高，是極佳的陸蟹棲地，若能維持多樣性

的陸蟹種類，並恢復族群數量，經善加規劃保護，可望成為恆春半島西海岸最佳陸蟹

棲地，需要持續的監測及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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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後灣遊憩區（一）範圍  

(資料來源：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遊一）細部計畫書) 

 

 

圖2-4.2 遊憩區（一）之衛星空照圖（紅虛線範圍），黑虛線為陸蟹主要分布區。西南

方為後灣社區，褐線南端為小鐵橋，其中為石板步道(已經被覆蓋)，藍線左側及

下側為主要陸蟹保育區範圍，藍虛線為次要陸蟹保育區。橘虛線分區：1為沙灘

區、2為廢棄漁塭、3為椰子林區、5為裸露地、6為次生林區、7為排水河道、8

為水泥地及民舍、9為農田區（圖片來源：Google MAP，2007/4/23衛星空照圖）

(資料來源：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遊一）細部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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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3 椰子林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圖2-4.4 南側野溪河道開口在非雨季時為沒口河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圖2-4.5 區內水井水位充沛，地下水位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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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6 夏天雨季時椰子林區水管會出現湧水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圖2-4.7 基地內次生林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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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章章章章    調查研究方法及過程調查研究方法及過程調查研究方法及過程調查研究方法及過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調查範圍及時間調查範圍及時間調查範圍及時間調查範圍及時間    

針對後灣地區，於國曆 4 到 10 月內每月進行一次陸蟹資源調查，調查範圍劃分為五

區，分別為（1）海岸林南段河道、（2）海岸林內（次生林）、（3）椰子林區、（4）海岸

林馬鞍藤區，（5）海生館經典建築後方共五區（圖 3-1.1），調查區域內陸蟹類種類與族

群狀況。於四到十月地下水位調查，每月至少一次對四個監測井以水尺進行地下水位測

量（圖 3-1.2），各樣區之調查範圍於調查時以 G.P.S.進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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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研究調查範圍及其分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圖3-1.2 四個監測水井位置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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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陸蟹資源調查方法陸蟹資源調查方法陸蟹資源調查方法陸蟹資源調查方法    

針對範圍內的優勢物種、具有代表性及特有種陸蟹，包括凶狠圓軸蟹、小隱蟹、中

型仿相手蟹、中華沙蟹、凹足陸寄居蟹及灰白陸寄居蟹等陸蟹進行棲地普查，提供這些

物種在後灣地區微棲地分佈及規劃建議。為延續過去相關研究（劉 2009，2010）以進行

比較，及配合不同種類陸蟹的生活習性，本研究同時採用陷阱法、白天及夜間採集調查

法及繁殖季巡查等調查方法，以彌補單一方法在研究上的不足。調查將確定陸蟹的種類

及棲息地，並藉由統計降海釋幼的抱卵陸蟹種類及數量。另外亦透過實際的野外調查研

究以瞭解各種陸蟹目前所面臨的生存問題。 

 

A. 陷阱法陷阱法陷阱法陷阱法 

調查方法：陸蟹之採集使用掉落式陷阱（Pitfall trap）進行活體捕捉（Greenslade, 

1964），將陷阱罐埋至土壤中，罐口切齊地平面，內置炒香之米糠或魚肉

等腥味較重之食物以吸引陸蟹進入。溪流周邊之陸蟹採用蟹籠進行捕捉，

陷阱放置於水中隱密處，內置魚粉做成之餌料球或魚肉等腥味較重之食物

以吸引生物進入，放置隔夜後檢查陷阱並取出採得之物種。 

設置時間：1 天。 

取樣次數：掉落式陷阱（Pitfall trap）每個月於各樣區設置3個，共15個陷阱。調查期

間於河道設置陷阱至少2次，每次陷阱3個進行誘捕。 

 

B. 白天採集調查白天採集調查白天採集調查白天採集調查 

在白天於各樣區內計算單位面積蟹穴密度，依各樣區範圍大小隨機選取若干

2m×2m 樣框，計算樣框內的螃蟹洞穴，並進行各樣區內之總面積蟹穴密度之推估。7

月後則改以穿越線之方式對蟹穴密度進行計算，記算穿越線左右各 0.5m 範圍內之洞

穴，並以掌上型衛星導航記錄穿越線軌跡，之後以圖資軟體 Quantum GIS（1.8.0）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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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路徑及距離分析。 

 

於樣區內徒手進行蟹類採集，每個地點至少採集一個小時，確認各採樣點內棲息

的陸蟹種類及其微棲地狀況。 

 

於各樣區放至 HOBO 溫度及光度連續記錄器，記錄各樣區受到太陽照射之受光

照程度及溫度變化。 

 

C. 夜間採集調查法夜間採集調查法夜間採集調查法夜間採集調查法 

在雨季期間降雨後或降雨期間夜晚的上半夜時間（非陸蟹繁殖降海釋幼時間），

於各個海岸林樣區內以手電筒進行樣區內陸蟹的調查採集，確認各個樣區內棲息的陸

蟹種類及其微棲地狀況。 

 

D. 繁殖季時於海岸林外巡守繁殖季時於海岸林外巡守繁殖季時於海岸林外巡守繁殖季時於海岸林外巡守 

配合上述兩種調查方法所建立的陸蟹物種名錄，參考劉（2010）各種陸蟹繁殖

季節，於國曆4月至10月之農曆月初及月中（農曆月初：1~6，農曆月中：15~21）前

往潮間帶沙灘，於晚上7點至9點間（時間視實際情況提早及延長）調查抱卵降海釋幼

的母蟹種類及計算其數量，並且對釋幼之兇狠圓軸蟹、毛足圓軸蟹、藍紫陸寄居蟹及

短掌陸寄居蟹個體，於其背甲及殼表進行編號，必免重複計數，同時可了解於一年的

繁殖期中，有多少之個體會重複降海進行釋幼。對於中型仿相手蟹、印痕仿相手蟹及

其它各種小型陸蟹，僅對其背甲進行標記，避免重複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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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分析與統計方法分析與統計方法分析與統計方法分析與統計方法    

為了能與先前相關研究進行比較分析，本研究所使用之豐富度與生物多樣性指數

與劉（2009；2010）相同。物種豐富度之計算使用Margelef’s index（Margelef , 1951），

用以表示某地區中物種之數量，單純以總個體數與種類數進行計算，而不考慮各個物種

於數量之分配，豐富度越高代表棲地內生物愈多。生物多樣性指數使用Simpson’s 

diversity index （Simpson, 1949）與Shannon-Wiener’s diversity index （Shannon et al., 

1963），用以代表某地區生物種類的複雜度，主要受到豐富度與均勻度的影響，多樣性

指數愈高則生物種類愈多，物種之間的關係也較複雜。Simpson Index會對於常見的物種

加強權重，因此對數量較多之物種組成較能顯現，Shannon-Weaver Index則用以顯示相

對稀有物種的組成變化。 

 

A. Margelef指標（Margelef’s index （SR）） 

 

S：各群聚中所記錄到之生物種數 

N：所有種類之個體數 

 

B. Simpson多樣性指數（Simpson’s diversity index （D）） 

 

 

Ni：為第 i 種生物之個體數 

N：所有種類之個體數 

10( 1) / logSR S N= −

∑
=

=
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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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Shannon-Wiener’s diversity index （H’）） 

      = -       log10 Pi    

S：樣品中的物種種數 

Pi：第Ｉ種的個體數（ni）與總個體數（N）的比值（ni / N） 

H ′ ∑
=

S

i

i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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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地下水位測量方法地下水位測量方法地下水位測量方法地下水位測量方法    

地下水靜水位（Static water level）的定義是從井體內徑的頂端到井中靜止之水面，

獲得靜水位的資料是地下水監測站評估地下水流動方向、地下水位變動與地下水流量最

重要的參數，而陸蟹的棲地與地下水位有密切關係，因此測量地下水位的高低，是了解

陸蟹棲地的重要因子。本計畫乃依管理處提供的水尺，依現況進行地下水位測量記錄

（Wilson, 1995），針對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遊一）內之四口探測井每個月進行水位

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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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章章章章    調查調查調查調查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棲地現況描述棲地現況描述棲地現況描述棲地現況描述    

海岸林南段河道範圍有一條野溪，野溪南方為小塊海岸林，當中包含穗花棋盤腳，

並且部分區域受到人為利用進行耕作，北面偏東的位置（上游方向）包含到部分次生林，

越往西（下游方向）則是為匍匐植物及草本植物所覆蓋，亦有數棵椰子樹，本區降雨量

大時易積水。次生林區域面積為各樣區中最大，當中主要為各種木本植物，地表空曠，

土壤直接裸露，但亦有部分區域為草本植物叢生，降雨量大時易積水，其北面及東面為

海生館停車場。椰子林區位於次生林及馬鞍藤區之間，有數棵椰子樹，地表長滿草本植

物，中央區域降雨量大時易積水。馬鞍藤區域包含沙灘環境，沙灘上緣覆滿馬鞍藤。海

生館鯨典建築南方包含一條水泥化之排水溝，大部分區域覆蓋草本植物，然而此排水溝

經地界鑑定後判定為林班地已於國曆 7/28受到國有有財產局要求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拆

除並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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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陸蟹種類及數量調查陸蟹種類及數量調查陸蟹種類及數量調查陸蟹種類及數量調查  

 

  本研究對後灣陸蟹棲地進行調查，今年 4 月至 10 月共累積記錄得 6 科 23 種，以相

手蟹科所調查到之種類數 9 種為最高。本研究將後灣陸蟹棲地類型分為五個樣區，各樣

區所記錄到之物種數分別為海岸林南段河道 4 科 16 種、海岸林內 3 科 5 種、椰子林區 3

科 10 種、馬鞍藤區 5 科 12 種、鯨典建築後方 3 科 10 種，以海岸林南段河道記錄得之

種類數為最高（表 4-2.1）。 

 

