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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位處高雄市西南邊，範圍北以半屏山為界，南以旗津旗

後山為界，其中凿含半屏山、龜山、壽山、旗後山及鳳山縣舊城。壽山為本國

家自然公園最主要的山，全區為高位珊瑚礁石灰岩地形，具更獨特的植被、著

名的台灣獼猴以及珍貴的遺址，因長期軍事禗制，多樣性自然資源得以妥善保

存，形成南台灣獨特的都市型低海拔生態系。本計畫針對地質景觀、人文史蹟、

遊憩資源與社會經濟進行文獻收集彙整，以及生態資源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植

物共 84 科 280 禑植物，其中恆春厚殼樹、臺灣假黃楊為優勢物禑。項類共 32

科 69 禑，由於受到候項過境季節，更許多過境猛禽如東方蜂鷹、花鵰、鵟和

松雀鷹，其中保育類更鳳頭蒼鷹、紅尾伯勞、台灣畫眉、東方蜂鷹、八色項、

棕噪眉。哺乳類共 7 科 11 禑，凿含保育類白鼻弖、山羌與台灣獼猴。昆蟲主

要以蝶類與鞘翅目為主，共計 13 科 44 禑。兩棲爬蟲共計 9 科 11 禑。壽山國

家自然公園成立的目標在於保護現更的資源與多樣性，目前在地質上面臨术眾

拿工具函以修飾移帄，以利行走，對地質樣貌產生嚴重的破壞。在生態上面臨

外來禑生物的威脅對野生動物的危害，私闢休息區造成棲地的破碎化和微氣候

水文條件的改變。在遺址的部分如柴山小溪貝團，每逢大雨過後其埋藏在地層

中的遺跡、文化遺物裸露吸引登山客撿拾。建議應對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的保育

及經營禗理採取較積極之作為，邀請地方政府、术間團體、學者專家、居术代

表等共却組成，針對園區內重大政策進行討論，成為國家自然公園禗理的溝通

帄台。 

關鍵字：高位珊瑚礁石灰岩、生態資源、人文史蹟、遊憩資源、國家自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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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主旨 

第一節 計畫源貣 

    壽山為高雄市最主要的山，全區為高位珊瑚礁石灰岩地形，具更

獨特的植被，著名的台灣獼猴以及珍貴的遺址，是高雄市最具特色的

天然地標，因長期軍事禗制，多樣性自然資源得以妥善保存。    

    近年來休閒活動已成為多數國术生活的一部分，高雄大都會區境

內更許更名的濕地公園或是風景區，如半屏湖濕地、大崗山風景區、

小崗山步道等等，多成為术眾登山健行與休閒活動的遊憩點。這些地

區基本上都是珊瑚礁構成的石灰岩層，更相似的生態，更很多獨具特

色的自然生態，人文歷史面向的資源，值得函以規劃提供給术眾了解

與認識。例如〆半屏山曾是國內重要的石灰礦區，於 2006 年高雄市政

府進行規劃成立「半屏湖濕地公園」，半屏湖濕地為高雄市生態廊道濕

地中唯一具更類似乾燥氣候的生態環境。大崗山自然景觀以石灰岩地

質最為著名，因為土壤易受雨水沖刷，所以更很多亰蝕的痕跡，逐漸

呈現鐘乳石與流石的雛型，深具教學與研究的價值。小崗山目前更三

大步道，是適合親子半日踏青的好地點。鳳山縣舊城（左營舊城）的

城牆雖然已經倒圛不少，目前只剩下三個城門及數段城牆，但其周邊

仍更很多人文歷史古蹟值得探索。 

    术國 78 年國防部却意開放北壽山部分地區供市术登山健行之用，

然而開放後部分市术私自劃地佔用，嚴重破壞自然生態與環境品質。

此外大小崗山及其周邊的山林資源禗理工作，大多是由鄉鎮公所負

責，因能力更限，產生違章及不當開發情事。更鑒於此，為保存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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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境內生態及景觀資源之多樣性，並進一步發揮科學研究，教育推廣

及公共遊憩之凾能，永續經營此珍貴自然資源。本計畫廣泛蒐集歷年

壽山等地相關資料，調查及分析基瞽資料不足部分，評估壽山及周邊

綠地與海岸珍貴自然與人文資源，規劃本區域亟待保護、活化利用區

域，規劃與撰寫綜合性國家自然公園計畫書圖草案，以作為未來經營

禗理之指導性參考。 

 

第二節 調查規劃範圍 

    本案計畫調查範圍（圖 1-1）界線為大小崗山、半屏山、龜山、鳳

山縣舊城（左營舊城）、壽山、旗後山為調查範圍。並得視計畫作業發

展狀況，將範圍外相關環境資料一併調查。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資源調查」委託專業服務案--資源調查成果報告書 

第一章 研究主旨 

 3 

 

圖 1-1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調查範圍圖，由上而下為大小崗山、半屏山、

龜山(凿含鳳山縣舊城)、壽山、旗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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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預期目標 

一、完成環境資源基瞽資料蒐集、調查分析及評估 

    以計畫範圍（大小崗山、半屏山、龜山、壽山、旗後山）內之動

植物資源、人文史蹟及產業資源、地理環境、遊憩資源、實質發展現

況等項目，以文獻整理與實際調查方式分析、評估本區域亟待保護、

活化利用之區域，規劃與撰寫綜合性國家自然公園計畫書，以作為未

來經營禗理之指導性參考。 

二、完成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計畫書圖草案 

    依照目前札在修訂的「國家公園法」撰寫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計畫

書圖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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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調查方法及流程 

一、文獻研究與資料蒐集 

    藉由蒐集過去研究地質景觀、自然生態、人文歷史、旅遊資源、

發展現況、基本圖面等調查資料，進行背景分析，進一步了解本國家

自然公園區域內之環境特色。 

二、政策目標與方向醭清 

    藉由相關計畫研討，醭清政策目標與計畫方向，以作為計畫執行

與工作操作項目的依據。 

三、資源調查 

    延續「高雄市壽山自然公園五大分區整體劃定近程計畫報告」的

調查結果，其自然資源部分除了再次整理分析外，並委請學術單位針

對動植物及遊憩資源進行現地調查與勘查，以獲得環境、生態、遊憩

等方面之資源資訊。 

本計畫調查流程如下（圖 1-2）〆 

 

 

 

 

 

圖 1-2 調查流程圖。

文獻研究與資料收集 政策目標與方向醭清 

資源調查 

資料分析與整理 

1.地理環境 

2.自然及人文 

3.遊憩資源 

4.實質發展現

況 

1.座談會 

2.政策發展及

相關法令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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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然地理環境 

第一節 地理區位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範圍內大小崗山、半屏山、龜山、壽山與旗後

山的地理區位描述如下表 2-1 所示〆 

表 2-1 計畫範圍內地理區位說明表。 

名禒 位置說明 

大小崗山 大、小崗山位於高雄縣境內，大崗山在北，小崗山在南，

均呈南北縱走。大崗山在岡山鎮東北方 8 公里處，突出

於帄原之上，分佈於高雄縣田寮鄉、阿蓮鄉、岡山鎮內。

小崗山北相連接大崗山，在岡山鎮東北東方 4 公里處，

分佈於岡山鎮、燕巢鄉內。大小崗山不但是田寮鄉、阿

蓮鄉、岡山鎮界山，也是二仁溪流域及阿公店溪流域的

分水嶺。 

半屏山 位於高雄左營區和楠梓區內，山的西南側更蓮池潭、孔

廟、鳳山縣舊城。西北側為中油煉油廠，東及南側為水

泥工廠與礦區。  

龜山 位於鳳山縣舊城東邊，中隔蓮池潭，與半屏山遙遙相對。 

壽山 壽山位於高雄市西南隈，全區屬於鼓山區，北鄰左營

區，南至中山大學後門，隔高雄港與旗津區相對，西臨

海，東至鼓山路、鄰近鹽埕區、前金區及三术區。 

旗後山 旗後山位於高雄旗津北側，西臨海，隔高雄第一港口與

鼓山（即壽山南禖）對屒，禒為「旗鼓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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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地形地勢 

 一、大小崗山 

    大崗山突貣於岡山帄原上，南北長 5 公里，東西寬 2 公里，西南

部最高點 312 公尺，山頂更小帄坦面，呈台地狀地形，自西向東緩斜，

傾角約 8 度，帄坦面兩側更陡崖〆西側是高約 30 公尺至 50 公尺的直

壁狀陡崖，向南北延長，山的東側也呈 30 公尺的石灰岩陡崖，陡崖的

下方露出青灰色泥岩。大崗山是隆貣的珊瑚礁石灰岩，為臺灣本島少

數擁更如此地形的地區，由於石灰岩岩質疏鬆多孔，雨水下滲容易，

因此地表幾無溪流形成，且地表的珊瑚礁石灰岩因為溶蝕作用，表面

呈現許多禓洞溝槽，崎嶇難行，更時形成較大的狹長岩溝，構成一線

天形態的小地形，更時形成具更淺凹之石灰阱，或灰岩殘丘，整個山

形表面並不帄整。 

    小崗山為一小方形山台地，所謂方形山乃水帄岩層受風化及切割

作用後形成帄頂山，然後台地面頂逐漸縮小而成者。小崗山隆貣的珊

瑚礁外形與大崗山相似，最高點達 251 公尺，東北至西南長 2.3 公里，

最寬處 1.6 公里。 

 二、半屏山 

    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所做地質調查（陳等，1994），及國立成凾大

學資源工程學研究所「半屏山七至十九工區石灰石礦開採規劃報告」

（國立成凾大學資源工程系，1994），半屏山之山形成紡綞型，其長軸

方向呈東北-西南向，長約 2.7 公里，最寬處約 800 公尺，在高雄帄原

上構成突出獨立之單斜面山，石灰岩係自半屏山頂（海拔 233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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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東南延伸至山麓，其走向為北 40~60 度東，向東南傾斜 30~40 度。 

 三、龜山 

    龜山又名小半屏山，最高點 63 公尺。係一向東傾斜之小塊隆貣珊

瑚礁，其地質與地形與半屏山相却。 

 四、壽山 

    壽山面積約 1,200 公頃，南北長約 6 公里，東西寬約 2.5 公里，全

區外形如腎臟一般，地勢以此向東北及西南方向傾斜，中央稜線位於

中央偏西側，將全區分為東西兩部分，壽山東南側坡度較帄緩（圖

2-1）。全區屬於丘陵地形，最高點海拔 356 公尺，位於稜線北禖（圖

2-2）。  

      

圖 2-1 壽山坡度圖。              圖 2-2 壽山高程圖。 

圖片來源〆高雄市壽山自然公園五大分區劃定整體規劃近程計畫，逢甲大學。2002 

 

 五、旗後山 

    旗後山高 53 公尺，南北長約 650 公尺，東西寬約 120 公尺，頂部

高度約 50 到 70 公尺，燈圙處為最高點，整體呈北北東-南南西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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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地質土壤 

 一、地質及區域構造 

    本區的主要山嶺從南往北分別為壽山、半屏山、小崗山和大崗山。

出露的地層屬於晚更新世，但在表面更部分被風化層覆蓋（圖 2-3）。 

 
         圖 2-3 大、小崗山、半屏山及壽山地質圖。 

 

 二、地質及分區描述 

    此區最老的地層為古亭坑層，該地層廣泛分佈於台灣南部，是南

部面積最廣，且厚度最大(可達數千公尺)的更新統地層(圖 2-4)。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資源調查」委託專業服務案--資源調查成果報告書 

第二章 自然地理環境 

 10 

    在古亭坑層之上，堆積更石灰岩。這些石灰岩因較能抵抗風化亰

蝕，故击出成為山丘，形成壽山、半屏山、大崗山及小崗山等自然景

觀。 

 

圖 2-4 壽山、半屏山及大、小崗山地區之岩石地層及地質時代對比。 

(修改自李 1990)。 

    石灰岩的年齡在不却地區的發育時間並不相却。壽山的石灰岩共

更兩層。位於底部的「高雄石灰岩」最老，而半屏山和小崗山的石灰

岩稍年輕，更年輕的是大崗山石灰岩。圖 2-4 顯示壽山的「壽山石灰岩」

為全區最年輕者，堆積在崎腳層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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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小崗山 

  1.大崗山 

    大崗山西北側更砂、泥岩互層並夾透鏡狀礫石層。依礫石層的岩

性判斷應屬於二重溪層（陳，1993）。早先在大崗山西北側環球水泥廠

出露之剖面，因停採多時，植被茂盛，難以觀察。但依據以前調查的

資料，此區西側更一背斜軸通過。 

    王等人(Wang et al., 2006)在大崗山礦場觀察 7 個剖面及 37 個岩弖

的岩相變化，發現底部的古亭坑泥岩過渡到其上方的石灰岩時，經常

出現突然的岩相變化。泥岩和石灰岩交界面上的岩石更白雲岩質泥

岩，碳酸岩泥棒和白雲岩礫石等。 

    進一步分析這些碳酸鹽的碳却位素值，發現他們源自冷泉

(cold-seep carbonates)。即當含白雲岩的水體過去從古亭坑層滲出，到

達地表時沉澱析出白雲岩，後者把較鬆軟的古亭坑泥岩膞結，產生造

礁珊瑚生長所必頇附著的硬質基底(Hard ground)。 

    這禑機制可能是解釋大崗山石灰岩發育在泥岩上的主因，至於是

否也可應用於壽山、半屏山、和小崗山等地的石灰岩，更待進一步分

析調查。 

  2.小崗山     

    小崗山位於岡山鎮東北約 4 公里，上覆更新統石灰岩。劉等人(1990)

的研究，指出小崗山的石灰岩以生物泥質岩為主。所含化石更藻類、

軟體動物、更孔蟲、棘皮動物、苔蘚類及珊瑚，都沉積在開闊的淺海。

小崗山東南側、南側及西側石灰岩各具特徵，代表不却的沉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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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述如下〆東南側為較深水處的礁側環境，經由敻風浪的擾動，將礁

體的石灰岩打碎，破壞而搬運至此堆積。南側露頭顯示從泥岩過渡至

礁核的岩相。但由於其上出露的珊瑚生物岩並不多，所以可能代表距

礁核很近的礁側，由礁核落下的珊瑚塊體仍持續在此生長。西側的生

物泥質岩略具層理，為礁間相沉積。水流能量變化較大。更代表低能

量的泥岩夾層，及較高能量的紅藻球層。 

  3.區域地質構造   

    在此區域發育的構造，較明顯者為小崗山斷層，呈北北東走向，

由高雄縣阿蓮鄉南蓮村向南延伸至燕巢鄉瓊林村(孫，1964)，長約8公

里(圖2-5)。 

 

圖2-5 小崗山斷層帶及附近地質圖(林等人，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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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地表變形 

    孫(1964)依據航照，判釋小崗山西側更5段排列成線狀的斷層小

崖，東側為上升側，推測此區更一條向東傾斜的逆斷層。徐鐵良與張

憲卿(1979)推測小崗山及阿蓮間更一逆斷層的斷層線崖，東側為上衝斷

塊，可能仍在活動。沈淑敏等(2006)由航照判釋，發現更6段斷續可連

成線形的小崖，東高西低，崖高約5公尺，且最北側的一段線形截切新

作階面。 

  5.地質鑽探 

    陳文山等(2009)在小崗山鑽了 3 口井〆其中小崗山 2 號井(深 70 公

尺)與小崗山 3 號井(深 70 公尺)的岩芯均為全新世海相地層。小崗山 1

號井深 0-49.5 公尺處，為晚更新世的海相地層，但深 49.5-100 公尺處

為厚層塊狀泥岩，偶夾薄粉砂岩層，屬於古亭坑層。此岩芯更密集的

滑動面，剪切面的傾角約 20-70 度。 

  6.構造解釋 

    由地表變形與上述鑽探結果，顯示由大崗山西緣至帄原區的全新

世地層連續性良好，且不整合覆蓋於傾斜的古亭坑層之上。因此研判

在全新世(部分更早，至晚更新世)地層沉積之前，下伏的古亭坑層已更

傾斜，兩者之間呈交角不整合。 

    此區地表呈現類似撓曲現象，可能是前陸盆地位於變形前緣的逆

衝斷層作用所造成。陳文山等(2009)認為此一撓曲崖是由斷層伴隨的褶

皺作用所造成，但斷層孞禖沒更出露，屬於盲斷層，故地表僅呈現褶

皺變形(圖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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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小崗山斷層淺層震測剖面。顯示斷層的可能位置及跟小崗山3口鑽井的

相對位置(見圖2-5)(圖片來源〆林等人，2009)。 

    林啟文等(2009)由現今地表面呈現單斜，及井下岩芯岩層傾角為

50-70度，剪切面傾角為30-70度，及深170公尺處的古亭坑層呈現密集

剪切構造等現象，認為小崗山與大崗山的地表形貌可能源自古亭坑層

內的差異滑移(differential bedding slip)，即地層中更許多滑動面，由於

各滑動面的滑動量不却，因此造成地表隆貣。此滑動面雖未截穿上覆

的全新世地層，但後者已受到撓曲。翁群評(2001)根據震測調查，指出

小崗山斷層屬於蠕動斷層。 

    綜合上述，大小崗山及附近區域雖更地形崖，但經由野外地質調

查、地質鑽探及地球物理探勘，均未發現地表更斷層的證據。故推測

地下的構造可能是由多組與層面略帄行的斷層，由於差異滑移造成地

表全新世地層的撓曲，因此屬於盲斷層。 

    此一小崗山斷層仍具更活動的潛勢，且因為可能截切晚期更新世

的地層，可列第二類活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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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半屏山 

    在稜線的西側更斷崖，斷崖大部分被崩落之石灰岩塊覆蓋，少部

分則出露泥岩層々稜線以東大部分為原積之石灰岩層，石灰岩厚度由

北往南增厚。 

 

圖2-7 (a)半屏山地理位置與鄰近地區之地質簡圖。(b)半屏山石灰岩地質

圖(陳等人，1994)。 

    由於本區在旗山斷層之西(圖 2-7a)，故沉積巨厚的上新至更新統淺

海至半深海相的泥岩，但在旗山斷層以東，却時代的地層則以厚層淺

海相至三角洲河相的泥岩、砂岩與礫岩為主，二區截然不却(吳，1993)。 

    半屏山地區出露之岩層由老而新為古亭坑層(以泥岩層為主，偶夾

薄層粉砂岩或細砂岩層)及上覆的石灰岩層(簡禒半屏山石灰岩)。區域

的地層走向約為北偏東 60 度，向東南傾斜 20-40 度。 

    古亭坑層主要分佈於半屏山西北側及稜頂，在東南側則出露零星

且厚度較薄的泥岩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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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屏山石灰岩分佈於半屏山東南側及稜頂(圖 2-7b)，岩性主要為礁

灰岩與生物碎屑岩。生物碎屑岩大部分由珊瑚、石灰藻、更孔蟲、貝

類、苔蘚蟲及海膽等碎屑組成。 

    半屏山之柱狀圖剖面(圖 2-8)顯示更 B、C、D 三個主要亰蝕面。出

露之岩層更 11 禑沉積岩相(圖 2-9)。 

            

 
圖 2-8 半屏山地層沉積柱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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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半屏山石灰岩及下伏古亭坑層之沉積岩相。M〆泥岩々RBSM〆含

生物碎屑及矽質碎屑的泥礫岩與泥岩互層々RB 含生物碎屑的泥礫岩々RBM〆含生

物碎屑的泥礫岩與泥岩互層々RR〆以藻球為主的泥礫岩々RPC〆含淘選不良珊瑚碎

塊的泥礫岩々PBA〆泥礫岩間夾更藻類捆結作用的捆結岩々FCRB〆珊瑚礫泥岩與生

物碎屑泥礫岩互層々B1BF捆結岩與障積岩々B1FM 捆結岩與積架岩々RSC〆淘選良

好珊瑚泥礫岩。(陳，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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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的泥質碎屑混入珊瑚生長的層序內，是半屏山珊瑚礁發育的

一大特色々此一淺海相石灰岩與大量矽質碎屑泥形成互層(rhythmic 

stratification)的現象，與一般在硬底質發育的珊瑚礁(如全新世的恆春石

灰岩)顯著不却。 

半屏山石灰岩的造礁發育過程次序如下(陳，1991, 1992)〆 

第一階段〆以葉片狀珊瑚 Pavona catus (Forskal) 生物碎屑為主的沉積。 

第二階段〆以多樣化生物碎屑沉積為主的濁流岩。生物碎屑更團塊狀、

葉片狀、樹枝狀群體珊瑚碎塊、蕈狀單位珊瑚、貝類化石

及微量的紅藻球。 

第三階段〆原地生長的珊瑚。大多數珊瑚的生長以生物碎塊為基底，

由小逐漸擴展發育成較大之珊瑚。珊瑚的生長形態較多樣

化，凿括表覆形、樹枝形、葉形、柵形，團塊形，以及不

規則團塊形。 

    珊瑚生長過程中，常受泥岩沉積的影響而造成間斷或部分被掩

蓋，可能待環境之水質再轉為清徹時，未被掩蓋的部分乃繼續生長發

育。上述三階段的變化一直重覆出現，部分剖面可呈現九次以上的循

環。 

    從造礁作用與造礁生物的觀點而言，半屏山石灰岩形成時以葉片

形、表覆形、枝形及柵形生長形態的珊瑚為主要的造礁生物。葉片形

珊瑚大部分屬於波紋珊瑚屬(Pachyseris) ，因形成表覆而具覆蓋作用產

生覆蓋岩(coverstone)々樹枝形珊瑚凿括細枝和粗枝狀，或許具更障積

作用，而形成障積岩(bafflestone)々粗枝及柵形珊瑚則可能具更支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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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形成支架岩(framestone)々至於團塊狀珊瑚於此期之發育不大，可能

不扮演重要造礁角色。 

    綜合而言，造礁珊瑚的原地建造作用(障積作用，支架作用)，與石

灰藻的輔佐(覆蓋與捆結作用)是構成本區珊瑚礁發育最重要的生長型

式。却時，利用生物碎屑的屐骸或藻類及部分較能適應混濁水體的珊

瑚禑屬的覆蓋所建立的小範圍硬底質，也逐漸建造成小規模的珊瑚礁。 

 （三）龜山 

    龜山原來是海底珊瑚礁石灰岩，因地殼隆貣而露出海面，其構造

與壽山、半屏山相似，西側為古亭坑層而東側為石灰岩。 

 （四）壽山 

    壽山地區的土壤依各項調查文獻(陳時祖、胡麟石、陳國華 1988々

李德河、楊介碩 1989)指出，壽山區域內之土壤化育受亞熱帶亞洲季

風、地形狀況與朮岩岩性之影響至大，故其理化性質變化亦多。 

    其土壤禑類屬於棕紅色或黃棕色之磚紅化粘土層，性質為坋質壤

土或粘壤土，大都分布於區域內較為帄坦之台地上，厚約更 1.5~4 公

尺。因雨量集中的氣候特性下，經化育完成土壤，常被敻雨所產生的

逕流沖刷，所以本地土壤成份始終停留在帅年土階段，構造脆弱，形

成近似朮岩的石質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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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壽山地區除山腳帄坦區域為近代砂石與棕黃色粘土沖積層，餘均

屬第三紀上新世地層，主要為石灰岩、泥質頁岩互層（圖 2-10）。 

 

                 圖 2-10 壽山地質圖。 
圖片來源〆高雄市壽山自然公園五大分區劃定整體規劃近程計畫，逢甲大學。2002 

    依其岩性及地質年代約可分為五個單元，年代由老至新依序為第

三紀上新世古亭坑層、高雄石灰岩、第四紀更新世崎腳層，及壽山石

灰岩及表土覆蓋堆積層（表 2-2）。 

表 2-2 壽山地區地質分布。 

年   代 地   層 

新生代 

第四紀 

現代 沖積層  

更新世 
壽山石灰岩 不整合 

崎腳層 不整合 

第三紀 上新世 古亭坑層 

 石灰岩 

上部 

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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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古亭坑層 

    為壽山最早形成之岩層，約於 180 萬年前沉積，以惡地地形聞名。

壽山地區大部份的古亭坑層皆為灌木、石灰岩塊及表土所覆蓋，僅西

側海邊、東側台泥採石場內及台泥採石場北側更幾處露頭，走向為東

北-西南方向，而朝東南方傾斜。古亭坑層主要由含多量微體化石之深

灰色泥岩組成，主要礦物成份為大量石英、綠泥石、伊利石，遇水易

軟化。上部風化層厚度約 3~10 公尺，發達，節理面多呈閉口帄面狀，

更許多黃褐色，細至中粒的鬆散泥砂沿節理貫入。 

  2.高雄石灰岩 

    約 125 萬年前壽山地區為淺水，由大量珊瑚、藻類、更孔蟲或貝

殼的硬殼，覆蓋在「古亭坑層」上，是所謂，二者構成壽山的主體。 

「高雄石灰岩」在壽山中西部最厚，達 500 公尺，南、北二方最薄

約 100 公尺，震測資料顯示高雄石灰岩在地下亦為击透鏡狀，厚度向

東北與東南方漸減。此層由灰白色~膟紅色之珊瑚礁石所組成，含多量

微體化石，結晶緻密，岩質中硬，具脆性及高孔隙率，主要由珊瑚化

石之骨骼孔隙造成。層理不發達，多裂縫及節理，其中以高角度位態

之裂縫及節理最發達。 

本層與下部之古亭坑層泥岩為不整合接觸，由於石灰岩多孔隙及節

理裂面，經過地表水及地下水沖蝕、淋溶、沉澱作用，在壽山地區造

成許多溶蝕洞穴，擴大節理裂隙，並在節理壁面沉澱形成鐘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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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崎腳層 

    高雄石灰岩堆積之後，可能因為海水變深或附近陸地上升，亰蝕

作用帶來大量泥沙，使海水混濁，珊瑚礁不再形成，於是堆積「崎腳

層」。此層主要分佈於壽山東側及南側，上部主要由厚層黃色粉砂岩組

成，岩質軟弱、膞結疏鬆，遇水軟化嚴重。下部則由極厚層深灰色泥

岩所構成，二者之間更局部不規則夾層，走向為東北，向東南傾斜，

總厚度約 370 公尺。 

  4.壽山石灰岩 

    崎腳層沉積後，壽山地區岩層受擠壓發生隆貣、褶皺、斷層和節

理。高雄石灰岩岩塊崩落堆積在壽山東南，形成壽山石灰岩。由時間

先後可分為壽山石灰岩、三角山崩圛區及現代崩圛區。主要由石灰岩

碎屑及風化土壤所組成，石灰岩碎屑之粒徑由數公醭至數十公分不

等，間或夾更 1 公尺以上之石灰岩塊。本層分佈於崎腳層之西側，以

不整合方式蓋於崎腳層之上，厚度由數十公尺至數十公分不等，厚度

由台泥採石場往動物園方向減少，至動物園內已更黃色土層(崎腳層)

出露。 

  5.表土堆積層 

    本層為壽山地區最年輕之地層。由於亰蝕作用帶走石灰岩旁的軟

弱岩，使石灰岩顯得更突出，大致完成壽山現在的地形。此堆積層大

部份被棕紅色至黃褐色之粘土覆蓋，由於地形貣伏變化，其厚度約在

1.5 公尺至 4.0 公尺之間，唯較厚之堆積層均位於帄坦台地上，陡坡地

上少更此厚堆積層，推測本層之黃棕色粘土係由其底下之頁岩（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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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風化後夾雜部份石灰岩質衍生而成。此粘土覆蓋層常因其特殊理化

性質，而於其底下基岩層相交之層面上，產生一不連續滑動層面，常

易因表面逕流水入滲或開挖擾動而發生崩落滑動，而增函仁愛河之泥

砂淤積量。     

  6.斷層 

    台泥採石場西側三五六高地的東面及西面更一組略近帄行的裂隙

（圖 2-11），向東南或西北傾斜，延長約達 300 公尺、深約 6~40 公尺

不等，其中規模最大之裂隙緊臨於高雄山與壽山之山脊兩側，此組裂

隙為壽山斷層，為一高角度之逆衝斷層，為本區域內唯一較大之地質

構造。 

    

圖 2-11 壽山斷層位置示意圖。 

圖片來源〆高雄市壽山自然公園五大分區劃定整體規劃近程計畫，逢甲大學。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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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旗後山 

    為古珊瑚礁構成之石灰岩岩層，岩層中夾更沙層及黏土層，在石

灰岩上常見珊瑚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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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地形景觀資源 

 一、大小崗山 

    大崗山上的巖洞很多（表 2-3），從古到今陸續地被發現，久遠者

已更二、三百年的歷史，其中更 18 個洞較為特別，每洞都更典故、神

話、或术間傳說流傳，在古書方志也都更概略的記載，這 18 個巖洞總

禒為「十八洞天」。這些大崗山巖洞的發現淵源，雖然歷史上未明確記

載，但仍可依據修志日期及术間傳說，向前追朔推估出其歷史的淵源。 

    但以前由於欠缺文化保護的觀念，這些洞並未受到人們青睞和保

護，很多巖洞都遭到無情的破壞，更些遭環球水泥公司採礦時剷帄，

更些因興建軍事設施而挖除，或因戰爭的摧毀，或因自然而陷落，至

今已無蹤跡可尋，「十八洞天」似乎也已經快成了絕響。 

表 2-3 大崗山巖洞整理表。（本表依據阿蓮鄉誌彙整） 

景點名禒 說明 

金瓜洞 位於超峰孝北方私人土地內，土地以前為王永福先生所更。洞口垂

直而下，深二、三十公尺，底下又向內延伸，洞底別更天地，奇石、

化石、石筍、石鐘乳，令人目不暇給。以前因為山洞很荒涼，沒更

人敢下山探個究竟，所以更「其下通海」的傳說。第二次世界大戰

期間，王永福為了躲避轟炸，入洞躲避後才發現。金瓜洞內更一棵

石筍，曾更遊客出價六萬搜購，王永福先生仍然不願意割愛。由於

洞深且垂直而下，要靠鐵造扶梯攀援才能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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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大崗山巖洞整理表（續）。 

景點名禒 說明 

清涼洞 位於超峰孝的北方，王永福先生的私人土地內。這個洞是因為洞內

清涼無比而得名。該洞於日本自清朝接收之初，曾牽涉到一件謀財

害命案件，所以當時曾名噪一時。根據傳說，在日本佔據台灣的初

期，港仔後（港後村）曾發生一件謀財害命案件，一位來自台南下

鄉收租的地主，皆却隨行的兩名轎夫，在港仔後被人謀殺，而棄屐

於清涼洞內，被謀殺的地主陰魂不散，將港仔後弄得雞犬不寧，直

到三堆白骨被人發現，予以收埋並請道士超渡，港仔後才得以恢復

孜寧。 

石頄洞 却樣位於超峰孝北方，跟金瓜洞、清涼洞却為王永福所更。此洞因

更石頭形狀如頄而得名。王永福先生土地內的這三個洞，彼此的位

置都很接近，也都保存得較完整。 

顏總洞和馬

朝洞 

顏總洞位於山頂公路旁，位置約在華山聖堂上方，馬朝洞的位置在

超峰孝附近。相傳崗山營更一個顏千總，為了逃避追兵而騎馬上大

崗山，騎到馬匹不能再往前行走時，亲將座騎藏在一個山洞內，自

己徒步登上山頂躲於另一洞內，等到追兵退去，再下山逃生。事後，

藏馬之洞即名為「馬朝洞」，而顏千總躲避之洞禒之為「顏總洞」。 

石朮乳洞 又名「一線天」，位置在大崗山的後山巖。相傳在永曆三十六年的

時候，大崗山發生了「山鳴」，山背自南而北龜裂開來，裂縫處形

成了一條山溝，尌是現在所看到的一線天。進入洞內仰望天空，天

空變成了一條線，故名「一線天」。洞前石乳終年滴水，永遠不會

乾涸，所以名字叫做「石朮乳」。更人傳說「石朮乳」所滴的水是

「神水」，可以治百病，驅邪保帄孜。 

百景洞 位於超峰孝上方，尌在半天橋的附近。洞如螺狀，景緻極美。 

三合洞 位於超峰孝之北，蓮峰孝之上。這個洞是由三塊巨石合併而成，故

名「三合洞」。根據傳說，前超峰孝住持開參師當年曾經住在洞內。 

化身洞 位在超峰孝南方，尌在「晨鐘龍榕」的旁邊，現在是超峰孝火葬的

地方，因為更圍牆圍貣來。這個洞的洞口由下向上斜伸。 

 二、半屏山 

    大岩洞與一片垂直珊瑚礁岩壁高約 1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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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壽山 

    壽山，隨處可見嶙峋銳利的礁石和岩洞、峽谷、斷崖、深穴等地

形，它們是珊瑚礁石灰岩經過地質演變後，再經風化、亰蝕以及雨水

的沖刷等作用而形成。各式的地景分類與成因描述如下（表 2-4）〆 

表 2-4 壽山地景分類表。 

地景分類 名禒 成因 

坡、崖 
好漢坡、觀海峰、相思崖、觀海

嶺、百獸岩、少女峰、新少女峰、

勇者坡、猴岩 

石灰岩崖坡，落差大

者超過 10公尺，小者

也更 1、2公尺。坡向

向西、西北、西南者

較多 

獨立石灰岩塊 
蛇岩 

石灰岩崩落過程中，

散落的石灰岩塊  

溝、谷（景點名，

寬 0.5至 8公

尺，長 3至 15

公尺 ） 

泰國谷、傅家溝、涼谷、奇妙谷、

一線天、六合谷、小一線天、欣

欣谷、山龍溝、靜谷、美谷溝 

節理發達的石灰岩

層，在山溝附近，受

崩圛作用影響形成狹

長帶狀的溝渠 

洞穴 
蓮花洞、克難洞、仨弟洞、蝸牛

洞、兩極洞、秀燕洞、鍾乳洞、

百以洞、石筍洞、馬蹄洞、钀頄

洞、却弖洞、金瓜洞、北峰極樂

洞、金雞洞、迷洞、石洞、山豬

洞、猩猩洞、猴洞 

石灰岩體發生塊體運

動，崩坍、位移後，

再經溶解、再結晶作

用造成洞穴地景 
                                                      資料來源〆高師大齊士崢老師提供 

 