  掉落式陷阱於七個月之設置結果，共採得 4 科 9 種，捕捉到之物種以陸生寄居蟹為

主，並且以灰白陸寄居蟹為最族群量最大，僅最內側的海岸林內無記錄到，其餘物種採

得之數量零星。物種豐富度（SR）及 Shannon-Wiener 指數以椰子林區為最高，馬鞍藤

區最低，Simpson index 指數則以馬鞍藤區最高，椰子林區為最低。由於海岸林內以陷阱

法僅捕捉到兇狠圓軸蟹 3 隻，因此各種指數之計算無意義（表 4-2.2）。 

 

  河道之陷阱採樣於六月僅捕捉到貪食沼蝦 1 隻及棕塘鱧 2 隻，無記錄到任何蟹類物

種。九月底採得貪食沼蝦 10 隻、棕塘鱧 2 隻及字紋弓蟹 3 隻，但池邊記錄到大量的澤

蛙棲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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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2013 後灣陸蟹資源 4-10 月調查名錄（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學名 中文名 

海岸林南段河道 海岸林內  椰子林區 海岸林馬鞍藤區 鯨典建築後方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Gecarcinidae 地蟹科地蟹科地蟹科地蟹科  

        

              

       

              

       

Cardisoma carnifex 兇狠圓軸蟹 

       

  * ** ** ** *   

       

              

       

Discoplax hirtipes 毛足圓盤蟹 

       

    * *       

       

              

       

Epigrapsus notatus 橙螯隱蟹 

      

*               

     

* 

 

              

       

Epigrapsus politus 小隱蟹 

 

* * * * ** **               

   

* * * * * * * * *** *** ** 

       

Gecarcoidea lalandii 紫地蟹 

       

              

       

    *   *     

       

Grapsidae 方蟹科方蟹科方蟹科方蟹科  

        

              

       

              

       

Geograpsus crinipes 毛足陸方蟹 

       

              

       

      *       

       

Geograpsus grayi 格雷陸方蟹 

       

              

       

    * *       

       

Sesarmidae 相手蟹科相手蟹科相手蟹科相手蟹科  

        

              

       

              

       

Geosesarma hednon 紅指陸相手蟹 

    

* *               

   

* 

   

              

       

Metasesarma aubryi 奧氏後相手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tasesarma obesum 肥胖後相手蟹 *** *** *** ** * *               

 

* 

  

* 

 

*         * * * 

   

* 

 

* * 

Neosarmatium rotundifrons 圓額新脹蟹 

    

* 

  

              

       

              

       

Parasesarma cognatum 相似擬相手蟹 ** ** *** ** ** **               

       

              

       

Parasesarma pictum 神妙擬相手蟹 * 

     

              

       

              

 

* * * 

   

Sesarmops impressum 印痕仿相手蟹 * * * ** *** ***               

 

* * 

 

* * *               

  

* * 

 

* * 

Sesarmops intermedium 中型仿相手蟹 ** ** * * * 

 

              * * ** ** ** * 

 

  * *         

 

** ** ** 

   

Scandarma lintou 林投蟹 

   

* * * *               

       

              

       

Ocypodidae 沙蟹科沙蟹科沙蟹科沙蟹科  

        

              

       

              

       

Ocypode ceratophthalmus 角眼沙蟹 

       

              

       

* ** *** * * ** ** 

       

Ocypode sinensis 中華沙蟹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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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 中文名 

海岸林南段河道 海岸林內  椰子林區 海岸林馬鞍藤區 鯨典建築後方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Varunidae 弓蟹科弓蟹科弓蟹科弓蟹科  

       

              

       

              

       

Varuna litterata 字紋弓蟹 

 

* * * * ** *               

       

              

  

* 

    

Utica gracilipes 細足扁平蟹 

  

* * * * 

 

              

       

              

  

* 

    

Coenobitidae 陸寄居蟹科陸寄居蟹科陸寄居蟹科陸寄居蟹科  

        

              

       

              

       

Coenobita brevimanus 短掌陸寄居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enobita rugosus 灰白陸寄居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enobita violascens 藍紫陸寄居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示數量 1~5 隻 **表示數量 6~10 隻 ***表示數量 11~15 隻 ****表示數量 16~20 隻 *****表示數量 2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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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後灣各樣點之陸蟹生物多樣性指數（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Sample 
Margelef  

index （SR） 

Shannon-Wiener 

index （H'） 

Simpson 

index （D） 

海岸林南段河道 0.8386 0.06077 0.9484 

海岸林內   ****   ****   **** 

椰子林區 3.187 0.4787 0.4584 

海岸林馬鞍藤區 0.6903 0.02665 0.9816 

海生館鯨典建築後方 1.011 0.193 0.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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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陸蟹釋幼調查陸蟹釋幼調查陸蟹釋幼調查陸蟹釋幼調查  

 

  本年度調查陸蟹釋幼記錄自國曆 5/10 至國曆 10/24 日止，並且主要以兇狠圓軸蟹降

海之時間為主，亦記錄於同時段中所觀察得之其它物種。兇狠圓軸蟹共累積記錄得釋幼

個體 471 隻，其中 20 隻於繁殖季重複進行釋幼，農曆月初僅記錄得零星之數量，高峰

多集中於農曆月中之時間，並且於農曆 15 過後兩三天數量達到最高值後下降，有明顯

之高峰日，國曆 6/26 當日記錄得 130 隻釋幼個體，為本研究期間單日之最高數量，初次

記錄得重複釋幼之個體為國曆 6/27，7 月之後釋幼數量零星（圖 4-3.1）。 

 

  毛足圓軸蟹於 6 月開始記錄得釋幼個體，共累積記錄 124 隻，時間集中於 6 月底（農

曆五月中）、7 月底（農曆六月中）及 8 月底（農曆七月中）時段之前 2~3 天，一日最高

記錄為 19 隻（國曆 7/24、8/21），五月無發現釋幼之個體，且八月後釋幼數量零星。小

隱蟹共累積記錄得釋幼個體 216 隻，數量多集中於 8 月底時段，10 月底則有第二次小高

峰，一日最高數量為 55 隻（國曆 8/26），其餘時間數量零星（圖 4-3.2）。 

 

  中型仿相手蟹共累積記錄得釋幼個體 327 隻，於農曆月初及月中皆有記錄，5 月底

開始出現釋幼個體，8 月底後僅剩零星數量，國曆 8/26 當日記錄得 41 隻個體為目前一

日最高數量。印痕仿相手蟹共累積記錄得釋幼個體 515 隻，5 月及 6 月釋幼之個體零星，

數量多集中於 7 月底之後，並且於農曆月初及月中皆有記錄（圖 4-3.3）。 

 

  藍紫陸寄居蟹共累積記錄得釋幼個體 2319 隻，其中 89 隻於今年重複出現進行釋

幼，於 5/10（農曆 4/1）即有個體開始降海，一直至 8 月底後數量零星，農曆月初及農

曆月中皆持續有個體進行降海，無特定明顯之高峰日期，為後灣地區最易見到於海邊進

行釋幼行為的物種（圖 4-3.4）。短腕陸寄居蟹共累積記錄得釋幼個體 278 隻，其中有

22 隻於今年重複出現進行釋幼，釋幼時間主要於農曆月初，並且數量多集中於 7 月到 9

月中旬之間，其餘時間數量零星（圖 4-3.5）。 



第四章 調查結果 

35 

 

  其餘記錄得釋幼之物種肥胖後相手蟹、紅指陸相手蟹及林投蟹。肥胖後相手蟹共記

錄得 13 隻，時間不定。紅指陸相手蟹與林投蟹分別記錄到 20 隻及 11 隻，時間集中於 7

月底至 10 月底之間。本調查亦於國曆 6/2 至 6/6 記錄得奧氏後相手蟹 383 隻個體釋幼（圖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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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1 兇狠圓軸蟹之釋幼時間與數量（日期：國曆，實心圓：農曆月初，空心圓：農曆月中，怪手：棲地遭機具干擾）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圖 4-3.2 毛足圓軸蟹與小隱蟹之釋幼時間與數量（日期：國曆，實心圓：農曆月初，空心圓：農曆月中，怪手：棲地遭機具干擾）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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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3 中型仿相手蟹與印痕仿相手蟹之釋幼時間與數量（日期：國曆，實心圓：農曆月初，空心圓：農曆月中，怪手：棲地遭機具干擾）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圖 4-3.4 紅指陸相手蟹、肥胖後相手蟹與林投蟹之釋幼時間與數量（日期：國曆，實心圓：農曆月初，空心圓：農曆月中，怪手：棲地遭機

具干擾）(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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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5 藍紫陸寄居蟹之釋幼時間與數量（日期：國曆，實心圓：農曆月初，空心圓：農曆月中，怪手：棲地遭機具干擾）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圖 4-3.6 短掌陸寄居蟹之釋幼時間與數量（日期：國曆，實心圓：農曆月初，空心圓：農曆月中，怪手：棲地遭機具干擾）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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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    蟹穴密度調查蟹穴密度調查蟹穴密度調查蟹穴密度調查  

 