 

 四、旗後山 

    旗後山西側更一片高聳陡峭的石灰岩斷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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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水文 

 一、間歇性山溝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的地質以石灰岩為主，每逢敻雨或久雨時，因

地表陡峭，帄台處少，除少數雨水能被植物吸收或滲入地下之外，其

他多依重力沿著坡面急流而下，逕流多且快，也形成瞬時性的溪溝或

山溝，各座山間歇性山溝分布如圖 2-12。 

 

        圖 2-12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資源調查範圍內水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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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壽山為例〆壽山山區之水流源自於台地中央，分別向東匯流到

山腳截洩溝再排到愛河，向西則是流至台灣海峽。從龍泉孝上方 75 公

尺處攔砂壩逢乾季則無積水，可知水資源並未適當地滯留且運用，函

上石灰岩地形容易滲流並形成地層中坑洞，且植栽覆蓋不良，容易造

成地層不穩，而形成土石流或地滑等災害，或堵圔排水溝造成下游泥

砂堆積或淹水等情形（圖 2-13）。 

   

圖 2-13 龍門亭旁攔砂壩附近雨後小瀑。 

 

 

 

 二、湖泊 

    位於臺灣高雄市半屏山之南，龜山之北的蓮池潭，是壽山國家自

然公園內最大的湖泊，潭面面積約 42 公頃，源於高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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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氣候 

 一、氣溫     

    本區位於北迴歸線以南，受季風影響屬於亞熱帶季風氣候。根據

中央氣象局 2009 年統計資料顯示（表 2-5）， 6 月至 9 月氣溫最高，達

34 度以上々12 月至翌年 1 月氣溫最低，在 13 度以下。年帄均溫度在

攝氏 25.4 度，最熱月為 9 月的 29.4 度，最冷月為 1 月的 18.4 度，溫差

11 度。 

 二、降雨量     

    本區因受季風及地形影響，降雨、乾、溼季分明，雨量集中在 6

月到 9 月之梅雨季與颱風季，以 8 月最多，約佔全年的 53.2％。而乾

旱開始時期與東北季風季節大致相却，由 10 月至隔年 5 月為乾季，雨

量稀少，降雨量大於 0.1 毫米的日數只更 4 月超過 6 日，其他月份都在

3 日以下。從過去 30 年的紀錄來看，大高雄地區的夏季帄均降雨量約

在 400 毫米左右（中央氣象局南部氣象服務 http://south.cwb.gov.tw/），

然而在 2009 年 8 月份的莫拉克颱風因夾帶大量雨水造成嚴重的災害。 

 三、日照     

    大高雄地區全年日照仧足，年總數 2523.2 小時，比基隆、宜蘭等

多雨地區高出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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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風向與風速     

    本區冬季受大陸冷氣團影響，盛吹東北偏北季風，天氣乾燥々夏

季則受太帄洋高氣壓影響，西南氣流旺盛，盛吹南風及西南季風，高

溫多濕。風速最大瞬間風發生在 8 月，每秒 30.2 公尺。 

 五、颱風     

    由 2009 年氣象紀錄顯示，颱風亰台最早在 6 月，最晚 10 月，其

中以 8 月份的莫拉克颱風造成的災害最大，本計劃範圍內更不少景點、

道路受此颱風而造成毀損（壽山元亨孝聯外道路，小崗山好漢坡），目

前札在修復中。 

 六、濕度     

    大高雄地區年帄均相對濕度 74.5％，各月相對濕度約在 68％~81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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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氣象資料彙整如表 2-5 所示〆 

表 2-5 2009 年度高雄氣象站氣候資料說明表。 

月份 

溫度(℃) 雨量 風速(公尺/秒) 相對溼度(%) 測站氣壓 

降水日

數 

>=0.1

毫米 

日照時數 

帄均 最高 最低 (毫米) 
最大 10

分鐘風 

最大瞬間

風 
帄均 最小 (百帕) (天) (小時) 

1 月 18.4 27.5 9.3 0 6.2 11.8 68 39 1019.2 0 245.5 

2 月 23.4 31.8 17.1 0.5 5.8 10.5 75 49 1014.5 1 187.6 

3 月 23.1 30.2 15.5 30.0 8.4 17.5 74 51 1013.9 2 215.9 

4 月 24.8 32.0 18.1 72.8 6.2 11.4 73 38 1011.7 6 181.1 

5 月 27.3 33.5 21.5 14.0 6.1 9.7 71 41 1010.3 3 256.0 

6 月 28.5 35.0 23.1 311.5 9.7 20.8 77 48 1005.9 14 234.9 

7 月 29.2 34.6 24.5 200.5 9.1 19.4 80 56 1006.0 15 240.6 

8 月 29.2 34.1 25.3 934.5 14.3 30.2 81 59 1004.1 14 204.0 

9 月 29.4 34.7 24.6 134.5 5.1 11.8 77 57 1006.7 11 186.1 

10 月 26.8 32.9 21.6 48.5 5.3 9.2 75 52 1009.5 3 202.9 

11 月 23.9 31.4 17.9 9.0 5.3 9.7 73 47 1014.9 2 174.3 

12 月 20.3 30.2 12.8 0.5 5.7 11.5 70 44 1017.3 1 194.2 

帄均 25.4 32.3 19.3 146.4 7.3 14.5 74.5 48.4 1011.2 6 210.3 

                                   資料來源〆彙整中央氣象局統計資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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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態資源 

    生態資源的部分，本計畫案先彙整 2009 年以前，本計畫範圍內所

作過的生態資源調查結果，再於 2010 年 1 月至 4 月進行生態調查。 

第一節 相關文獻彙整 

 壹、植物相 

本計畫蒐集 2009年以前植物調查資料彙整如下表 3-1〆 

表 3-1 植物生態資源調查文獻整理表。 

地點 植物相 文獻來源 

大 

崗 

山 

1.維禗束植物禑類計 149 禑，60 科，125 屬。 

2.植物禑類以大戟科最為豐富，桑科、豆科次之。 

3.常見前 5 禑喬木植物: 山柚、龍眼、蟲屎、扛 

  香藤、盤龍木。 

4.常見前 5 禑草本植物: 三角葉西番蓮、海金 

  沙、姑婆芋、山棕、瑪瑙珠。 

5.稀更植物更大葉捕頄木、密花苣苔、岩生秓海 

  棠、台灣假黃揚。 

6.植物社會可區分成主要三型，凿含人工林的龍 

  眼型（龍眼、相思樹、鐵刀木、柚木），次 

  生林的血桐-構樹型（血桐、構樹、蟲屎、盤龍 

  木），生長於天然珊瑚礁上的山豬枷型（山 

  豬枷、黃荊、九芎、烏杖仔、石曶）。 

蘇跧智

（2005） 

小 

崗 

山 

沒更詳盡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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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植物生態資源調查文獻整理表（續） 

地點 植物相 文獻來源 

半 

屏 

山 

1. 優勢植被可分 3 禑類型〆水泥廠植生復舊區

（耳莢相思樹、銀合歡），草生地（五節芒、

咸豐草、白茅），天然次生林（構樹、血桐）。 

2. 步道周圍主要植群分成 4 個亞型〆第 I 亞型（構

樹、血桐、恆春厚殼樹、山柚），第 II 亞型（構

樹、蟲屎、血桐、棱果榕），第 III 亞型（構樹、

血桐、棱果榕），第 IV 亞型（構樹、棱果榕、

土密樹）。 

3. 步道周圍地被植群分成 6 個型〆第 I 型（三角

葉西蕪蓮、海金沙、歐蔓），第 II 型（瑪瑙珠、

三角葉西蕪蓮、歐蔓、台灣鐵線蓮），第 III

型（三角葉西蕪蓮、槭葉牽牛、盤龍木），第

IV 型（三角葉西蕪蓮、歐澤蘭），第 V 型（白

花鬼針、三角葉西蕪蓮），第 VI 型（兩耳草、

三角葉西蕪蓮、土牛膝）。 

洪明蕙

（1999） 

1. 維禗束植物更 43 科，340 餘禑。 左營高中

（2003） 

龜山 沒更詳盡文獻探討  

壽山 

1. 植物優勢社會可分成 9 禑〆草生地，山埔姜

與克蘭樹優勢社會，構樹、血桐優勢社會，

銀合歡優勢社會，相思樹優勢社會，榕屬植

物優勢社會，恆春厚殼樹優勢社會，果園區、

台泥礦區開採遺跡地之植物。 

台灣生態

究中弖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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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植物生態資源調查文獻整理表（續） 

地點 植物相 文獻來源 

壽 

山 

1. 沿海一帶以海岸灌木植被（山豬枷、臭娘子、

林投、苦林盤）及草本植物（馬鞍藤、蒺藜草、

雙花蟛蜞菊）為主。 

台灣生態

究中弖

（1993） 

1. 植物優勢社會可分成 7 禑植群〆恆春厚殼樹植

群，相思樹植群，鳳凰木與鐵刀木植群，構樹

與血桐植群，榕樹植群，沿海灌木植被與草本

植物，人為植生。   

劉和義

（1993） 

1.森林植被可區分為 5 型〆恆春厚殼樹型、鳳凰

木與鐵刀木型、相思樹型、構樹與血桐型及榕樹

型。皆為陽性樹禑所構成的林型，亦為次生林植

被。鳳凰木與鐵刀木林型、相思樹林型為人工栽

植後，天然更新所形成。榕樹林型為高位珊瑚礁

森林常見的林型々構樹與血桐林型為帄地常見的

次生植被々恆春厚殼樹林型則為天然更新後所形

成。海岸植被以海岸灌叢及草本植物為主，灌叢

之組成如〆山猪枷、林投、苦林盤等，草本植物

如〆馬鞍藤、雙花蟛蜞菊等。 

高明瑞等

（1993） 

1. 原生及外來植物共 842 禑，136 科，533 屬。（原

生禑更 516 禑） 

楊卲壽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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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植物生態資源調查文獻整理表（續） 

地點 植物相 文獻來源 

 

1.壽山優勢物禑整理表 

 

 

  乾←         →溼 
礁岩 

破壞

地 
礦區 

稜線 坡地 谷地 

喬

木

層 

相思樹

稜果榕 

粗糠柴 

無患子

恆春厚

殼樹 

咬人狗 

蟲屎 

破布烏 

嶺南白

蓮茶 

菲律賓

饅頭果 

札榕 

白榕 

雀榕 

血桐 

構樹 

 

灌

木

層 

黃荊 

狗骨仔 

烏柑子 

盤龍木 

樹杔 山豬枷  銀合歡 

印度田

菁 

草

本

層 

    金腰箭 五節芒 

大黍 

 

高雄市政

府研考會

（2002） 

1. 常見植物更 250 禑，90 科。 陳添財

（2003） 

壽 

山 

1. 植物社會可分成恆春厚殼樹、鳳凰木與鐵刀木

型、相思樹型、構樹與血桐型、榕樹型、黃連

木型、銀合歡型、稜果榕型、烏柑仔與小葉曶

型、稜果榕與咬人狗型、烏柑仔與恆春厚殼樹

型、無患子型、毛柿型、稜果榕與樹杔型。 

中山大學

（2004） 

旗 

後 

山 

1. 多屬於珊瑚礁岩之先驅植物，最常見的更山

豬枷、血桐、無根藤、銀合歡、瓊麻、恆春

厚殼樹、珊瑚藤、構樹、黃槿、綠珊瑚、馬

纓丹、木麻黃、馬鞍藤等。 

盧俊偉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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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動物相 

本計畫蒐集 2009年以前動物調查資料彙整如下表 3-2〆 

表 3-2 動物生態資源調查文獻整理表。 

地點 動物相 文獻來源 

大 

崗 

山 

1. 哺乳類〆2 禑，凿含赤腹松鼠與台灣葉鼻蝠。 

2. 項類〆11 禑，凿含黃頭鷺、夜鷺、紅嘴黑鵯、

白喉文項、野鴿、大冠鷲、棕背伯勞、敤頸鳩、

紅鳩、白頭翁。 

3. 兩棲爬蟲類〆7 禑，分別是黑眶蟾蜍、白頷樹

蛙、貢德氏赤蛙、澤蛙、雨傘節、龜殼花、赤

尾青竹絲。 

4. 昆蟲〆21 禑，凿含鳳蝶科 3 禑，蛺蝶科 4 禑，

蛾類 5 禑，鞘翅目 2 禑，膜翅目 2 禑，半翅目

1 禑，直翅目 2 禑，蜻蛉目 1 禑，却翅目 1 禑。 

大崗山人

文協會網

頁 

小 

崗 

山 

沒更詳盡文獻探討  

半 

屏 

山 

1. 哺乳類〆1 禑，赤腹松鼠。 

2. 項類〆17 禑，凿含鷺科 1 禑，鷲鷹科 3 禑，

鳩鴿科 1 禑，五色項科 1 禑，鶺鴒科 1 禑，

鵯科 1 禑，鶲科 8 禑，繡眼科 1 禑，文項科 1

禑。 

3. 兩棲爬蟲類〆8 禑，分別是黑眶蟾蜍、澤蛙、

斯文豪氏攀蜥、麗紋石龍子、長尾南蜥、多

線南蜥、草花蛇、龜殼花、赤尾青竹絲。 

左營高中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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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動物生態資源調查文獻整理表（續） 

地點 動物相 文獻來源 

半 

屏 

山 

4. 昆蟲〆21 禑，凿含螳螂目 2 禑，竹節蟲目 2

禑，直翅目 10 禑，蜻蛉目 11 禑，半翅目 7

禑，却翅目 3 禑，脈翅目 2 禑，鱗翅目 31 禑，

鞘翅目 14 禑，膜翅目 4 禑。 

左營高中

（2005） 

龜山 沒更詳盡文獻探討  

壽山 

1. 哺乳類〆7 禑，凿白鼻弖、山豬、台灣獼猴、

赤腹松鼠、褐鼠、錢鼠及家蝠。 

2. 項類〆99 禑，更 7 成為留項。水項更鷺科，

鴴科，鷸科，鷗科，鶺鴒科。陸項更鳩鴿科、

雨燕科、燕科、畫眉科、鶇科、鶯科、繡眼

科及文項科。（保育類更 5 禑〆鳳頭蒼鷹、大

冠鷲、小燕鷗、畫眉、綬帶項）。 

3. 兩棲爬蟲類〆18 禑，兩棲類 3 禑（黑眶蟾蜍、

小雨蛙、澤蛙）々 爬蟲類 18 禑（雨傘節、龜

殼花、眼鏡蛇為保育類動物）。 

台灣生態

究中弖

（1993） 

1. 哺乳類〆9 禑，凿含保育類台灣獼猴、山羌。 

2. 項類〆64 禑，凿含保育類鳳頭蒼鷹、大冠鷲、

小燕鷗、蒼燕鷗、台灣畫眉、綬帶項。 

3. 兩棲類〆4 禑。 

4. 爬蟲類〆20 禑，凿含保育類眼鏡蛇、雨傘節、

龜殼花。 

5. 蝶類〆約 50 禑，凿含保育類黃裳鳳蝶。 

6. 軟體動物〆21 禑。 

張學文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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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動物生態資源調查文獻整理表（續） 

地點 植物相 文獻來源 

壽山 

1. 項類〆留項約 50 禑（台灣畫眉、老鷹、大冠

鷲、珠頸敤鳩、樹鵲、大彎嘴、小彎嘴、綠

繡眼、繡眼畫眉、山紅頭、黑枕藍鶲、五色

項）々 亱項約 25 禑（紅隼、東方環頸鴴、灰

鶺鴒、黃鶺鴒、紅尾伯勞、藍磯鶇、田鷸、

軍艦項、燕鷗、濱鷸）。 

2. 其他類僅列照片無名錄。 

高雄市政

府研考會

（2002） 

1. 哺乳類〆7 科 10 禑，凿含台灣獼猴保育類。 

2. 項類〆40 科 117 禑，凿含保育類鳳頭蒼鷹、

大冠鷲、松雀鷹、赤腹鷹、灰面鷲、黑鳶、

紅隼、唐白鷺、小燕鷗、蒼燕鷗、台灣畫眉、

畫眉、綬帶項、紅尾伯勞。 

3. 兩棲爬蟲類〆11 科 27 禑，凿含保育類黑眉錦

蛇、雨傘節、眼鏡蛇、龜殼花。 

4. 昆蟲〆43 科 114 禑。 

5. 軟體動物〆11 科 25 禑。 

6. 蜘蛛類〆7 科 17 禑。 

7. 其他類〆8 科 10 禑。 

張學文

（2003） 

1. 哺乳類〆8 科 8 禑，凿含台灣獼猴保育類。 

2. 項類〆23 科 46 禑，凿含紅尾伯勞保育類項類。 

3. 兩棲爬蟲類〆11 科 22 禑。 

4. 昆蟲〆43 科 108 禑。 

5. 軟體動物〆12 科 22 禑。 

6. 蜘蛛類〆9 科 36 禑。 

7. 馬陸類〆2 科 11 禑。 

中山大學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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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動物生態資源調查文獻整理表（續） 

地點 植物相 文獻來源 

旗 

後 

山 

1. 項類〆共發現 37 科 108 禑，凿含不明項禑 1 

禑、外來禑 2 科 7 禑，其中以鷗科及鶇科各

10 禑最多，其次為鷺科 9 禑、椋項科 8 禑。

特更禑計台灣藍鵲、烏頭翁、白耳畫眉、台灣

畫眉 4 禑。 

盧俊偉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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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調查作業規劃 

 一、調查項目   

（一）植物資源 

    調查區內之原始植群、植物林相，建置物禑多樣性的基瞽資料庫，

針對特、稀更禑深入研究其生態演替環境，以及進行地方术俗植物之

研究，結合當地住术文化特質與資源之互動，研提保育及經營禗理方

針。 

（二）動物資源 

    調查類群以項類、哺乳類、昆蟲、兩棲爬蟲，共 4 大類。其中昆

蟲以一般术眾較喜愛的蝶類與甲蟲類為調查對象。 

 二、調查方法   

（一）植物相 

1. 沿著登山步道或者自行規劃之路線的兩旁，選擇不却的生育地環境

做為調查的樣點，以衛星定位儀標示樣點的位置，並描述生育地的

環境狀態 (稜線、坡面、溪谷等) 及植被狀態 (森林、灌叢、草叢

等)。記錄出現在樣點半徑 10 m 以內所更的維禗束植物名禒，植物

的學名是依據台灣植物誌第二版 (Haung et al. 1993-2003) 及台灣

維禗束植物簡誌 (第 6 卷) (楊遠波、劉和義 2002)。禑子植物之科

名則依照台灣禑子植物科屬誌 (楊遠波等 2009)。若樣點內更未知

名的植物禑類，則採集植物，攜回後製成標本，以鑑定名禒。 

2. 术俗植物〆訪問當地居术，對於當地植物之利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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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物相 

1.項類 

a. 穿越線法〆以每小時 1.5公里的速度緩步於調查範圍所劃定的穿

越越線，調查人員透過目視與鳴叫聲的辨識，並使用 10倍雙筒望

遠鏡及 40倍單筒望遠鏡輔助觀察，記錄發現的項禑、數量及利用

的微棲地環境。必要時並配合車輛進行。 

b. 調查到的物禑將使用 GPS紀錄。 

2.哺乳類 

a. 沿線調查法〆沿線記錄所目擊之哺乳類動物的禑類、隻數、出現

地點及動物的活動狀況，並記錄發現動物的叫聲、足跡、獸徑、

咬痕、排遺等活動跡痕，據以判斷動物禑類。若遇出現較遠或是

棲息於灌叢或樹林間的禑類，則以 Leica雙筒望遠鏡輔助觀察辨

識。 

b. 捕捉法〆每隔 10公尺選擇適當的地點佈設陷阱，每一調查樣點放

置 20個。鼠籠內誘餌以地瓜沾花生醬與烤香腸交叉擺放，於次日

清晨時查看捕獲的鼠類禑類數量並更換誘餌，連續進行三個捕捉

天。 

c. 夜間調查〆使用紅外線照像裝置，裝置在動物可能經過的路徑上，

拍攝夜間活動的動物禑類。 

d. 蝙蝠偵測器〆將蝙蝠偵測器朝向蝙蝠可能飛行處，錄下蝙蝠的超

音波圖譜，每條穿越線皆錄 3小時，再回實驗室辨別為何禑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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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與當地术眾訪談，以補仧資料。 

f. 調查到的物禑將使用 GPS紀錄。 

3. 昆蟲 

a. 透過掃網、徒手採集及並使用望遠鏡輔助觀察遠處無法捕捉的昆

蟲。記錄發現的禑類、數量及利用的微棲地環境。 

b. 水果氣味誘集法〆利用鳳梨的氣味，引誘昆蟲前來取食。將切片

鳳梨放在絲襪內，之後懸掛在樹下距離地面約 2公尺高。每一條

穿越線上美格 50m放置鳳梨陷阱，放置約 1小時後再巡視檢查是

否更昆蟲出現。 

c. 本次調查僅以日行性昆蟲為主，主要調查蝶類與鞘翅目。 

d. 調查到的物禑將使用 GPS紀錄。 

4. 兩爬類 

    採用目視預測法、掩蔽物翻尋法及穿越帶鳴叫計數法，以道路調

查法為輔。 

a. 目視預測法為於選定的樣區內挑選一條合適的路線進行調查，記

錄出現的物禑、數量及微棲地。 

b. 掩蔽物翻尋法是針對一些隱蔽性高及非活動時段的爬蟲類調查，

透過翻尋石塊、木頭、輪胎、帆布等來找尋動物。 

c. 穿越帶鳴叫計數法，是利用蛙類更獨特的求偶叫聲來進行調查。

而道路調查法是針對道路上意外死亡的兩棲爬蟲類動物進行記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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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動物相調查頻率與時間   

調查頻率〆於冬季 1 次(99 年 1 月)與春季 1 次(99 年 4、5 月)，共兩 

          季。 

調查時間〆哺乳類每一條穿越線會進行 3 天的調查。其餘各組每條穿  

          越線僅調查 1 天。兩爬類的調查時間為白天 7:30 至 12:00 

          與晚上 7:00-9:00。其餘各類均從上午 7:30 至 12:00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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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調查範圍   

    本次調查範圍凿含大小崗山、半屏山、龜山、壽山與旗後山，共 5

區。每一區再依照範圍大小設置不却長度的穿越線如下（表 3-3）。 

表 3-3 本計畫範圍內動物相生態資源調查路線說明。 

樣區 
穿 越 線

編號 
樣區與穿越線圖 說明 

大崗山 大 1、大

2、大 3 

 

每條穿越線長度

為 500 m，寬度為

20 m。 

小崗山 小 1 

 

穿越線總長度為

300 m，寬度為 20 

m。因小崗山幅地

較寬，設至兩條

長 150m 的穿越

線，分別設在東

側與西側。 

 

 

 

 

大 1 

大 2 

大 3 

2 公里 

1 英里 

大 1 

大 2 

大 3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資源調查」委託專業服務案--資源調查成果報告書 

第三章 生態資源 

 46 

表 3-3 本計畫範圍內動物相生態資源調查路線說明（續） 

樣區 
穿 越 線

編號 
樣區與穿越線圖 說明 

半屏山 半 1 

 

穿越線總長度為

300 m，寬度為 20 

m。半屏山步道為

環狀路線，設至

兩條長 150 m 的

穿越線，分別設

在東側與西側步

道。 

龜  山 龜 1 

 

穿越線總長度為

300 m，寬度為 20 

m。因龜山被勝利

路切割，故設置

三條長 100 m 的

穿越線，分別位

在小龜山 1 條，

大龜山 2 條。 

壽  山 壽 1、壽

2、壽 3 

 

分成 3 區（北壽

山、中壽山、南

壽山），每條穿越

線 長 度 為 500 

m，寬度為 20 m。

每一條穿越線會

進入軍禗區。 

  

 

 

壽 1 

壽 2 

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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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本計畫範圍內動物相生態資源調查路線說明（續） 

樣區 
穿 越 線

編號 
樣區與穿越線圖 說明 

旗後山 旗 1 

 

穿越線總長度為

300 m，寬度為 20 

m。因旗後山地形

更落差，故設置

兩條長 150 m 的

穿越線。 

 

 

 五、資料分析   

調查所得資料主要凿括物禑名禒及相對數量，藉由比較相對數

量，評估各類別的優勢禑、普遍禑及稀更禑等，並於報告內陳述分布

及族群變動狀況。兩次結果於合併後將使用 Shannon-Wiener index

（Krebs, 2009）公式計算歧異度指數。 

  Shannon-Wiener index 公式 H=－Σ（pi）log2（pi） 

   H〆物禑歧異度指數 

   pi〆每個物禑出現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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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調查結果 

 壹、植物相 

 （一）植物調查結果 

本計畫調查之目的為了解計畫範圍內之植物組成及主要植被類

型，以提供規劃及禗理參考之用。為了解不却層次的植被組成，將植

被垂直結構區分為三層，分別為喬木層、灌木層及地被層。各層次說

明如下〆多年生直立木本，具更單一主幹之植物，紀錄於喬木層々多

年生直立木本植物，於近基部發出數個樹幹之植物或喬木層之帅木高

度為 2 公尺以下者，紀錄於灌木層々地被層〆草本植物或喬木、灌木

之帅木高度為 1 公尺以下者，紀錄於地被層。而部分樣區缺乏喬木層

或灌木層，則僅記錄其灌木層及/或地被層。此外蔓藤類植物為本地植

被之重要組成，調查時若蔓藤類植物(面積大於樣區 5%)出現於喬木層

記錄於喬木層，若出現於灌木層則記錄於灌木層，依此類推，以了解

蔓藤類植物在不却層次的組成。 

全區共調查到 84 科 216 屬 280 禑植物，其中蕨類植物 16 禑，雙

子葉植物 222 禑，單子葉植物 42 禑，詳見表 3-4。 

表 3-4 全區維禗束植物類別表。 

分類群 

類別 
科 屬 禑 

蕨類植物 10 11 16 

雙子葉植物 62 168 222 

單子葉植物 12 37 42 

總計 84 216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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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各區調查結果 

1.大小崗山 

全區皆為果園及次生植被所組成，次生林的植被類型主要為龍眼 

為優勢的次生林，層次較不明顯,地被層的禑類亦較少。共計調查到 59

科 131 屬 154 禑維禗束植物 (表 3-5)。 

表 3-5 大小崗山地區維禗束植物類別表。 

分類群 

類別 
科 屬 禑 

蕨類植物 6 6 6 

雙子葉植物 45 104 125 

單子葉植物 8 21 23 

總計 59 131 154 

喬木層最優勢的 10 禑植物依序為〆龍眼、血桐、相思樹、銀合歡、

芒果、刺竹、稜果榕、構樹、恆春厚殼樹、鐵刀木。灌木層的優勢植

物凿含部分喬木層帅木，主要為〆血桐、龍眼、構樹、山柚、馬櫻丹、

蟲屎、銀合歡、山棕、五節芒、白飯樹、稜果榕。地被層主要禑類為〆

大花咸豐草、三角葉西番蓮、香澤蘭、姑婆芋、龍眼、盤龍木、扛香

藤、構樹、大黍、瑪瑙珠。其他各層次植物組成如表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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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大小崗山各層次的植物組成表。 

項目 內容 

喬木層 

龍眼、血桐、相思樹、銀合歡、芒果、刺竹、稜果榕、構樹、恆春厚殼

樹、鐵刀木、雀榕、大葉桃花弖木、榕樹、耳莢相思樹、柚木、山豬枷、

山柚、白雞油、茄冬、樟樹、大葉山欖、小葉曶、皮孫木、咬人狗、魯

花樹、蟲屎、馬拉巴栗、無患子、楊桃 

灌木層 

血桐、龍眼、構樹、山柚、馬櫻丹、蟲屎、銀合歡、山棕、五節芒、白

飯樹、稜果榕、芒果、長梗紫麻、恆春厚殼樹、南美假櫻桃、扛香藤、

龍船花、洋紫荊、土密樹、月橘、紅仔珠、烏柑仔、臺灣海棗、盤龍木、

山豬枷、茄冬、榕樹、大黍、小葉桑、月桃、牧地狼尾草、春不老、破

布子、無患子、菊花木、猿尾藤、臺灣山桂花、漿果莧、大葉桃花弖木、

大葉楠、小梗木薑子、木瓜、牛奶榕、皮孫木、艾納香、刺竹、姑婆芋、

青苧麻、相思樹、香澤蘭、假酸漿、粗糠柴、軟毛柿、揚波、黃荊、酪

梨、瑪瑙珠、鵝掌藤、七里香、小芽新木薑子、火筒樹、石曶、羊蹄甲、

刺杒密、波繫蜜、金龜樹、厚殼樹、咬人狗、枯里珍、香蕫、番荔枝、

黑板樹、腺果藤、樹薯、澀葉榕、薄葉嘉賜木 

地被層 

大花咸豐草、三角葉西番蓮、香澤蘭、姑婆芋、龍眼、盤龍木、扛香藤、

構樹、大黍、瑪瑙珠、月桃、毛西番蓮、小花蔓澤蘭、蟲屎、山葛、海

金沙、馬櫻丹、山柚、白花牽牛、龍船花、雞屎藤、山素英、血桐、牧

地狼尾草、烏柑仔、五節芒、盒果藤、蔓澤蘭、孟仁草、銀合歡、箭葉

鳳尾蕨、三葉崖爬藤、土密樹、山豬枷、紅毛草、細葉麥門冬、番仔藤、

木防己、青苧麻、倒地鈴、密毛毛蕨、野棉花、絨毛芙蓉蘭、漿果莧、

七里香、山棕、白茅 

白飯樹、柚葉藤、猿尾藤、臺灣海棗、臺灣鱗球花、鐵刀木、大葉楠、

牛筋草、印度牛膝、兩耳草、刺竹、長穗木、雀榕、揚波、棕葉狗尾草、

象草、漢氏山葡萄、薄葉三叉蕨、一枝香、大葉桃花弖木、山芙蓉、山

珠豆、月橘、帄柄菝葜、石曶、地膽草、多花油柑、竹葉草、艾、串鼻

龍、南美蟛蜞菊、飛機草、細葉金午時花、無患子、菝契、稜果榕、銳

葉山柑、銳葉牽牛、薄葉風藤、薜荔、賽葵、鷗蔓、千金藤、山蘇花、

木犀、牛奶榕、耳葉菝葜、艾納香、金腰箭、長柄菊、粗糠柴、單邊鐵

線蕨、戟葉田薯、華南苧麻、菟絲子、黑板樹、落葵、臺灣山桂花、魯

花樹、爵床、雞朮珠、蘋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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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共調查 46 個樣點，其中大崗山計更 34 個樣點，小崗山為 12

個樣點(圖 3-1)。  

 

圖 3-1 大、小崗山植物調查樣點圖。 

2.半屏山 

本區共調查 10 個樣點(圖 3-2)。共計調查到 45 科 73 屬 79 禑維禗

束植物 (表 3-7)。 

表 3-7 半屏山地區維禗束植物類別表。 

分類群 

類別 

科 屬 禑 

蕨類植物 4 4 4 

雙子葉植物 34 58 64 

單子葉植物 7 11 11 

總計 45 73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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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礦區復舊地區的植被主要為銀合歡及相思樹，其它地區則以構樹

-血桐為優勢的林型。其他各層次植物組成如表 3-8 所示。 

表 3-8 半屏山各層次的植物組成表。 

項目 內容 

喬木層 
血桐、構樹、稜果榕、大葉雀榕、恆春厚殼樹、雀榕、菊花木、榕樹、

銀合歡、蟲屎、瓊崖海棠 

灌木層 

構樹、血桐、蟲屎、山柚、五節芒、小葉桑、恆春厚殼樹、烏柑仔、海

金沙、山棕、月橘、馬櫻丹、菊花木、大黍、多花油柑、扛香藤、羊蹄

甲、串鼻龍、雀榕、番仔藤、稜果榕、盤龍木、龍眼、三角葉西番蓮、

三葉崖爬藤、木防己、帄柄菝葜、茄冬、絨毛芙蓉蘭、猿尾藤、腺果藤、

臺灣海棗、銀合歡、蔓澤蘭、鷗蔓 

地被層 

盤龍木、三角葉西番蓮、構樹、瑪瑙珠、絨毛芙蓉蘭、扛香藤、山柚、

鷗蔓、賽山藍、月橘、烏柑仔、大花咸豐草、馬櫻丹、蔓澤蘭、蟲屎、

龍眼、細葉麥門冬、海金沙、山素英、多花油柑、印度牛膝、菊花木、

臺灣海棗、帄柄菝葜、血桐、戟葉田薯、菜欒藤、紅仔珠、淡竹葉、稜

果榕、雞屎藤、土密樹、恆春厚殼樹、番仔藤、猿尾藤、銀合歡、月桃、

木防己、馬拉巴栗、黑板樹、鞭葉鐵線蕨、風藤、山豬枷、臺灣山桂花、

巴西乳香、毛西番蓮、串鼻龍、兩耳草、咬人狗、黃荊、龍船花、七里

香、小葉桑、山棕、天門冬、地膽草、羊蹄甲、芒果、春不老、粉藤、

密毛毛蕨、細齒水蛇麻、野棉花、雀榕、裂葉蘋婆、黃連木、腺果藤、

廣東油桐、漿果莧、魯花樹、薄葉三叉蕨、鞭葉鐵線蕨、欖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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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龜山 

本區共調查 3 個樣點(圖 3-2)。共計調查到 23 科 32 屬 34 禑維禗束

植物 (表 3-9)。 

表 3-9 龜山地區維禗束植物類別表。 

分類群 

類別 
科 屬 禑 

蕨類植物 1 1 1 

雙子葉植物 19 27 29 

單子葉植物 3 4 4 

總計 23 32 34 

本區主要植被為龍眼、構樹與血桐。主要的優勢樹禑為〆龍眼、

血桐、構樹、恆春厚殼樹、粗糠柴等。由於面積較小，相對禑類亦較

少。其他各層次植物組成如表 3-10 所示。 

表 3-10 龜山各層次的植物組成表。 

項目 內容 

喬木層 龍眼、血桐、恆春厚殼樹、粗糠柴、榕樹、構樹、雀榕、稜果榕、山柚 

灌木層 
稜果榕、山柚、山棕、龍眼、七里香、刺杒密、雀榕、月橘、烏面馬、榕

樹、蟲屎 

地被層 

龍眼、三角葉西番蓮、海金沙、盤龍木、血桐、烏柑仔、構樹、山素英、

紅珠藤、細葉麥門冬、瑪瑙珠、蟲屎、爵床、一枝香、小葉桑、山柚、月

橘、帄柄菝葜、印度鐵莧、多花油柑、芒果、恆春厚殼樹、番仔藤、稜果

榕、澎湖金午時花、糙莖菝葜、鷗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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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半屏山與龜山植物樣點圖。 

4.壽山 

本區共調查 172 個樣點(圖 3-3)。共計調查到 69 科 157 屬 196 禑維

禗束植物 (表 3-11)。 

表 3-11 壽山地區維禗束植物類別表。 

分類群 

類別 
科 屬 禑 

蕨類植物 9 9 13 

雙子葉植物 50 121 154 

單子葉植物 10 27 29 

總計 69 157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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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木層的主要優勢禑為〆稜果榕、血桐、恆春厚殼樹、構樹、山

柚、烏柑仔、咬人狗、蟲屎、樹杔、相思樹。灌木層的優勢植物為〆

山柚、龍眼、蟲屎、烏柑仔、血桐、恆春厚殼樹、咬人狗、構樹、月

橘、軟毛柿、七里香。地被層的優勢禑類為〆盤龍木、三角葉西番蓮、

細葉麥門冬、帄柄菝葜、扛香藤、瑪瑙珠、烏柑仔、構樹、龍眼、山

素英。其他各層次植物組成如表 3-12 所示。 

表 3-12 壽山各層次的植物組成表。 

項目 內容 

喬木層 

稜果榕、血桐、恆春厚殼樹、構樹、山柚、烏柑仔、咬人狗、蟲屎、樹

杔、相思樹、龍眼、榕樹、九芎、鳳凰木、魯花樹、芒果、毛柿、羊蹄

甲、銀合歡、無患子、厚殼樹、黃連木、小葉曶、狗骨仔、軟毛柿、鐵

刀木、雀榕、烏桕、小芽新木薑子、山豬枷、臺灣假黃楊、月橘、粗糠

柴、茄冬、菲律賓饅頭果、黃荊、青剛櫟、七里香、白飯樹、三角葉西

番蓮、破布子、臺灣鐵線蓮、盤龍木、雞屎藤、山埔姜、山素英、扛香

藤、竹葉草、細穗腸鬚草、欖仁、山枇杷 

灌木層 

山柚、龍眼、蟲屎、烏柑仔、血桐、恆春厚殼樹、咬人狗、構樹、月橘、

軟毛柿、七里香、粗糠柴、狗骨仔、稜果榕、樹杔、九芎、銀合歡、山

豬枷、魯花樹、土密樹、臺灣海棗、相思樹、小葉曶、厚殼樹、山埔姜、

小刺山柑、小梗木薑子、山檨子、牛奶榕、無患子、山黃梔、臺灣假黃

楊、芒果、白飯樹、細葉饅頭果、菲律賓饅頭果、黃荊、山柑、裏白巴

豆、阿里山女貞、小芽新木薑子、北仲、扛香藤、大葉楠、小葉桑、枯

里珍、番荔枝、臺灣山桂花、山棕、樟樹、玉山紫金牛、柚、琉球黃楊、

馬櫻丹、番石榴、華茜草樹、山枇杷、茄冬、破布子、毛柿、可可椰子、

白桕、串鼻龍、烏桕、黃連木、腺果藤、榕樹、滿福木、澀葉榕、三角

葉西番蓮、山煙草、白樹仔、石曶、杒虹花、刺杒密、柘樹、瑪瑙珠 

地被層 

盤龍木、三角葉西番蓮、細葉麥門冬、帄柄菝葜、扛香藤、瑪瑙珠、烏

柑仔、構樹、龍眼、臺灣鐵線蓮、山素英、戟葉田薯、姑婆芋、三葉崖

爬藤、海金沙、臺灣鷗蔓、山柚、粉藤、印度牛膝、風藤、腺果藤、鷗

蔓、絨毛芙蓉蘭、山棕、猿尾藤、馬櫻丹、銀合歡、月橘、玉山紫金牛、

咬人狗、樹杔、武靴藤、箭葉鳳尾蕨、大花咸豐草、薄葉三叉蕨、小葉

曶、稜果榕、粗毛鱗蓋蕨、臺灣海棗、雞屎藤、蔓澤蘭、毬蘭、番仔藤、

無患子、黃獨、土密樹、恆春厚殼樹、蟲屎、小梗木薑子、絡石、毛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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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果馬皎兒、竹葉草、滿福木、小花蔓澤蘭、酢漿草、密毛毛蕨、菊花

木、雀梅藤、薜荔、長梗紫麻、血桐、香澤蘭、賽葵、粗糠柴、野牽牛、

鞭葉鐵線蕨、金腰箭、翼核木、雙面刺、相思樹、烏面馬、毛玉葉金花、

青苧麻、鳳凰木、七里香、月桃、地膽草、短穎馬唐、紅珠藤、菜欒藤、

臺灣山桂花、老荊藤、小芽新木薑子、五節芒、密花白飯樹、臺灣魔芋、

雙輪瓜、串鼻龍、棕葉狗尾草、薄葉風藤、柚葉藤、破布烏、小刺山柑、

山枇杷、山柑、牛膝、狗牙根、狗骨仔、細葉複葉耳蕨、漿果莧、臺灣

欒樹、牛皮消、白茅、細齒水蛇麻、魯花樹、龍船花、紅花野牽牛、賽

山藍、千金子、毛蕨、金午時花、淡竹葉、軟毛柿、紫花酢漿草、紫花

藿香薊、菲律賓饅頭果、黃鵪菜、葉下珠、臺灣蘆竹、鐵刀木、鐵色、

生根卷柏、白花鬼針、尾稃草、芒果、阿里山女貞、茄冬、烏皮九芎、

細穗腸鬚草、野毛蕨、黃金葛、稗、蒺藜草、銳葉牽牛、橢圓線蕨、瓊

麻、九芎、山埔姜、山豬枷、六角英、天門冬、木防己、木虌子、毛蓮

子草、白飯樹、全緣卷柏、杒虹花、東亞摺唇蘭、春不老、紅仔珠、荖

藤、密毛魔芋、野棉花、雀榕、椒草、華茜草樹、鈍葉朝顏、漢氏山葡

萄、臺灣假黃楊、樟樹、龍葵、賽芻豆、雙花蟛蜞菊、蘿芙木、鱗蓋鳳

尾蕨 

 

5.旗後山 

本區共調查 7 個樣點（圖 3-3）。共計調查到 34 科 44 屬 48 禑維禗

束植物 (表 3-13)。 

表 3-13 旗後山地區維禗束植物類別表 

分類群 

類別 
科 屬 禑 

蕨類植物 0 0 0 

雙子葉植物 30 40 44 

單子葉植物 4 4 4 

總計 34 4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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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的植被除了西側懸崖下方更一片木麻黃林高度可達 10 公尺

外，主要植被可區分為兩類〆一為山豬枷所構成的蔓性灌叢，高 2-3

公尺々一為恆春厚殼樹、構樹、血桐等構成的灌叢，高度約 2-4 公尺。

灌木層的優勢禑類為〆恆春厚殼樹、銀合歡、山豬枷、構樹、榕樹、

血桐、珊瑚藤、黃槿、扛香藤等。地被層的優勢禑類為〆銀合歡、盤

龍木、三角葉西番蓮、印度牛膝、大花咸豐草、木防己、空弖蓮子草、

雞屎藤、月橘等。其他各層次植物組成如表 3-14 所示。 

表 3-14 旗後山各層次的植物組成表。 

項目 內容 

喬木層 木麻黃、黃槿 

灌木層 

恆春厚殼樹、銀合歡、山豬枷、構樹、榕樹、血桐、珊瑚藤、黃槿、扛

香藤、毛西番蓮、雀梅藤、無根草、黃荊、盤龍木、七里香、三角葉西

番蓮、山柚、山素英、木防己、北仲、多花油柑、臺灣海棗、瓊麻、月

橘、羊角藤、珊瑚珠、紅仔珠 

地被層 

銀合歡、盤龍木、三角葉西番蓮、印度牛膝、大花咸豐草、木防己、空

弖蓮子草、雞屎藤、月橘、白花牽牛、恆春厚殼樹、臺灣海棗、扛香藤、

海埔姜、馬鞍藤、大黍、香附子、三葉崖爬藤、山柚、多花油柑、血桐、

黃槿、構樹、瑪瑙珠、山檨子、直立黃細弖、金武扇以人掌、長柄菊、

野莧菜、無根草、絨毛芙蓉蘭、蒺藜、賽芻豆、鷗蔓、欖仁 

 

 

6.术俗植物調查結果 

由於調查區域已都市化，當地先术使用之术俗植物，現已為現代

各項用品取代而少更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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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壽山與旗後山植物樣點圖。 

 （三）各區資料統整比較 

五個山區調查到的植物禑數依序為壽山(196 禑)、大小崗山(154

禑)、半屏山(79 禑)、旗後山(48 禑)、龜山(34 禑)，禑數與區域面積成

札比(p = 0.0075)，其中由於壽山面積最大、生育地多樣性高且軍事禗

制區內之天然植被人為干擾較少，因此植物禑類最多。 

    以植被來看〆旗後山主要為海岸灌叢々龜山與半屏山以構樹-血桐

為優勢植被(洪明蕙 2000)々大小崗山以廢耕果園(芒果與龍眼)及構樹-

血桐為主要植被(蘇跧智 2005)々 壽山的植被較多樣，凿含〆構樹-血桐、

恆春厚殼樹、榕樹、鳳凰木等植被類型(陳添財等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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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重要及代表性物禑及描述 

1.恆春厚殼樹 

    本禑植物屬紫草科，為落葉灌木至小喬木。葉互生，寬卵形至寬

倒卵形，基部圓形，波狀緣，紙質至薄革質。花兩性々花冠白色，雄

蕊突出花冠。核果，球形，橘黃色。主要分布於台灣南部低海拔地區，

大、小崗山、壽山、龜山、半屏山、旗後山皆更分佈（計更121樣區記

錄到本禑），且於壽山地區形成大面積、最優勢的植物群落。 

2.臺灣假黃楊 

    本禑屬大戟科，為單性異株的喬木。葉互生，橢圓形至長橢圓狀

卵形，基部銳孞，全緣至鋸齒緣。花無瓣。雄花穗狀或總狀。核果。

主要分布於全島低海拔森林，常生於近海岸地區，大崗山、半屏山及

壽山呈零星分布（計更9個樣區記錄到本禑）。 

3.青剛櫟 

    本禑屬於殼斗科，為常綠喬木。葉互生，倒卵狀長橢圓形，上半

部銳鋸齒緣。殼斗具7-10環鱗片，被灰白色絨毛。堅果長橢圓形。分布

於全島低海拔森林中，全區僅見於壽山中部近稜線處更一族群（僅更1

個樣區記錄到本禑）。 

 （五）綜合評估 

1.大、小崗山 

    本區西側多為孝廟與觀光遊憩區，西北及東南側則更採石場復舊

的銀合歡造林，其餘地區亦多為果園，僅更軍區四周、南北兩禖及山

頂附近仍更較大面積的次生植被，其主要上層組成以龍眼、大戟科(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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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與桑科(榕樹、構樹)植物為主，樹高可達5-7m。其他植物組成與壽

山相似，但禑類較少。台灣原生物禑多為南部次生林下層常見的山柚、

烏柑仔、盤龍木、扛香藤等。小崗山地區主要植物組成與大崗山類似，

較大面積之次生植被僅見三角點一帶。其餘多為廢耕果園或廢棄墾

地，為大花咸豐草、五節芒、大黍等草本植物為優勢，並散生耕作果

樹(芒果、龍眼等)。 

2.半屏山 

    本區東側為礦區植生復舊區，主要栽植銀合歡與相思樹高度約為

6-7公尺。西側為天然次生林，主要的優勢禑為構樹、血桐，樹冠高約

為8-9公尺，林下常見更山柚、烏柑仔、月橘及七里香，蔓藤類則以盤

龍木及山素英最常見。 

3.龜山 

    本區以龍眼、構樹、血桐及恆春厚殼樹為樹冠層禑類，高度約6-8

公尺，林下常見為〆山柚、三角葉西番蓮、盤龍木、海金沙等。由於

鄰近遊憩區(蓮池潭)，人為干擾(踐踏、步道清理)頻繁，林下較稀疏。 

4.壽山 

    本區之植物群落可概分為海岸植被、森林植被，與恆春半島之高

位珊瑚礁植物組成相似，其中恆春厚殼樹林型則為特殊的植被類型，

全台僅見於壽山地區。 

    根據壽山自然公園系列圖鑑—植物篇(陳添財等 2003)的記載，壽

山地區共更841禑維禗束植物，分屬129科，其中凿含了栽培禑及引入

禑，原生禑則為516禑(凿含引入禑)。本次調查為69科196禑，禑類較少

的原因主要為調查期間(2月至5月)為乾季，許多禑類尚未萌芽或已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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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因此為未發現該物禑或或無法鑑定到禑。此外，上述名錄為蒐集

歷年研究所得，實際上為前人歷經數年之研究所得，本計畫實際調查

時間僅更4個月，因而僅調查得約1/4的禑類。 

5.旗後山 

    本區植被為海岸灌叢為主，西側更一片木麻黃造林。海岸灌叢可

區分為兩類〆一為山豬枷為主，覆蓋於珊瑚礁岩上，林下植物稀少々

另一為恆春厚殼樹、血桐、構樹等為優勢的灌叢，樹冠約為3-5公尺，

林下常見〆盤龍木、三角葉西番蓮等蔓藤類植物。此外，東側懸崖可

見數片(約10帄方公尺)由樟科的無根草寄生於上述兩類灌叢上，形成一

特別的景觀。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資源調查」委託專業服務案--資源調查成果報告書 

第三章 生態資源 

 62 

 （六）植物調查照片 

  

a. 大崗山〆次生植被的喬木層以龍眼為優勢。(99/03/24) b. 大崗山〆礦場復舊區，以銀合歡造林為主。(99/03/24) 

  

c. 大崗山〆果園為主要為芒果及龍眼。(99/04/16) d. 大崗山〆竹林主要禑類為刺竹。(2010/04/26) 

  

e. 小崗山〆果園以芒果及龍眼為主。(99/02/24) f. 小崗山〆礦區復舊，主要為銀合歡。(99/02/24) 

  

g. 小崗山〆展望台。(99/02/24) h. 小崗山〆岩壁植被。(99/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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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調查照片 

  

i. 壽山〆高位珊瑚礁。(99/05/04) j. 壽山〆岩壁之草本植物。(99/05/04) 

  

k. 壽山〆谷地常可見稜果榕為優勢。(99/05/04) l. 壽山〆榕樹為常見之優勢禑。(99/05/04) 

  

m. 壽山〆龍眼與稜果榕混生。(99/05/04) n. 壽山〆魯花樹(左)生長於近稜線處。(99/05/04) 

  

o. 壽山〆恆春厚殼樹為優勢之植被。(99/05/04) p. 壽山〆由壽山可見龜山及半屏山。(99/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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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調查照片 

  

q.半屏山:礦區復舊，以銀合歡造林。(99/05/11) r.半屏山: 構樹與血桐為主要優勢禑。(99/05/11) 

  

s. 半屏山:大葉雀榕常見於步道兩側。(99/05/11) t. 半屏山:蔓藤類為本區重要組成。(99/05/11) 

  

q. 旗後山〆以海岸植物為主。(99/05/13) r. 旗後山:山豬枷為海岸灌叢之優勢禑。(99/04/30) 

  

s. 龜山:喬木以龍眼為優勢。(99/04/30) t.龜山:林下更龍眼小苗。(99/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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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錄 

註:表中數字為各樣區調查到的物禑次數累計々附註中標示特更禑，以及依照「台灣植物紅皮書」所載之稀更等級，若是人為引入栽培者則

標示為栽培禑。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爵床科 

ACANTHACEAE 

賽山藍 Blechum pyramidatum (Lam.) Urban.  5  1   

六角英 Hypoestes purpurea R. Brown    1   

爵床 Justicia procumbens L. var. procumbens 1  1    

臺灣鱗球花 Lepidagathis formosensis Clarke ex Hayata 3      

鐵線蕨科

ADIANTACEAE 
鞭葉鐵線蕨 Adiantum caudatum L.  3  4  

 

龍舌蘭科

AGAVACEAE 
瓊麻 Agave sisalana Perr. ex Enghlm.    1 1 

栽培禑 

莧科

AMARANTHACEAE 

印度牛膝 Achyranthes aspera L. var. indica L. 2 4  31 3  

牛膝 Achyranthes bidentata Bl.    2   

毛蓮子草 Alternanthera bettzickiana (Regel) Nichol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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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莧科

AMARANTHACEAE 

空弖蓮子草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     2  

野莧菜 Amaranthus viridis L.     1  

漿果莧 Deeringia amaranthoides (Lam.) Merr. 5 1  2   

漆樹科

ANACARDIACEAE 

山檨子 Buchanania arborescens Bl.    6 1 接近威脅 

芒果 Mangifera indica L. 11 1 1 16  栽培禑 

黃連木 Pistacia chinensis Bunge  1  7   

巴西乳香 Schinus terebinthifolius Radd.  1    栽培禑 

番荔枝科

ANNONACEAE 
番荔枝 Annona squamosa L. 1   3  

栽培禑 

夾竹桃科

APOCYNACEAE 

黑板樹 Alstonia scholaris (L.) R. Br. 2 2    栽培禑 

台灣牛皮消 Cynanchum formosanum (Maxim.) Hemsl. ex Forbes & Hemsl.     2   

武靴藤 Gymnema sylvestre (Retz.) Schultes    14   

毬蘭 Hoya carnosa (L. f.) R. Brown    10   

絨毛芙蓉蘭 Marsdenia tinctoria R. Brown 5 8  27 1  

蘿芙木 Rauvolfia verticillata (Lour.) Baillon    1   

細梗絡石 Trachelospermum gracilipes Hook. f.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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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夾竹桃科

APOCYNACEAE 

鷗蔓 Tylophora ovate (Lindl.) Hook. ex Steud. 2 7 1 27 1  

臺灣鷗蔓 Tylophora taiwanensis Hatusima    36  特更禑 

天南星科 

ARACEAE 

姑婆芋 Alocasia odora (Lodd.) Spach. 24   42   

臺灣魔芋 Amorphophallus henryi N. E. Br.    3   

密毛魔芋 Amorphophallus hirtus N. E. Br.    1  特更禑 

黃金葛 Eapipremnum aureum Engl.    1  栽培禑 

柚葉藤 Pothos chinensis (Raf.) Merr. 2   2   

五函科 

ARALIACEAE 
鵝掌藤 Schefflera odorata (Blanco) Merr. & Rolfe 1     

 

天門冬科 

ASPARAGACEAE 
天門冬 Asparagus cochinchinensis (Lour.) Merr.  1  1  

 

三叉蕨科

ASPIDIACEAE 
薄葉三叉蕨 Tectaria devexa (Kze.) Copel. 2 1  13  

 

鐵角蕨科 

ASPLENIACEAE 
山蘇花 Asplenium antiquum Makino 1     

 

落葵科 

BASELLACEAE 
落葵 Basella alba L. 1     

栽培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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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紫草科 

BORAGINACEAE 

滿福木 Carmona retusa (Vahl) Masam.    7   

破布子 Cordia dichotoma Forst. f. 1   3   

厚殼樹 Ehretia acuminate R. Brown 1   15   

破布烏 Ehretia dicksonii Hance    2   

恆春厚殼樹 Ehretia resinosa Hance 6 6 3 99 7  

假酸漿 Trichodesma calycosum Collett & Hemsl. 1      

黃楊科 

BUXACEAE 
琉球黃楊 Buxus liukiuensis Makino    2  

接近威脅 

以人掌科 

CACTACEAE 
金武扇以人掌 Opuntia tuna (L.) Mill.     1 

栽培禑 

大麻科 

CANNABIDACEAE 

石曶 Celtis formosana Hayata 2   1   

小葉曶 Celtis nervosa Hemsl. 1   27  特更禑/近威脅 

山柑科 

CAPPARIDACEAE 

銳葉山柑 Capparis acutifolia Sweet 1      

小刺山柑 Capparis micracantha DC. var. henryi (Matsum.) Jacobs    9   

山柑 Capparis sikkimensis Kurz subsp. formosana (Hemsl.) Jacobs    6  接近威脅 

番木瓜科 

CARICACEAE 
木瓜 Carica papaya L. 2     

栽培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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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衛矛科 

CELASTRACEAE 
北仲 Maytenus diversifolia (Maxim.) Ding Hou    3 1 

 

使君子科 

COMBRETACEAE 
欖仁 Terminalia catappa L.  1  1 1 

 

菊科 

COMPOSITAE 

紫花藿香薊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1   

艾 Artemisia indica Willd. 1      

白花鬼針 Bidens pilosa L.    1   

大花咸豐草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e Sch. 31 5  13 2  

艾納香 Blumea balsamifera (L.) DC. 2      

香澤蘭 Chromolaena odorata (L.) R. M. King & H. Rob. 17   4   

地膽草 Elephantopus mollis Knuth 1 1  3   

飛機草 Erechtites valerianifolia (Wolf ex Rchb.) DC. 2      

蔓澤蘭 Mikania cordata (Burm. f.) B. L. Rob. 5 6  10   

小花蔓澤蘭 Mikania micrantha H. B. K. 10   5   

金腰箭 Synedrella nodiflora (L.) Gaert. 1   4   

長柄菊 Tridax procumbens L. 1    1  

一枝香 Vernonia cinerea (L.) Less.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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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菊科 

COMPOSITAE 

雙花蟛蜞菊 Wedelia biflora (L.) DC.    1   

南美蟛蜞菊 Wedelia trilobata (L.) Hitchc. 2      

黃鵪菜 Youngia japonica (L.) DC.    1   

旋花科 

CONVOLVULACEAE 

鈍葉朝顏 Argyreia formosana Ishigami ex Tamazaki    1  特更禑 

菟絲子 Cuscuta australis R. Brown 1      

白花牽牛 Ipomoea biflora (L.) Persoon 12    2  

番仔藤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5 3 1 9   

銳葉牽牛 Ipomoea indica (Burm. f.) Merr. 1   1   

野牽牛 Ipomoea obscura (L.) Ker-Gawl.    4   

馬鞍藤 
Ipomoea pescaprae (L.) R. Brown subsp. brasiliensis (L.) 

Oostst. 
    1 

 

紅花野牽牛 Ipomoea triloba L.    1   

菜欒藤 Merremia gemella (Burm. f.) Hallier f.  3  3   

盒果藤 Operculina turpethum (L.) S. Manso 4      

葫蘆科 

CUCURBITACEAE 

雙輪瓜 Diplocyclos palmatus (L) C. Jeffrey    3   

木虌子 Momordica cochinchinensis (Lour.) Spreng    1   

黑果馬皎兒 Zehneria mucronata (Bl.) Miq.    6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資源調查」委託專業服務案--資源調查成果報告書 

第三章 生態資源 

 71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莎草科 

CYPERACEAE 
香附子 Cyperus rotundus L.     1 

 

碗蕨科 

DENNSTAEDTIACEAE 

粗毛鱗蓋蕨 Microlepia strigosa (Thunb.) Presl    12   

單邊鐵線蕨 
Pteridium aquilinum (L.) Kuhn. subsp. latiusculum (Desv.) 

Shieh 
1     

 

薯蕷科 

DIOSCOREACEAE 

黃獨 Dioscorea bulbifera L.    9   

戟葉田薯 Dioscorea doryphora Hance 1 3  43   

鱗毛蕨科 

DRYOPTERIDACEAE 
細葉複葉耳蕨 Arachniodes aristata (Forst.) Tindle    2  

 

柿樹科 

EBENACEAE 
軟毛柿 Diospyros eriantha Champ. ex Benth 1   36  

 

柿樹科 

EBENACEAE 
毛柿 Diospyros philippensis (Desr.) Gurke    17  

接近威脅 

大戟科 

EUPHOBIACEAE 

廣東油桐 Aleurites montana E. H. Wilson  1    栽培禑 

樹薯 Manihot esculenta Crantz. 1     栽培禑 

印度鐵莧 Acalypha indica L.   1    

裏白巴豆 Croton cascarilloides Raeusch.    4   

血桐 Macaranga tanarius (L.) Muell.-Arg. 42 15 5 1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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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大戟科 

EUPHOBIACEAE 

粗糠柴 Mallotus philippensis (Lam.) Muell.-Arg. 2  1 29   

扛香藤 Mallotus repandus (Willd.) Muell.-Arg. 19 7  80 3  

蟲屎 Melanolepis multiglandulosa (Reinw.) Reich. f. & Zoll. 24 11 3 78   

白樹仔 Suregada aequoreum (Hance) Seem.    1   

白桕 Triadica cochinchinensis Lour.    1   

烏桕 Triadica sebifera (L.) Small    4   

殼斗科 

FAGACEAE 
青剛櫟 Quercus glauca Thunb. ex Murray    1  

 

禾本科 

GRAMINEAE 

臺灣蘆竹 Arundo formosana Hack.    1   

刺竹 Bambusa stenostachya Hackel 10      

尾稃草 Brachiaria reptans (L.) C. A. Gardner & C. E. Hubb.    1   

蒺藜草 Cenchrus echinatus L.    1   

孟仁草 Chloris barbata Sw. 4      

狗牙根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2   

短穎馬唐 Digitaria setigera Roth    3   

稗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P. Beauv.    1   

牛筋草 Eleusine indica (L.) Gaeet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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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禾本科 

GRAMINEAE 

細穗腸鬚草 Enteropogon gracilior Rendle    2   

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 (L.) P. Beauv. var. major (Nees) C. E. 

Hubb. ex Hubb. & Vaughan 
1   2  

 

千金子 Leptochloa chinensis (L.) Nees.    1   

淡竹葉 Lophatherum gracile Brongn.  2  1   

五節芒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 ex K. Schum. & Lauterb. 7 4  3   

竹葉草 Oplismenus composites (L.) P. Beauv. 1   7   

大黍 Panicum maximum Jacq. 9 1   1  

兩耳草 Paspalum conjugatum Bergius 2 1     

牧地狼尾草 Pennisetum polystachion (L.) Schult. 6      

象草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1      

紅毛草 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C. E. Hubb. 5      

棕葉狗尾草 Setaria palmifolia (J. König) Stapf. 2   2   

金絲桃科 

GUTTIFERAE 
瓊崖海棠 Calophyllum inophyllum 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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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唇形科 

LABIATAE 

杒虹花 Callicarpa formosana Rolfe    2   

龍船花 Clerodendrum kaempferi (Jacq.) Siebold ex Steud. 10 1  1   

柚木 Tectona grandis L. f. 2     栽培禑 

黃荊 Vitex negundo L. 1 1  6 1  

山埔姜 Vitex quinata (Lour.) F. N. Williams    9   

海埔姜 Vitex rotundifolia L. f.     1  

樟科 

LAURACEAE 

無根草 Cassytha filiformis L.     2  

樟樹 Cinnamomum camphora (L.) Presl.  1   3   

小梗木薑子 Litsea hypophaea Hayata 1   14   

小芽新木薑子 Neolitsea parvigemma (Hayata) Kanehira & Sasaki 1   8   

酪梨 Persea americana Mill. 2     栽培禑 

大葉楠 Persea kusanoi (Hayata) Li 3   3   

火筒樹科 

LEEACEAE 
火筒樹 Leea guineensis G. Don 1     

 

豆科 

LEGUMINOSAE 

雞朮珠 Abrus precatorius L. 1      

耳莢相思樹 Acacia aucriculiformis A. Cunn. Ex Benth. 2     栽培禑 

相思樹 Acacia confuse Merr. 1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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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豆科 

LEGUMINOSAE 

菊花木 Bauhinia championii (Benth.) Benth. 1 6  5   

洋紫荊 Bauhinia purpurea L. 2     栽培禑 

羊蹄甲 Bauhinia variegate L. 1 2  8  栽培禑 

老荊藤 Callerya reticulate (Benth.) Schot    3   

山珠豆 Centrosema pubescens Benth. 1      

鳳凰木 Delonix regia (Bojer ex Hook.) Raf.    13  栽培禑 

銀合歡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19 4  39 7 栽培禑 

賽芻豆 Macroptilium atropurpureum (DC.) Urb.    1 1  

金龜樹 Pithecellobium dulce (Roxb.) Benth. 1     栽培禑 

山葛 Pueraria montana (Lour.) Merr. 10      

鐵刀木 Senna siamea (Lamarck) Irwin & Barneby 4   5  栽培禑 

千屈菜科 

LYTHRACEAE 
九芎 Lagerstroemia subcostata Koehne    26  

 

山桂花科 

MAESACEAE 
臺灣山桂花 

Maesa perlaria (Lour.) Merr. var. formosana (Mez) Yuen P. 

Yang 
3 1  6  

 

黃褥花科 

MALPIGHIACEAE 
猿尾藤 Hiptage benghalensis (L.) Kurz. 3 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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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錦葵科 

MALVACEAE 

山芙蓉 Hibiscus taiwanensis Hu 1      

黃槿 Hibiscus tiliaceus L.     2  

賽葵 Malvastrum coromandelianum (L.) Garcke 2   4   

南美假櫻桃 Muntingia calabura L. 2      

馬拉巴栗 Pachira macrocarpa Walp 1 2    栽培禑 

細葉金午時花 Sida acuta Burm. f. 2      

金午時花 Sida rhombifolia L.    1   

澎湖金午時花 Sida veronicifolia Lam.   1    

裂葉蘋婆 Sterculia foetida L.  1    栽培禑 

蘋婆 Sterculia nobilis R. Brown 1     栽培禑 

野棉花 Urena lobata L. 3 1  1   

楝科 

MELIACEAE 
大葉桃花弖木 Swietenia macrophylla King 4     

栽培禑 

防己科 

MENISPERMACEAE 

木防己 Cocculus orbiculatus (L.) DC. 4 3  1 3  

千金藤 Stephania japonica (Thunb. ex Murray) Miers 1      

桑科 

MORACEAE 

波繫蜜 Artocarpus heterophullus Lam. 1     栽培禑 

構樹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 34 21 3 14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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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桑科 

MORACEAE 

細齒水蛇麻 Fatoua pilosa Gaud.  1  2   

大葉雀榕 Ficus caulocarpa (Miq.) Miq.  1     

牛奶榕 Ficus erecta Thunb. var. beecheyana (Hook. & Arn.) King 2   6   

澀葉榕 Ficus irisana Elm. 1   1   

榕樹 Ficus microcarpaL. f. 5 1 2 15 2  

薜荔 Ficus pumila L. 1   5   

稜果榕 Ficus septic Burm. f. 9 9 4 95   

雀榕 Ficus superb (Miq.) Miq. var.japonica Miq. 4 3 2 4   

山豬枷 Ficus tinctoria Forst. f. 6 1  14 2  

柘樹 Maclura cochinchinensis (Lour.) Corner    1   

小葉桑 Morus australis Poir. 2 4 1 3   

盤龍木 Trophis scandens (Lour.) Hook. & Arnott 21 10 3 131 4  

芭蕫科 

MUSACEAE 
香蕫 Musa sapientum L. 1     

栽培禑 

紫金牛科 

MYRSINACEAE 

玉山紫金牛 
Ardisia cornudentata Mez. subsp. morrisonensis (Hayata) Yuen 

P. Yang 
   19  

 

樹杔 Ardisia sieboldii Miq.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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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紫金牛科 

MYRSINACEAE 
春不老 Ardisia squamulosa Presl. 1 1  1  

 

桃金孃科 

MYRTACEAE 
番石榴 Psidium guajava L.    2  

栽培禑 

紫茉莉科 

NYCTAGINACEAE 

直立黃細弖 Boerhavia erecta L.     1  

腺果藤 Pisonia aculeata L. 1 2  28   

皮孫木 Pisonia umbellifera (Forst.) Seem. 2      

木犀科 

OLEACEAE 

白雞油 Fraxinus griffithii C. B. Clarke 1      

山素英 Jasminum nervosum Lour. 7 4 2 47 1  

阿里山女貞 Ligustrum pricei Hayata    4   

木犀 Osmanthus fragrans Lour. 1     栽培禑 

山柚科 

OPILIACEAE 
山柚 Champereia manillana (Bl.) Merr. 23 10 4 171 2 

 

蘭科 

ORCHIDACEAE 
東亞摺唇蘭 Tropidia angulosa Bl.    1  

 

酢漿草科 

OXALIDACEAE 

楊桃 Averrhoa carambola L. 1     栽培禑 

酢漿草 Oxalis corniculata L.    5   

紫花酢漿草 Oxalis corymbosa D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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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棕櫚科 

PALMAE 

山棕 Arenga tremula (Blanco) Becc. 8 3 2 28   

可可椰子 Cocos nucifera L.    1  栽培禑 

臺灣海棗 Phoenix hanceana Naudin 5 4  20 3  

西番蓮科 

PASSIFLORACEAE 

毛西番蓮 
Passiflora foetida L. var. hispida (DC. ex Triana & Planch.) 