  後灣陸蟹棲地總面積約 32140.9 m
2，五樣區中，以樣區海岸林內 15637.1 m

2 占最大

面積，海生館鯨典建築後方之面積 2254.218 m
2 為最小。蟹穴密度計算以大型地蟹科物

種之兇狠圓軸蟹為主要目標，於 4 到 6 月，每個月於各樣區以隨機方式選取 2m*2m 樣

框，記算螃蟹洞穴數量，除了海岸林內樣區面積較大，進行樣框五重複外，其餘樣點之

樣框皆為三重複。螃蟹洞穴多集中分佈於海岸林內及海岸林南段河道之區域，一 2m*2m

樣框中記錄到最高之洞穴數為 12，位於海岸林之樣區內，椰子林區及馬鞍藤區於三個月

之調查中，洞穴數量皆為 0，海生館鯨典建築後方僅記錄到少數零星之洞穴（表 4-4.1）。

兇狠圓軸蟹洞穴集中之兩個區域，海岸林南段河道之區域之樣框蟹穴記算，4 月平均為

3 個，5 月及 6 月約為 6 個，海岸林內三個月之平均皆約為 9 個。經過面積換算後，海

岸林南段河道區域 4 月之洞穴數約為平均為 3561 個，5 月及 6 月約為 7500 個，海岸林

內三個月皆約為 37000 個，將各樣區經面積換算後所得之蟹穴數進行加總，三個月之數

量分別皆約為 40000 個（表 4-4.2）。 

 

  7 月之後改以穿越線之方式對蟹穴密度進行調查，共記錄 18 條穿越線之蟹穴數量

（表 4-4.3、圖 4-4.1），各樣區穿越線長度分別為海岸林南段河道 116.050 m、海岸林

內 642.315 m、椰子林區 208.167 m、海岸林馬鞍藤區 222.000 m、海生館經典建築後方

136.873 m，並以各樣區之面積回推蟹穴數量，共約 7269 個。各樣區中，以海岸林區蟹

穴密度 0.34/m
2 為最高，海岸林南段河道為 0.28/m

2 次高（表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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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後灣各月份及樣區之樣框蟹穴數量（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月份 框 1 框 2 框 3 框 4 框 5 平均 

海岸林南段河道     

4 月 4 0 5 
  

3 

5 月 5 8 6 
  

6.33 

6 月 6 7 7   6.67 

椰子林區 
     

4 月 0 0 0 
  

0 

5 月 0 0 0 
  

0 

6 月 0 0 0 
  

0 

海岸林馬鞍藤區     

4 月 0 0 0 
  

0 

5 月 0 0 0 
  

0 

6 月 0 0 0   0 

海生館鯨典建築後方 
    

4 月 0 1 0 
  

0.33 

5 月 0 0 0 
  

0 

6 月 2 0 0 
  

0.67 

海岸林內       

4 月 8 11 12 7 8 9.4 

5 月 9 8 10 10 12 9.8 

6 月 10 9 7 12 10 9.6 

 

 

 

表 4-4.2    後灣各樣區之面積及換算後之蟹穴數量（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樣區 
樣區面積 

（m2） 

 四月  五月  六月 

 

洞穴數/ 

m2 
總洞穴數 

 

洞穴數/ 

m2 
總洞穴數 

 

洞穴數/ 

m2 
總洞穴數 

海岸林南段河道 4748.34 
 

0.75 3561 
 

1.5825 7518 
 

1.6675 7914 

海岸林內  15637.10 
 

2.35 36747 
 

2.45 38311 
 

2.4 37529 

椰子林區 4058.77 
 

0 0 
 

0 0 
 

0 0 

海岸林馬鞍藤區 5442.49 
 

0 0 
 

0 0 
 

0 0 

海生館鯨典建築後方 2254.22 
 

0.0825 188 
 

0 0 
 

0.1675 376 

加總 32140.9  3.1825 40496 
 

4.0325 45829 
 

4.235 4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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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後灣於 2013 年 9至 10 月日落前所調查之各條穿越線編號、長度及記錄得之蟹穴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穿越線編號穿越線編號穿越線編號穿越線編號 蟹穴數蟹穴數蟹穴數蟹穴數 穿越線長度穿越線長度穿越線長度穿越線長度（（（（mmmm））））    

1 40 46.754 

2 4 11.638 

3 25 58 

4 33 116.05 

5 2 23.75 

6 12 36.731 

7 36 90.993 

8 30 74.73 

9 22 58.056 

10 0 169.611 

11 9 136.873 

12 11 56.467 

13 7 81.944 

14 8 89.183 

15 10 37.04 

16 7 26.878 

17 28 157.208 

18 0 52.389 

 

 

 

 

表 4-4.4    各樣區穿越線總長度及蟹穴數推估（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海岸林南段河道海岸林南段河道海岸林南段河道海岸林南段河道 海岸林內海岸林內海岸林內海岸林內  椰椰椰椰子林區子林區子林區子林區 海岸林馬鞍藤區海岸林馬鞍藤區海岸林馬鞍藤區海岸林馬鞍藤區 海生館鯨典建築後方海生館鯨典建築後方海生館鯨典建築後方海生館鯨典建築後方 

各樣點面積各樣點面積各樣點面積各樣點面積 4748.336 15637.053 4058.769 5442.493 2254.218 

穿越線總長度穿越線總長度穿越線總長度穿越線總長度 （（（（m）））） 116.05 642.315 208.167 222 136.873 

穿越線總洞穴數穿越線總洞穴數穿越線總洞穴數穿越線總洞穴數 33 217 25 0 9 

各樣區穴數推估各樣區穴數推估各樣區穴數推估各樣區穴數推估 1350.24 5282.83 487.44 0 148.22 

樣區蟹穴密度樣區蟹穴密度樣區蟹穴密度樣區蟹穴密度    (n/m(n/m(n/m(n/m
2222))))    0.28 0.34 0.12 0 0.07 

    
總洞穴數總洞穴數總洞穴數總洞穴數：：：：7268.73 平均洞穴數平均洞穴數平均洞穴數平均洞穴數 / m

2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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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各樣區穿越線位置與編號，藍色區塊為京棧飯店建築範圍（黃色與橘色代表不

同段穿越線交錯，以顏色進行區分）（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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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第五第五第五節節節節    棲地環境因子調查棲地環境因子調查棲地環境因子調查棲地環境因子調查  

 

  地下水位記錄整理過去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提供之數據，加上本研究於 102 年 3 月

至 10 月對地下水位進行監測，所監測的四個監測井中，以 B2（井位 2）及 B4（井位 4）

之平均水位最高，終年水位高於地表至少 50 公分。監測井 B3'（井位 3）平均水位次高，

除了 101 年之 6 月及 11 月水位高於地表外，其餘時間水位低於地平面，102 年 7 月之後

由於監測井遭京城建設外包的工程人員開路挖斷，因此無相關數據，並且 10 月之水位

測量以距離 B3'井最近之京城建設 6 號井替代。井 B1（井位 1）之地下水位高度最低，

除了 102 年 10 月水位高於地表外，其餘時間水位皆低於地平面。於 2012 年之 6 月起，

四監測水井之地下水位高度皆明顯升高，而 102 年 3 月至 10 月期間，觀測得四間測水

井之水位逐漸上升（表 4-5.1、圖 4-5.1）。 

 

  五個樣區內的溫度及光照，以 HOBO 溫度及照度連續記錄器進行記錄，由於數據

量龐大，因此以各月份隨機選取連續一星期時間之方式進行分析作圖。各樣點每日最高

溫皆為中午 12 點至下午 3 點之間，各月份皆以馬鞍藤區之溫度變化最大，其次為椰子

林區，而海岸林內之溫度變化則為各樣點中最穩定（圖 4-5.2），並且將各樣點所記錄得

之溫度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海岸林與其它各樣點間之溫度皆有顯著差異（p<0.01）。各

樣點之照度於正午時間出現明顯高峰，以馬鞍藤區之照度變化最大，其次為椰子林區，

而海岸林內之照度變化則為各樣點中最穩定（圖 4-5.3）。 

 

  本調查於六月進行五樣區之土壤採集各約 50 克，並進行烘乾秤重，各樣區每克土

壤質之水分含量分別為海岸林南段河道 0.21 克、海岸林內 0.23 克、椰子林區 0.33 克、

馬鞍藤區 0.02 克及鯨典建築後方 0.19 克，以椰子林區為最高，馬鞍藤區最低。烘乾過

程中，以椰子林區之土壤水分散失速度較快，約每小時 2.6 克，馬鞍藤區水分散失速度

約每小時 0.3 克，其餘各樣點水分散失速度差異不大，平均約每小時 1.4~1.9 克（圖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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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四監測水井之水位高度（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a. 井位一及井位二個月份之地下水高度 

月份 天氣  

B1（井位 1）  B2（井位 2） 

管口高程 
管口至地

面長度 
管口水深 

地下水

深度 

地下水絕

對高程  
管口高程 

管口至地

面長度 
管口水深 

地下水

深度 

地下水絕

對高程 

4 月 晴 5.6281 1.443 -2.7 -1.257 2.9281 
 

5.298 1.39 -0.63 0.76 4.668 

5 月 晴 5.6281 1.443 -2.54 -1.097 3.0881 
 

5.298 1.39 -0.5 0.89 4.798 

6 月 晴 5.6281 1.443 -2.53 -1.087 3.0981 
 

5.298 1.39 -0.465 0.925 4.833 

7 月 晴 5.6281 1.443 -2.435 -0.992 3.1931 
 

5.298 1.39 -0.47 0.92 4.828 

8 月 晴 5.6281 1.443 -2.42 -0.977 3.2081 
 

5.298 1.39 -0.46 0.93 4.838 

9 月 晴 5.6281 1.443 -2.37 -0.927 3.2581 
 

5.298 1.39 -0.445 0.945 4.853 

10 月 晴 5.6281 1.443 -1.42 0.023 4.2081 
 

5.298 1.17 -0.205 0.965 5.093 

 