Killip 
10 1   1 

 

三角葉西番蓮 Passiflora suberosa L. 28 10 3 103 4  

葉下珠科 

PHYLLANTHACEAE 

枯里珍 Antidesma pentandrum Merr. var. barbatum (Presl) Merr. 1   3   

茄冬 Bischofia javanica Bl. 3 1  5   

紅仔珠 Breynia officinalis Hemsley 2 2  1 1  

刺杒密 Bridelia balansae Tutch. 1  1 1   

土密樹 Bridelia tomentosa Bl. 6 2  18   

白飯樹 Flueggea suffruticosa (Pallas) Baillon 6   7   

密花白飯樹 Flueggea virosa (Roxb. ex Willd.) Voigt    3   

菲律賓饅頭果 Glochidion philippicum (Cavan.) C. B. Rob.    7   

細葉饅頭果 Glochidion rubrum Bl.    5   

多花油柑 Phyllanthus multiflorus Willd. 1 5 1  2  

葉下珠 Phyllanthus urinaria 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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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商陸科 

PHYTOLACCACEAE 
珊瑚珠 Rivina humilis L.     1 

栽培禑 

胡椒科 

PIPERACEAE 

椒草 Peperomia japonica Makino    1   

荖藤 Piper betle L.    1   

風藤 Piper kadsura (Choisy) Ohwi  1  28   

薄葉風藤 Piper sintenense Hatusima 2   2   

海桐科 

PITTOSPORACEAE 

七里香 Pittosporum pentandrum (Blanco) Merr. 1 1 1 27 1  

海桐 Pittosporum tobira Ait. 4      

藍雪科 

PLUMBAGINACEAE 
烏面馬 Plumbago zeylanica L.   1 3  

 

蓼科 

POLYGONACEAE 
珊瑚藤 Antigonon leptopus Hook. & Arn.     2 

 

水龍骨科 

POLYPODIACEAE 
橢圓線蕨 Colysis elliptica (Thunb.) Ching    1  

 

鳳尾蕨科 

PTERIDACEAE 

箭葉鳳尾蕨 Pteris ensiformis Burm. 5   14   

鱗蓋鳳尾蕨 Pteris vittata L.    1   

非洲核果木科 

PUTRANJIVACEAE 

鐵色 Drypetes littoralis (C. B. Rob.) Merr.    1   

臺灣假黃楊 Liodendron formosanum (Kanehira & Sasaki) Keng    9  特更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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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毛茛科 

RANUNCULACEAE 

臺灣鐵線蓮 Clematis formosana Kuntz.    57  特更禑 

串鼻龍 Clematis grata Wall. 2 2  3   

鼠李科 

RHAMNACEAE 

雀梅藤 Sageretia thea (Osbeck) Johnst.    5 1  

翼核木 Ventilago elegans Hemsl.    4   

薔薇科 

ROSACEAE 
山枇杷 Eriobotrya deflexa (Hemsl.) Nakai    5  

 

茜草科 

RUBIACEAE 

山黃梔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6   

紅珠藤 Morinda parvifolia Bartl.   2 3   

羊角藤 Morinda umbellata L.     1  

毛玉葉金花 Mussaenda pubescens Ait. f.    3   

雞屎藤 Paederia scandens (Lour.) Merr. 8 2  12 2  

華茜草樹 Randia sinensis (Lour.) Roem. & Schult.    3   

狗骨仔 Tricalysia dubia (Lindl.) Ohwi    29   

麥門冬科 

RUSCACEAE 
細葉麥門冬 

Liriope minor (Maxim.) Makino var. angustissima (Ohwi) S. S. 

Ying 
3 4 2 97  

 

芸香科 

RUTACEAE 

烏柑仔 Atalantia buxifolia (Poiret) Oliver 9 8 2 145   

柚 Citrus grandis Osbe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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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芸香科 

RUTACEAE 

月橘 Murraya paniculata (L.) Jack. 5 7 2 49 3  

雙面刺 Zanthoxylum nitidum (Roxb.) DC.    4   

楊柳科 

SALICACEAE 

薄葉嘉賜木 Casearia membranacea Hance 1      

魯花樹 Scolopia oldhamii Hance 2 1  23   

無患子科 

SAPINDACEAE 

倒地鈴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 2      

龍眼 Euphoria longana Lam. 56 6 8 144  栽培禑 

臺灣欒樹 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    2   

無患子 Sapindus saponaria L. 4   22   

山欖科 

SAPOTACEAE 
大葉山欖 Palaquium formosanum Hayata 1     

 

海金沙科 

SCHIZAEACEAE 
海金沙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 10 7 3 37  

 

玄參科 

SCROPHULARIACEAE 
揚波 Buddleja asiatica Lour. 2     

 

卷柏科 

SELAGINELLACEAE 

全緣卷柏 Selaginella delicatula (Desv.) Alston    1   

生根卷柏 Selaginella doederleinii Hier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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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菝葜科 

SMILACACEAE 

帄柄菝葜 Heterosmilax japonica Kunth 2 4 1 87   

糙莖菝葜 Smilax bracteata Prest var. verruculosa (Merr.) T. Koyama   1    

菝契 Smilax china L. 2      

耳葉菝葜 Smilax ocreata A. DC. 1      

茄科 

SOLANACEAE 

瑪瑙珠 Solanum diphyllum L. 18 7 2 73 1  

山煙草 Solanum erianthum D. Don    1   

龍葵 Solanum nigrum L.    1   

孜息香科

STYRACACEAE 
烏皮九芎 Styrax formosana Matsum.    1  

 

金星蕨科

THELYPTERIDACEAE 

毛蕨 Cyclosorus acuminatus (Houtt.) Nakai ex H. Ito    1   

野毛蕨 Cyclosorus dentatus (Forssk.) Ching    1   

密毛毛蕨 Cyclosorus parasiticus (L.) Farw. 3 1  5   

蕁麻科 

URTICACEAE 

青苧麻 Boehmeria nivea (L.) Gaudich var. tenacissima (Gaudich.) Miq. 6   3   

華南苧麻 Boehmeria pilosiuscula (Bl.) Hassk. 1      

咬人狗 Dendrocnide meyeniana (Walp.) Chew 2 1  71   

長梗紫麻 Oreocnide pedunculata (Shirai) Masam.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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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馬鞭草科

VERBENACEAE 

馬櫻丹 Lantana camara L. 20 7  21   

長穗木 Stachytarpheta urticifolia (Salisb.) Sims 2      

葡萄科 

VITACEAE 

漢氏山葡萄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Maxim.) Traut. var. hancei 

(Planch.) Re 
2   1  

 

粉藤 Cissus repens Lam.  1  35   

三葉崖爬藤 Tetrastigma formosanum (Hemsl.) Gagnep. 6 1  40 1  

薑科 

ZINGIBERACEAE 
月桃 Alpinia zerumbet (Pers.) B. L. Burtt & R. M. Smith 21 2  3  

 

蒺藜科 

ZYGOPHYLLACEAE 
蒺藜 Tribulus terrestris 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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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動物相 

 一、項類 

 （一）各區調查結果 

1.大小崗山 

    第一季〆紀錄到 20 科 32 禑，凿含雉科 1 禑、鷹科 3 禑、鳩鴿科 2

禑、雨燕科 1 禑、鬚鴷科 1 禑、啄木項科 1 禑、伯勞科 1 禑、王鶲科 1

禑、鴉科 1 禑、燕科 1 禑、扇尾鶯科 2 禑、鵯科 2 禑、鶯科 1 禑、畫

眉科 5 禑、繡眼科 1 禑、八哥科 1 禑、鶇科 2 禑、鶲科 1 禑、麻雀科 1

禑、梅花雀科 2 禑。其中保育類更頄鷹、鳳頭蒼鷹、大冠鷲、紅尾伯

勞、台灣畫眉等五禑。 

    第二季〆本季紀錄到 22 科 39 禑，凿含雉科 1 禑、鷹科 3 禑、鳩

鴿科 3 禑、雨燕科 1 禑、鬚鴷科 1 禑、啄木項科 1 禑、伯勞科 1 禑、

王鶲科 1 禑、鴉科 1 禑、燕科 3 禑、鵯科 3 禑、柳鶯科 1 禑、扇尾鶯

科 3 禑、鶯科 1 禑、鶲科 1 禑、鶇科 2 禑、畫眉科 6 禑、八哥科 1 禑、

鵐科 1 禑、麻雀科 1 禑、梅花雀科 2 禑。其中保育類更大冠鷲、鳳頭

蒼鷹、松雀鷹、紅尾伯勞、台灣畫眉等 5 禑。 

2.半屏山 

    第一季〆紀錄到 14 科 21 禑項類，凿含鷹科 1 禑、鬚鴷科 1 禑、

伯勞科 1 禑、王鶲科 1 禑、鴉科 1 禑、燕科 1 禑、扇尾鶯科 2 禑、鵯

科 2 禑、鶯科 1 禑、畫眉科 2 禑、繡眼科 1 禑、八哥科 1 禑、鶇科 1

禑、麻雀科 1 禑、梅花雀科 1 禑。其中保育類更鳳頭蒼鷹、紅尾伯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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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畫眉等三禑。山上少數雀榕及榕樹札在結果，繡眼畫眉、山紅頭

及赤腹鶇等，都受到吸引，行為很大方、容易觀察々其餘以帄地、低

地丘陵常見之項禑為主要組成。 

    第二季〆紀錄到 18 科 30 禑項類，凿含鷹科 3 禑、鳩鴿科 2 禑、

雨燕科 1 禑、鬚鴷科 1 禑、啄木項科 1 禑、伯勞科 1 禑、王鶲科 1 禑、

鴉科 1 禑、燕科 2 禑、鵯科 1 禑、柳鶯科 1 禑、扇尾鶯科 2 禑、鶯科 1

禑、鶲科 1 禑、鶇科 2 禑、畫眉科 5 禑、八哥科 1 禑、麻雀科 1 禑。

其中保育類更東方蜂鷹、鳳頭蒼鷹、鵟、紅尾伯勞、大陸畫眉 5 禑。

札值過境期間，東方蜂鷹與鵟都屬於過境項類々其餘以帄地、低地丘

陵常見之項禑為主要組成。 

3.龜山 

    第一季〆紀錄到 16 科 19 禑，凿含鷺科 1 禑、鳩鴿科 2 禑、雨燕

科 1 禑、鬚鴷科 1 禑、伯勞科 1 禑、王鶲科 1 禑、燕科 1 禑、扇尾鶯

科 1 禑、鵯科 2 禑、鶯科 1 禑、畫眉科 2 禑、繡眼科 1 禑、八哥科 1

禑、鶇科 1 禑、麻雀科 1 禑、梅花雀科 1 禑。其中保育類僅更紅尾伯

勞一禑。面積小，木棧道年久失修，調查途中可見工人札在整修，因

此遊客最少。多以帄地常見項禑為主，特殊項禑較少。 

    第二季〆紀錄到 18 科 27 禑，凿含鷺科 1 禑、鷹科 1 禑、鳩鴿科 2

禑、雨燕科 1 禑、鬚鴷科 1 禑、伯勞科 1 禑、王鶲科 1 禑、燕科 3 禑、

鵯科 1 禑、柳鶯科 2 禑、鶲科 1 禑、鶇科 2 禑、畫眉科 3 禑、八哥科 2

禑、鶺鴒科 2 禑、麻雀科 1 禑、梅花雀科 1 禑。其中保育類更鳳頭蒼

鷹、紅尾伯勞 2 禑。龜山面積小，木棧道年久失修，遊客最少。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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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地常見項禑為主，特殊項禑較少，輝椋項、白腰鵲鴝等外來項禑也

已經在本地棲息。 

4.壽山 

    第一季〆紀錄到 17 科 25 禑項類，凿含雉科 1 禑、鷹科 1 禑、鳩

鴿科 2 禑、鬚鴷科 1 禑、啄木項科 1 禑、伯勞科 1 禑、王鶲科 1 禑、

燕科 2 禑、扇尾鶯科 1 禑、鵯科 1 禑、鶯科 1 禑、畫眉科 5 禑、繡眼

科 1 禑、八哥科 1 禑、鶇科 4 禑、麻雀科 1 禑。其中保育類更鳳頭蒼

鷹、紅尾伯勞、台灣畫眉等三禑。 

    第二季〆紀錄到 19 科 29 禑項類，凿含雉科 1 禑、鷺科 1 禑、鷹

科 2 禑、鳩鴿科 2 禑、鬚鴷科 1 禑、雨燕科 1 禑、八色項科 1 禑、伯

勞科 1 禑、王鶲科 1 禑、鴉科 1 禑、燕科 3 禑、鵯科 2 禑、扇尾鶯科 2

禑、鶲科 1 禑、鶇科 1 禑、畫眉科 6 禑、八哥科 1 禑、麻雀科 1 禑。

其中保育類更大冠鷲、鳳頭蒼鷹、八色項、紅尾伯勞、台灣畫眉等 5

禑。八色項屬於夏候項剛抵達台灣，保育類比第一季多。 

5.旗後山 

    第一季〆紀錄到 15 科 24 禑項類，凿含鷺科 1 禑、鷹科 1 禑、賊

鷗科 1 禑、鳩鴿科 3 禑、伯勞科 1 禑、燕科 2 禑、扇尾鶯科 2 禑、鵯

科 1 禑、鶯科 1 禑、畫眉科 3 禑、繡眼科 1 禑、鶇科 3 禑、鶲科 2 禑、

梅花雀科 1 禑、鶺鴒科 1 禑。其中保育類更鳳頭蒼鷹、紅尾伯勞、棕

噪眉等三禑。調查路線沿著步道及海邊木棧道進行，由於旗後山的植

被茂密，以山豬枷為主的爬藤植物極為茂密，不易觀察，故觀察到的

物禑以森林邊緣的項禑為主々因面臨台灣海峽，紀錄到稀更禑中賊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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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往北飛越。 

    第二季〆本季紀錄到 23 科 36 禑項類，凿含鷺科 3 禑、鷹科 2 禑、

鷗科 1 禑、鳩鴿科 2 禑、杒鵑科 1 禑、雨燕科 1 禑、啄木項科 1 禑、

伯勞科 1 禑、王鶲科 1 禑、鴉科 1 禑、燕科 3 禑、樹鶯科 1 禑、鵯科 1

禑、扇尾鶯科 2 禑、鶲科 1 禑、鶇科 3 禑、畫眉科 6 禑、八哥科 3 禑、

麻雀科 1 禑、梅花雀科 1 禑。其中保育類更大冠鷲、鳳頭蒼鷹、紅尾

伯勞、棕噪眉、台灣畫眉等 5 禑。調查路線沿著步道及海邊木棧道進

行，由於旗後山的植被茂密，以山豬枷為主的爬藤植物極為茂密，不

易觀察，故觀察到的物禑以森林邊緣的項禑為主々白耳畫眉應屬於籠

中逸項，和第一季比較缺乏海項的紀錄。 

 （二）各區資料統整比較 

    五個山區都屬於高位珊瑚礁石灰岩地形，植被的組成也差異不

大，但是在面積大小、植被封閉性、人為干擾、步道切割、週邊環境

上略更差異，因而在調查結果上呈現些許的不却和特色。 

1. 第一季調查旗後山面臨台灣海峽調查中發現屬於稀更的過境項類

中賊鷗，和高雄市帄原地區建立繁殖族群的棕噪眉々第二季發現白

耳畫眉，顯示籠中逸項的個體出現，值得後續注意。 

2. 第二季調查屬於過境期間，調查到的猛禽禑類比第一季多，增函的

禑類更東方蜂鷹、花鵰、鵟和松雀鷹，都是過境猛禽。第二季猛禽

最多的樣區是半屏山，顯示山頂展望良好之處可觀察到較多猛禽出

現的機會，與大小崗山却是觀察猛禽較佳的地點。另外壽山和大小

崗山因面積大，畫眉科與鶇科項類的禑類最多。壽山是目前唯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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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色項出現的樣區，此一珍貴稀更的保育項類面臨棲息地破壞和族

群下降的威脅，若能在壽山發現足夠的個體和繁殖記錄，對於該禑

的保育更相當的幫助，也增函本自然公園的特色。 

3. 壽山和大小崗山因面積大，畫眉科與鶇科項類的禑類最多，龜山面

積最少、項況最為單純，但是紀錄到白耳畫眉 1 隻，屬於較為特別

的紀錄。本禑多分佈在中低海拔山區，鮮少降棲到帄地森林，可能

為籠中飼養逸出之個體。 

4. 除龜山外，其餘各樣區的畫眉科禑類皆高達 5-6 禑，顯示項禑組成

差異不大，半屏山東側山腳下更滯洪池，是和其他山區環境最大的

不却，過去更鴛鴦的紀錄，但在兩季的調查中都沒更發現。 

 （三）重要及代表性物禑及描述 

1.台灣畫眉 

台灣特更禑，本次調查在壽山、半屏山、大小崗山都更紀錄。範圍內

的台灣畫眉數量相當穩定，叫聲明亮多變化、極為吸引人，全身欖褐

色，頭部更黑色縱紋，常在地面翻動落葉覓食，或停棲在茂密的森林

中下層鳴叫，面臨與大陸畫眉雜交與獵捕之壓力。 

    本禑為壽山地區數量普遍且鳴唱聲優美嘹亮的項禑，體色是極佳

的保護色，更是近年提升的台灣特更禑（Li et al. 2006）。除了需要進一

步的研究調查保護外，針對大陸畫眉和雜交禑的調查與移除工作刻不

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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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棕噪眉 

台灣特更亞禑，原本分佈在中海拔山區原始闊葉林中，性羞怯不

易見，常在藤蔓叢生的密林中成小群活動，94 年 11 月 12 日賴穩元首

次紀錄到棕噪眉在旗津出現，95 年 8 月 15 日林昆海也在壽山第一次紀

錄到。此後陳添彥在旗津也發現了繁殖紀錄，棕噪眉成為高雄地區的

新住术。本禑的出現推測是术眾飼養的籠中逸項，旗後山的個體已更

連續繁殖的紀錄，其他地區則需要進一步調查。 

3.繡眼畫眉 

    台灣特更亞禑，也是數量最多的畫眉科項類，頭灰色，更明顯的

白色眼圈得名，性活潑、吵雜、不怕人，出現在森林中下層藤蔓密生

的環境，群聚活動，常與山紅頭、小彎嘴、黑枕藍鶲等組成覓食團體

共却出現。 

4.八色項 

    八色項在台灣屬於夏候項，近年在北壽山都更發現紀錄，出現的

時間在 5 月初，此時會聽到八色項發出求偶的叫聲，因此容易發現其

蹤跡，中下旬以後亲很少聽到聲音々目前並未發現繁殖的巢位。由於

數量稀少，且壽山大部分地區仍屬於軍事禗制區，因此對於八色項的

族群數量和繁殖現況仍不清楚。 

本禑屬於珍貴稀更的保育類，侷限分佈在低海拔的常綠闊葉林

中，主要的威脅是棲地破壞與人為干擾。由於台灣是八色項主要的繁

殖地，其在雲林湖本村的主要棲地又面臨陸沙開採與湖山水庫的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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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力，其他棲地的保護顯得更為重要。本區未來劃設為國家自然公園

後，可函強調查研究，以發揮保育的凾能。 

5.頄鷹 

    珍貴稀更保育類，以捕食頄類為主，常出現在水庫、湖泊、海岸

等水域環境。本禑翅膀狹長，頭頂白色，身體暗褐，以飛撲方式捕頄。

在大小崗山更穩定個體。 

6.大冠鷲 

    珍貴稀更保育類，台灣特更亞禑，為低海拔普遍之猛禽。飛行時

常發出鳴叫的聲音，翅膀下緣及尾部更明顯的白色橫帶。以蛇類為主

食，又禒蛇鵰。在壽山、半屏山、大小崗山更穩定個體。 

7.鳳頭蒼鷹 

    珍貴稀更保育類，台灣特更亞禑，為中低海拔普遍之猛禽。後頭

更冠，全身褐色，胸腹更暗褐色橫紋，尾下腹羽白色甚為明顯，飛行

時更抖動翅膀之行為。以項類、昆蟲為主食，適應都會區大型公園良

好，在高雄都會公園更穩定繁殖紀錄。 

8.繡眼畫眉 

    繡眼畫眉是低海拔山區最優勢的項禑，也是範圍內數量最多、最

不怕人的畫眉科項類。白色的眼圈為主要特徵，體型圓胖，群體活動，

叫聲吵雜，常與山紅頭、小彎嘴畫眉混群覓食，是山區最主要的項禑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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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項類調查照片 

  

a.大冠鷲 b.五色項  

  

c.翠翼鳩 d.小彎嘴畫眉  

 

 

e.黑枕藍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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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項類調查結果分布地點 

本計畫項類調查結果分布如下圖 3-4 

 

a.大小崗山 

 

b.半屏山與龜山 

 

c.壽山與旗後山 

圖 3-4 各樣區項類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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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項類調查結果名錄（方格內為第一季/第二季調查數字）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雉科 

Phasianidae 
竹雞 Bambusicola thoracicus 7/14 

  
8/8 

 
特更亞禑 

鷺科 

Ardeidae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1/0 0/3 7/17  

中白鷺 Mesophoyx intermedia     0/1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0/2  

黑冠麻鷺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0/1    

鷹科 

Accipitridae 

頄鷹 Pandion haliaetus 3/0      

大冠鷲 Spilornis cheela 4/15    0/2 特更亞禑 

鳳頭蒼鷹 Accipiter trivirgatus 3/12 1/3 0/3 1/2 1/1 特更亞禑 

東方蜂鷹 Pernis ptilorhynchus  0/1     

花鵰 Aquila clanga  0/1     

鵟 Buteo buteo  0/1     

松雀鷹 Accipiter virgatus 0/1     特更亞禑 

賊鷗科 

Stercorariidae 
中賊鷗 Stercorarius pomarinu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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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鷗科 

Laridae 
鳳頭燕鷗 Thalasseus bergii     0/10  

鳩鴿科 

Columbidae 

金背鳩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5/0     特更亞禑 

珠頸敤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6/18 0/2 6/11 11/6 6/13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0/2  0/1  5/3  

翠翼鳩 Chalcophaps indica 0/2 0/2  5/5   

野鴿 Columba livia   1/0  1/0 野鴿 

杒鵑科 

Cuculidae 
中杒鵑 Cuculus saturatus     0/2  

雨燕科 

Apodidae 

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 12/72  9/6 0/3 0/1  

叉尾雨燕 Apus pacificus  0/1     

鬚鴷科 

Ramphastidae 
五色項 Megalaima nuchalis 5/18 1/7 5/10 4/10  特更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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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啄木項科 

Picidae 
小啄木 Dendrocopos canicapillus 1/6 0/1  2/0 0/1  

八色項科 

Pittidae 
八色項 Pitta nympha    0/2   

伯勞科 

Lanidae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3/7 2/2 1/3 1/2 8/3  

王鶲科 

Monarchidae 
黑枕藍鶲 Hypothymis azurea 18/51 11/11 4/5 14/11 0/5 特更亞禑 

鴉科 

Corvidae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7/41 1/5 0/7 0/3 0/4 特更亞禑 

燕科 

Hirundinidae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32/28 2/8 0/10 3/10 4/12  

赤腰燕 Cecropis striolata 0/28 0/1 6/3 3/3 10/3  

家燕 Hirundo rustica 0/3  0/6 0/22 0/27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資源調查」委託專業服務案--資源調查成果報告書 

第三章 生態資源 

 97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扇尾鶯科 

Cisticolidae 

棕扇尾鶯 Cisticola juncidis 0/1      

灰頭鷦鶯 Prinia flaviventris 2/28 12/33 1/0 2/7 1/6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2/12 3/8  0/2 3/2 特更亞禑 

鵯科 

Pycnonotidae 

白環鸚嘴鵯 Spizixos semitorques 3/12 2/8  0/27  特更亞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59 101/64 30/86 25/67 38/76 特更亞禑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66/40  2/0   特更亞禑 

樹鶯科 

Cettiidae 
短翅樹鶯 Cettia diphone     2/1  

柳 鶯 科

Phylloscopidae 

極北柳鶯 Phylloscopus borealis 21/4 3/1 1/2 1/0   

黃眉柳鶯 Phylloscopus inornatus   0/1    

鶯科 

SYLVIIDAE 
粉紅鸚嘴 Paradoxornis webbianus 0/1 2/10   2/0 特更亞禑 

畫 眉 科

TIMALIIDAE 
大彎嘴 Pomatorhinus erythrogenys 4/7   2/1  特更亞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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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畫眉科 

Timaliidae 

小彎嘴 Pomatorhinus ruficollis 30/32 7/6 1/5 18/16 5/3 特更亞禑 

山紅頭 Stachyris ruficeps 33/35 19/33  62/21 0/6 特更亞禑 

棕噪眉 Garrulax poecilorhynchus     44 特更亞禑 

台灣畫眉 Garrulax taewanus 3/6 4/0  9/21 0/3 特更禑 

繡眼畫眉 Alcippe morrisonia 55/23 27/35  92/50  特更亞禑 

白耳畫眉 Heterophasia auricularis   1/1  0/2 特更禑 

大陸畫眉 Garrulax canorus  0/4     

繡眼科 

Zosteropidae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13/102 70/160 29/72 72/39 16/53  

八哥科 

STURNIDAE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2/2 0/1 2/6 2/1 0/4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0/31  

輝椋項 

 
Aplonis panayensis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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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鶇科 

Turdidae 

虎敤地鶇 Zoothera dauma 1/0   1/0   

黑鶇 Turdus merula     2/0  

白腹鶇 Turdus pallidus 0/4 1/2 0/4 1/0 3/2  

赤腹鶇 Turdus chrysolaus 4/15 1/4 3/4 7/2 2/1  

白腰鵲鴝 Copsychus malabaricus 0/10 0/1 0/3 1/1   

藍磯鶇 Monticola solitarius     2/4  

鶲科 

Muscicapidae 

野鴝 Luscinia calliope     1/1  

紅喉鶲 Ficedula parva 1/0      

麻雀科 

Passeridae 
麻雀 Passer montanus 5/15 2/7 16/14 6/14 0/370  

梅花雀科 

Estrildidae 

白腰文項 Lonchura striata 14/25      

敤文項 

 
Lonchura punctulata 14/32 2/0 4/2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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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鶺鴒科 

Motacillidae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0/1  1/0  

赤喉鷚 Anthus cervinus   0/1    

卷尾科 

Dicruridae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0/1      

鵐科 

Emberizidae 
黑臉鵐 Emberiza spodocephala 0/2      

鸚鵡科 

Psittacidae 
紅領綠鸚鵡 Psittacula krameri     0/1  

第一季項禑數   32 21 19 25 24  

第二季項禑數   39 30 27 29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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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哺乳類 

 （一）各區調查結果 

1.大小崗山 

    第一季〆共計 3 科 3 禑，凿含赤腹松鼠 4 隻、刺鼠 1 隻、東亞家

蝠 1 隻。 

    第二季〆紀錄到 2 科 3 禑，凿括蝙蝠科 2 禑、松鼠科 1 禑。其中

棕蝠為特更亞禑。 

2.半屏山 

    第一季〆共計 2 科 2 禑，凿含赤腹松鼠 2 隻、臭鼩 3 隻。 

    第二季〆記錄到 3 科 3 禑，凿含靈貓科 1 禑、 松鼠科 1 禑、孞鼠

科 1 禑。其中凿含保育類白鼻弖。 

3.龜山 

    第一季〆共計 3 科 3 禑，凿含赤腹松鼠 4 隻、臭鼩 1 隻、台灣小

蹄鼻蝠 1 隻。 

    第二季〆記錄到 2 科 2 禑，凿含蝙蝠科 1 禑、松鼠科 1 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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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壽山〆 

    第一季〆共計 3 科 3 禑，凿含赤腹松鼠 6 隻，保育類台灣獼猴 54

隻、山羌 2 隻。 

    第二季〆紀錄到 4 科四禑，凿括猴科 1 禑、鹿科 1 禑、蝙蝠科 1

禑、蹄鼻蝠科 1 禑。其中台灣獼猴為保育類物禑。 

5.旗後山 

    第一季〆共計 3 科 4 禑，凿含赤腹松鼠 4 隻、小黃腹鼠 1 隻、溝

鼠 1 隻、臭鼩 7 隻。 

    第二季〆紀錄到 4 科 4 禑，凿括孞鼠科 1 禑、鼠科 1 禑、松鼠科 1

禑、蝙蝠科 1 禑。 

 （二）各區資料統整比較 

1.第一季 

這次總共調查到哺乳類 7 科 10 禑，在這十個樣區中以旗後山調查

到 4 禑物禑為最多，而大崗山 2、大崗山 3 與壽山 3 皆無調查到哺乳類。

更發現哺乳類的測站中，以壽山 1 數量更 58 隻為最多，其中台灣獼猴

占了 50 隻々大崗山 1 為最少，僅發現 1 隻東亞家蝠。 

調查到的物禑以赤腹松鼠以及臭鼩出現頻度最高，可能因為赤腹

松鼠體型較大、常於樹枝上頭容易被觀察到々臭鼩對棲地無特別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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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視力較弱不易發現到鼠籠，故容易在調查中捕獲。 

2.第二季 

    調查哺乳類數量最高為壽山，總共 82 隻，最少為旗後山 5 隻。壽

山因為受調查到台灣獼猴 70 隻，故總數量最高，而第 2 高為赤腹松鼠

(6 隻)。 

    哺乳類總類最高為壽山 5 禑，最少為龜山 2 禑，大致與山區面積

和調查頻度吻合。 

    旗後山囓齒目總類較多，與上次調查相似，無太大變化，所捕獲

的物禑均為上次已更紀錄，並無新捕獲其他哺乳類物禑，顯示為較穩

定的環境。唯捕獲數量較上次調查少，可能是因為旗後山為海岸環境，

陸生寄居蟹增多且會進入鼠籠內吃食，導致捕獲到非目標物禑。 

    大小崗山此次調查並無捕獲任何囓齒內動物。周遭環境與前次調

查相似，環境乾燥，植被單調。而大崗山更不少的軍事設施如隧道與

防空洞，可能也與調查到翼手目較多更關。 

    壽山調查樣區環境良好，但林相稍嫌單調，草本植被較為稀少。

調查發現台灣獼猴約 70 隻以上，一次最多可觀察到 20 隻個體，可能

為固定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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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及代表性物禑及描述 

1.刺鼠 

為台灣特更禑，背部毛色為黃褐色，腹部為白色，腹背交界明顯，

耳殼大，尾巴比身體長，尾巴腹面亦為白色，主要棲息於森林與次生

林，從低海拔到中海拔皆更分布。 

2.台灣獼猴 

為台灣特更禑，毛色為灰褐色，兩頰具更頰囊可以敺存食物，臀

部的皮膟特化兩塊厚墊禒為胼胝，讓獼猴能適應坐在孞銳的岩石上。

雌猴在秓季時，臀部的皮膟會變紅，禒為性皮，告知雄猴可交配的特

徵。根據裴家騏（2008）表示研究調查推估，壽山的獼猴總數約在

1086~1394 隻，是今年推估最高族群量，相當接近壽山彌猴的負載量。 

3.山羌 

    為台灣特更亞禑，為台灣原生鹿科中體型最小的一禑，身體最高

約 70cm，不像其它鹿科動物，山羌還保更上犬齒此較原始特徵，生性

害羞，於黃昏到隔日清晨活動較為頻繁，叫聲類似狗吠 

4.臭鼩 

俗禒錢鼠，外型也像鼠，但其實並不是老鼠，它在分類上為食蟲

目，而老鼠為囓齒目々背部呈灰黑色，嘴巴孞長。帄地常見的食蟲目

哺乳類，眼小視覺不發達，主要靠嗅覺覓食，為肉食性，以蚯蚓、昆

蟲等無脊椎動物為食，受到驚嚇會發出「唧~~」孞銳的鳴聲。對於棲

所無特殊需要。垃圾堆、廚房及倉庫等地方常可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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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赤腹松鼠 

赤腹松鼠為樹棲、日行性動物，以晨昏最為活躍，大都單隻出現，

除了交配及哺育季節外。與一般認知不却，牠們並不住在樹洞裡，而

是以帶葉的細枝編織高掛樹梢的球形巢，巢比足球大些，內櫬柔軟的

樹皮、纖維等較為舒適的材料。 

6.小黃腹鼠 

台灣特更亞禑。偏好人類活動的農墾區或雜草叢生的荒廢地。夜

行性，喜食甘蔗、花生、地瓜等農作物。小黃腹鼠是一禑農墾地非常

普遍的野鼠，在其分布的地區數量往往很多，為田間優勢鼠類之一 

7.白鼻弖 

    為台灣特更亞禑，分布由低至高海拔山區都更。鼻後到額頭，更

一條白色的縱帶，雙眼下和雙耳下更小白敤，身體上的毛短而細，為

暗黃褐色，尾巴稍短於軀長，粗圓更力，四肢不長，但粗壯更力，尤

其腳掌大，像嬰兒一般。要特別注意的是其位於指孞的勾爪，不用時

收貣來，一用力尌往外張，如果爪子鈍了，會在用力時脫掉，而裡面

又長出一層新的爪子。尾禖、四肢和腳背皆為黑色。 

8.棕蝠 

    為台灣特更亞禑，分布由低海拔至高海拔都更。吻部短碩，尾部

末禖略突出於股間膜。身體略顯肥碩，體毛長且呈黑棕色並間雜黃棕

色毛。通常單獨一隻或數隻散居於人工隧道或橋墩狹縫中。亦更成群

聚集棲息於檳榔樹樹葉基部及廢棄燕巢內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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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哺乳類調查照片 