 

b. 井位三及井位四個月份之地下水高度 

月份 天氣    

B3'（井位 3）  B4（井位 4） 

管口高程 
管口至地

面長度 
管口水深 

地下水

深度 

地下水絕

對高程  
管口高程 

管口至地

面長度 
管口水深 

地下水

深度 

地下水絕

對高程 

4 月 晴 5.6882 1.34 -1.63 -0.29 4.0582 
 

5.6418 1.4 -0.54 0.86 5.1018 

5 月 晴 5.6882 1.34 -1.62 -0.28 4.0682 
 

5.6418 1.4 -0.5 0.9 5.1418 

6 月 晴 5.6882 1.34 -1.5 -0.16 4.1882 
 

5.6418 1.4 -0.405 0.995 5.2368 

7 月 晴 - - - - - 
 

5.6418 1.4 -0.37 1.03 5.2718 

8 月 晴 - - - - - 
 

5.6418 1.4 -0.33 1.07 5.3118 

9 月 晴 - - - - - 
 

5.6418 1.4 -0.18 1.22 5.4618 

10 月 晴 5.6882 1.2 -1.29 -0.09 6.9782  5.6418 1.4 -0.32 1.08 5.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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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5.1：後灣四地下水位監測井歷年之水位變化（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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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2：後灣各樣區於各月份之溫度變化（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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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5.3：後灣各樣區於各月份之照度變化（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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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4：後灣各樣點之土壤烘乾水份含量變化（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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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第五第五第五章章章章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陸蟹種類及數量調查陸蟹種類及數量調查陸蟹種類及數量調查陸蟹種類及數量調查  

 

過去後灣地區之陸蟹研究，於 2007 年之陸蟹資源調查共記錄得 3 科 7 種（李，

2007），於 2009 及 2010 年之調查累積至 6 科 17（劉，2009、2010），2012 年之調查新

記錄到格雷陸方蟹（Geograpsus grayi）及圓額新脹蟹 （Neosarmatium rotundifrons）兩

種陸蟹（陳，2012），累積有 6 科 19 種。本研究之調查，4 月至 10 月共記錄得陸蟹物

種 6 科 23 種，過去累積記錄之 19 種物種，於本研究調查皆有發現，並且記錄得 4 種先

前後灣未記錄過之物種，包含紅指陸相手蟹（G. hednon）、相似擬相手蟹（Parasesarma 

cognatum）、林投蟹（Scandarma lintou）與細足扁平蟹（Utica gracilipes）。其中兇狠圓

軸蟹（Cardisoma carnifex）、中型仿相手蟹 （Sesarmops intermedium） 、奧氏後相手蟹

（Metasesarma aubryi）、藍紫陸寄居蟹（Coenobita violascens）及灰白陸寄居蟹 （C. 

rugosus） 族群數量多且穩定，也因此區之寄居蟹數量豐富，不斷有盜採供應給寵物水

族市場之事件發生。 

 

方蟹科陸方蟹屬之物種全世界僅四種，台灣產其中三種，而有兩種可在後灣發現。

細足扁平蟹為 2004 年發表之台灣新記錄種（Naruse et. Al., 2004），野外族群數量稀少，

於後灣陸蟹棲地南面之野溪及北面支排水溝皆有記錄到，亦有發現爬至沙灘上之個體。

相似擬相手蟹為新種（Rahayu & Li, 2013），模式產地為港口溪，於後灣陸蟹棲地南邊之

野溪發現穩定族群，亦記錄得抱卵之母蟹個體。 

 

本研究調查期間，於後灣陸蟹棲地北邊之海生館範圍記錄得椰子蟹 1 隻，因位於調

查範圍外而未列入名錄中，然發現地區附近僅有後灣海岸林為較適合的棲地，並且椰子

蟹為大型物種，活動範圍廣，應將此筆目擊記錄列為重要參考。此外，閱野自然玩學協

會講師呂軍逸，於八月底連續兩日於後灣陸蟹棲地目擊椰子蟹出現，如將椰子蟹納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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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則後灣之陸蟹物種共 6 科 24 種。椰子蟹於 1996 年由農委會公告為 II 級保育類野

生動物，是台灣唯一保育類之甲殼類物種，可依然面臨盜捕及棲地喪失之生存壓力，數

量稀少。 

 

  於 7 月至 9 月間，本研究擴大普查範圍至次生林北邊之鯨典建築前方海岸進行數次

物種普查，共記錄得物種 3 科 7 種，其中似方假厚蟹、未知擬相手蟹一種及未知泥毛蟹

一種於本研究調查範圍中未記錄，然而物種種類數及數量遠不及本計劃之樣區範圍，證

實後灣整個次生林區域是陸蟹種要的棲地與熱點，其多樣性遠高於鄰近之海岸。 

 

五樣區中，海岸林南段河道由於包含部分次生林、馬鞍藤、水域環境等最多樣之微

棲地類型，因此記錄得之陸蟹種類為最高，並且此區之野溪河道尚未水泥人工化，天然

的珊瑚礁礫石底質及完整的植被覆蓋，提供完整的棲息地，因此記錄到較多之相手蟹科

物種。馬鞍藤區由於是各種陸蟹降海必經之區域，並且許多物種亦會於此區活動，扮演

著如廊道般，連結海與次生林之重要角色，因此記錄得之種類數為次高。因鯨典建築後

方樣區之排水溝於 7/28 遭到拆除，原先覆蓋之植被亦遭到清除，陸蟹棲地受到極大干

擾，因此 8 月此區域之調查中，原先棲息於水邊之陸蟹物種消失，並且 9 月及 10 月亦

僅記錄得零星之數量，至計畫結束本區族群尚未恢復。雖然海岸林內記錄到之物種數量

最少（5 種），但是棲息之物種多為較大型種類，並且為兇狠圓軸蟹密度最高之區域，而

目前毛足圓軸蟹亦僅記錄於此樣區。 

 

後灣陸蟹棲地所記錄得之各物種有明顯之區域分佈差異，除了奧氏後相手蟹於各樣

區皆有記錄外，其餘不同之物種棲息於特定微棲地，如灰白陸寄居蟹多棲息於海岸林外

圍、兇狠及毛足圓軸蟹棲息於海岸林內、多種相手蟹棲息於近水邊之環境等，奧氏後相

手蟹雖然於各區域皆有記錄，但不同區域間之數量差異大，有明顯之棲地類型偏好，於

椰子林區發現相當高之數量，海岸林內及馬鞍藤區則多為零星之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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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落式陷阱之捕捉並不如預期，僅採得 4 科 9 種，並且多數物種數量零星，推測以

米糠為主要誘餌，僅對灰白陸寄居蟹吸引力較大，並且由於棲地能提供充足之食物資

原，因此對於其牠物種無明顯之效用。過去調查之物種豐富度及生物多樣性指數之計算

皆以地點為單位（劉，2009、2010），本研究則為一個地點中，區分出五個樣區進行

計算，因此無法進行比較，僅提供相關數值作為參考。 

 

  於河道之陷阱採樣雖然僅捕捉到貪食沼蝦、棕塘鱧及字紋弓蟹，但於徒手採集調查

與目擊記錄中，除了發現各種相手蟹科（Sesarmidae）及弓蟹科（Varunidae）之物種躲

藏棲息外，其牠物種記錄則有齒額米蝦（Caridina serratirostris）、澤蛙（Rana 

limnocharis）、花身雞魚（Terapon jarbua）、豆仔魚、鱸鰻（Anguilla marmorata）、壁蜑

螺（Septaria porcellana porcellana）及斑龜（Mauremys s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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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陸蟹釋幼調查陸蟹釋幼調查陸蟹釋幼調查陸蟹釋幼調查  

 

兇狠圓軸蟹每年開始進行繁殖的時間主要取決於雨季的開始時間（陳，2012），今

年後灣於 5/1 降下第一場大雨，即於五月中旬及下旬開始記錄得釋幼個體，與過去之調

查結果相符。兇狠圓軸蟹於 5~10 月期間累積得之釋幼個體共 471 隻，於過去 2010 年完

整釋幼期之調查記錄中，後灣共記錄 365 隻抱卵之兇狠圓軸母蟹降海釋放幼蟲，其餘地

區僅在龍磐樣區記錄 14 隻、貓鼻頭樣區 5 隻，港口溪河口樣區 1 隻（劉，2010），可證

明後灣之兇狠圓軸蟹不僅是全台灣最大族群，並且與其它地區相比，數量可能高出相當

多。 

 

調查過程中於 7/21 日發現次生林棲地內已受到機具進入干擾（確實時間不確定），

而隔日之即為農曆 15 日，雖然此段釋幼期所記錄得之降海母蟹數量明顯低於前一個月，

且之後之降海母蟹亦相當零星，但無法確定工程對基地造成之干擾與陸蟹降海釋幼是否

相關。然而與過去之結果相比較，過去之記錄，後灣地區凶狠圓軸蟹之釋幼於 2009 年

多集中於 7、8、9 三個月，2010 年則集中於 6、7、8 三個月，且兩年之幼蟲釋放高峰

皆發生在 7 月，占全年釋幼數量之比例分別為 41.67％（2009）和 52.71％（2010）（劉，

2009、2010）。本年度釋幼集中於 5、6、7 三個月，且最高峰發生於 6 月，占全年比例

之 57.96％，由於主要之釋幼時間較過去記錄提早一個月，且最高峰之比例也較往年更

高，可能導致 7 月數量明顯下降及之後數量零星。 

 

過去相關研究，後灣地區之凶狠圓軸蟹 2009 年繁殖季從 6 月至 10 月，2010 年繁

殖季從 5 月至 9 月，時間均持續 5 個月（陳，2012），並且這兩年所記錄得之釋幼母蟹

數量分別為 264 與 387 隻。今年為 5 月至 9 月，記錄得釋幼母蟹數量 471 隻，顯示由

於後灣地區之陸蟹棲地完整良好、資源充足，加上目前未受到太多外在干擾，因此兇狠

圓軸蟹之族群數量可能正在持續成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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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調查釋幼日期之結果，記錄到兇狠圓軸蟹為半月週期，於每個月之農曆月初及

月中各有一個明顯之幼蟲釋放高峰（劉，2010），而本研究今年之記錄僅於農曆月中出

現明顯之數量高峰，農曆月初僅記錄到零星之釋幼個體，半月週期之表現並不明顯，造

成原因有待進一步研究探討。雖然大部分的兇狠圓軸蟹都於上半夜降海釋幼，但於 6/5

之清晨記錄得 1 隻釋幼個體（個體編號：2-20），時間異於其它釋幼之凶狠母蟹。 

 

陸蟹並非全年皆有繁殖行為，不同種類之間的繁殖季節與幼蟲釋放時機有明顯的差

異（劉，2010），由於不同陸蟹的幼蟲釋放時機差異頗大，受限於人力及時間調度，僅

記錄釋幼時間與兇狠圓軸蟹重疊之物種，因此目前仍有多種蟹類沒有確切的繁殖季節資

料。毛足圓軸蟹 6 月開始記錄到釋幼個體，並且時間皆與過去記錄相同。6/2 至 6/6 本

研究記錄得奧氏後相手蟹 383 隻個體釋幼，族群數量相當龐大，但釋幼時間於農曆月底

之下半夜，與兇狠圓軸蟹之夜晚時間差異過大，因此無進一步追蹤記錄，過去調查於 7

月才開始記錄到奧氏後相手蟹釋幼（劉，2009、2010），本研究於六月初即記錄到該物

種下海釋幼。藍紫陸寄居蟹於農曆月初及月中皆記錄到母蟹下海釋幼，其它時間並無正

式記錄資料，然因於普查之部分皆持續有記錄到釋幼之母蟹，推測藍紫陸寄居蟹每日皆

有不定數量之個體進行釋幼，該物種的詳細生殖特徵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持續監測。 

 

  本研究調查過程中，於 7/29 發現有人設置陷阱盜採寄居蟹，共 17 個，於破壞陷阱

的同時，亦對受到吸引而聚集之藍紫陸寄居蟹進行計數，並且以捉放法原理，分別計算

每個陷阱內已標記及未經標記之個體（表 5-2.1），並且以當時已標記之釋幼個體數量

1920 隻進行回推，估計藍紫陸寄居蟹族群數量約 7897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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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各陷阱中標記及未標記個體之數量（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陷阱 標記個體數量 未標記個體數量 

1 1 2 

2 2 6 

3 7 14 

4 1 8 

5 10 21 

6 0 6 

7 0 7 

8 0 8 

9 0 3 

10 1 8 

11 1 4 

12 2 6 

13 8 35 

14 7 31 

15 0 5 

16 4 29 

17 9 25 

加總 53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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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蟹穴密度蟹穴密度蟹穴密度蟹穴密度調查調查調查調查  

 

  過去之調查中，面積較小之椰子林及裸露地之蟹穴密度為最高，每平方公尺約 2 個

洞穴，而面積最大之次生林則為 0.75 個，經過棲地面積換算後，後灣地區之螃蟹總洞穴

數量約為 6,339-21,544 個（李，2007），且持續至 2013 年之蟹穴調查結果，各年間之總

蟹穴數量變化並無顯著差異。而本調查中，原先使用 2*2 樣框取樣，平均每平方公尺約

2.25 個，並且計算後之總蟹穴數量約為 4 萬個至 4 萬五千個，為過去調查最高值之兩倍，

經實際野外之操作過程並且與相關研究數據比較，可能造成取樣誤差而高估，因此改善

後續以穿越線之方式進行調查，推估洞穴約 7269 個，較接近實際之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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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    棲地環境因子棲地環境因子棲地環境因子棲地環境因子調查調查調查調查  

 

  依據恆春熱帶植物園暨墾丁森林遊樂區整建計劃環境影響說明書之調查，恆春半島

水源貧乏，由於地質大都屬透水性之珊瑚礁岩，雨水急速滲洩流失，地下水資源亦因溪

流河床陡峻，雨季溪水高漲，旱季接近乾涸，可利用之水資源少。然依台灣省自來水公

司勘查報告，墾丁國家公園園區內香蕉灣、風吹砂、龍仔埔等三處湧泉水量豐沛穩定。

而本研究 2013 年對後灣遊憩一用地範圍四個地下水位監測井進行記錄，並且延續遊憩

區（一）地下水位長期觀測之數據，可發現後灣地區是除了香蕉灣、風吹砂、龍仔埔等

三處湧泉之外，另一個可終年維持穩定之水量之湧泉地區。四個監測井之地下水位以

B2 及 B4 之水位為最高，其次為 B3’，B1 之地下水位為最低，與此區域之地勢高低相符

合，B1 區域地勢較高，而 B2 及 B4 區域地勢較低。2012 年之 6 月，四個監測水井之地

下水位高度皆明顯升高，核對中央氣象局網站當時之降雨、颱風等相關氣候資料，目前

並未發現具明確直接之關連性，而 2013 年 10 月僅 B1 監測井之水位明顯升高，原因不

明。 

 

為了長期紀錄樣區的照度和溫度，在各區內設置了 HOBO 溫度照度連續記錄器，

然於 7/21 因棲地受到開路影響，導致其中三個記錄器遺失，因此僅剩兩個樣區之資料，

並且 8 月原先新增設記錄器於遭到開路之區域，亦遭到不明人士拆除。溫度及照度之連

續記錄皆以馬鞍藤區之變化最大，其次為椰子林區，而海岸林內之溫度及照度變化為各

樣點中最穩定，次生林區域樹蔭遮蔽率高，因此照度及溫度在無陽光影響下較低，而馬

鞍藤區皆為矮莖匍匐植物，並且周圍空曠、各方位皆易受太陽直射，正午時段之照度及

溫度皆相當高且日變化大，椰子林區除了草本及匍匐植物外，周圍長有灌木叢，遮蔽率

較馬鞍藤區高，相對照度及溫度之值也較穩定，然而連續記錄器之感光區常因枯枝落葉

覆蓋，容易受到干擾，造成照度值受到影響。 

 

  馬鞍藤區採得之土質為細砂石，椰子林區採得之土質接近黏土。各樣區之土壤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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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以椰子林區之黏土為最高，馬鞍藤區日間溫度高且土質為細砂石，因此水份含量最

低。椰子林區之土壤雖然水分含量為最高，但散失速度同樣為各樣區中較快，馬鞍藤區

為細砂石，但水分散失速度約每小時 0.3 克為最少，推測原始含水量即相當低，因此蒸

散之水量自然低，其餘三樣點水分散失速度差異不大，然而此差異不大為相同之條件

下，於實際之野外環境中，此三樣的受到之照度及溫度變化皆有差異，因此水分蒸散速

度亦不同。 

 

  兇狠圓軸蟹會挖掘抵達地下水源的洞穴，而洞穴內水分可做為身體缺水時之補充

（Herreid and Gifford, 1963 ; Wood and Boutilier, 1985 ; Greenaway, 1988）。過去記錄中，

兇狠圓軸蟹通常棲息於離海岸較近區域之海岸林前緣、草生地或一些河口草地附近，洞

底之水為半鹹水，離海距離都在數百公尺以內，是森林外的物種（劉，2010），然而後

灣陸蟹棲地之五樣區中，卻以海岸林內之蟹穴密度為最高，因此草生地之環境對兇狠圓

軸蟹可能並非最佳生存條件。推測兇狠圓軸蟹是呈現一個巨族群（metapopulation）的狀

況，不斷呈現貯存（sink：死亡率大於出生率）與來源（source：出生率大於死亡率）的

族群波動。後灣次生林之環境林蔭茂密，溫度及照度變化穩定，同時亦避免土壤受到直

接曝曬而變硬，利於濕度之保持，是適合之生存環境，因此兇狠圓軸蟹於後灣形成一個

重要的來源（source）族群，而墾丁其它地區族群數量較小之族群則為貯存（sink），當

次生林之環境現況受到改變，可能導致後灣之族群逐漸轉變為 sink 而開始衰退，並且由

於 source 消失，必定連帶影響到墾丁其它區域 sink 之族群及數量，因此後灣陸蟹棲地對

與整個墾丁國家公園有其重要性（Hanski,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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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第六第六第六章章章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綜合以上結果，後灣陸蟹棲地終年地下水含量豐富穩定，並且此區之大型陸蟹兇狠

圓軸蟹族群數量為台灣最大族群，明顯高於其它地區，並且族群數量可能正在持續成長

中。後灣次生林樣區相較於其他區域，溫度及照度變化穩定，食物來源充足，是兇狠圓

軸蟹洞穴密度最高之區域。 

 

後灣亦是中型仿相手蟹與奧氏後相手蟹在台灣西海岸地區的最大族群所在地，更是

台灣西海岸唯一發現印痕仿相手蟹及小隱蟹的地區。棲地南面之野溪，不僅提供多樣之

微棲地供生物棲息，亦是陸蟹及各種洄游性生物種要的降海與回溯路徑，是後灣陸蟹棲

地中多樣性最高之區域。 

 

由於後灣擁有陸蟹棲息所需豐富類型的微棲地，因此居住著各種不同棲位的陸蟹，

加上本區擁有豐富穩定之地下水湧泉，且從海岸、沙灘、灘前植物至次生林之間完整的

連貫，未被公路所切割，沒有路殺的威脅，因此後灣是相當難得的極佳陸蟹棲地，只要

善加規劃保護，可望成為恆春半島西海岸的最佳陸蟹保護示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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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後灣陸蟹棲地目前面臨到開發行為所衍生的人為干擾、生存壓力等問題，藉由本研