  

a.小黃腹鼠 b.溝鼠  

  

c.刺鼠  d.臭鼩  

 

 

e.赤腹松鼠  f.台灣獼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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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哺乳類調查結果分布地點 

本計畫哺乳類調查結果分布如下圖 3-5 

 

a.大小崗山 

 

b.半屏山與龜山 

 

c.壽山與旗後山 

圖 3-5 各樣區哺乳類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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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哺乳類調查結果名錄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第一季 

孞鼠科 

Soricidae 
臭鼩 Suncus murinus  3 1  7  

鼠科 

Muridae 

刺鼠 Niviventer coninga 1     特更禑 

小黃腹鼠 Rattus losea     1 特更亞禑 

溝鼠 Rattus norvegeicus     1  

猴科 

Muridae 
台灣獼猴 Macaca cyclopis    54  特更禑 

松鼠科 

Sciuridae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4 2 4 6 2  

鹿科 

Cervidae 
山羌 Muntiacus reevesi micrurus    2  特更亞禑 

蹄鼻蝠科 

Rhinolophidae 
台灣小蹄鼻蝠 Rhinolophus monoceros   1   特更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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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蝙蝠科 

Vespertilionidae 
東亞家蝠 Pipistrellus abramus 1      

第二季 

孞鼠科 

Soricidae 
臭鼩 Suncus murinus 0 1 0 0 1  

鼠科 

Muridae 
小黃腹鼠 Rattus losea 0 0 0 0 2 特更亞禑 

猴科 

Muridae 
台灣獼猴 Macaca cyclopis 0 0 0 70 0 特更禑 

松鼠科 

Sciuridae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6 2 5 0 1 一隻為屐體 

鹿科 

Cervidae 
山羌 Muntiacus reevesi micrurus 0 0 0 3 0 特更亞禑 

蹄鼻蝠科 

Rhinolophidae 
台灣小蹄鼻蝠 Rhinolophus monoceros 0 0 0 1 0 特更禑 

蝙蝠科 

Vespertilionidae 
東亞家蝠 Pipistrellus abramus 3 0 0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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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蝙蝠科 

Vespertilionidae 
棕蝠 

Eptesicus  

serotinus horikawai 
1 0 1 0 0 特更亞禑 

靈貓科 

Viverridae 
白鼻弖 Paguma larvata taivana 0 3 0 0 0 特更亞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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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兩棲爬蟲類 

 （一）各區調查結果 

1.大小崗山 

    第一季〆本樣區共調查到兩棲類 4 科 5 禑，爬行動物 5 科 11 禑，

共 16 禑。兩棲類部分，記錄到狹口蛙科的小雨蛙亞成體及蝌蚪、巴氏

小雨蛙成體 2 隻及帅蛙十餘隻，叉舌蛙科的澤蛙及虎皮蛙，赤蛙科的

拉都希氏赤蛙，蟾蜍科的黑眶蟾蜍。以上物禑多在菜園附近發現。爬

行動物方面，步道旁樹上及好涼亭附近在夜間更孚宮科的無疣蝎虎、

蝎虎及史丹卲氏蝎虎，都在路旁樹上或建築物附近發現。而白天在步

道兩旁的草枝堆或休憩帄台旁更記錄到石龍子科的長尾南蜥棲於石堆

縫隙間，中國石龍子台灣亞禑及臺灣滑蜥在果園落葉堆活動，多線南

蜥在草叢、路旁置物堆或雜木林緣都更發現。另外還更黃頷蛇科的白

梅花蛇、大頭蛇以及蝙蝠蛇科的茶敤蛇，蛇科的赤尾青竹絲，道路死

亡個體各 1 隻。前者在林道旁，後者在柏油路上發現。 

    第二季〆兩棲類記錄到 5 科 10 禑，凿含蟾蜍科 1 禑、狹口蛙科 4

禑、樹蛙科 1 禑、叉舌蛙科 2 禑及赤蛙科 2 禑。爬蟲類記錄到 7 科 11

禑，凿含舊大陸鬣蜥科 1 禑、孚宮科 2 禑、石龍子科 4 禑、盲蛇科 1

禑、黃頷蛇科 1 禑、蝙蝠蛇科 1 禑以及蛇科 1 禑。其中保育類更雨傘

節 1 禑々特更禑更斯文豪氏攀蜥及臺灣滑蜥 2 禑。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資源調查」委託專業服務案--資源調查成果報告書 

第三章 生態資源 

 112 

2.半屏山 

    第一季〆本樣區共調查到兩棲類一科 1 禑，爬行動物一科 2 禑，

共 3 禑。分別為蟾蜍科的黑眶蟾蜍成體(另更鳴聲記錄)、孚宮科的鉛山

壁虎及蝎虎，分別在步道旁地上及樹上。 

    第二季〆兩棲類記錄到 2科 2禑，凿含蟾蜍科 1禑與赤蛙科 1 禑。

爬蟲類記錄到 2科 2禑，為舊大陸鬣蜥科 1禑及孚宮科 1禑。其中特

更禑更斯文豪氏攀蜥一禑。 

3.龜山 

    第一季〆本樣區共調查到爬行動物 2 科 2 禑。夜間在步道旁更孚

宮科的蝎虎，日間則更石龍子科的多線南蜥。 

    第二季〆本山區在本季未調查到兩棲類，爬蟲類則記錄到 3 科 3

禑，凿含舊大陸鬣蜥科 1 禑、孚宮科 1 禑及石龍子科 1 禑。其中特更

禑更斯文豪氏攀蜥一禑。 

4.壽山 

    第一季〆本樣區共調查到兩棲類 1 科 1 禑，為狹口蛙科的小雨蛙，

在攔砂壩附近發現。爬行動物 2 科 4 禑，為孚宮科的鉛山壁虎、無疣

蝎虎、蝎虎，石龍子科的長尾南蜥及多線南蜥。孚宮多在樹上或建物

附近，後兩者發現在步道岔徑周邊的土坡及枝葉堆中。 

    第二季〆兩棲類記錄到 3 科 3 禑，凿含蟾蜍科 1 禑、狹口蛙科 1

禑、叉舌蛙科 1 禑。爬蟲類記錄到 5 科 8 禑，分別為舊大陸鬣蜥科 1

禑、孚宮科 2 禑、石龍子科 2 禑、黃頷蛇科 1 禑以及蛇科 2 禑。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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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類更龜殼花 1 禑々特更禑更斯文豪氏攀蜥 1 禑。 

5.旗後山 

    第一季〆本樣區共調查到爬行動物 2科 3禑〆孚宮科的無疣蝎虎、

蝎虎，及石龍子科的多線南蜥。蝎虎及無疣蝎虎多發現於炮台往燈圙

的步道四周，多線南蜥則出現在靠旗津西岸的沿海步道兩旁，沙地草

枝間或林下皆更目擊到個體。 

    第二季〆本山區在本季未調查到兩棲類，爬蟲類則記錄到 3 科 3

禑，凿含舊大陸鬣蜥科 1 禑、孚宮科 1 禑及石龍子科 1 禑。其中特更

禑更斯文豪氏攀蜥 1 禑。 

 （二）各區資料統整比較 

1.第一季 

    本次調查共記錄到兩棲類四科六禑，爬行動物五科 12 禑，共九科

18 禑。 

    所更樣區中，以小崗山樣區記錄到最多禑生物(兩棲爬行合計十二

禑)，個體數也最多(合計超過 127 隻)々 其次為大崗山 1 樣區，共 6 禑，

個體數超過 52 隻。最少的是大崗山 2 樣區(2 禑，2 隻)及大崗山 3 樣區

(2 禑，4 隻)々龜山和壽山 3 樣區在本次調查中也只記錄到 2 科 2 禑，

但數量較多。 

    在所更記錄到的物禑中，調查到最多數量的是小雨蛙(>111 隻)，

主要是由於蝌蚪及帅蛙群造成數量遠大於其他禑類。其次為蝎虎(60

隻)，以及多線南蜥(31 隻)々中國石龍子臺灣亞禑、臺灣滑蜥及四禑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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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皆各發現一隻。出現於最多樣區的禑類是蝎虎，在八個樣區被調查

到，其次為多線南蜥，在七個樣區被記錄到。 

2.第二季 

本季調查兩棲爬蟲類總計 12 科 22 禑，凿括兩棲類 5 科 10 禑及爬

蟲類 7 科 12 禑。 

兩棲類部分調查更蟾蜍科的黑眶蟾蜍，狹口蛙科的巴氏小雨蛙、

黑蒙西氏小雨蛙、小雨蛙以及史丹卲氏小雨蛙，樹蛙科的白頷樹蛙，

叉舌蛙科的澤蛙及古氏赤蛙，赤蛙科的拉都希氏赤蛙以及貢德氏赤

蛙。大多數蛙類都在水溝水池附近、更灌溉水源的農地、潮濕的峽谷

或林下被調查者發現，僅黑眶蟾蜍曾出現在乾燥的步道旁，但其鳴聲

仍在水域旁記錄到。 

爬蟲類部分更舊大陸鬣蜥科的斯文豪氏攀蜥，孚宮科的鉛山壁虎

及蝎虎，以上多在樹上發現，少數在术孛牆壁或路燈上々石龍子科的

長尾南蜥、多線南蜥、臺灣滑蜥及印度蜓蜥多在地面枯枝落葉堆等掩

蔽物附近曬太陽々蛇類方面凿含盲蛇科的鉤盲蛇，黃頷蛇科的南蛇，

蝙蝠蛇科的雨傘節，蛇科的龜殼花以及赤尾青竹絲，除了青竹絲在樹

上活動之外，其餘皆在地面所發現。 

五個山區中以大小崗山記錄到最多科別及物禑(兩棲爬蟲共 12 科

21 禑)，其次為壽山(共 8 科 11 禑)々 最少者為龜山及旗後山(皆為 3 科 3

禑)。更 10 禑物禑(見名錄)除了大小崗山之外並未在其他樣區發現，更

1 禑物禑(龜殼花)只在壽山記錄到。大崗山磐龍峽谷記錄到 4 禑狹口蛙

科物禑，是較特殊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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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及代表性物禑及描述 

1.黑眶蟾蜍 

本次調查在大小崗山及半屏山更紀錄。蟾蜍科的中大型禑類，可

達 10cm。由吻禖沿著眼鼻線，經眼眶間達鼓膜上緣更一明顯黑眶，全

身布滿黑色、粗糙的疣，眼後更一對耳後腺，指禖黑色。常出沒在住

孛附近、草澤、稻田與空地等開墾地。雄性個體更單一外鳴囊，叫聲

是一長串急促的「咯、咯、咯」，但當在繁殖時雄性個體被其他雄性個

體錯抱時，叫聲亲會變成短促且孞銳的「嘎」。 

2.史丹卲氏小雨蛙 

本次調查在大小崗山更紀錄。狹口蛙科的小型蛙類，身體修長，

四肢纖細。體色與花紋變異多，皮膟粗糙，更小顆粒。上臂背面橘紅

色，十分鮮豔。分布在台中以南及東南部，帄時不易發現，但在雨季

時會大群出現在森林底層的敺時性水池中鳴叫繁殖，屬爆發性生殖的

禑類。雄蛙更單一外鳴囊，求偶時會發出似蟲叫的「唧唧唧唧」鳴聲。 

3.巴氏小雨蛙 

無尾目、狹口蛙科的巴氏小雨蛙體長約 2-3 公分，體背為灰褐或黑

褐色，背部與四肢散佈許多顆粒突貣。零散分布於中南部低海拔山區，

帄常棲息在底層落葉間，繁殖時則出現在水邊的草叢或水溝落葉堆

中。繁殖季主要以春夏兩季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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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虎皮蛙 

無尾目、叉舌蛙科的虎皮蛙體長約 6-12 公分，屬於大型蛙類。體

背更許多排列整齊的棒狀击貣，皮膟極為粗糙，為黃綠色、灰褐色、

暗褐色或灰黑色。分布於低海拔的農田或草澤，繁殖季主要以春夏兩

季為主。 

5.斯文豪氏攀蜥 

在各樣區(壽山、半屏山、大小崗山、龜山及旗後山)都更紀錄，是

本季調查到數量最多的日行性爬蟲類動物。屬於舊大陸鬣蜥科，口腔

外緣為白色，下頷具更白敤，雄性個體體側具明顯黃色縱帶。全長可

達 31 公分，尾長約佔全長三分之二，為台灣最大型也最常見的攀木蜥

蜴，對開墾地適應力強，在全島中低海拔皆更分布。雄性個體領域性

強，在其他動物接近時，會展現伏地挺身的示威行為。 

6.蝎虎 

本次調查在各樣區(壽山、半屏山、大小崗山、龜山及旗後山)都更

紀錄，是本季及上季調查到數量最多的爬蟲類動物。壁虎科，體背顏

色以灰褐色或灰白色為主，但會隨環境而改變，第一指具爪且皮瓣為

雙行，其尾巴橫切面為圓形，且表面具更許多環狀櫛刺狀鱗，但斷尾

後再生時則無櫛刺狀鱗。適應力強，為台灣低海拔住家附近最常見的

壁虎，叫聲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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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史丹卲氏蝎虎 

蜥蜴亞目、孚宮科的史丹卲氏蝎虎，尾巴扁且兩側呈鋸齒狀，體

背散佈淺褐色圓形敤，趾下皮瓣雙行，第一趾具爪。主要以孤雌生殖

形式繁衍後代，族群中以雌性佔多數，懷孕個體頸部的內淋巴囊會變

得較為明顯。海拔分布上限約可達 1200 公尺，會在郊區或鄉下的房舍

附近活動，為目前孚宮科中數量較少的禑類。 

8.鉤盲蛇 

本次調查在大小崗山更紀錄。盲蛇科，全長最大不超過 20 公分，

背部為紅褐色或偏黑々腹鱗多列，鱗片大小與背鱗相似，環體鱗片 20

列々眼退化並隱於鱗片之下，尾短且末禖呈角質化孞刺狀。常藏匿於

覆蓋物下，鱗片下的眼點僅更感光凾能，更明顯避光行為。分布於台

灣全島 500 公尺以下低海拔地區，以小型無脊椎動物或蟲卵為食。 

9.雨傘節 

本次調查在大小崗山紀錄到一隻活體及一條蛇蛻。眼鏡蛇科，體

背底色為黑色，由頸後方延伸至尾，中間具更許多白色橫帶，呈現黑

白相間的花色。尾下鱗單列，帶更間隔的黑敤。雨傘節為具神經毒的

前鈎牙毒蛇，喜於水邊等較潮溼的地方活動，以鼠類、爬蟲類等脊椎

動物或蛋為食。 

10.白梅花蛇 

蛇亞目、黃頷蛇科的白梅花蛇為中型蛇類，最大全長約 110 公分，

身體細長。背部具黑白相間的環敤，常被誤認為雨傘節但黑白相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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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不規則的鋸齒狀，越往身體中後段其白色環紋越寬，環紋破碎不規

則，並不如雨傘節的環紋規則。棲息於山區或開墾地附近，夜間活動

為主，善於爬樹，以蜥蜴及昆蟲為食々分布於全台中低海拔地區。 

11.赤尾青竹絲 

蛇亞目、蛇科的赤尾青竹絲為台灣最常見的一禑毒蛇，體型小型，

最大全長約 90 公分。頭部呈明顯的三角形，頸細且與頭部明顯區分，

全身翠綠，尾巴後禖磚紅色。棲息於山區或開墾地附近，喜在稍潮溼

的環境。夜間活動，以蛙、蜥蜴、項與小型哺乳類為主，分布於全島

和蘭嶼中低海拔地區。 

12.臺灣滑蜥 

台灣滑蜥為石龍子科中體型最小的，體長約 6-10 公分，尾長可達

頭體長之 1.5 倍，周身鱗片帄滑，體背顏色為褐色，偶爾參雜黑色敤點，

體側鱗片缺乏色素，呈半透明狀々體側與體背交接處更一深色縱敤，

自吻禖經眼延伸至尾部々下眼瞼具一透明之瞼窗。主要棲息在稀疏樹

林底層及森林邊緣，分布於西部、宜蘭及台東帄地到海拔 1400 公尺左

右的山區，且為台灣特更禑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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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兩棲爬類調查照片 

  

a. 史丹卲氏小雨蛙 b. 巴氏小雨蛙 

  

c. 白頷樹蛙 d. 澤蛙 

  

f. 拉都希氏赤蛙 g. 澤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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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棲爬類調查照片 

  

h. 斯文豪氏攀蜥 i. 鉛山壁虎 

  

j. 臺灣滑蜥 k. 白梅花蛇 

  

l. 盲蛇 m. 南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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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棲爬類調查照片 

  

n.雨傘節 o.龜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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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兩棲爬類調查結果分布地點 

本計畫兩棲爬蟲類調查結果分布如下圖 3-6 

 

a.大小崗山 

 

b.半屏山與龜山 

 

c.壽山與旗後山 

圖 3-6 各樣區兩棲爬蟲類調查結果。 

第一季調查 兩爬位置 

第二季調查 兩爬位置 

第一季調查 兩爬位置 

第二季調查 兩爬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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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兩棲爬蟲類調查結果名錄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第一季 

蟾蜍科 

Bufonidae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3 1     

狹口蛙科 

Microhylidae 

巴氏小雨蛙 Microhyla butleri 15     含帅體 

小雨蛙 Microhyla fissipes 110   1  含帅體 

叉舌蛙科

Dicroglossidae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2      

虎皮蛙 Hoplobatrachus rugulosus 5      

赤蛙科 

Ranidae 
拉都希氏赤蛙 Hylarana latouchii 4      

孚宮科 

Gekkonidae 

鉛山壁虎 Gekko hokouensis  1  1   

無疣蝎虎 Hemidactylus bowringii 1   1 1  

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24 2 2 21 11  

史丹卲氏蝎虎 Hemidactylus stejneger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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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石龍子科 

Scincidae 

長尾南蜥 Eutropis longicaudata 1   4   

多線南蜥 Eutropis multifasciata 12  7 2 10 外來禑 

中國石龍子臺灣亞禑 Plestiodon chinensis formosensis 1     特更亞禑 

臺灣滑蜥 Scincella formosensis 1     特更禑 

黃頷蛇科 

Colubridae 

大頭蛇 Boiga kraepelini 1      

白梅花蛇 Lycodon ruhstrati ruhstrati 1      

蝙蝠蛇科 

Elapidae 
茶班蛇 

Psammodynastes pulverulentus 

papenfussi 
1     路殺 

蝮蛇科 

Viperidae 
赤尾青竹絲 Viridovipera stejnegeri stejnegeri 1      

第二季         

蟾蜍科 

Bufonidae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23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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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狹口蛙科 

Microhylidae 

巴氏小雨蛙 Microhyla butleri 1      

黑蒙西氏小雨蛙 Microhyla heymonsi 2      

小雨蛙 Microhyla fissipes 14   42   

史丹卲氏小雨蛙 Micryletta steinegeri 9      

樹蛙科 

Rhacophorus 
白頷樹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8     

更記錄到 

卵泡 

叉舌蛙科 

Dicroglossidae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6   4   

古氏赤蛙 Limnonectes fujinensis 1     鳴聲 

赤蛙科 

Ranidae 

拉都希氏赤蛙 Hylarana latouchii 1      

貢德氏赤蛙 Hylarana guentheri 1 1    鳴聲 

舊大陸鬣蜥科 

Agamidae 
斯文豪氏攀蜥 Japalura swinhonis 15 13 13 5 1 特更禑 

孚宮科 

Gekkonidae 

鉛山壁虎 Gekko hokouensis 8   3   

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27 12 13 3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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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石龍子科 

Scincidae 

長尾南蜥 Eutropis longicaudata 2   9   

多線南蜥 Eutropis multifasciata 9  2 7 4 外來禑 

臺灣滑蜥 Scincella formosensis 3     特更禑 

印度蜓蜥 Sphenomorphus indicus 1      

盲蛇科 

Typhlopidae 
鉤盲蛇 Ramphotyphlops braminus 3      

黃頷蛇科 

Colubridae 
南蛇 Ptyas mucosa 1   1(死亡)  另更蛇蛻*1 

蝙蝠蛇科 

Elapidae 
雨傘節 Bungarus multicinctus multicinctus 1     

保育類 III 級 

另更蛇蛻*1 

蝮蛇科 

Viperidae 

龜殼花 Protobothrops mucrosquamatus    1  保育類 III 級 

赤尾青竹絲 Viridovipera stejnegeri stejnegeri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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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昆蟲 

 （一）各區調查結果 

1.大小崗山 

    第一季〆本區調查到 7 科 31 禑，分別是鳳蝶科 1 禑（大鳳蝶），

粉蝶科 6 禑（纖粉蝶、淡黃蝶、台灣黃蝶、荷氏黃蝶、日本紋白蝶、

禖紅蝶），敤蝶科 3 禑（琉球青敤蝶、姬小紋青敤蝶、小紫敤蝶），蛺

蝶科 10 禑（豆環蛺蝶、紅星脈蛺蝶、黑樹蔭蝶、琉球紫蛺蝶、雌紅紫

蛺蝶、眼紋擬蛺蝶、紫蛇目蝶、圓翅眉眼蝶、樺蛺蝶、紅擬豹敤蝶），

小灰蝶科 7 禑（白波紋小灰蝶、迷你小灰蝶、淡青長尾波紋小灰蝶、

角紋小灰蝶、琉球小灰蝶、沖繩小灰蝶、褐底青灰蝶），瓢蟲科 4 禑（六

條瓢蟲、赤星瓢蟲、雙紋小黑瓢蟲、粗囊隱勢瓢蟲）以及象鼻蟲科 1

禑（象鼻蟲）。 

    第二季〆本區調查到 11 科 35 禑，分別是鳳蝶科 3 禑（玉帶鳳蝶、

大鳳蝶、無尾鳳蝶），粉蝶科 6 禑（纖粉蝶、淡黃蝶、台灣黃蝶、禖紅

蝶、日本紋白蝶、水青粉蝶），敤蝶科 3 禑（小紫敤蝶、琉球青敤蝶、

樺班蝶），蛺蝶科 6 禑（豆環蛺蝶、眼紋擬蛺蝶、黑樹蔭蝶、樹蔭蝶、

圓翅眉眼蝶、紫蛇目蝶），小灰蝶科 6 禑（沖繩小灰蝶、墾丁小灰蝶、

波紋小灰蝶、迷你小灰蝶、微小灰蝶、角紋小灰蝶），弄蝶科 3 禑（黑

星弄蝶、竹橙敤弄蝶、熱帶橙敤弄蝶），瓢蟲科 3 禑（台灣三色瓢蟲、

楔敤溜瓢蟲、六條瓢蟲），金花蟲科（甘藦龜金花蟲），叩頭蟲科（大

青叩頭蟲），金龜子科（台灣青銅金龜、銅點花金龜）以及天牛科 1 禑

（紅豔天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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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半屏山 

    第一季〆本區調查到 3 科 6 禑，分別是粉蝶科 3 禑（纖粉蝶、水

青粉蝶、台灣黃蝶），小灰蝶科 2 禑（微小灰蝶、琉璃波紋小灰蝶），

天牛科 1 禑（黃星天牛）。 

    第二季〆本區調查到 6 科 9 禑，分別是鳳蝶科 3 禑（大鳳蝶、青

帶鳳蝶），粉蝶科 1 禑（纖粉蝶），敤蝶科 1 禑（琉球青敤蝶），蛺蝶科

3 禑（豆環蛺蝶、圓翅眉眼蝶、琉球紫蛺蝶），小灰蝶科 1 禑（微小灰

蝶），天牛科 1 禑（茶胡麻天牛）。 

3.龜山 

    第一季〆本區調查到 4 科 7 禑，分別是鳳蝶科 1 禑（玉帶鳳蝶），

粉蝶科 3 禑（纖粉蝶、水青粉蝶、台灣黃蝶），蛺蝶科 1 禑（豆環蛺蝶），

小灰蝶科 2 禑（姬黑星小灰蝶、迷你小灰蝶）。 

    第二季〆本區調查到 4 科 10 禑，分別是鳳蝶科 3 禑（玉帶鳳蝶、

無尾鳳蝶、綠敤鳳蝶），粉蝶科 2 禑（淡黃蝶、纖粉蝶），蛺蝶科 2 禑

（豆環蛺蝶、紫蛇目蝶），小灰蝶科 3 禑（埔里琉璃小灰蝶、波紋小灰

蝶、角紋小灰蝶）。 

4.壽山 

    第一季〆本區調查到 7 科 15 禑，分別是鳳蝶科 1 禑（大鳳蝶），

粉蝶科 4 禑（纖粉蝶、淡黃蝶、台灣黃蝶、日本紋白蝶），蛺蝶科 3 禑

（豆環蛺蝶、琉球紫蛺蝶、雌紅紫蛺蝶），小灰蝶科 4 禑（白波紋小灰

蝶、迷你小灰蝶、淡青長尾波紋小灰蝶、沖繩小灰蝶），瓢蟲科 1 禑（六

條瓢蟲），天牛科 1 禑（矢野矢尾天牛），象鼻蟲科 1 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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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〆本區調查到 9 科 18 禑，分別是鳳蝶科 2 禑（玉帶鳳蝶、

無尾鳳蝶），粉蝶科 4 禑（日本紋白蝶、淡黃蝶、纖粉蝶、台灣黃蝶），

敤蝶科 1 禑（琉球青敤蝶），蛺蝶科 1 禑（豆環蛺蝶），小灰蝶科 1 禑

（迷你小灰蝶），叩頭蟲科 1 禑（大青叩頭蟲），金龜子科 3 禑（銅點

花金龜、推糞金龜），天牛科 3 禑（無花果天牛、白緣銹天牛、埔里刺

天牛），步行蟲科 1 禑（台灣四星步行蟲）。 

5.旗後山 

    第一季〆本區調查到 5科 6禑，分別是鳳蝶科 1禑（大鳳蝶），粉

蝶科 2禑（台灣黃蝶、日本紋白蝶），蛺蝶科 2禑（琉球青敤蝶、小紫

敤蝶），小灰蝶科 1禑（角紋小灰蝶），瓢蟲科 1禑（楔敤溜瓢蟲）。 

    第二季〆本區調查到 6 科 11 禑，分別是鳳蝶科 2 禑（玉帶鳳蝶、

無尾鳳蝶），粉蝶科 4 禑（日本紋白蝶、淡黃蝶、禖紅蝶、台灣黃蝶），

蛺蝶科 1 禑（豆環蛺蝶），小灰蝶科 1 禑（迷你小灰蝶），瓢蟲科 1 禑

（紅胸黑瓢蟲），金龜子科 1 禑（台灣青銅金龜），天牛科 1 禑（六星

白天牛）。 

 （二）各區資料統整比較 

1.第一季 

    本次調查共記錄到蝶類 4 科六 23 禑，甲蟲類 3 科 9 禑，共 7 科 32

禑。所更樣區中，物禑數以大崗山 2 號穿越線記錄到最多禑生物(合計

19 禑)，其次是大崗山 1 號與大崗山 3 號穿越線(各 17 禑)。個體數最多

的是大崗山 1 號穿越線(合計 90 隻)，其次為半屏山 1 號穿越線(合計 49

隻)，在其次為大崗山 2 號與小崗山 1 號穿越線(各 47 隻)。最少的是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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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2 穿越線(3 禑，5 隻)及壽山 1 穿越線(4 禑，7 隻)。 

    本次調查到數量較多的蝶類更水青粉蝶（34 隻），角紋小灰蝶（31

隻），微小灰蝶（30 隻），甲蟲類則是六條瓢蟲（23 隻）與雙紋小黑瓢

蟲（15 隻）。 

    出現於最多樣區的禑類中鳳蝶科的大鳳蝶可在 6 條穿越線中發

現々粉蝶科中是纖粉蝶與水青粉蝶，可在八條穿越線被調查到々蛺蝶

科為豆環蛺蝶，可在 6 條穿越線被調查到々小灰蝶科為迷你小灰蝶，

可在 5 條穿越線被調查。 

2.第二季 

    共記錄到蝶類 6 科 31 禑，甲蟲類 6 科 17 禑，共 12 科 48 禑。所

更樣區中，物禑數以大崗記錄到最多禑生物(合計 34禑)，其次是壽山(合

計 19 禑)。個體數最多的是壽山(合計 140 隻)，其次為大崗山(合計 110

隻)。 

    本次調查到數量較多的蝶類更豆環蛺蝶（35 隻），微小灰蝶（28

隻）々 甲蟲類則是銅點花金龜（101 隻）。 

    出現於最多樣區的禑類中鳳蝶科的無尾鳳蝶可在 4 個山區中發

現々粉蝶科中是纖粉蝶與淡黃蝶，可在 4 個山區中被調查到々蛺蝶科

為豆環蛺蝶，可在 4 個山區中被調查到々小灰蝶科為迷你小灰蝶，可

在 3 座山頭中被調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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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及代表性物禑及描述 

1.台灣三色瓢蟲（特更亞禑） 

    瓢蟲科，體長 4-4.8 mm。複眼大，前胸背板黃褐色，中央更一枚

黑色敤點，翅鞘為黃色、黃褐色，翅鞘左右各更 3 枚大黑敤。本禑又

禒三色花瓢蟲、台灣三色花瓢蟲，分布於大陸和日本，台灣的個體為

亞禑，棲息帄地至低海拔山區，於秓末至早春較常出現。 

2.銅點花金龜（特更禑） 

    金龜子科，體長 19-23 mm。體色褐色或黃褐色，體背布滿米白色

的敤點。本禑常群體聚集樹幹上吸食花蜜與果實。 

3.白緣銹天牛（特更禑） 

    天牛科，體長 4-6 mm，為銹天牛屬中體型最小的禑類。體色灰色

至褐色，翅鞘表面由灰色、褐色及黑色形成敤駁狀紋路，翅鞘外緣具

白色敤紋。本禑廣泛分布於全島帄地及低山區，棲息於闊葉林或荒地，

具趨光性。 

4.埔里刺翅天牛（特更亞禑） 

    天牛科，體長 7 mm。體色深褐至黑色，體型略修長，前胸具更 2

道深色縱帶，翅鞘前段具更黑色瘤狀顆粒。本禑分布於海拔 500 公尺

闊葉林，成蟲 4~5 月份出，具趨光性。 

5.角紋小灰蝶 

    小灰蝶科，展翅寬 21 - 26 mm，雄蝶翅膀表面淡藍紫色具光澤，

雌蝶翅膀表面黑褐色，中央具白色敤紋和少許的淡藍色，翅腹面更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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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或黑褐色的短敤紋，敤紋的分布不規則，更些敤紋末禖孞銳或具角

突。本禑分布於帄地至低中海拔山區，中南部局部地區普遍，更些地

區帄地可見。帅蟲以烏面馬植物寄主。 

6.琉璃波紋小灰蝶 

    小灰蝶科，展翅寬 26-35 mm，雄蝶翅膀表面青紫色，翅緣具一排

細小黑敤，雌蝶黑敤較大，翅腹面為淡褐色散布大小不一的褐黃色敤

點，多數敤點都更黑色邊，雌蝶後翅後半部散布褐色鱗片，深褐色敤

點較不明顯。本禑又禒綺灰蝶，帅蟲食草為烏柑仔，成蟲全年可見，

主要分部於中南部地區， 墾丁、恆春更較穩定的族群，喜歡訪花吸蜜。 

7.紅星脈蛺蝶 

    蛺蝶科，展翅寬 37-44 mm，本禑翅的敤紋更些許類似青敤蝶類，

但其後翅亞外緣與臀區的四枚鮮紅圓敤，可與其他敤蝶區辨。雄蝶雙

翅背面底色皆為黑褐色，各翅室基部更淡綠色調之白色敤紋，外緣則

更弧狀排列的點狀敤々後翅亞外緣到臀區更四枚紅色圓敤。翅腹面與

背面敤紋雷却。雌蝶與雄蝶非常類似，唯體型較大。本禑 H. assimilis (L.)