究及參考過去相關資料的，提出以下保育措施建議，以做為國家公園管理單位及開發單

位管理陸蟹資源的依據。 

 

主辦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建議一 

先前對於開發及後續監測之依據為兇狠圓軸蟹之蟹穴數量多寡，並以此評估兇狠

圓軸蟹之族群現況，本研究建議不應僅以此單一項條件方式進行監測，須同時對繁殖

期兇狠圓軸蟹之降海母蟹的數目進行計算，能更直接反映出目前族群數量的增減。並

且與兇狠圓軸蟹同時間進行釋幼之陸蟹物種可一併納入記錄中，對於棲地現況將能提

供更多資訊。 

 

主辦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建議二 

目前京棧所規畫的建築主體為於兇狠圓軸蟹密度最高之區域，勢必造成相當之衝

擊，雖然建物規畫的範圍及位置已無法再進行更動，但應以更嚴謹慎重的態度思考工

程的方式，並且妥善規畫綠帶，期望兇狠圓軸蟹會遷移至適合的補償性棲地。施工中

思考如何以對環境最為友善之方式進行，且不得改變地下水水文，同時對於地下室之

必要性需再審慎評估。 

 

主辦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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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三 

陸蟹棲地南岸之天然野溪目前狀況良好，是棲地中陸蟹物種多樣性最高之區域，

並且野溪中可發現數量豐富之貪食沼蝦、各種魚類、澤蛙、斑龜、各種洄游性物種，

因此建議對於現況進行保留，無須再進行工程整理等任何人為干擾。 

 

主辦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建議四 

棲地南岸之野溪是各種陸蟹進行降海釋幼之主要路徑，然而此路徑也正好位於進

入後灣沙灘之入口，而京棧所規畫之管理服務站亦位於棲地南岸野溪之旁邊，帶來之

人潮勢必對釋幼期降海母蟹造成相當干擾，包含手電筒之光線、遊客之採踏及腳步所

產生之震動等，如何避開釋幼之高峰減少干擾，但又可進行生態解說讓民眾行觀察體

驗，需要審慎規劃及管理。 

 

主辦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建議五 

陸蟹棲地北面與海生館停車場交界處之人行道邊緣，由於種有蒲葵等海濱植物，

其落下之果實提供陸蟹豐富之食物來源，因此夜間常有相當多數之兇狠圓軸蟹、毛足

圓軸蟹、短掌陸寄居蟹及藍紫陸寄居蟹等於此活動覓食，並且此區次生林邊緣所堆積

之廢石塊形成許多縫隙空間，提供陸蟹躲藏棲息，未來須增加微棲地的營造及規劃，

並於施工期間避免對此處造成干擾。 

 

主辦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建議六 

由於兇狠圓軸蟹之洞穴數量及母蟹釋幼數量結果將決定之後棲地內如進行工程，

是否需要停工之判斷依據，特於此對調查方式進行規範，並且由至少兩方之人員，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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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相同作業標準，共同進行調查。 

（1）陸蟹釋幼調查：於農曆 4月至 9之每個月初（1~6 號）及月中（15~21 號），

晚上 7:00~9:00 於後灣進行母蟹釋幼數量調查，以油漆筆於母蟹之背甲進行

編號，並且調查時間視當天情況可進行延長，調查結束後彙整調查記錄，並

且參與調查之各方人員進行簽名。 

（2）蟹穴密度調查：調查採用穿越線方式，以手持式 GPS 記錄隨機之行走軌跡及

計算穿越線左右各 0.5 公尺範圍內之蟹穴數量，並以記錄得之穿越線長度、

蟹穴之數量及各樣區之面積進行蟹穴數量之推估。每條穿越線長度不得短於

10 公尺，且穿越線之加總面積需達到各樣區面積之 2%及總面積之 4%方視為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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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後灣後灣後灣後灣 22224444 種陸蟹圖錄種陸蟹圖錄種陸蟹圖錄種陸蟹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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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二二二二、、、、期中審查會議紀錄期中審查會議紀錄期中審查會議紀錄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102102102102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102 年度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年度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年度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年度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一一一一)陸蟹生態及數量監測調查陸蟹生態及數量監測調查陸蟹生態及數量監測調查陸蟹生態及數量監測調查」」」」

委辦勞務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委辦勞務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委辦勞務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委辦勞務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審查會議紀錄審查會議紀錄審查會議紀錄審查會議紀錄 

壹、 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8 日下午 14 時 

貳、 開會地點：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大型會議室    記錄：徐筱盈 

參、 主持（召集）人：李委員登志 

肆、 審查委員： 

陸蟹生態研究學者    劉委員烘昌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李委員登志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林委員欽旭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徐委員茂敬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曾委員添丁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馬委員協群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董委員于瑄         

伍、出席單位及人員：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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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主席致辭：請老師先進行簡報，答詢方式委員問題以即問即答的方式，處內其他同仁問題

以統問統答方式。 

柒、受託單位簡報：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簡報 

捌、會議討論： 

 

委員提問 受委託單位回應 

劉委員烘昌： 

1. 期中報告內容有文句不通順、錯字、用字

不統一的問題。 

2. 前言之「台灣陸蟹相關研究」段落的內容

不完整，包括標題不適宜、文獻引用不完

整的問題。 

3. 報告內容資料數據不統一，例如後灣的陸

蟹種類。 

4. 前言與方法部分的圖表與本文沒有適當的

連結。 

5. 方法與結果的調查時間（陸蟹降海釋幼部

分）沒有適當的對應。 

6. 結果的部分有部分內容不恰當，包含應出

現在方法或討論的內容。並請提供兇狠圓

軸蟹的頭胸甲寬度（於期末報告）。 

7. 如何結合四項主要調查數據（陸蟹、光度、

地下水、溫度）進行分析。 

8. 文獻引用的方式不統一（指內文部分），引

用文獻的格式不統一，及本文與文獻無法

互相對應。 

9. 調查方法部分：洞穴調查法（調查取樣位

置）是否均勻分布？密度推算用 4 平方公

尺的單位密度是否合適？掉落式陷阱設置

的方式及釋幼調查如何確定釋幼完畢與

否？ 

1. 文句不通、格式不對，在學術寫作不嚴謹

的部分，會再作修正。 

2. 文獻彙整部分，關於台灣及墾丁國家公園

及其他陸蟹研究論文部分，於期末報告時

會一併彙整補齊。 

3. 後灣陸蟹紀錄數量於 2007、2009 年各有不

同導致數據有不統一狀況，後續在報告修

正上會以表格整理方式呈現。材料方法部

分為五月開始執行，寫至七月部分會再予

修正。 

4. 將於期末報告進行修正。 

5. 將於期末報告進行修正。 

6. 將於期末報告進行修正。另在陸蟹數量增

加的原因探討，調查過程中發現不同大小

個體之兇狠圓軸蟹，陸蟹出沒時間以晚上 7

點多為最大期，若都將其測量胸甲寬度，

易造成干擾及個體遺漏，故後續將以陸蟹

數量超過 4 百隻以上且日趨穩定後，進行

胸甲寬度量測，以確認基地內陸蟹確實有

個體大小差異之常態分布情形。（於本次會

議結束後之調查，僅記錄得 18 筆兇狠圓軸

蟹之胸甲寬度，相對於釋幼調查之 471 隻，

個體數太少，不足以反映實際狀況，因此

未將數據放於報告中） 

7. 光照、溫度、族群數量及物種分布進行分

析，在光照與溫度在服務建議書未提及，

但進行調查中發現加入進行探討可更充分

了解棲地狀態，希望可用最簡省的方式找

到這四項因子相關資訊。另外在採樣地點

選擇，部分係選擇水井位置週邊，以了解

水位高低與陸蟹選擇挖洞穴位置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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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將於期末報告進行修正。 

9. 洞穴調查以樣框之方式隨機進行取樣，如

樣區洞穴分部極不平均，容易造成誤差，

因此後續將嘗試以穿越線之方式進行密度

的計算，並以穿越線面積進行洞穴數量回

推。另在掉落式陷阱部分，係以寄居蟹及

部分小型陸蟹為主，大型陸蟹則無。另在

陸蟹釋幼紀錄上，以卵之顏色判斷成熟程

度，並以行為判斷是否為可能降海之個

體，並追蹤至其降海釋幼完成後進行紀錄。 

 

林委員欽旭： 

一、有關地下水位量測之工作項目，茲提供 4

個問題或建議： 

1. 經典建築後方（第 5 區）不設監測井之理

由，請在報告書中說明。 

2. 本區如有他人或政府機關調查之水位文

獻，宜蒐集來做比較。 

3. 日後宜增加 11~3 月枯水期之地下水位監

測工作，俾瞭解全年之地下水位變化情形。 

4. B1、B3 監測井之地下水位呈現往北下降，

是否在周邊區域之地盤結構、水文、地下

水位均有異本案之次生林區及經典建築後

方？而地下水位係往北面下降？或其他因

素影響，請說明。 

二、本案邱老師團隊調查之過程，應有後灣環

保人士、京棧人員「眼同」進行，否則本

案調查認為京棧規劃做為旅館開發範圍

內有豐富的兇狠圓軸蟹，並認為宜規劃為

保育範圍，為查京棧方面亦洽專家辦理同

樣工作之調查，未來恐會成「各有所本、

各說各話」。 

三、報告格式，建議修正部分： 

1. 後錄表一至表六之資料來源應載明。 

2. 圖二之直條圖裝訂方向應調整為 5/10 在

上、6/28 在下（A4 紙張縱向裝訂）。 

3. 標點符號之使用上，如（一）之（）後再

標附點˙者，請悉數刪去附點。 

4. 期末報告中應把評審、期中等會議紀錄

（含委員發言及服務團隊回應）在後面附

錄。 

一、 

1. 監測井之位置為延續過去管理處所設置之

區域進行調查。 

2. 地下水位研究為本實驗進行，並參照管理

處先前紀錄的資料來做圖表分析，將其放

入結果共同進行分析比較。 

3. 本計劃執行日期為 4月至 11 月，將提供執

行期間之地下水位變化。關於 11~3 月能否

再進行測量部分，若管理處這邊可以繼續

將水尺借予團隊，可再進行測量。 

4. 地下水位層就如一般所見之地表，同樣有

地勢高低與起伏變化，因此地下水於水層

中同樣會依地勢之高低往較低處匯流。 

二、 

團隊在進行調查的過程中多次遇到京棧之

研究團隊，並試著與對方溝通，然對方團

隊搭理度低，無法有效溝通。唯一溝通之

一次，係討論到陸蟹棲地長時間未受到干

擾，陸穴洞數量增加該如何定量，但雙方

定量方式並未有結果及共識；在楊（美雲）

小姐部分並未參予本團隊，但在社區活動

及巡守上有讓她了解本團隊目前進行的情

況；另外，也有請一位南島社大夥伴一起

進行巡守調查。 

三、  

1. 遵照辦理 

2. 由於圖非直式圖而為橫式，因此放橫觀看

時，日期方向為此無誤。 

3. 遵照辦理 

4. 遵照辦理 

董委員于瑄： 

1. 報告請附上頁碼。 

1. 遵照辦理 

2. 「*」字標記係引用時未注意，會再進行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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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表一中「*」字標記代表的意義為何？ 

3. 三項指數該如何解讀及評估？ 

4. 文中的次生林是否等同海岸林？若是，報

告應統一用法。 

5. 地下水位未與降雨等數據相關，可否進一

步說明？ 

6. 兇狠圓軸蟹主要棲地由之前的椰子林移至

次生林，是因單純移轉，亦或棲地改變造

成？ 

認。 

3. 豐富度指數及多樣性指數認為越高越好，

然而陸蟹由於捕捉不易定量較困難，因此

建議綜合各項不同之調查共同進行評估。 

4. 本基地海岸林區從馬鞍藤區、椰子林區、

干擾後又重新生長回來的次生林區，此皆

定義為海岸林帶。故次生林與海岸林區分

的部分，會在期末報告區分清楚。 

5. 地下水位與雨量不相同部分，係因地下水

位高低與地底透水層及不透水層的位置相

關，從離岸遠到離岸近的地方地表有斜

度，水平面雖應為平面，但地下水的水層

地形則與陸地或海洋相同為彎曲，故當山

上下雨逕流，凹的低窪地方會積水，待積

水增多滿到一定程度擠壓到受壓層，上面

的水又一直補充，使整的地下水層皆滿，

受壓層受擠壓則會噴湧出來，則地下水位

則高出地面為「正」，若降雨少或周圍有人

為抽水，地下水層未被注滿，水位高低則

為「負」。 

6. 之前在陸蟹數量分布上是椰子林多，次生

林陸蟹數量少，這次則是次生林多，可能

與之前棲地有受到種植絲瓜等農作物干

擾，目前則無，但近期（七月底）受到京

棧整地影響，之後應有所差異，故干擾結

束後數量消長有所差異。 

馬委員協群： 

1. 為利數據比較，請務必注意標準化的問題。 

2. 螃蟹洞數的調查，其取樣點的分佈請標

示，俾利比較。 

3. 於期末報告時，將京棧擬開發的細部規劃

位置標出，俾利分析瞭解？  

1. 遵照辦理 

2. 洞穴之調查為樣框之方式隨機進行設置，

後續將嘗試以穿越線之方式進行密度的計

算，並嘗試將穿越線範圍進行標示。 

3. 遵照辦理 

郭技佐筱清： 

1. 採樣的方法可反映出實際的狀況，椰子林

區的洞穴數是否真的為零？可否擴大或是

增加計錄取樣框，以進行數量之推算。 

2. 另外海岸林區樣區有 5 處，其他地區則較

少處，原因為何？ 

1. 這部分為取樣框的問題，在記錄上取樣框

內無洞穴，但旁邊則有，仍須紀錄為零。

目前因基地最近有整地狀況，故洞穴皆突

顯出來，因目前僅有 2 個月調查資料，後

續將透過調查時間的拉長，並改善取樣框

之大小以進行標準化，或試著用穿越線及

帶狀面積的方法進行陸蟹洞穴調查。 

2. 因海岸林區面積較大，故多取一些，無其

他原因。或許後續可用穿越線方式來降低

為何樣區為零之情況。 

徐委員茂敬： 

椰子林區取樣為零部分，將會影響委員先前有

來到基地會勘，對於本研究數據可靠之信任

委員先前會勘與調查期間之地表植被現況已

完全不同，過去之情況是無法作為現今之判對

依據，洞穴調查以樣框之方式隨機進行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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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如樣區洞穴分部極不平均或數量相當稀少，本

容易造成椰子林區之狀況，而後續將嘗試以穿

越線之方式進行密度的計算，並以穿越線面積

進行洞穴數量回推。 

李委員登志： 

1. 陸蟹洞穴的數量與兇狠圓軸蟹的數量的關

係有無直接關係？ 

1. 目前洞穴數量僅能反映大型陸蟹使用過的

洞穴數量，包含居住、交配或廢棄等，並

且有些個體挖洞後會將洞口堵住而無法辨

別記錄，因此並無法直接反映出族群之數

量。 

 

玖、會議結論： 

在期末報告時請受託研究單位依照與會委員相關意見修正，此計畫期中報告審查予以通

過，謝謝各位。 

 

拾、散會時間：102 年 8 月 8 日下午 16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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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三三三三、、、、期末期末期末期末審查會議紀錄審查會議紀錄審查會議紀錄審查會議紀錄    

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度度度度「「「「102 年度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年度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年度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年度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一一一一)陸蟹生態及數量監測調陸蟹生態及數量監測調陸蟹生態及數量監測調陸蟹生態及數量監測調
查查查查」」」」委辦勞務案期末報告審查會議委辦勞務案期末報告審查會議委辦勞務案期末報告審查會議委辦勞務案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審查會議紀錄審查會議紀錄審查會議紀錄審查會議紀錄 

伍、 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18 日下午 14 時 

陸、 開會地點：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大型會議室    記錄：徐筱盈 

柒、 主持（召集）人：陳處長貞蓉 

捌、 審查委員： 

陸蟹生態研究學者    劉委員烘昌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李委員登志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林委員欽旭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徐委員茂敬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曾委員添丁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馬委員協群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董委員于瑄         

伍、出席單位及人員：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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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業務單位：本案契約期程為 102 年 4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業依契約書期程

於 102 年 11 月 30 日前檢送期末報告書等資料。答詢方式外聘委員問題以即

問即答的方式，處內其他委員及同仁問題以統問統答方式。 

柒、受託單位簡報：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簡報 

4. 捌、會議討論： 
5.  

委員提問 受委託單位回應 

陳處長貞蓉 

1. 七月以後的調查受到棲地整地

干擾，針對這個部分，是否會對

本調查結果產生影響？以及未

來是否有相關建議補救七月干

擾棲地所受到的影響？ 

2. 每個月的調查時間點與日期有

關聯嗎？月圓與上弦月的差

別？ 

3. 穿越線的調查法與洞穴密度調

查法的優缺點各為何？管理處

的立場應以哪個方法為主？ 

4. 洞穴不能代表實際陸蟹的數

量，以目前已經作過的調查 6科

24 種的數量，有哪些種類的陸蟹

與洞穴相關及不相關？故用洞

穴法的推論是合理可供公評？ 

1.目前所做之調查結果並無法明確

指出整地造成之干擾，但單純以

釋幼數量之結果分析，造成的干

擾並不明顯，建議之補救方式為

讓植物相自然演替恢復。 

2.調查時間為每個月之農曆月初

(1~6)及月中(15~21)。 

3.穿越線方式可降低取樣誤差，並

且取樣面積較大，理論上較能反

映近實際情況，因此建議使用穿

越線調查法。 

4.本研究調查以兇狠圓軸蟹所挖之

洞穴為主，並且以洞穴數量作為

公評之方式為先前環評會議所定

下之規定。 

劉委員烘昌回應： 

1.兇狠圓軸蟹釋幼今年 5 月 1 號就

下雨進入雨季，故雨季是比去年

提早，故在 5 月已經進入繁殖

季，7 月怪手干擾對陸蟹族群影

響應該是還好，因為陸蟹本就會

因為雨季而有提早或延後。 

2.有關降海釋幼的時間早期在恆春

半島作研究時，後灣最初調查兇

狠圓軸蟹是以先 1 個月時間找出

釋幼高峰調查，後來發現是農曆

初 3前後跟 18 前後會有高峰，故

在新月跟滿月那段時間個找一周



附錄三 

73 

時間來監控。 

3.兇狠圓軸蟹棲地是以地下水位高

的地方挖洞，故洞穴密度會因地

下水位而有直接影響；穿越線因

取樣範圍較大，故會比較接近實

際數量，但究竟該以何種方法？

洞穴密度調查部分應由管理處、

京棧及環保團體三方皆在場共同

取樣框，而非各自去作洞穴調查

以減少爭議。 

4.在國外研究並未用洞穴密度作統

計，聖誕島是用地表螃蟹數量換

算平均數量及面積推估。洞穴底

下是否有螃蟹只能用外觀來推

論，2007 年野外調查時間較少，

故多納入洞穴數量推估，因當初

環評時有採用故納入為依據。 

劉委員烘昌： 

1. 委託單位花費大量時間進行後

灣地區資料調查包括陸蟹種

類、數量、環境因子之研究，成

果豐碩，值得肯定。 

2. 第二章之第三節及第四節內容

建議合併為一。 

3. 幾篇引用文獻之發表的年代有

誤。 

4. 第三章第五節第二段敘述文字

不佳，使讀者不易理解，圖

2-5.1&5.2 呈現效果不佳。 

5. 第三章之繁殖季調查時間與成

果呈現之時間不同。 

6. 圖 4-3.1~4-3.6 六個圖的圖說

說明不夠詳細，圖中的標示與習

慣用法不同。表 4-4.2 內容不夠

清楚。 

7. 以不同方法調查所得總洞穴數

量差異頗大，要如何改善，或如

何取得較佳之方法。 

8. 錯字的修正宜注意。 

1. 感謝委員肯定。 

2. 遵照辦理。 

3. 將於結案報告進行修改。 

4. 將於結案報告進行修改。 

5. 將於結案報告進行更正。 

6. 將於結案報告進行修改。 

7. 經過期中會議之討會，本研究改

以穿越線之方式進行調查，可降

低隨機取樣誤差，並且取樣面積

較大，理論上較能反映近實際情

況，因此建議使用穿越線調查

法。 

8.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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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委員登志： 