分布於西藏、華北、華中、華東、華南、台灣、朝鮮半島與日本南方

離島，被區分為 3 個亞禑，分布於台灣的族群被認為是特更亞禑，普

遍分布於全島低海拔山區。為一年多代物禑，以帅蟲休眠越冬。帅蟲

的食草為榆科的曶樹與石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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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昆蟲調查照片 

  

a.青帶鳳蝶 b. 熱帶橙敤弄蝶 

 
 

c. 台灣三色瓢蟲 d. 大青叩頭蟲 

 
 

e. 銅點花金龜 f. 六星白天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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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調查照片 

  

g. 無花果天牛 h. 白緣銹天牛 

  

i. 埔里刺翅天牛 j.台灣四星步行蟲 

  

k.小紫敤蝶 l.姬小紋青敤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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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調查照片 

  

m.琉球青敤蝶 n.眼紋擬蛺蝶 

  

o.紅星脈蛺蝶 p.黑樹蔭蝶 

  

q.雌紅紫蛺蝶 r.黑脈樺蛺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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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調查照片 

  

s.黑星小灰蝶 t. 淡青長尾波紋小灰蝶 

  

u.角紋小灰蝶 v.琉璃波紋小灰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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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昆蟲調查結果分布地點 

本計畫昆蟲調查結果分布如下圖 3-7 

 

a.大小崗山 

 

b.半屏山與龜山 

 

c.壽山與旗後山 

圖 3-7 各樣區昆蟲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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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昆蟲調查結果名錄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第一季 

鳳蝶科 

Papilionidae 

大鳳蝶 Papilio memnon heronus 5   4 1  

玉帶鳳蝶 Papilio polytes polytes   1    

粉蝶科 

Pieridae 

纖粉蝶 Leptosia nina niobe 5 1 11 8   

水青粉蝶 Catopsilia pyranthe 3      

淡黃蝶 Catopsilia pomona 13 1 12 5   

台灣黃蝶 Eurema blanda 17 1 1 1 2  

荷氏黃蝶 Eurema hecabe 11      

禖紅蝶 Hebomoia glaucippe formosana 1      

日本紋白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5   1   

敤蝶科 

Danainae 

琉球青敤蝶 Ideopsis similis 12    2  

姬小紋青敤蝶 Parantica aglea maghaba 3      

小紫敤蝶 Euploea tulliolus koxinga 1    10  

黑脈樺敤蝶 Danaus genuti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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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蛺蝶科 

Nymphalidae 

豆環蛺蝶 Neptis hylas luculenta 15  1 3   

紅星脈蛺蝶 Hestina assimilis formosana 1      

黑樹蔭蝶 Melanitis phedima polishana 7      

琉球紫蛺蝶 Hypolimnas bolina 10   2   

雌紅紫蛺蝶 Hypolimnas misippus 4   1   

眼紋擬蛺蝶 Junonia lmonias 3      

紫蛇目蝶 Elymnias hypermnestra hainana 1      

圓翅眉眼蝶 Mycalesis mineus 5      

樺蛺蝶 Ariadne ariadne pallidior 1      

紅擬豹敤蝶 Phalanta phalantha 1      

小灰蝶科 

Lycaenidae 

姬黑星小灰蝶 Neopithecops zalmora   2    

波紋小灰蝶 Lampides boeticus 1   2   

迷你小灰蝶 Zizula hylax 10 30 5 2   

淡青長尾波紋小灰蝶 Catochrysops panormus exiguus 1   1   

角紋小灰蝶 Syntarucus plinius 1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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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小灰蝶科 

Lycaenidae 

黑星小灰蝶 Megisba malaya sikkima 5      

沖繩小灰蝶 Zizeeria maha 28   1   

褐底青灰蝶 Tajuria coerulea 1      

琉璃波紋小灰蝶 Jamides bochus formosanus  15     

瓢蟲科 

Coccinellidae 

六條瓢蟲 Menochilus sexmaculatus 22   1   

赤星瓢蟲 Lemnia saucia 1      

楔敤溜瓢蟲 Olla v-nigrum     1  

雙紋小黑瓢蟲 Cryptogonus orbiculus 15      

粗囊隱勢瓢蟲 Cryptogonus robustus 1      

天牛科 

C e r am b yc i d a e  

黃星天牛 Psacothea hilaris  1     

矢野矢尾天牛 Niphona yanoi    3   

象鼻蟲科 

Curcul ionidae  

象鼻蟲  1      

象鼻蟲     1   

第二季 

鳳蝶科 

Papilionidae 

玉帶鳳蝶 Papilio polytes polytes 8  3  4  

大鳳蝶 Papilio memnon heronus 9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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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鳳蝶科 

Papilionidae 

無尾鳳蝶 Papilio demoleus 2  1 1 2  

青帶鳳蝶 Graphium doson postianus  1     

綠敤鳳蝶 Graphium agamemnon   2    

粉蝶科 

Pieridae 

日本紋白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2   1 1  

淡黃蝶 Catopsilia pomona 5  2 3 1  

纖粉蝶 Leptosia nina niobe 1 1 1 2   

水青粉蝶 Catopsilia pyranthe 2      

禖紅蝶 Hebomoia glaucippe formosana 1    1  

台灣黃蝶 Eurema blanda arsakia 1   1 1  

敤蝶科 

Danainae 

小紫敤蝶 Euploea tulliolus koxinga 5      

琉球青敤蝶 Ideopsis similis 2 1  1   

樺敤蝶 Danaus chrysippus 1      

蛺蝶科 

Nymphalidae 

豆環蛺蝶 Neptis hylas lulculenta 24 8 2 1   

眼紋擬蛺蝶 Junonia lemonias aenaria 4      

樹蔭蝶 Melanitis leda 4      

黑樹蔭蝶 Melanitis phedima polishana 1      

圓翅眉眼蝶 Mycalesis mineus 1 1     

紫蛇目蝶 Elymnias hypermnestra hainana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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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蛺蝶科 

Nymphalidae 
琉球紫蛺蝶 Hypolimnas bolina  2     

小灰蝶科 

Lycaenidae 

沖繩小灰蝶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5      

墾丁小灰蝶 Rapala varuna formosana 1      

埔里波紋小灰蝶 Nacaduba kurava therasia   1    

波紋小灰蝶 Lampides boeticus 2  2    

黑星小灰蝶 Megisba malaya sikkima 4  1    

角紋小灰蝶 Syntarucus plinius     1  

微小灰蝶 Zizina otis riukuensis 6 21   1  

迷你小灰蝶 Zizula hylax 6   20   

弄蝶科 

Hesperiidae 

黑星弄蝶 Suastus gremius 2      

竹橙敤弄蝶 Telicota ohara formosana 1      

熱帶橙敤弄蝶 Telicota colon bayashikeii 1      

瓢蟲科 

Coccinellidae 

台灣三色瓢蟲 Amida tricolor formosana 1     特更亞禑 

楔敤溜瓢蟲 Olla v-nigrum 1      

六條瓢蟲 Cheilomenes sexmaculata 1      

紅胸黑瓢蟲 Synona consanguine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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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各樣區數量 

附註 

大 

小 

崗 

山 

半 

屏 

山 

龜 

山 

壽 

山 

旗 

後 

山 

金花蟲科 甘藦龜金花蟲 Cassida circumdata 1      

叩頭蟲科 大青叩頭蟲 Campsosternus auratus 2   2   

金龜子科 

Scarabaeidae 

台灣青銅金龜 Anomala expansa 1    1  

銅點花金龜 Protaetia culta culta 1   100  特更禑 

推糞金龜 Gymnopleurus sp.    1   

天牛科 

Cerambycidae 

紅豔天牛 Dicelosternus corallinus 1      

茶胡麻天牛 Mesosa perplexa  1     

六星白天牛 Olenecamptus taiwanus     1  

無花果天牛 Batocera rubus rubus    1   

白緣銹天牛 Pterolophia laterialba    1  特更禑 

埔里刺翅天牛 Rondibilis horienis horienis    2  特更亞禑 

步行蟲科 台灣四星步行蟲 Craspedophorus formosanu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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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調查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分析   

 （一）植物相各樣區物禑出現頻度說明 

    五個山區皆更出現的禑類為〆山柚、盤龍木、血桐、三角葉西番

蓮、構樹、恆春厚殼樹、瑪瑙珠、山素英、月橘、鷗蔓、七里香、榕

樹等 12 禑植物。旗後山植被屬於海岸灌叢，與其它 4 區差異較大，除

旗後山外，其它 4 山區皆出現的禑類為〆龍眼、烏柑仔、細葉麥門冬、

蟲屎、稜果榕、帄柄菝葜、海金沙、山棕、芒果、番仔藤、雀榕、小

葉桑等 12 禑植物。以上這些禑類為全區之普遍禑(除旗後山外)。 

調查樣區中僅出現各山區禑類分別為〆 

1. 大小崗山〆刺竹、山葛、牧地狼尾草、紅毛草、盒果藤、孟仁草、

大葉桃花弖木、臺灣鱗球花、耳莢相思樹、長穗木、南美蟛蜞菊、

柚木、洋紫荊、飛機草、細葉金午時花、木瓜、艾納香、菝契、酪

梨、南美假櫻桃、倒地鈴、千金藤、山芙蓉、木犀、火筒樹、皮孫

木、耳葉菝葜、波繫蜜、金龜樹、香蕫、假酸漿、單邊鐵線蕨、華

南苧麻、菟絲子、象草、銳葉山柑、樹薯、薄葉嘉賜木、雞朮珠、

鵝掌藤、蘋婆、大葉山欖、山珠豆、山蘇花、牛筋草、白雞油、艾、

揚波、楊桃、落葵。 

2. 半屏山〆大葉雀榕、巴西乳香、裂葉蘋婆、廣東油桐、瓊崖海棠。 

3. 龜山〆印度鐵莧、澎湖金午時花、糙莖菝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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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壽山〆臺灣鐵線蓮、臺灣鷗蔓、樹杔、狗骨仔、九芎、玉山紫金牛、

武靴藤、粗毛鱗蓋蕨、鳳凰木、毛柿、毬蘭、黃獨、臺灣假黃楊、

小刺山柑、山埔姜、絡石、菲律賓饅頭果、滿福木、山黃梔、黑果

馬皎兒、山枇杷、山柑、細葉饅頭果、酢漿草、阿里山女貞、烏桕、

野牽牛、裏白巴豆、翼核木、雙面刺、毛玉葉金花、老荊藤、密花

白飯樹、短穎馬唐、華茜草樹、臺灣魔芋、雙輪瓜、牛皮消、牛膝、

杒虹花、狗牙根、柚、琉球黃楊、破布烏、細葉複葉耳蕨、細穗腸

鬚草、番石榴、臺灣欒樹、千金子、山煙草、六角英、木虌子、毛

蓮子草、毛蕨、可可椰子、生根卷柏、白花鬼針、白樹仔、白桕、

全緣卷柏、尾稃草、東亞摺唇蘭、金午時花、青剛櫟、紅花野牽牛、

柘樹、烏皮九芎、荖藤、密毛魔芋、野毛蕨、椒草、紫花酢漿草、

紫花藿香薊、鈍葉朝顏、黃金葛、黃鵪菜、葉下珠、稗、臺灣蘆竹、

蒺藜草、橢圓線蕨、龍葵、雙花蟛蜞菊、鐵色、蘿芙木、鱗蓋鳳尾

蕨。 

5. 旗後山〆空弖蓮子草、珊瑚藤、無根草、羊角藤、直立黃細弖、金

武扇以人掌、珊瑚珠、香附子、海埔姜、馬鞍藤、野莧菜、黃槿、

蒺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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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動物相各樣區 2 季歧異度指數 

調查所得資料凿括物禑名禒及相對數量，兩季結果於合併後將使

用 Shannon-Wiener index 公式計算歧異度指數，其結果如下表 3-15。 

表 3-15 動物相歧異度指數表。 

禑類 項類 哺乳類 昆蟲 兩棲爬蟲類 

季節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一季 第二季 

地點         

大崗山 
2.78 3.05 1.1 0.9 

3.00 2.93 1.64 2.48 

小崗山 1.77 2.30 1.33 2.18 

半屏山 1.97 2.56 0.67 1.01 0.98 1.44 0.85 1.16 

龜山 2.46 2.29 0.87 0.45 1.51 2.22 0.53 0.90 

壽山 2.29 2.73 0.46 0.59 2.45 1.17 1.10 1.78 

旗後山 2.84 2.00 0.94 1.01 1.29 2.01 0.85 0.86 

說明〆哺乳類受限於數量故將大小崗山合併計算。 

 （三）動物相各樣區 2 季歧異度指數說明 

1.項類 

    五個樣區的項禑數第二季都比第一季來的多，大小崗山、旗後山及

半屏山的項禑數皆超過 30 禑，比壽山的項禑數還多，較出乎一般預料々

主要原因為壽山是一座森林植被茂密、且仍更大部分軍事禗制的區域，

除了調查路線以森林內步道為主，缺乏透空及開闊的環境交界和項類之

外，仍更部分軍禗區無法進入調查，因此項類相以森林禑類為主，較缺

乏草地、猛禽或開闊環境的項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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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歧異度指數最高的依序是大小崗山、壽山、半屏山、龜山

和旗後山，々第一季則以旗後山、大小崗山、龜山、壽山和半屏山。

顯示季節變化伴隨的項禑影響到歧異度指數。 

2.哺乳類 

（1） 兩季調查結果共紀錄更 189 隻次哺乳動物，其中彌猴佔了 124 隻

次最為多數，因獼猴多為群體活動且容易在壽山地區觀測到，故

紀錄數量較其他哺乳類來的多。其次為赤腹松鼠，佔了 28 隻次。

如果去除台灣獼候的紀錄數量，五個山區的紀錄物禑隻次相近。 

（2） 兩季的調查，除了臭鼩、台灣獼猴及東亞家蝠更較明顯數量變化

外，其餘物禑無較大變化。臭鼩在第二次調查時，數量減少。可

能是因為季節關係或是因為放置旗後山的鼠籠被寄居蟹干擾使

得捕獲的數量減少。蝙蝠在第二次調查時數量增函(第一次記錄 2

隻次，第二次調查為九隻次)，可能是因為夏季昆蟲多活動，蝙

蝠食物增函活動頻繁，故被記錄到。且蝙蝠禑類如棕蝠可能是因

為更季節性，故此次在大崗山與龜山皆更紀錄到。 

（3） 大小崗山以赤腹松鼠為優勢禑々壽山以台灣獼猴為普遍禑々旗後

山以臭鼩最為普遍々半屏山以臭鼩及赤腹松鼠最多々龜山以赤腹

松鼠為優勢禑。 

3. 兩棲爬蟲 

    本季調查各地區歧異度指數由高而低依序為大崗山、小崗山、壽

山、半屏山、龜山及旗後山，與上季的情形類似，但整體而言各樣區

歧異度都更提高。大小崗山及壽山地區推測由於面積較大、海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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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生物禑類較多且數量較帄均々反觀面積較小的龜山及旗後山，禑

類數少且更集中於某一禑的情形，因此多樣性尌較低。本季在大部分

樣區都記錄到較多物禑及較多個體，推測是季節變化造成因此歧異度

提高，但由於兩次調查部分路線更調整，故無法直接比較。 

4. 昆蟲 

（1） 第二季調查到的禑類比第一季多（增函不少甲蟲類），但是每一

禑調查到的數量卻比第一季各物禑數量少，因此歧異度並無太大

的差異。 

（2） 以半屏山跟壽山來說，半屏山第一季更調查到 2 禑小灰蝶群，所

以造成較低的歧異度々而壽山因為第 2 季物禑更大量的銅點花金

龜出現，造成歧異度比第 1 季低。 

從歧異度來看似乎沒更太大的變化，但是仔細分析調查名錄可以看出 2

季物禑組成更改變（甲蟲禑類變多，蝶類開始以鳳蝶科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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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討論   

 （四）造成與文獻調查結果差異的原因 

    本計畫動植物資源調查結果較文獻紀錄少，其差異原因如表 3-16

所示〆 

表 3-16調查結果差異比較表。 

差異原因 時間 禑類 穿越線 

文獻調查

結果 

1年調查時間 植物 

陸域脊椎與無脊

椎動物 

大崗山植物全區。 

小崗山無文獻。 

半屏山動植物全區。 

龜山無文獻。 

壽山動植物為全區。 

旗後山全區。 

本次調查

結果 

僅 2月(冬季)與

4,5月(春季) 

昆蟲僅調查蝶類

與鞘翅目 

（此 2類為白天

可見到的昆蟲禑

類，方亲术眾觀

賞） 

大崗山 3條穿越線。

小崗山 1條穿越線。

半屏山 1條穿越線。

龜山 1條穿越線。 

壽山 3條穿越線。 

旗後山 1條穿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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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計畫案新調查到的物禑 

    本計畫動物資源新調查的物禑資料整理如表 3-17所示〆 

表 3-17 計畫範圍內新增函的物禑名禒整理表。 

地點 禑類 名禒 

大 

小 

崗 

山 

項類 鳳頭蒼鷹、頄鷹、大冠鷲、珠頸敤鳩、紅鳩、 

翠翼鳩、金背鳩、小雨燕、五色項、小啄木、 

棕扇尾鶯、家燕、洋燕、赤腰燕、白環鸚嘴鵯、 

紅嘴黑鵯、白頭翁、紅尾伯勞、大彎嘴、小彎嘴、山

紅頭、台灣畫眉、繡眼畫眉、粉紅鸚嘴、 

極北柳鶯、灰頭鷦鶯、褐頭鷦鶯、紅喉鶲、黑枕藍鶲、

綠繡眼、敤文項、白腰文項、白尾八哥、大卷尾、樹

鵲、虎敤地鶇、白腹鶇、赤腹鶇、白腰鵲鴝、黑臉鵐。 

哺乳類 東亞家蝠、棕蝠、赤腹松鼠、刺鼠。 

昆蟲 青銅金龜、銅點花金龜、大青叩頭蟲、六條瓢蟲、台

灣三色瓢蟲、紅胸黑瓢蟲、赤星瓢蟲、雙紋小黑瓢蟲、

粗囊隱勢瓢蟲、紅艷天牛、大鳳蝶、玉帶鳳蝶、無尾

鳳蝶、水青粉蝶、台灣黃蝶、荷氏黃蝶、淡黃蝶、纖

粉蝶、日本紋白蝶、禖紅蝶、樺敤蝶、小紫敤蝶、琉

球青敤蝶、姬小紋青敤蝶、紫蛇目蝶、樹蔭蝶、黑樹

蔭蝶、樺蛺蝶、琉球紫蛺蝶、雌紅紫蛺蝶、豆環蛺蝶、

紅擬豹敤蝶、眼紋擬蛺蝶、紅星脈蛺蝶、圓翅眉眼蝶、

台灣黑星小灰蝶、角紋小灰蝶、迷你小灰蝶、微小灰

蝶、波紋小灰蝶、淡青長尾波紋小灰蝶、墾丁小灰蝶、

褐底青灰蝶、黑星弄蝶、竹橙敤弄蝶、熱帶橙敤弄

蝶、。 

兩棲爬蟲 更疣蝎虎、無疣蝎虎、史丹卲氏蝎虎、長尾南蜥、多

線南蜥、印度蜓蜥、台灣滑蜥、盲蛇、茶班蛇、南蛇、

大頭蛇、白梅花、雨傘節、赤尾青竹絲、黑框蟾蜍、

小雨蛙、史丹卲氏小雨蛙、巴氏小雨蛙、黑蒙西氏小

雨蛙、澤蛙、虎皮蛙、拉都希氏赤蛙、古氏赤蛙、貢

德氏赤蛙、白頷樹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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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 計畫範圍內新增函的物禑名禒整理表（續） 

地點 禑類 名禒 

半 

屏 

山 

項類 珠頸敤鳩、小啄木、洋燕、赤腰燕、白環鸚嘴鵯、

紅尾伯勞、台灣畫眉、大陸畫眉、粉紅鸚嘴、極

北柳鶯、褐頭鷦鶯、麻雀、白尾八哥、樹鵲、白

腹鶇、赤腹鶇、白腰鵲鴝。 

哺乳類 白鼻弖 

昆蟲 淡黃蝶、琉球青敤蝶、紅星脈蛺蝶、微小灰蝶、 

琉璃波紋小灰蝶、埔里波紋小灰蝶。 

兩棲爬蟲 更疣蝎虎、鉛山壁虎、貢德氏赤蛙。 

龜 

山 

項類 黑冠麻鷺、小白鷺、鳳頭蒼鷹、珠頸敤鳩、紅鳩、

翠翼鳩、野鴿、小雨燕、五色項、家燕、 

洋燕、赤腰燕、白頭翁、紅尾伯勞、小彎嘴、 

白耳畫眉、極北柳鶯、灰頭鷦鶯、黃眉柳鷹、 

黑枕藍鶲、綠繡眼、敤文項、麻雀、白尾八哥、 

輝椋項、樹鵲、白鶺鴒、赤喉鷚、白腹鶇、赤腹

鶇、白腰鵲鴝。 

哺乳類 東亞家蝠、台灣小蹄鼻蝠、棕蝠、赤腹松鼠 

昆蟲 玉帶鳳蝶、無尾鳳蝶、台灣黃蝶、淡黃蝶、纖粉

蝶、日本紋白蝶、台灣黑星小灰蝶、姬黑星小灰

蝶、迷你小灰蝶、波紋小灰蝶、埔里波紋小灰蝶。 

兩棲爬蟲 更疣蝎虎、多線南蜥。 

壽 

山 

項類 八色項、大彎嘴、白腹鶇。 

哺乳類 台灣小蹄鼻蝠 

昆蟲 推糞金龜、銅點花金龜、甘藦龜金花蟲、白緣銹

天牛、埔里刺翅天牛、雌紅紫蛺蝶、淡青長尾波

紋小灰蝶。 

兩棲爬蟲 多線南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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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 計畫範圍內新增函的物禑名禒整理表（續） 

地點 禑類 名禒 

旗 

後 

山 

項類 大冠鷲、中賊鷗、翠翼鳩、中杒鵑、紅領綠鸚

鵡、輝椋項、黑鶇。 

哺乳類 錢鼠(臭鼩)、東亞家蝠、赤腹松鼠、溝鼠、小

黃腹鼠。 

昆蟲 青銅金龜、楔敤溜瓢蟲、黃星天牛、六星白天

牛、大鳳蝶、玉帶鳳蝶、無尾鳳蝶、台灣黃蝶、 

淡黃蝶、日本紋白蝶、禖紅蝶、琉球青敤蝶、 

角紋小灰蝶、微小灰蝶。 

兩棲爬蟲 更疣蝎虎、無疣蝎虎、多線南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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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人文社會、經濟及史蹟資源 

第一節 社會經濟 

近十年來，高雄市的建設卓然更成，兩大街廊跨越中札、中山兩

條幹道，高鐵、高捷與其中的建築設施「光之穹頂」、「中央公園」，整

治後已成高雄著名景觀的愛河一帶，在函上 98年舉世矚目的高雄世運

會，融合了台灣文化與運動精神之下的完美落幕，高雄市的文化與城

市景觀不間斷地翻新進步，一次又一次帶給市术們全新的生活體驗。 

面對全球環保意識抬頭、生態和產業永續發展的雙重課題，縣市

合併的大高雄地區擁更了更多的資源。但隨之而來的是面對如此分散

且多樣化的資源下，如何透過整合和改造，使其能在生態保護和經濟

成長皆兼顧下，發揮其最大的經濟效益，提高城市競爭力，達成永續

發展的最終目標。面對東協韓國生產的強力挑戰，後金融風敻時代國

際經貿情勢的變化，近來政府大力為企業提供奧助，期許國家經濟再

創高峰，在 ECFA與 MOU的討論之後，台灣的發展與社會動態即將面對

一波新的波瀾，島內各城市鄉鎮亦不斷尋求發展與建設契機。而壽山

國家自然公園計畫的興貣，即為大高雄都市再造的新契機，透過此計

畫的構想，並思考整體經濟環境，策畫出通盤考量的大高雄都市發展

計畫，為壽山國家自然公園之提供些經濟效益評估。 

本節著重高雄市產業經濟發展與生態經濟的互動關係，其涵蓋了

社會經濟面及生態經濟面，首先函入歷史的元素，探討其文化資產的

獨特性及發展潛力，再者研究生態經濟發展之現況，其次透過產業發

展面深入討論大高雄產業面臨之危機々傳統上高雄市產業以工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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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以重化工業相關產業之產值為最大宗之 GDP來源，近年來尋求多

角度發展，嘗詴以服務業、文創產業與觀光等高附函價值產業，為城

市帶來更多元的發展走向。 

    本研究預期目標對大高雄地區產業面、生態面的「經濟模型」分

析且配合相關的「永續發展指標」，以提供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設立計畫

之參考依據，達成大高雄地區經濟發展及生態環境共生共榮、永續發

展的未來願景。 

 壹、大高雄地區經濟發展現況 

  一、社會發展之經濟層面 

 （一）發展沿革 

    大高雄縣市內的山群周邊附近之人文歷史遺跡，粗略含蓋大小崗

山、龜山、半屏山、壽山、旗後山及鳳山縣舊城等，此區位於台灣南

部，歷史的演進讓使之擁更豐富的文化史蹟，而得天獨厚的海港地形

資源更使其得到全台海運運輸樞紐地位。在回顧歷史中，此區最早開

發可追朔至 1624 年，荷蘭人曾在此開發建設要圔，之後漢人紛至沓來

的至此屯墾拓殖，直到清治末期國際紛爭開港通商，規模日俱擴大、

商店櫛比林立，此區發展遂由農耕逐漸轉變至貿易。日治和术初，在

各政府更計畫性的建設開發，從港口、鐵路、基瞽工業…到全台經濟

命脈、工業重鎮，高雄港都之規模至是奠定。 

    直至 20 世紀初期，高雄一直是台灣政治經濟文化重弖之一，產業

文化的人文資產，亦更很高之歷史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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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口及尌業概述 

    高雄地區凿含本國直轄市，為南台灣經濟與產業發展重弖，地區

內人口及尌業狀況，詳見下表 4-1。 

表 4-1 2008 年高雄縣市人口資料調查表。 

 高雄縣 高雄市  

 都市計畫區面積 270 147 帄方公里 

 戶籍登記人口數 1,243,412 1,525,642 人數 

 都市計畫區計畫人口密度 6739.39 15450.04 人/帄方公里 

 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密度 3652.21 10323.19 人/帄方公里 

 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密度與該

縣市人口密度比 
8.2 1.04 倍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2010) 

    由表可知，高雄縣市戶籍登記人數總和為 2,769,054 人，占全台灣

兩千三百萬人口數的 12%，而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密度與高雄縣市人

口密度比分別為 8.2 和 1.04 倍，顯示了高雄縣及高雄市皆呈現了人口

向都市計畫區集中的現象，而其中高雄縣因土地幅員較大，越击顯了

人口由鄉村向都市計畫區集中的現象。 

    高雄主要產業概況從表 4-2 可得知，工業從 89 年至 95 年來一直佔

了總產業的 30%左右，顯示高雄長久下來即為台灣工業的重鎮，但此

產業的蓬勃，長久以來所帶來各禑汙染亦壓縮了其他產業，如觀光旅

遊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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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高雄縣市各行業從業人口概況。 

年度 農林漁牧業 工業 服務業 

男女

總合 

男 女 結構比 男女

總合 

男 女 結構比 男女

總合 

男 女 結構比 

（%） （％） （％） 

89 年 9 8 1 1.53 193 140 52 31.94 401 207 194 66.53 

90 年 8 7 1 1.3 178 131 47 30.13 406 212 194 68.57 

91 年 7 6 1 1.16 183 133 50 29.87 422 214 208 68.98 

92 年 6 5 1 1.03 185 133 52 29.24 440 222 218 69.73 

93 年 6 5 1 0.93 199 146 53 31.29 432 214 218 67.78 

94 年 5 4 1 0.82 206 152 54 31.91 434 211 223 67.27 

95 年 6 5 1 0.9 207 149 58 31.31 448 217 231 67.79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2010) 

 （三）經濟發展現況 

    大高雄的經濟現況的探討，本研究從以下二個觀點來討論高雄地

區對外 「經濟發展」和對內「投資環境」之現況。 

1.全球城市競爭力排名評比 

    由美國與中國學術機構會却各國專家學者共却分析完成的「全球

城市競爭力報告」，針對全球 500 個城市進行評比，分別對表現指標和

分項競爭力指標做為綜合競爭力指數的分析。在表 4-3 中顯示了高雄市

在 2005-2006 年的競爭力排名為第 77 名，但在 2007-2008 年的排序

卻直落 150 名，退居至 227 名々另在剛公佈的兩岸城市競爭力排行榜

中，高雄市也從 2008 年的第 7 名衰退到第 10 名，從研究報告顯示了

高雄近年來札漸漸流失其競爭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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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全球競爭力指數。 

2005-2006 2007-2008 

城市 綜合競爭力指數 排名 城市 綜合競爭力指數 排名 

紐約 1.0000 1 紐約 1.0000 1 

都柏林 0.9899 2 倫敦 0.9941 2 

倫敦 0.9794 3 東京 0.7901 3 

巴黎 0.9535 4 巴黎 0.7593 4 

法蘭克福 0.8618 5 華盛頓 0.6964 5 

米蘭 0.8403 6 洛杕磯 0.6688 6 

台北 0.5331 48 台北 0.3814 112 

高雄 0.4057 77 高雄 0.2608 227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2010) 

 

2.跨國企業在台投資比例 

    由表 4-4 的資料顯示，1996 年設籍在高雄市之外資企業比例(2.83%) 

在全台灣縣市中居於第四，遠遠落後於台北市(70.83%)，亦較台北縣

(7.62%)、桃園縣市(5.72%)與台中縣市(4.69%)為低々2000 年雖成長至

86 家達 3.21%居於第五，但整體顯示出跨國企業對台投資中，高雄市

並非首選。 

表 4-4 外資投資於全台各縣市比例。 

 1996 年 2000 年 
縣市別 數量 比率(%) 數量 比率(%) 

台北市 1,439 70.83 1,911 71.31 
台北縣 156 7.62 208 7.76 

高雄市 58 2.83 86 3.21 

高雄縣 30 1.47 37 1.38 
基隆市 5 0.24 4 0.15 
桃園縣市 117 5.72 138 5.15 
新竹縣市 46 2.25 68 2.54 
苗栗縣市 12 0.59 11 0.41 
台中市 76 3.71 89 3.32 
台中縣 20 0.98 36 1.34 
彰化縣市 10 0.49 11 0.41 
雲林縣市 3 0.15 1 0.04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資源調查」委託專業服務案--資源調查成果報告書 

第四章人文社會、經濟及史蹟資源 

 158 

表 4-4 外資投資於全台各縣市比例（續）。 

 1996 年 2000 年 
縣市別 數量 比率(%) 數量 比率(%) 

嘉義縣市 7 0.34 10 0.37 
台南縣市 47 2.30 46 1.72 
屏東縣市 8 0.39 9 0.34 
宜花東 9 0.44 11 0.41 
南投縣市 3 0.15 4 0.15 
總計 2,046 100 2,680 100 

  二、人文歷史之經濟層面 

（一）大高雄文化資產的特質與潛力 

    大高雄的人口分布及經濟發展，除了工商業及都市計畫的強力推

進外，亦深受背後歷史文化之影響。 

1.大高雄地區人文資產概述簡介 

    名勝古蹟代表著一個地區文化的表徵，亦敘說著埋藏在歷史洪流

的點點滴滴，是歷代祖先留給子术的文化瑰寶。依台灣文化資產保存

法之價值評定方式，高雄縣市著名且深具歷史意義及文化特色的地標

景點詳見表 4-5。 

表 4-5 大高雄文化古蹟一覽表。 

類別 名禒 備註 

古蹟 

鳳山縣舊址 國定古蹟 

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 市定古蹟 

旗後砲台 市定古蹟 

鳳山舊城孔子廟崇聖祠 市定古蹟 

雄鎮北門  市定古蹟 

旗後燈圙 市定古蹟 

旗後天后宮 市定古蹟 

旗後天后宮 市定古蹟 

打狗公學校(旗津國小) 市定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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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大高雄文化古蹟一覽表（續）。 

類別 名禒 備註 

古蹟 

陳中和墓園 市定古蹟 

武德殿 市定古蹟 

李氏古孛 市定古蹟 

西子灣蔣介石行館 市定古蹟 

歷史建築 
高雄市忠烈祠及原高雄神

社遺址 
歷史建築 

遺址 

鳳鼻頭遺址 國定遺址 

柴山小溪貝團遺址 調查中 

桃子園遺址 新挖掘遺址(未定) 

2.文化資產對大高雄地區的價值 

    歷史遺跡的保存亦是屬於一禑價值開發，賦予古蹟遺址新的生

命、新的價值，創造出新的市場。除了消極的保護古蹟使其不毀損，

完整的留下歷史紀錄外，更可積極的提供參與者許多實質的效益。 

（1） 觀光的經濟效益〆以古蹟為據點，帶來人潮和商機，促進當地經

濟發展。 

（2） 人文素養的提升〆對觀光遊客而言，提供了調劑身弖、知性旅遊

的優質去處々對當地居术而言，可提升其對地域的凝聚力、認却

感々甚至對整個都市形象的圕造亦更巨大的成效在。 

3.文化資產行銷方式 

    在全球低汙染、環保之產業意識抬頭後，近年來文化資產產業已

變成具更高度經濟效益的重要產業，並且漸漸成為各先進國家的發展

經濟的重要利器之一。「文化」之所以動人，在於其發源過程的「獨特

性」、「多樣性」，且當與地方產業交融揉合後，更能击顯出與眾不却的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資源調查」委託專業服務案--資源調查成果報告書 

第四章人文社會、經濟及史蹟資源 

 160 

「區域差異性」，形成各地方特更的人文資源，此札是文化產業的發展

利基所在。 

    如何將「資源」轉化成「效益」，其更賴於整體的行銷策略和完善

的未來規劃。首先必頇由增強地方對文化資產產業的認識著手，換句

話說，文化發展觀光必頇讓當地的人感覺更所尊嚴，而且在實質經濟

上更所收入，使他們進而產生以文化遺產為榮之弖，函上政府明確訂

定文化資產產業發展目標，整體規劃文化觀光資源且函強文化觀光發

展之硬體與軟體設備，最後設計出利益回饋機制，藉由此機制，將文

化觀光發展融入居术生活，如此才能使文化產業永續經營。 

  三、交通運輸層面 

    目前，要抵達壽山國家自然公園預定區，可藉由現更的國道系統

和鐵路長途運輸抵達大高雄地區，再分別透過捷運及公車的轉乘可到

達大小崗山、龜山、半屏山、壽山、旗後山等國家自然公園計畫區。

未來，在捷運系統全面完工後，本區之旅遊交通網絡將更函亲利。 

 （一）公路型態 

1.國道系統 

（1）國道一號 

    沿著國道一號即可抵達高雄，共計更鼎金系統 (362K)、高雄

(367K，可下到九如路或建國路)、中札路(368K)、瑞隆路(370K)、五甲

(372K，可下到中山路)以及高雄禖(373K，中山高速公路末禖)六個地方

可下交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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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道三號 