1. 無論樣框或是穿越線也好，海岸

林區為劃設旅館用地之開發地

區，以穿越線調查得到的洞穴，

在海岸林區就佔了 5000 多洞

穴，以老師就地利之便是非常長

時間在作調查，因此數量是準確

的。未來開發勢必影響到這洞穴

數量，這樣開發單位將馬上面臨

到停工的問題。 

2. 另外開發單位也想開挖地下

室，本次研究有持續調查地下水

位，並且延續本處 100~101 年的

調查方法，地下水位將涉及將來

開發過程地下水位下降直接反

映陸蟹數量及開發單為地下室

之施工。 

3. 後續環差與開發計畫審查將以

兇狠圓軸蟹降海數量為依據，但

陸蟹降海日期集中在 5.6.7 月或

6.7.8.9 月，如開發單位之動工日

期非在繁殖期間，如何能夠確認

數量是否有無低於二分之一？ 

1. 目前之結果顯示海岸林內之

樣區為洞穴密度最高之區

域，因此進行施工後，確實可

能面臨到停工之問題。 

2. 地下室之開挖如影響到地下

水文，確實可能對陸蟹數量造

成影響。 

3. 如開發單位之動工日期非在繁

殖期間，將無法確認數量是否低

於二分之一，因此所訂定之條件

包含蟹穴之數量不得低於二分

之一，互補不足之處。 

林委員欽旭： 

1. P.60 建議一：建議須同時對繁

殖期降海母蟹數量進行計算。此

議，是否有必要在 103 年度持續

辦理此項指標條件之調查。 

2. P.60 建議二：建議以更嚴謹工

程方式建築，並且規劃綠帶。此

議，宜更進一步載明。 

(1) 何種工程方式？ 

(2) 綠帶應劃設多大面積？ 

(3) 區位在哪裡？ 

 

1. 後續之監測將以兇狠圓軸蟹為

主，而其它物種如釋幼時間與兇

狠圓軸蟹重疊，建議可一併記

錄，並且有些種類於後灣族群數

量較少，因此必須離開躲藏棲地

之釋幼期間會是良好調查機

會，越多之資料將可提供更多之

參考資訊。 

2. 本研究僅能依照陸蟹及棲地之

調查現況提出需注意及應避免

之事項。工程方式為不同領域之

專業，應由京城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參考本研究提出之注意要

點，進行判斷規畫。綠帶面積及

區域京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已

於京棧大飯店開發計畫環境影

響差異分析報告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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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委員協群： 

1. 為持續掌握遊一陸蟹資源的狀

況，保育課會依本案的方法，針

對降海產卵母蟹進行監測，其操

作或由本課同仁、志工；或透由

社區夥伴培力的方式為之。 

2. 蟹洞數量的計算，或採樣線取

樣，其在各個樣區內的樣線面積

與樣區面積比應該要一樣，方不

致於造成取樣偏差及蟹洞數量

計算值的誤差過大。 

1. 操作方式之轉移及各項細節如

需何協助，本研究團隊將盡力協

助。 

2. 將於建議中之調查規範加入穿

越線面積與樣區面積之間需達

到之比例。 

董委員于瑄： 

1. 建議事項請增加理由以及列出

主協辦機關 

2. 有關陸蟹之定義(P.5)應註明定

義之出處 

3. P.13 表 2-4.1 的*字號未標註代

表意義 

4. 報告中，有些需以彩色列印方能

呈現之圖表，建請以彩色列印 

5. P.18 頁有關重要棲地之敘述，請

再重新編排，以期語意能較為通

順 

6. P.33 中各物種數量以*字號代表

多寡，但未註明其代表的意義 

7. 請將報告書中的各日期標示清

楚為國曆或是農曆，以利資料研

讀 及 比 較 ； 圖 4-3.1 至 圖

4-3.4，建議於橫軸標示清楚為

國曆或農曆，或是兩者皆同時標

示於圖上。 

8. P.38 頁中新月及滿月符號與

98-99 年劉烘昌老師研究報告書

相反，並也與一般常用符號相

反，建請進行調整 

9. P.54 (陳，2012)此參考文獻未

見於報告書最後的參考文獻

中，請再確認 

10. P.43表 4-4.4 各樣區穿越線總

長度占各樣點面積比例不一，海

1. 遵照辦理。 

2. 遵照辦理。 

3. 將於結案報告進行修改。 

4. 遵照辦理。 

5. 遵照辦理。 

6. 將於結案報告進行修改。 

7. 遵照辦理。 

8. 遵照辦理。 

9. 將於結案報告進行修改 

10. 調查依照棲地環境之主要類型

劃分為五區，以期單一樣區內洞

穴分佈均質性高，穿越線面積與

各樣點面積之比例將於建議中

訂定。 

11. 陸蟹之蚤狀幼生於大海中成

長，之後尋找適合棲地回到陸

上，因此當後灣族群受到影響釋

幼減少，導致其它地區新個體之

補充來源減少而影響該族群，並

非指後灣之兇狠圓軸蟹直接移

動 至 園 區 內 其 它 地 區 。

Metapopulation 本身為動態變

化，因此其它地區之兇狠圓軸蟹

是否能由後灣族群補充而維持

一定的族群數量，該地區本身之

棲地環境品質亦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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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林南段河道只有 2.5%，其他區

域為 4~6%，因此是否容易造成資

料不夠完整，能否再增加海岸林

南段河道的穿越線長度？ 

11. P.58 中認為後灣的兇狠圓軸蟹

形成一個來源(source)族群，若

是族群轉變為貯存(sink)族群

則會影響墾丁其他區域 sink 之

族群及數量，是否表示後灣的兇

狠圓軸蟹會移動至園區內其他

地區？其他地區的兇狠圓軸蟹

可由後灣族群自然的補充而維

持一定的族群數量？ 

徐委員茂敬： 

報告書能不能有彩色頁部分都改成

彩色影印？這樣圖表呈現會比較清

楚。 

將於需要色彩方能呈現之圖表進行

彩色列印。 

 

郭技佐筱清： 

1. 灰白陸寄居蟹降海狀況。 

2. P.55 藍紫陸寄居蟹利用捉放法

回推之數據請在報告敘明。另外

捕捉個體為降海雌性是否會影

響推估族群數目。 

3. P.57 提到一般之土壤，請問意

思？各區土壤深淺層之分布？ 

1. 灰白陸寄居蟹由於數量相當大

且體型較小，礙於人力資源之限

制，並未對其進行調查。 

2. 遵照辦理。陷阱所誘捕得之個體

不僅為母蟹，因此不影響推估之

數量。 

3. 此段文字已經過調整修改。 

胡技佐景程： 

1. P.1 滅絕的可能之 reference 為

何？ 

2. P.11 倒數第 3~4 行，reference

為何？ 

3. P.15圖 2-4.3照片與圖說不符。 

4. P.17「圖」這個字的字型統一。 

5. P.25 掉落陷阱(Pitfall-trap)之

字形統一。 

6. P.33「*」字號之意義。 

7. P.43 表之題目請加註日期、時

間、地點。 

8. P.53 鱸鰻學名請斜體。 

1. 當一物種生存所需要之棲地與資

源完全消失，該物種自然也會於

此區滅絕為合理推斷。 

2. 將於結案報告中補上 

3. 將於結案報告進行修改 

4. 將於結案報告進行修改 

5. 將於結案報告進行修改 

6. 將於結案報告進行修改 

7. 將於結案報告進行修改 

8. 將於結案報告進行修改 

9. 將於結案報告進行修改 

10. 研究所引用 Hanski, 1998 之文獻

為 review article，是綜合整理之回

顧文章，因此本研究僅以此篇作為

代表性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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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55 多 1 個逗點。 

10. P.58巨族群(metapopulation)之

reference 應該相當多，建議可

在多引用與支持不要開發。 

11. P.59 迴游性應修改為洄游性。 

12. P.63~64 reference 之格式請統

一。 

11. 將於結案報告進行修改 

12. 將於結案報告進行修改 

徐技士筱盈 

本研究結果的熱點為第 2 區海岸林

地區與開發單位規劃的陸蟹熱點為

第 3、4 區相異，後續在進行開發計

畫審查時，熱點的轉移之理由原因

為何？ 

地表植被林相之自然演替、環境條

件的改變，陸蟹移動尋找最適合居

住之棲地，導致熱點轉移。 

 

3. 玖、會議結論： 

4. 本案期末審查原則同意通過，請受託單位參照各委員及其他與會人員所提出的

意見，進行報告修改後送交本處，再依契約循行政程序辦理結案。 

5.  

6. 拾、散會時間：102 年 12 月 18 日下午 16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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