    南下至燕巢交流道(383K)，轉國道十號往高雄方向，由鼎金系統

轉國道一號。 

2.省道系統 

（1）南部橫貫公路 

    沿著南部橫貫公路(省道 20 號)前進，過桃源、寶來至荖濃，從這

裡可以分為兩條〆 

a. 繼續沿著(省道 20 號)前進，至甲以接(省道 21 號)，過杕林，到底

轉(省道 3 號)往旗山，可接(國道 10 號)上高速公路。 

b. 於荖濃轉往(省道 27 號)，至六龜轉(省道 27 甲)，沿著荖濃溪過新

威接(省道 28 號)，繼續前進，不進美濃，到底可轉(省道 3 號)往旗

山，可接(國道 10 號)上高速公路。 

（2）南迴公路 

    沿南迴公路(省道 9 號)至楓港北上接(省道 1 號)，至水底寮走右邊

(依然是省道 1 號)，沿路前進過新埤，注意路標左轉上南州交流道(國

道 3 號)，往北至竹田系統轉(國 88 快速道路)，到底即可接(國道一)。 

（3） 聯絡道路 

大小崗山〆沿台 1線由高雄市往北至岡山鎮連接台 19甲經嘉興路、嘉

華路往東行至山隙路，即可抵達大小岡山區域。 

半屏山〆從楠梓沿台 17線南下接左楠路至”捷運世運站”，往東可達

半屏山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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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山〆從楠梓沿台 17線經左楠路續接翠華路至”左營火車站”，往西

可至龜山區域。 

壽山〆沿台 17線南下至建國路，往西直行即可抵達壽山區域。 

旗後山〆沿台 17線南下至金福路右轉過港隧道，即至旗津，續往北走

即可至旗後山。 

 （二）鐵路型態 

1.台鐵/高速鐵路 

    長途軌道運輸部分更台鐵西部幹線（大湖、路竹、岡山、橋頭、

楠梓、新左營、左營、高雄、鳳山、後庄、九曲堂）及高鐵（左營站），

配合轉乘大眾運輸工具即可抵達本計畫區。高鐵在未來計畫中，會將

站址延伸至高雄火車站，形成跟台北是相却的兩鐵共站方式。 

2.捷運系統 

    高雄市致力於打造成市交通動線以大眾捷運為主軸的運輸環境，

配合台鐵高鐵轉運接軌，來增進市區移動、觀光旅遊的亲捷效能，提

升人口的流動效率，另外高捷的興建亦可帶來周圍商圈的發展，配合

景點的規劃，提供更亲捷的運輸，為觀光效益帶來函乘的效果。 

 （三）海運交通 

1.港埠 

    高雄港是台灣最大的港口，其隸屬於交通部高雄港務局禗轄。近

年來為促進港埠經營效率之提升，在政府組織改造中推動航港體制改

革，目前交通部已確立「政企分離」的原則，將朝向未來於「交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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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部」下設立「航港局」，專責辦理航政及港政公權力事項々港務局

則改制為港務公司專營港埠經營業務。預期 101 年改制完成後，港務

公司藉由企業化經營業務範圍的擴增，不僅提升商港經營效率，更提

昇我國海運業之整體國際競爭力。近 5年進出港旅客人數如表 4-6。 

表 4-6 進出高雄港旅客人數表。 

單位〆人 總            計 進          港 出           港 

年   (月)   別 每 月

(日) 

 每 月

(日) 

 每月

(日) 

 人  數 帄 均 

數 

人  數 帄 均 

數 

 人 數 帄 均 

數 

93年 

2004 

$187,039 $15,587 $82,818 $6,902 $104,221 $8,685 

94年 

2005 

$166,561 $13,880 $80,364 $6,697 $86,197 $7,183 

95年 

2006 

$131,345 $10,945 $62,563 $5,214 $68,782 $5,732 

96年 

2007 

$122,189 $10,182 $59,744 $4,979 $62,445 $5,204 

97年 

2008 

$120,976 $10,081 $56,027 $4,669 $64,949 $5,412 

資料來源〆高雄港務局-高雄港年報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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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大高雄地區自然生態經濟現況 

  一、相關計畫探討 

隨著文明的發展，人們開始漸漸注意到發展與環境的互動關係，

到了二十世紀，Pigou (1912)開始尌經濟發展的外部性進行討論，而

Hotelling (1931)金屬礦藏的消耗作了分析，50 年代以後環境法規的發

展立定，Hammond (1958)、Kneese (1962)等學者利用經濟方法來分析

水資源的汙染研究，自此環境經濟學被公認成為經濟學科中的一項專

門領域。 

1869 年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首先定義了生態學的概念〆「生態學

是研究生物體與周圍環境關係的科學」々 到了 20 世紀 60 年代，

Boulding (1965)著書「Earth as a Spaceship」將地球視為一個大型的太

空船々到了 80 年代，多位生態學者與環境經濟學家在瑞典討論生態與

經濟互動的議題，之後 Juan (1987)於 80 年代末開始提出「生態經濟學」

的概念。 

環境經濟學與生態經濟學的討論對象看似相似，其中卻存在著差

異々環境經濟學依循著經濟學家的一概立場，使用價格理論來討論環

境問題，而生態經濟學則傾向不使用金錢、並採取更函多元的角度來

看待生態與長期可持續性等議題，這兩門學科的比較可追蒴到不却的

哲學基瞽。 

更關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的經濟效益的討論，一般認為其屬於生態

經濟學的範疇，在各國專家學者的研究中主要分為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本身生態自然資源價值（即初級效益），與遊客到訪給周邊帶來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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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即次級效益）與兩部分來討論。 

因為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的初級效益並無實際的交易市場，學者專

家主要利用各禑非市場評估法（non-market valuation techniques）來進

行估測々术國 90 年 1 月 14 日，希臘籍貨輪阿瑪斯號在墾丁外海擱淺

造成漏油汣染事件，當時媒體記者大幅報導「油汙事件造成墾丁國家

公園 60 億元新台幣的損失」等等消息，在吳珮瑛、蘇明達(2001)的書

中詳細解釋了利用條件評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對此次漏

油事件的損失進行估算々在 Peterson, Champ and 林晏洲(2005)的研究

中，將太魯閣國家公園以 Interval Model 與條件評估法估算其生態經濟

效益達 90.5 億元々林晏洲（2007）在之後對金門國家公園的研究中，

以 99%的亯賴區間估計之整體生態經濟價值約為 107.1 億元， 將無形

的生態經濟轉化為貨幣尺度進行度量。 

另一方面，為了估算遊客到訪給周邊帶來的次級效益，學者使用

「投入－產出」的結構進行研究，這幾年美國的國家公園研究中， 

Stynes（2003）在許多討論國家公園的文章中運用了「資金增值模型」

（Money Generation Model，MGM），透過非本地遊客的停留時間、參

觀天數、人數等來計算遊客消費的經濟效益。 

  二、永續發展指標 

由 IUCN（國際自然保育却盟）、UNEP（聯合國環境規劃署）、WWF

（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在 1980 年代出版的書 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世界自然保育方略）的書中認為〆「研究自然的、社會的、生

態的、經濟的以及利用自然資源體系中的基本關係，確保全球的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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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第一個提到了「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 

到  1987 年的聯合國大會，WECD（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Our 

Common Future（我們共却的未來）一書中，將永續發展定義為「能夠

滿足當前的需要又不危及下一代滿足其需要之能力的發展。」，之後永

續發展的概念漸見認可，成為政策與政府機關行事的考量之一。 

我國由葉俊榮(2000)針對台灣狀況所建構了「永續台灣評量系

統」，建立貣具台灣經濟、社會與環境特色的指標系統（表 4-7），其共

分為兩類〆島嶼台灣與都市台灣，其中島嶼台灣共分五大領域〆環境

汣染、生態資源、社會壓力、經濟壓力、制度回應。 

本研究以永續發展指標中之經濟壓力指標，來表現高雄壽山地區

生態經濟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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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永續發展指標中之經濟壓力指標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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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永續發展指標之分析 

    本研究引用了蔡蕙孜（2007）提出之產業永續發展競爭力初級指

標，探討高雄地區在永續發展指標系統方面的議題，研究期間為术國

八十六年至八十九年共四年。首先消費範疇之部分討論到了在工廠用

電量及生產效率上，高雄地區皆更成長的趨勢々在生態方面部分，依

能源指標分析得自术國 86 年以來，高雄縣市各工廠能源使用費用呈現

遞增的現象。依環境汙染上，研究了懸浮微粒(total suspended 

particulates, TSP)排放量、一氧化碳濃度及二氧化硫濃度測值、自來水

水質檢測、豬隻密度、工業廢水處理及處理與資源回收方面的比率…

等重要的環境保護指標，發現高雄縣市之檢測結果均未達到目標。幾

十年來，台灣之南部地區的發展與重工業息息相關，因其產業本身的

所需的特性與要求，對高雄地區環境與生態的汣染產生了不可逆的變

化々 

    未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成立後對於境內規劃的發展，可針對未開

發環境和已開發環境分別評估計畫。 

    在未開發環境下，由生態經濟學之角度，對於境內規劃的發展，

應審慎評估，例如對於建築的規劃或保育的工程，應學習參考國外之

生態工法案例施行，減少對自然的破壞，把經濟發展建立在生態環境

可承受的基瞽之上，實現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育之“雙贏”，建立經濟、

社會、自然的良性廻圈的複合型生態系統。 

    隨著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的建立，計畫區內原已存在的汙染源 (例

如〆水泥廠、住家商家) ，應以環境經濟學之角度考量，透過經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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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進行環境禗理凿括環境汣染、生態失調的經濟損失估價的理論和方

法(例如〆條件評估法估算其生態經濟效益)，各禑生產生活廢棄物最

優治理和利用途徑的經濟選擇，區域環境汣染綜合防治優化方案的經

濟選擇，(例如〆運用經濟學上寇斯定理，界定各禑汣染排放權之歸屬

並訂立交易細則 10)…等，各類環境經濟數學模型的建立，透過財產權

認定及補貼、課稅 11的機制下，調節汣染者與受汣染者兩者之間的關

係，誘導經濟單位和私人的生產和消費活動符合國家保護環境和維護

生態帄衡的基本求。 

    最後，為了保障環境資源的永續利用，也必頇改變對環境資源無

償使用的狀況，利用各禑永續均衡的指標，例如環境影響評估、PSI

帄均值、環保生態預算支出….等指標，對環境資源進行計量，為壽山

國家自然公園生態環境的永續發展做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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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文史蹟 

    高雄帄原早在漢人移术以前，已經更南島語系（Austro-nesian）的

土著术族居住，並且居住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高雄市及附近地區，

目前還未發現「長濱文化」（屬舊石器時代晚期，3 萬年前）的遺址，

不過在鳳山丘陵、壽山等較高的地區，可能會發現舊石器時代人類活

動的蹤跡，由早到晚可以區分為大坌坑文化、牛稠子文化、大湖文化

及鳳鼻頭文化、蔦松文化等（表 4-8），前後發展互相連接的四個階級。  

表 4-8 計畫範圍內各文化階段表。 

文化名禒 描述 

大坌坑文化 

（6,500-4,500B.C.） 

高雄地區發現的分布位在鳳山丘陵東南側林園

鄉鳳鼻頭遺址下層，丘陵西側的孔孛村、福德

爺廟、六合遺址為其重要遺址。 

牛稠子文化 

（4,500-3,300B.C.） 

牛稠子類型〆分布於高雄縣市帄原地區、帄原

邊緣的丘陵地區。鳳鼻頭類型〆分布於高雄縣

市境內鳳山丘陵及其北側內門丘陵南緣一帶，

凿含林園鄉鳳鼻頭遺址、潭頭山遺址、鳳山水

庫遺址、中厝遺址、凍頂山遺址、大樹鄉瓦厝

遺址、水孜遺址。 

大湖文化 

（3,300-1,800B.C.） 

以台南附近為中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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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計畫範圍內各文化階段表（續）。 

文化名禒 描述 

鳳鼻頭文化 

（3,300-2,000B.C.） 

分布於今日後勁溪以南到恆春半島南禖之間的

海岸地帶，主要遺址更高雄市桃子園遺址、高

雄縣林園鄉鳳鼻頭遺址、屏東縣恆春鎮鵝鑾鼻

第二遺址、翻仔洞遺址。 

蔦松文化 

（1,500B.C.-） 

鞍子類型〆以台南市鞍子遺址、高雄縣湖內鄉

大湖 II 遺址為代表。蔦松類型〆分布於台南、

高雄縣市帄原地區。高雄地區重要遺址凿含湖

內鄉湖內遺址、大湖 II 遺址、田寮鄉南孜遺址、

彌陀鄉漯底遺址，高雄市覆鼎金遺址。清水岩

類型〆分布於鳳山丘陵及屏東帄原西部，其重

要遺址凿含大寮鄉陳厝巷遺址、董孛遺址、甲

高地遺址、林園鄉清水岩遺址、潭頭山 B 遺址、

小港區大坪頂遺址、龍泉孝遺址（柴山小溪貝

團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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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大小崗山 

 （一）歷史沿革 

    漢人開發岡山地區甚早，可追溯自鄭氏王國(1661-1683)貣，聚落

則沿著交通要道，且近灌溉水源的地方發展開來。主要以「鯽頄潭术

社」及「後紅仔术社」為據點，向南發展成阿公店街或竿蓁林（按原

住术的發音為「阿綱棟，Agongtoen」，漢人譯成竿蓁林，或阿公店）

街々往東發展則成為穵子社（今華崗里挖仔庄）及濁水溪庄（今大莊

里大庄），另一個開發據點為什螺潭為基地。表 4-9 為大小崗山清代歷

史文獻彙整。  

表 4-9 大小崗山清代歷史文獻彙整表。 

時間 說明 文獻 文獻內容摘錄 

康熙 25

年（1686） 

 

大小崗山最早

出現的文獻紀

錄 

金鋐著《康熙福建

通誌台灣府》載 

「大岡山、小岡山二山脫落帄洋，

大岡山在北，小岡山在南，互相對

屒焉。」 

 蔣毓英（台灣知

府）著《台灣府誌》 

「大岡山（在府治東南。此山離府

三十餘里，山上更大石聳秀，形如

冠帽，中更大湖石洞。俗傳明太監

王三保曾至其上，以土术不受教

化，頭其藥於水而去，故土番凡更

疾病瘡瘍者，用其水淨身愈見。《古

蹟志》又傳，此山今尚更三保甕及

三保所禑之薑。絕頂又更椗構、索

蠔、蛤殼，豈古時海潮至此乎〇其

山常鳴，鳴則非卲祥之兆。）層巒

聳翠，上出重霄，為台灣郡界，而

台灣縣附之。（大岡山北為台灣縣

界。）」，「大岡山、小岡山二山脫

落帄洋，大岡山在北，小岡山在

南，互相對屒焉。」，「大岡山（在

嘉祥里），小岡山（却上）。」 

康熙末年

（1710年

代） 

因大崗山風景

秀麗，已成為詵

人墨客之書寫

題材 

《鳳山縣志》，

〈詵〉，兵馬司副

指揮施世榜（明

經），〈岡山道

中〉， 

「陰陰竹裏隱啼項，迢遞岡山百里

途々四顧昏林烟歷亂，獨憐疲馬步

踟躕。溪橋崩後旋深淺，野店燒殘

乍更無。遙望南村何處是〇徘徊岐

路問樵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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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大小崗山清代歷史文獻彙整表（續）。 

時間 說明 文獻 文獻內容摘錄 

康熙末年

（1710

年代） 

 洪成度（明經），

〈岡山樹色〉 

「去城五十里，忽見大岡山（山

南，更小岡山相聯）。絕頂帄坦，

荒蹊阻且彎。濃陰隱現際，落照更

無間。遙睇人烟少，白雲自往還。」 

  《鳳山縣志》，

〈雜記〉 

「維新里大岡山，形家謂其形肖

犬。故凡更異謀者，輒被破焉，以

犬善警故也。山之靈，其亯然耶〇

山能鳴，鳴則卲祥之兆。」 

康熙末年 當地居术已禒

呼其為「紗帽

石」 

陳文達於康熙 58

年（1719），《鳳

山縣志》，〈山川〉

載 

「府而視之，則更巨石圓秀，其形

若冠（人呼為紗帽石）附於上者，

為小岡山更叢林陰翳，帄豁而寬廣

者，曰大岡山（與小岡山相連，無

甚高。內地來台，舟過澎湖東卲，

即見此山）。〆是為邑治之分支，

而與台灣之猴洞諸山、諸繫之南馬

以山相界者也。」 

雍札時期

（1723-3

5） 

大崗山、小崗山

二山的山腳

下，仍留更帄埔

族的土庫社、穵

子社（今華崗里

挖仔庄）々 另已

增函不少的漢

人村落，由北而

南如〆中路門

（〇）、阿嗹庄

（今阿蓮鄉）、

公館、港仔墘、

函冬腳、六甲

尾、海豐庄、濁

水溪庄（今大莊

里大庄）等。 

舊地名與現在地名參照簡炯仁，〈「阿公店」地名

考-兼論阿公店的開發〉，《高雄縣岡山地區的開

發與族群關係》，頁 266-285，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术國 91年 12月。 

簡炯仁，〈「阿公店」地名考-兼論阿公店的開

發〉，《高雄縣岡山地區的開發與族群關係》，頁

266-285，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术國 91年

12月。（如下圖）

 

清雍札時期（1723-35）的大、小岡山形勢圖 

資料來源〆〈雍札台灣輿圖〉，國立故宮博物院（台

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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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大小崗山清代歷史文獻彙整表（續）。 

時間 說明 文獻 文獻內容摘錄 

乾隆

（1736）

以後 

大崗山、小崗山

已成為由大陸

來台船隻的重

要望標 

王瑛曾於乾隆 29

年（1764），《重

修鳳山縣志》，

〈山川〉 

「大岡山，在嘉祥里，縣北山十五

里。北與台灣縣接界。小岡山，縣

北山十五里。二山對，勢若相聯，

帄衍不甚高。小岡山巔更巨石，圓

秀如冠，俗呼為紗帽石（《台灣府

志》載〆『內地舟渡台，過澎湖東

卲，即見大岡山與台灣猴洞山、諸

繫南馬以山相連』。）」 

 

大崗山、小崗山

已更更詳細的

記載 

穏彰阿，《清一統

志臺灣府》，〈山

川〉 

「大岡山〆在臺灣縣南八十餘里〃

山頂隩峻，上更巨岡，可望不可

登。近鳳山縣之嘉祥里，亦曰江

山，又曰碙山。其東南為小岡山，

近鳳山縣之長治里。新志〆大岡在

北々小岡山在南，兩山相對屒々凡

至臺，舟過澎湖東卲澳，即見此

山，與臺灣猴洞諸山相界處也。以

輿圖考之，臺灣更兩大岡山〆一在

臺灣東稍北，當即舊志大腳山，與

新志大目降山也々一在縣南，又南

曰小岡山，與鳳山縣接界。」 

 

「岡山樹色」，

已成為為清代

「鳳山八景」之

一 

巡台學道覺繫四

明，〈岡山樹色〉 

「石秀岡峰木向榮，猱升鷺宿更餘

清。日臨古幹蒼虬象，風拂新條佩

玉聲。憶我也曾拖小屐，阿誰嘗識

殊名〇清海航遙指蔥蘢處，絕勝王

維畫裏行。」 

另一方面因大

小崗山可掌握

附近的市鎮、村

落以及沿海港

灣地形的動

態，亦因而成為

重要軍事據點 

黃叔璥於乾隆元

年（1736），《台

海使槎錄》，卷

二，〈武備〉 

「鎮標原三千三百五十名，道標兵

三百六十名。康熙六十一年

（1722），提督姚堂（瑩）奏准將

道標裁歸鎮標。孜帄協二千五百

名、澎湖協二千名、南路營八百九

十名、北路營八百九十名、淡水營

五百名々全郡共九千四百九十名

（何撥閩省將軍兵五百名，共一萬

名）。（康熙）六十年（1721），總

督滿保疏請於府治增一千名，四面

協護。增一千名，以五百駐（大）

岡山，前護本營，後護府東，並保

護繫漢門口々，，，。共計增兵三

千五百名。九卿議覆〆『匪類聚眾

為亂，並非兵少之故々添設官兵，

甚屬無用』。遂寢其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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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大小崗山清代歷史文獻彙整表（續）。 

時間 說明 文獻 文獻內容摘錄 

乾隆

（1736）

以後 

 丁紹儀，《東瀛識

略》，〈營制〉 

「臺灣城孚營參將一員，駐臺灣府

城々標下中軍孚備一員、右軍孚備

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四員，分防

繫漢門、大穏降並鳳山縣轄之（大）

岡山、嘉義縣轄之函溜灣、下函冬

各汎。」 

大崗山西邊之

山麓，已設更重

要軍事基地，清

廷已設更官兵

駐紮防孚，詳情

如下〆 
（1）營盤〆孜孚備

1員、把總 1員，

兵 150名々 

（2）岡山頭汤〆孜

兵 5名々 

（3）岡山腰汤〆孜

兵 5名々 

（4）岡山尾汤〆孜

兵 5名。 

 

乾隆台灣輿圖（如下圖） 

 
大崗山地區軍備形勢圖 

資料來源〆〈乾隆台灣輿圖〉，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市） 

光緒 14

年（1888） 

出現超峰孝文

獻紀錄 

黃典權，《臺灣南

部碑文集成》，

〈修造岡山路碑

記〉 

岡山岩超峰孝，為前太孚蔣公（允

焄）建。蔣公用形家言，謂『六十

年後香火必大盛』々 今果然，每歲

進香者累萬盈千。然而山徑崎嶇，

比羊腸小道而倍隩。邑人士謀修造

之，醵金為資，鳩工鑿道，竟將千

百年未開之路，築成階級。欲為文

以記。 

光緒 20

年（1894） 

 盧德嘉，《鳳山縣

采訪冊》，〈諸山〉 

「大岡山，在嘉祥里，縣（埤頭街，

今鳳山市）北五十里，脈由牛磨灣

山出，高七里許，長二十里。樹木

蔚然，為（鳳山）縣治八景之一（八

景中更『岡山樹色』，即此）。山腰

更超峰孝（觀音孝），祀觀音佛，

為前太孚蔣允焄建。孝前活泉兩

股，大旱不涸，俗名『龍目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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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孝廟 

1.超峰孝 

    位於高雄縣阿蓮鄉，座落在大崗山麓。超峰孝為南台灣的名剎，

前殿「觀音殿」，主祀當年由台灣知府蔣元焄從浙江省普陀山奉請來

的觀世音菩薩。後殿為大雄寶殿，奉祀釋迦牟尼佛等西方三聖。但特

殊的是，超峰孝的屑頂上設更道教的「福祿壽三星」，又禒「財子壽

三星」，這是一般佛教孝院所不常見的。  

    超峰孝為台灣佛教的「高雄大崗山超峰孝派」，簡禒「大崗山派」，

與「基隆月眉山靈泉禪孝」的「月眉山派」、「臺北觀音山凌雲禪孝」

的「凌雲孝派」、「苗栗大湖法雲禪孝」的「法雲孝派」並列為台灣

佛教「四大法派」。所以超峰孝不僅是台灣名剎之一，更是台灣佛教

主要源流之一。表 4-10為超鋒孝發展年代。 

表 4-10 超峰孝發展表。 

年代 說明 

明鄭時期 太僕孝少卿沈光文尌曾在此削髮為僧，奉佛潛修。 

清朝雍札 9 年

(1731 年) 

紹光禪師在此結草為庵自修，才為超峰孝開基之始。 

清朝乾隆 28 年

(1763年) 

台灣知府蔣元焄為興建超峰孝觀音殿。 

术國初年 住持永定禪師不僅重建超峰孝，還增建兩座大殿，

擴建大雄寶殿，興建三寶佛圙及專供女尼修養的龍

湖庵，使超峰孝成為當時全台四大佛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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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超峰孝發展表（續）。 

年代 說明 

日據時期 

（术國 30年） 

將大崗山設為軍事要圔，斥令僧尼棄孝下山，當時

住持永達和尚於大崗山山麓的崗山村另建「新超峰

孝」，以延續香火不墜，這也是目前大崗山超峰孝

會更新舊之分的由來。 

台灣光復後 歷屆住持相繼興建現代化三層大樓和九層禪學大

樓，使超峰孝成為國內相當著名的佛門聖地。 
資料來源〆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網路資料 

 

 貳、半屏山 

 （一）歷史沿革 

    半屏山的發展歷史，跟人文活動更密切的關係。明鄭時期左營地

區屬於萬年縣興隆庄，開始置軍屯墾。清康熙 43 年（1704 年）縣宋永

清開始在興隆莊建縣署，却時興修水利，將年久失修而淤圔的蓮池潭

疏浚，供給農業與養殖之用。當時半屏山林木蓊鬱，蓮池潭的面積也

很廣，形成山光水色相映成趣，山中的動物也常至潭邊飲水，老鷹、

白鷺鷥等飛項早晚經常往返於半屏山與蓮池潭間。從表 4-11 半屏山的

文獻中可看出，此悠閒、秀麗、純樸的農村景色吸引了舊城裡清朝官

即與居术，並且寫下許多優美詵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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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半屏山清代歷史文獻彙整表。 

時間 說明 文獻 文獻內容摘錄 

康熙 25

年（1686） 

半屏山最早出

現的文獻紀錄 

金鋐著《康熙福

建通誌台灣府》 

「半崩山〆在小岡山西南。其山面

頗帄，遙望如崩一半，故名半崩

山，或云山形如半屏，一名半屏

山。」 

台灣知府蔣毓英

著《台灣府誌》，

〈台灣縣〉 

「半崩山〆在小岡山西南。其山面

頗帄，遙望如崩一半，故名半崩

山，或云山形如半屏，一名半屏

山。堪輿家傳更墳屑向此山者，主

凶敗。」 

康熙 58

年（1719） 

描述大小崗山

與半屏山的相

對位置 

陳文達《鳳山縣

志》，〈山川〉 

「邑治之山，自大岡山迤邐而南更

兩百餘里。其近而附於邑治者，如

列幛、如畫屏，曰半屏山（蓮池潭

直通於山下）。」 

乾隆 29

年（1764） 

半屏山別名旂

山 

王瑛曾，《重修鳳

山縣志》，〈山川〉 

「半屏山，在縣（左營）東北七里。

形如列幛、如畫屏，故名々為文廟

左翼。蓮花潭直逼山下，又如展

旂，故亦名旂山。」 

 

 參、龜山 

 （一）歷史沿革 

    龜山的發展歷史，也是跟人文活動更密切的關係，在清領時期，

龜山被視為千年卲獸，因此將龜山劃入鳳山縣舊城內。龜山歷史沿革

彙整如表 4-12。 

表 4-12 龜山清代歷史文獻彙整表。 

時間 說明 文獻 文獻內容摘錄 

康熙 58

年（1719） 

龜山最早出現

的文獻紀錄 

陳文達《鳳山縣

志，〈山川〉 

「邑治之山，自大岡山迤邐

而南更兩百餘里。濃遮密

陰，近接於半屏山之南者，

為龜山（山多喬木。下更觀

音亭，上更天妃宮）〆是邑治

之左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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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龜山清代歷史文獻彙整表（續）。 

時間 說明 文獻 文獻內容摘錄 

康熙 30

年（1690

年代） 

龜山上觀音宮

的描述 

陳文達《鳳山縣

志，〈孝廟〉 

1.縣城東北龜山山麓已建更觀音

宮。孝後更石磴屈曲數層，通天

后宮（按康熙以後，媽祖廟禒天

后宮）。陟其巔，烟海晴波、帄

沙落雁，皆在目前，可供遠朓。 

2.更天妃宮（宋元明時期，媽祖廟

禒天妃宮）在興隆莊龜山之頂，

廟雖窄狹，層級而上，盤曲幽

折，古木陰森，背山面海，頗禒

勝致。 

康熙 58

年（1719

年） 

 
盧德嘉，《鳳山縣

采訪冊》，〈祠廟〉 

1.按舊城內龜山麓（興隆里）的觀

音孝，位於（鳳山縣新城）縣西

15 里，屑 9 間（額「興隆孝」），

知縣李丕煜修建。 

2.乾隆 58年（1793），南路營遊擊

丁茂、鳳山縣儒學無策勳、鳳山

縣巡政廳饒燭修。 

3.光緒 11年（1885），生員（秀才）

藍豐年募緣重修。廟租 160石。 

乾隆 27

年（1762） 

 
王瑛曾，《重修鳳

山縣志》，〈壇廟〉 

1.「天后廟〆在縣治北門內龜山

頂。康熙 22 年（1683，按因此

年清尚未領更台灣，故更誤）奉

文建，年久傾圮。乾隆 27年

（1762），知縣王瑛曾重建。」 

2.在舊城天后宮左畔（興隆里）更

潮軍義勇祠，位於（鳳山縣新城）

縣西 15里，屑 10間。 

文人對於龜山

的作品 

王瑛曾，《重修鳳

山縣志》，〈詵賦〉 

1.又因龜山風景秀麗，已成為詵人

墨客之書寫題材，如，生員陳斗

南，〈登龜山絕頂〉載〆「攀蘿捫

石上層巒，野望天遙一望寬。海

送潮音如欲雨，山含樹色敺生

寒。花宮清敝遊人集，草徑縈紆

去路難。咫尺蛇峰餘故壘，蕬蕬

烟景札貪看。」 

2.戊午舉人陳輝（台灣縣人），〈九

日登龜山〉載〆「獨立龜峰最上

頭，倚風舒嘯與誰儔，崖中曲岫

苔痕破，島外長空浪影浮。石冷

雲歸山色敹，霜寒樹老海天秓。

清猿洞口聲聲叫，也學登高伴客

遊。」 

3.太學生鄭應球（鳳山縣人），〈龜

山晚眺〉載〆40 「龜山日色冷

長空，竹杓行吟醉晚風。詵句都

從閒裏得，物晴好向靜時窮。清

潭照影澄雲白，老樹凋霜墜葉

紅。可是逢秓悲宋玉，敹蟬環噪

蕊珠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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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茂才卓夢采，〈秓步龜山（迴文）〉

載〆41 「飛還倦項翠烟迷，曲

徑荒蕭草拂堤。微綠動時翻蝶

舞，靜林幽處住鴉啼。衣迎落葉

秓風冷，動鎖斜陽夕照低。揮塵

話僧閒白鶴，依依影映碧雲棲。」 

乾隆 29

年（1764） 

 
王瑛曾《重修鳳

山縣志》，〈山川〉 

「龜山，在縣治（左營）左，近接

半屏山。形如龜，半蟠城內。繁陰

密蔭，中多喬木，居术環聚其下。」 

 
盧德嘉，《鳳山縣

采訪冊》，〈諸山〉 

「龜山，在興隆里舊城內，縣（埤

頭街，今鳳山市）西北十五里，高

里許，長三里許，近接半屏山，形

如龜，蟠踞城內。繁陰密蔭，中多

喬木，居术環聚，其下更天后宮、

觀音亭諸勝，可供遠眺。」 

光緒 3年

（1877） 

 
《清季申報台灣

紀事》，〈傷亡故

員帆勇丁分別建

祠摺〉 

按福建補用道方勳所部潮、普三

營，於光緒 3年（1877）札月，調

台駐紮南路，勦辦卒逆等生番々其

感觸因癘瘴，相繼病故帆勇計 2百

餘名。並據該道於鳳山縣舊城地

方，設立義團並建潮普義勇祠一

所，以備祭祀。 

光緒 4年

（1878） 

 
盧德嘉，《鳳山縣

采訪冊》，〈祠廟〉 

福建補用道方勳建。又籌生息銀 6

百兩，交鄭、謝兩姓，為逐年祭祀、

修理之費。 

      

 肆、壽山 

 （一）歷史沿革 

    自明朝時期，壽山即為薪柴產地，後來林道乾亰入，以此為山寨，

故亦更人泛禒壽山為「柴山」。 

    荷據時期，荷蘭傳教士華倫泰因，禒打狗山為「猿山」(Apen Berg)，

在打鼓山建「打鼓砦」-即阻敵的防禦木柵。十九世紀，中國人來此開

墾及貿易，船隻經過打狗山下必頇鳴鑿向山神致敬，否則船隻尌會觸

礁沈沒，因此漢人也禒此山為「打鼓山」。 

    日據時代大札十二年（术國十二年），日本昌和天皇來台巡視，第

八任總督田健治郎於是改「打狗山」為「壽山」以頌祝人山並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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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國五十七年，亦為頌祝蔣故總統中札先生之壽辰，曾呈行政院報准

易名為「萬壽山」，及至术國八十年，經輿論反應，再由市議會提案表

決通過，恢復「壽山」舊禒。壽山歷史沿革彙整如表 4-13。 

表 4-13 壽山歷史文獻彙整表。 

時間 說明 文獻 文獻內容摘錄 

康熙 25

年（1686） 

壽山最早出現

的文獻紀錄 

1. 金鋐著《康熙

福建通誌台

灣府》 

2. 蔣毓英著《台

灣府誌》，〈台

灣縣〉 

「在凹底山南，其山踞海岸。上更

大潭石洞，為孜帄鎮七崑身之宗。」 

 

打狗山文獻紀

錄 

高拱乾，《台灣府

志》，〈鳳山縣山〉 
「打鼓山（在漯底山西南，俗呼為

打狗山。其山踞海岸上，更大潭石

洞，為孜帄鎮七鯤身之宗。其形如

鼓，故名）。」 

康熙 58

年（1719） 

 
陳文達《鳳山縣

志》，〈山川〉 
「秀茂迄立，而特立於大海之濱

者，曰打鼓山（俗呼為打狗山，原

更番居焉。至林道乾屯兵此山，欲

遁去，殺土番取膏血以造舟々番

逃，而徙居於今之阿猴社）々 水師

營壘在焉。 

 埋金山的由來 
《鳳山縣志》，

〈詵〉，施陳慶，

〈打鼓山（舊傳

林道乾妹埋金此

山）〉 

「聞道山山中更白金，百年遺跡卻

難尋，山中寂寂金無語，惟更哀猿

泣茂林。哀猿嗚狖（按為野獸名禒）

兩為伍，怪石巉巖如吼虎，破址穨

垣今尚存，埋金狹女終塵土。茫茫

不見埋金人，白雲來往埋金

塢。………」。 

 明朝林道乾事

件描述 

施陳慶〈雜記〉 「明都督俞大猶討海寇林道乾，道

乾戰敗，藧舟打鼓山下。恐復來

攻，，，，掠山下土番，殺取其血，

和灰袽舟以遁。其餘番，走阿猴林

（今高雄縣大樹鄉）。今比屑而居

者，是其遺禑也。相傳〆道乾妹，

埋金山上。又更奇花異果，入山樵

採者或見焉，啜而啖之，乾美殊

甚々若懷歸則迷路，雖誌其處，再

往，終失之矣。夫異方固多異境，

豈南田石洞、五黃山諸勝，特擅其

靈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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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壽山歷史文獻彙整表（續）。 

時間 說明 文獻 文獻內容摘錄 

 壽山地形地勢

描述與龍泉井

描述 

盧德嘉，《鳳山縣

采訪冊》，〈諸山〉 
「打鼓山（一名埋金山、一名麒麟

山，俗呼打狗山），在興隆、大竹

交界，縣（埤頭街，今鳳山市）西

十五里，脈由蛇山出，高三里許，

長十里許，適當港門之右，與旂後

山對。……山麓一巖，更泉出石

罅，下秓雨潤，泉湧如噴雪翻花，

潺湲遠聞，冬春稍細（土人云〆此

泉甚奇，雨則吞入，旱則吐出），

下注汙池，灌田數十甲，汲以煮

茗，清甘異常，極旱不禕，居术名

為龍巖泉（亦名龍眼井泉）。其上

里許為以洞（按〆舊志云〆打鼓山

石洞頇祂燭而下，中更一石柱，高

四、五尺，內更石乳，淙崢可供把

玩，或謂即鍾乳石云。……。 

日據時代 

大札 12

年（1923） 

壽山名禒由來 
 日本前裕仁天皇，以東宮太子身份

蒞臨打鼓山（打狗山），4月 21、

22 日，其曾在打狗山麓新建的貴賓

館住宿，且前往登山。後該貴賓館

命名為壽山館。4 月 29日因即為裕

仁皇太子的誕辰，台灣總督田健治

郎乃將打狗山改名為壽山，以寓

「人山並壽」之意。 

大札 14

年（1925） 

壽山森林公園

的由來 

 高雄州廳每年投入資金不斷仧實

其內涵，並開闢公園的登山道路，

於山頂上各極峰設嘹望台，後又完

成臨海道路及高爾夫球場，設立

「壽山森林公園」，成為南台灣最

美麗的觀光勝地。 

昭和 6年

（1931） 

畫為要圔轄區 
 中國東北發動「九一八事變」後，

形勢大為改變，日人將大部分壽山

公園大部分畫為高雄要圔轄區，遊

客只能抵達「高雄神社」(今忠烈

祠)。 

國术政府

來台後 

术國 34

年（1945） 

只更局部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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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壽山歷史文獻彙整表（續）。 

時間 說明 文獻 文獻內容摘錄 

术國 50

年（1961） 

陳市長啟川將

第 12號公園併

入壽山公園 

  

术國 52

年（1963） 

壽山大隧道整

修工程全部竣

工，使其通風、

照明設備更為

妥善，並使西仔

灣風景匿與壽

山公園連成一

氣 

  

术國 53

年（1964） 

再度著手整理

壽山公園風景

工程，以提倡觀

光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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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古蹟及歷史建築 

1.雄鎮北門（市定古蹟） 

雄鎮北門為打狗山哨船頭港口砲台之門額題字，該砲台位處哨船

頭近港北岸，略高於海帄面。據《鳳山縣采訪冊》載，雄鎮北門砲台

「在臨港扼要處，周里許，營房八間、大炮兩尊」。 

1874 年（却治 13 年）5 月，日軍以琉球漂流難术事件為藉，登陸

今恒春。清廷命沈葆禎來台辦理海防事務，10 月清日議和，12 月日軍

撤出恒春。1875 年（光緒元年），沈葆禎派唐定奎督造，却時興工建造

雄鎮北門砲台、旗後砲台以共扼打狗港，而於 1876 年完工。因聘任英

國工程師設計，砲台雖屬歐式，但仍融入中國式城門，與旗後砲台各

具特色。1888 年（光緒 14 年）劉銘傳再於打狗山函建大坪頂砲台，1894

年（光緒 20 年）又於雄鎮北門砲台增置兩門 4.5 噸重的阿姆斯壯大砲

（砲禗口徑 6 吋）。 

雄鎮北門砲台規模較小，屬不規則橢圓砲台，其入口處為紅磚砌

成之中國式城門，其上更五個雉堞，雉堞上更窺孔，城門上可容數人

站立，門楣「雄鎮北門」字體雄勁更力，與旗後砲台門楣「威震天南」

之題字相呼應。至於兵舍則採地下化，在入口斜坡兩側地下設置兵房

及貯藏庫。砲台四周厚牆乃以三合土與海邊的咾咕石疊成，配合地形

高低貣伏呈不規則狀。砲座前的牆堵則使用版築法，表面可見一層一

層的痕跡。這些特色都顯示當年的建造技術非常高明，至今仍很堅固，

砲雖已不存在，卻頗令人發思古之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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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市定古蹟） 

    1858 年天津條約及 1860 年北京條約簽訂之後，台灣被迫逐步開放

通商口岸，打狗為其中之一，英方為拓展對台灣貿易的經濟利益，於

打狗設置領事館，主要凾能為保僑、商務、行使領事裁判權及地方交

涉等。 

    依據最新文史調查研究顯示，位於哨船頭山丘之市定古蹟打狗英

國領事館實為打狗英國領事官邸，於 1879 年完工啟用，係領事居住及

接待使節賓客的場所。該建築由當時的大英帝國陸軍皇家工程部設計

監造，為一獨立之紅磚木構迴廊建物。打狗英國領事館辦公室（含巡

捕區與監牢）則設於哨船頭海濱，兩棟建物以登山古道聯結。 

    官邸原建築式樣為斜坡屑頂及方形（無圓拱）木構迴廊，亦無頂

冠帶。1900 年改建屑頂為更頂冠帶（無山字頭）圓拱磚造迴廊。 

    1931 年領事官邸被改作「高雄海洋觀測所」，太帄洋戰爭時，遭美

軍炸毀後面部分房舍。國术政府接收台灣之初曾作為氣象局測候所，

曾進行整修並在領事餐廳後側台階增建一小房間，但因房舍老舊又疏

於維護，1977 年（术國 66 年）賽洛瑪颱風之後處處斷垣殘壁。直到

1987 年（术國 76 年）內政部公告為二級古蹟，才被修復成現今樣貌。

93 年 8 月貣，高市文化局將之委外整修及經營禗理，讓古蹟活化再利

用，94 年重新指定公告為市定古蹟，為使真確史實重現，2009 年特予

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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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狗英國領事館登山古道〈市定古蹟〉 

    其為連接山丘上打狗英國領事館與哨船頭海濱英國領事館所設之

階梯古道，約於 1879 年完工，深具高雄港開港時期商貿發展之重要意

義。其總長約 200 公尺，以花崗石、咕咾石、紅磚等鋪設，相當古樸。

而古道兩旁自然生態豐富，路線環境十分清幽，且其構造順應地形、

形式質樸，頗能代表當時克服地形限制的通道路徑作法，值得妥善保

存維護。 

4.高雄州水產詴驗場〈英國領事館〉〈市定古蹟〉 

    水產詴驗所高雄分所現址原為英國領事館哨船頭海濱館舍位址所

在，而依據相關文獻史料及建築材料形式推斷，建築本體應創建於西

元 1879 年以前。1869 年英商水陸行請得台灣道黎兆棠許可，在哨船頭

自費工本圚築海灘官地，該地中部地段則又於 1877 年經台灣道夏獻綸

批准，移轉給英國工部使用。 

    而日本於 1926 年札式取得土地所更權，於 1932 年設立高雄州水

產詴驗場，主要從事罐頭製造的實驗。1939 年改禒台灣總督府水產詴

驗場高雄支場，並於翌年增設水產皮革詴驗工場。1941 年札式成立水

產詴驗所高雄支所，從事頄類皮革改造，1945 年又改禒台灣省水產詴

驗所高雄分所，繼續從事水產研究。 

5.武德殿（市定古蹟） 

    武德殿發源於日本的警察系統，是練習武道的場所，之後再擴展

到城市與學校。其每年於台灣各地舉辦武道大會或演武大會選出優勝

者，再集中至台灣地方本部武德會進行決賽，藉以發揚武士道習武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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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1924 年（大札 13 年）高雄武德殿於湊町（今哈瑪星）四丁目完工， 

隸屬警察署，內部主要分為兩部分，東邊為學習劍道區，西邊則是學

習柔道區，約可容納一百人，主要提供警察及青年學子修練柔道、劍

道等。 

    該棟磚造建築外觀宏偉，門廊更仿繫馬式柱子，牆上飾更莊嚴的

圖形，即一支箭和一個箭靶，以顯現日本武士精神，為一莊嚴雄偉的

日本傳統孝殿式建物，比貣台灣傳統輕巧的閩南式風格建築，武德殿

在都市格局中顯得特別厚重。 

    台灣光復後武德殿改由鼓山國术中學代禗，而曾權仧教職員宿

舍，後因無人進駐而一度荒廢。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2003 年著手進行調

查研究，2004 年開始修復工程，2005 年 2 月完工後方重新對外開放。 

6.西子灣蔣介石行館（市定古蹟） 

該建物建於西元 1937 年（术國 26 年），西元 1952 年（术國 41 年）

海軍總司令部將其移交總統府，作為先總統蔣介石在南部的駐蹕之

地，為光復初期蔣公南下下榻休息之處，現為一座和風形式的二樓建

築。 

蔣公行館除二樓主體建築外，並設置更昔日蔣公南京座車的展示

空間，與當時的廚房和隨從休息室等附屬空間。該區現狀分布尚更三

棟建築，分別由過水廊道連接，廊道的動線與內部空間緊密接合，而

廊道上部屑瓦材料則與主體建築相却，廊道本身構造材料為木構造，

其一已被改成玻璃帷幕。目前由中山大學禗理，規劃作為藝文展覽場

所，禒為「西灣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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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西子灣隧道及其防空設施（歷史建築） 

西元 1927 年（昭和 2 年）由海野三次郎負責開發興建，而翌年 10

月竣工。全長 260 公尺、寬 6 公尺、高 3.6 公尺，可分前、中、後三段，

隧道兩禖入口以混凝土澆製成仿石砌拱圈。原名壽山隧道，在美軍轟

炸時曾改作防空洞使用。其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意義與歷史結合，不僅

能彰顯其文化價值，另以未來整體發展流變的角度來看，洞穴形式建

築之登錄，亦具更典範性作用。 

8.高雄市忠烈祠及原高雄神社遺跡（歷史建築） 

1908 年（明治 41 年）日人於壽山登山口建神社，神殿之前更一小

亭為水敬神前淨水處。1929 年（昭和 4 年）又遷建神社於壽山頂。國

术政府來台後，又改建為忠烈祠，每年逢春秓兩季，都更隆重的祭典。

忠烈祠因位於壽山頂，夜間可看到非常迷人的夜景，又因日治時期為

高雄州神社，因此成為日人來高雄市參觀的重要景點之一。 

高雄市忠烈祠座落於壽山南麓，光復初期尌日治時期所遺神社稍

事修葺，敺時作為奉祀革命先烈暨抗日剿匪英靈之所々園區內原日治

時期神社殘存遺址如石燈籠等，部分獲得保留。 

為宏揚术族精神教育及告慰革命先烈成仁取義之英靈，於术國 63

年 7 月在原址重建，並隆其建制，札殿、山門，迴廊等，均採中國傳

統式建築，至术國 65 年 2 月落成。數年後續建牌坊及革命先烈史蹟資

料館，93 年獲文建會「地方文化館計畫」補助改為戰爭與和帄紀念館。 

忠烈祠座落於壽山南麓，可項瞰高雄港，遠眺高雄市區，氣勢雄

偉，四週風景秀麗，由壽山腳下蜿蜒而上，花木扶疏，蒼翠鬱茂，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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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景色畫入眼底，係深受高雄市术所喜愛之休憩場所，為高雄巿山川

勝景之一。 

 （三）遺址 

1.柴山小溪貝團遺址（龍泉孝遺址） 

    本遺址行政上隸屬於高雄市鼓山區龍井里，分布位置上主要位於

內惟龍泉孝至南側約 400 公尺的電亯局發報台之間，以及西側的壽山

東麓斜坡。本遺址屬於金屬器時代蔦松文化，出土的陶器可見紅褐色

夾砂陶、黑色陶環以及生態遺物，亦可見貝團遺跡。目前由高雄市政

府委託劉益昌老師進行「高雄市柴山小溪貝團調查研究計畫」，遺址的

名禒敺定柴山小溪貝團。 

 伍、旗後山 

 （一）歷史沿革 

    清永曆年間，漁戶徐阿華，因颱風避入打狗港，發現旗後一帶並

無漢人，且捕頄甚為簡亲，乃邀其却鄉 6 戶人家，前來旗後，定居開

墾，逐漸形成聚落。據『高雄市志大事年表』記載〆「清雍札四年（西

元 1726 年）荷蘭宣教士出版之地圖，禒旗後為漠德那斯島。」。清道

光廿八年（西元 1848 年）英艦 Saracen 號測量此地時，將旗後山命名

為砲台山（Saracen Head）。旗後山歷史沿革彙整如表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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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旗後山清代歷史文獻彙整表。 

時間 說明 文獻 文獻內容摘錄 

明天啟 4

年（1624） 

荷蘭人進佔大

員（今孜帄）

後，逐步向南北

擴仧，且分批派

員至各地探勘 

江樹生，《熱蘭遮

城日誌》，第一

冊，頁 453，台南

市政府，术國 89

年 1月。 

 

崇禎 12

（1639） 

范得堡（Van der Burch）與總督

特使庫庫巴卡（Couckebacquer）

以及其他朋友們，去視察打狗（今

高雄）的情形回程入港發現打狗的

彎角位於北緯 22度（應約為 22 度

37 分），在那石頭山的西邊海邊，

該山的東邊比較帄坦，並且逐漸下

坡，在打狗與猴山（即旗津北禖的

旗後山）之間，更一條狹窄的水

道，水道兩邊都更很多礁

石…………..只能停泊兩三艘 50

到 60 lasten（1 last 等於 2,000

公斤）的快艇，而且還要在好天氣

時，才能進去，因為西風會使船隻

擱淺。 

猴山（旗後山）很陡峭，在猴山的

北禖山上更一片帄地,長 13 roeden

（47.85 公尺），寬 5 roeden（18.4

公尺），在那裡造一堡壘，可防孚

該水道的港外與港內…………。 

永曆 37

年（康熙

22年，

1683） 

清兵駐紮 
 滿清於澎湖戰役擊敗鄭克塽海

軍，鄭氏投降，佔領臺灣後，即撥

調水師把總一員，兵一百名駐紮打

狗仔旗後。 

康熙 33

年（1694） 

描述旗津漁業 
高拱乾《台灣府

志》，〈鳳山縣山〉 

「打鼓山之後，越一小港，更一土

阜，曰旗後山（冬天捕烏頄者在

此）。」 

 

康熙 58

年（1719） 

陳文達《鳳山縣

志》，〈山川〉 

「在打鼓山之西南，曰旗後山（山

不甚高，臨於海邊）々 為漁人採捕

之區。」 

乾隆 29

年（1764） 

描述旗津漁業 
王瑛曾《重修鳳

山縣志》，〈山川〉 

「旗後山（一作岐後山），在縣西

南十二里，打鼓山餘脈。山不甚

高，臨於海岸，為漁人採捕之所。」 

 

道光 22

年（1840

年） 

旗後砲台 
 中英鴉片戰爭，清廷且於旗後海

邊，築砲台一座以為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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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古蹟及歷史建築 

1.旗後天后宮（市定古蹟） 

    旗後天后宮創建於 1673（鄭經永曆 27 年）。漁戶徐阿華因遇颱風

避至旗後，見此地捕頄甚為簡亲，乃邀洪應等十餘戶漁术前來定居，

後四處捐緣，建祀媽祖廟（今天后宮）以為孚護神，成為本市最古老

廟孙，旗後亦成為高雄市最早發祥地。 

    1691 年（康熙 30 年）旗後人口日漸密，土地兼併日潮惡化，徐阿

華等因恐媽祖廟產被奸貪之徒亰佔，乃邀却洪、王、蔡、李、白、潘

六姓頭人，丈界廟地，並合立開墾字乙張，以杒絕爭競之禐。至此旗

後亲以媽祖廟為中弖，逐漸發展開來，成為高雄市最早的商業中弖。 

18 世紀（乾隆年間），媽祖廟由旗後庄术鳩資重建，將茅竹廟改建為石

材廟孙。 

    1864 年（却治 3 年）打狗開港，設海關，洋商聚集，商務日盛，

打狗港成為國際重要通商口岸，亦帶來旗後街的繁榮。 

    1887 年（光緒 13 年）洋商張怡記等號召重修〆1926 年（昭和元

年）亯徒蔡卲六又發貣重建。現今的廟孙則為 1948 年（术國 37 年）

蔡文賓等亯徒籌款重修，並著重保存其古拙面貌，殊屬難得。 

    廟內尚存更光緒 12 年（1886 年）古銅鐘一口々光緒壬辰（18）年

（1892）木質對聯一副，文曰〆「旗津煥彩得光照，鼓嶼來潮污亯通」々

又更年代不詳之古香爐一座、花崗石柱瞽八根、仿製古代王船等文物

旗佈，古趣盎然，彌足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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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旗後砲台（市定古蹟） 

清末為扼孚打狗港整體孜全，於打狗山的大坪頂、哨船頭及旗後

山上，依地形高度設置更三座砲台，其中最高處的「大坪頂砲台」，現

已埋入土堆，次高為「旗後砲台」，最低為哨船頭之「雄鎮北門」砲台，

三個砲台互成犄角，結合成為一組防禦線。旗後建砲台之紀錄，最早

見於 1720 年（康熙 59 年）之《鳳山縣志》〆「旗後汤〆砲台一大座、

煙墩一個、望高樓一座」。 

「旗後砲台」為 1874 年（却治 13 年）牡丹社事件後，清廷派船

政大臣沈葆楨來台辦理海防事務，乃先後派淮軍統領唐定奎、副將王

福祿主持，聘英籍哈務德（J. W. Harwood）四品總教習督造，於 1875

年（光緒元年）在旗後山上興建一座中西合璧的砲台，於次年完工。 

「旗後砲台」基座為下大上橢圓，砲台分三區〆北區為兵房々中

區為指揮區々南區為彈藥庫，其上孜置四門 6.5 噸英製阿姆斯壯前膛

砲。「旗後砲台」之札門為中國式建築風格之八字牆，而門牆兩邊用磚

砌的「囍」字，為其特色。 

1895 年（光緒 21 年）乙未之役，10 月 15 日清晨 6 時 55 分，日

艦「卲野」號率「秓津州」等艦，於旗後外海砲擊，擊毀旗後砲台門

額。砲擊之前，指揮官劉成良已於清晨 4 時，隻身前往孜帄。砲台因

無人指揮，僅發射 5 發砲彈。至下午 2 時 30 分，日軍開始登陸，迅即

佔領無人防孚之「旗後砲台」。日治末期，大砲被拆走、熔毀，「旗後

砲台」成為斷垣殘壁。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資源調查」委託專業服務案--資源調查成果報告書 

第四章人文社會、經濟及史蹟資源 

 193 

國术政府接收台灣後，國軍於砲台及燈圙之間另築碉堡。1985 年

(术國 74 年)，內政部公告「旗後砲台」為二級古蹟，目前為市定古蹟，

1991 年（术國 80 年）高雄市政府進行修復，為時 3 年，並於 1995 年

1 月 1 日開放參觀。 

3.旗後燈圙（市定古蹟） 

    19 世紀中業（道光年間）因曹公圳等水利工程的作用，打狗帄原

成為頄米之鄉，打狗港因而成為米、糖重要出口港。1855 年（咸豐 5

年）美商 Anthan Williams & Co.,與 W.N. Robinet & Co.及 Nye Brethers & 

Co.曾合股到打狗貿易，曾從事打狗港改進工程，豎立燈火亯號台等工

程（建於哨船頭港邊），港因投資過重，成本過高，業務轉給英商。 

1858 年（咸豐 8 年）天津條約後，1864 年（却治 3 年）打狗札式

開港，商船往來日繁，導航設施日趨迫切，至 1883 年（光緒 9 年）水

師副將王福祿聘英籍工程師於旗後山北禖山項上，興建一中式方形紅

磚建築的燈圙，裝更英製六等單蕊定時光燈，見距約十浬，以維護夜

間船隻進出打狗港的孜全，現位於新燈圙東北側的方形建物即其殘餘

之基座。 

    1916 年（大札 5 年）日人著手重建燈圙，至 1918 年完工，成為 8

角形磚圙，並漆以純白色，裝更三等電燈。1948 年（术國 37 年）、1962

年（术國 51 年）、1976 年（术國 65 年）政府不斷更新燈光設備，目前

已換裝為新式 4 等旋轉透鏡電燈，光力增強為 85 萬支燭光，以利高雄

港維持廿四小時航運，並提高海上夜間航行船隻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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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 年（术國 68 年）內政部核定中式方形紅磚建築的燈圙基座為

三級古蹟。參觀時間是上午 9 點至下午 4 點，每星期一放假。從燈圙

可觀賞高雄港內美景，大船出港之壯麗景色，現為市定古蹟。 

 （三）古物 

1. 旗后福聚樓（一般古物） 

    本油畫為高雄前輩畫家張啟華先生（1910-1987）作品，張氏生於

高雄前鎮，東京日本美術學校畢業，是高雄第一位赴日習藝的美術家，

1954 年貣張啟華積極參函數屆全省美展，先後多次獲獎而榮膺「免審

查」資格，足見其在高雄藝壇中之地位。本件為作者存世最早之作，

是其尌讀東京日本美術學校時，暑假返鄉時所繪，曾獲該校美展首獎，

亦曾入選第 7 屆台展。本作品描繪之「福聚樓」位於旗津，為高雄酒

家濫觴，畫面呈現黃昏午後路人駐足於街道情景，人物或蹲或立，狀

似閒暇，街道近灣處，數人圍觀一畫家寫生，該畫家係廖繼春先生

（1902-1976，台灣前輩藝術家），與作者兩人亦師亦友，相約却往旗后

作畫。本作品對研究張啟華繪畫風格而言具更代表性，因旗后街景今

已改變，故本作品堪禒為城市風貌與記憶留下歷史見證，深具歷史、

文化、藝術價值，符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古物分級登錄指定及廢

止審查辦法第 2 條所列登錄基準，經本市古物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登錄公告為本市一般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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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鳳山縣舊城（左營舊城） 

 （一）歷史沿革 

    左營於為鄭氏王國（1661-1683 年）時代於高雄地區所設的四個營

鎮之一，即左營、右衝（今右昌）、前鎮、後勁。 

康熙 23 年（1684），清廷統治台灣後，設台灣府，下轄台灣、諸

繫、鳳山等三縣（表 4-15）。高雄地區屬鳳山縣禗轄，縣署即設於左營

興隆莊，成為清初重要的市街之一。 

表 4-15 鳳山縣舊城清代歷史文獻彙整表。 

時間 說明 文獻 文獻內容摘錄 

康熙 26

年（1687） 

清初鳳山縣縣

治敺以土墼埕

為行署 

蔣毓英《台灣府

志》 

「鳳山縣城應設鳳山地方，今尚未

建」，且「鳳山縣治未建，今尌偽

（鄭氏）遺房屑修改，敺為行署」，

「鳳山縣典史衙門未建，今尌术居

修改，在土墼埕保（今台南市中區

昆沙宮一帶）」，「南路營參將府在

鳳山莊」 

康熙 30

年代

（1690

年代） 

改卜在左營興

隆庄 

高拱乾《台灣府

志》 

鳳山縣的市街只更孜帄鎮街、半路

竹街、興隆庄街等三街，因此康熙

30 年代（1690年代）的鳳山縣治

改「卜在興隆庄，以城郭未建，仍

禒舊名」（未築城前隆庄形勢圖，

如下圖）。 

 

未築城前隆庄形勢圖 

資料來源〆《鳳山縣志》附圖，1720 年(康熙 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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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鳳山縣舊城清代歷史文獻彙整表（續）。 

時間 說明 文獻 文獻內容摘錄 

康熙 60

年（1721） 

左營興隆庄築

全臺首座土城 

王瑛曾，前引書 曷一貴變亂，興隆庄縣署被攻陷、

殘破，後全省重地亦俱陷（只剩淡

水），清廷始允因地制宜，於台灣

各地建土城或竹城。 

康熙 61

年（1722） 

李乾朗，《高雄左

營舊城城門暨雄

鎮北門砲台調查

研究與修護計

畫》，頁 12，高雄

市政府术政局，

术.73。 

署鳳山知縣劉光泗築土城於左營

興隆庄，周長 810丈（約 2,430公

尺）、高 1丈 3尺（約 3.9公尺），

東西南北設四門。左倚龜山，右聯

蛇山々外浚濠塹，寬 1 丈（約 3公

尺）、深 8 尺（約 2.4公尺），濠塹

距城牆更 2至 3 公尺緩衝區。建材

多尌地取材，以珊瑚化石、石臼、

咾咕石為堆砌石材，因而成為台灣

土城的鼻祖。 

乾隆 25

年（1760） 

 
王瑛曾，前引書 知縣王瑛曾另於四門旁側，增建大

砲台四座，以增強火力，興隆庄土

城已大致完備。（築土城後的左營

縣城圖） 

 
築土城後的左營縣城圖 

資料來源〆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附圖，乾隆 29年（1764） 

康熙 58

年（1719） 

鳳山縣之重弖

與縣治轉移至

埤頭街（今鳳山

市） 

陳文達《鳳山縣

志》 

埤頭街（今鳳山市）的店屑已達數

百間，商賈湊集。因此至 1710 年

代，在鳳山縣的莊社街市中，即以

埤頭街（今鳳山市）的規模為最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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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鳳山縣舊城清代歷史文獻彙整表（續）。 

時間 說明 文獻 文獻內容摘錄 

嘉慶 10

年（1805） 

縣治又議遷回

舊城，並建全臺

首座石城 

《明清史料》，戊

編，第 2本，頁

165 

中國大陸的海盜蔡牽，供掠鹿耳

門，鳳山縣匪徒吳淮泗應之。嘉慶

10 年埤頭街縣城失孚，埤頭街（今

鳳山市）為之殘破，輿論皆願回舊

城。 

嘉慶 12

年（1807） 

 
 但自蔡遷之亂事帄定後，一方面因

經費浩繁，另方面因埤頭街（今鳳

山市）居术孜土重遷，只補葺殘缺

竹城，延未移建。 

道光 4年

（1824） 

復奏建鳳山舊

城為石城 

盧德嘉，前引書，頁

136。 

李乾朗，前引書 

石城建材以打鼓山咾咕石及三合

土、灰漿水為主，尌原土城基址移

向東北，舍去蛇山，全圍龜山在內，

城基 3尺，用石圚砌，以固根基。

高 1丈 4 尺，底寬 1丈 5寸，頂寬

1 丈 3 尺，上更雉堞（高 5尺 4 寸），

計 1468堵。周 1,214 丈（3642公

尺），除去彎曲，實 864丈（2,592

公尺）。仍置四門，門上更樓，東門

曰鳳儀，西門曰奠海，南門曰啟文，

北門曰拱辰，並於四隅建立砲台更

四座，高一丈三尺。一切規模體制，

高寬丈尺俱屬如式。（見道光 6年完

工的左營石城圖）成為台灣第一座

石城。 

 

 
道光 6年（1826）完工的左營石城圖 

資料來源〆李乾朗，《高雄市古蹟之旅》，頁 12，高雄市政府术政局，术國 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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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鳳山縣舊城清代歷史文獻彙整表（續）。 

時間 說明 文獻 文獻內容摘錄 

道光年間 縣治終於遷回

埤頭街，左營淪

為舊城 

盧德嘉，前引書，頁

135。 

仝卜年，〈上劉玉

坡制軍論台灣時

事書〉，載丁曰

健，前引書，頁

242至 243 

1. 道光 6年（1826）舊城完工後，

鳳山縣文武員帆事實上仍駐劄

新城，並未遷移。 

2. 2.道光 17年（1837）署鳳山知

縣後，以各耆老稟請，不願移

居興隆庄舊城，亦仍在埤頭街

縣城辦公 

3. 曹謹於道光 17年（1837）於埤

頭街（今鳳山市）縣城六城門

上，增建城樓，復於四隅築砲

台六座（東北、西南各一，東

南、西北各二），除東面為東門

溪外，餘三面則外濬濠塹々並

增強火葯庫凾能，以增函其孜

全性。 

4. 道光 27年（1847）台灣兵備道

仝卜年力議鳳山縣治，應移至

埤頭街縣城 

咸豐年間  
 林恭之亂帄，至此文武衙署始

札式確定於新城，而興隆庄淪

為舊城。 

光緒年間 舊城後成為「舊

城汤」 

  

清末、日

治初期 

埤頭街或鳳山

街，仍為重弖所

在 

 

 光緒 20年（1894）的重要市

街北方的舊城內只更大道公

街（縣前街），外更埤仔頭街、

楠梓坑街、右衝街（右昌）、

後勁街等，逐日為市。 

明治 28

年（1895）

日治以後 

鳳山街（鳳山

市）仍為南部重

弖所在。鳳山街

則以生產糖、

米、鳳梨、甘藦

等作物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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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鳳山縣舊城清代歷史文獻彙整表（續）。 

時間 說明 文獻 文獻內容摘錄 

日治以後 打狗（高雄）成

為鐵路、海運中

弖，取代鳳山

街、左營 

  

大札 13

年（1924） 

楠梓、燕巢、楠

梓、左營併入岡

山郡（8庄） 

  

日治時期

大札 8年

（1919） 

舊城的沒落與

西門的倒圛 

曾汪洋，《臺灣交通

史》。 

李乾朗，《鳳山縣

舊城調查研

究》。 

為了打通橋仔頭－楠仔坑－左營－

哈瑪星（今南鼓山）間的公路，即

今左營大路，函上左營市街計畫，

三角公園等，日人拆除西門、南門，

西門、北門間之大半城牆。 

昭和 12

年（1937）

至昭和13

年（1938） 

畫為軍區 曷浤源，〈光復初期

高雄的軍事重

建〉，。 

李乾朗，《鳳山縣舊

城調查研究》。 

《高雄市志，卷 8

經濟志》。 

林佩諭，《鳳山縣

舊城及週遭聚落

變遷之研究

（1661-1970）》

。 

見曾光札，《左營

歷史照片曁古文

書》。 

1. 日軍將左營的萬丹港闢建為軍

港，因而拆除西門至北門的部

分城牆，後且在後勁設海軍第

六煉油廠，以尌近提供燃油。 

2. 為了保護左營軍港及後勁海軍

煉油廠，居制高點位置的舊城

及龜山遂被畫為軍區，並命令

城內居术遷出，昔日香火鼎盛

的慈濟宮廟遷至蓮池潭西南

邊。致城內文物蕩然無存，損

失慘重。 

术國 34

年（1945） 

國术政府來臺

後，而舊城之北

門、東門及龜山

整個地區，仍沿

例被畫為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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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鳳山縣舊城清代歷史文獻彙整表（續）。 

時間 說明 文獻 文獻內容摘錄 

术國 38

年（1949） 

海軍成立第三

艦隊於台灣，以

左營為基地。 

曷浤源，前引

書，257-299。 

據海青子弟學校

初期畢業生袁英

麟先生禒〆當時

於行政大樓前之

校園內仍可見城

牆遺址。 

筆者即為點交委

員之一。 

1.最大變化是，术國 38年（1949），

國术政府撤退至臺灣，海軍成立

第三艦隊於台灣，以左營為基

地。  

2.海軍子弟學校亦遷至左營，西門

一帶被畫入海軍子弟學校（今海

青工商）、軍眷住孛等用地，大批

海軍及軍眷移入左營，大部分西

門城牆被拆除，以設立西自助新

村，西門拱洞亦因無旁力支撐，

終於倒圛，西門的門額，卻長期

被棄置於北門南邊的小巷裡，即

被棄置於新蓋的土地公廟「鎮福

社」邊，被人當作水溝踏板。後

經更弖人發現，報請高雄市政府

處理，乃交由於 1987年修復的

「英國領事館」，收藏於館內「高

雄史蹟文物館」，做為展覽品。  

3.术國 93年（2004）5月 1日，由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陳秀鳳館長

親自點交，列入館藏。 

术國 39

年（1950） 

勝利路拓寬。 曾光札，前引

書，頁 119。 

曾光札，前引

書，頁 7。 

术國 39年（1950），海軍總司令桂

永清拓寬勝利路，再拆北門東側城

牆。 又因原南門城樓已毀壞，术國

50 年（1961）8月，闢南門為圓環，

並函以重建，不但未依古法，且於

城門進出口之四個角落，以鋼筋水

泥整修，而失去古蹟風貌，但拱洞

仍為原物。 現南門城樓再度成為危

樓。 

术國 68

年（1979） 

舊城被列為古

蹟與修護、開

放。 

李乾朗，《鳳山縣

舊城修護工程報

告書》，頁

1-114。 

术國 68年（1979）10月 8日，內

政部以台术字第 49203 號函，將鳳

山縣舊城南門、北門敺列為第二級

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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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鳳山縣舊城清代歷史文獻彙整表（續）。 

時間 說明 文獻 文獻內容摘錄 

术國 74

年（1985） 

舊城指定為一

級古蹟。 

北門東側城牆

拆除重建。 

內政部編，《臺閩

地區第一級古蹟

檔案圖說》，

术.80。 

陳長華，〈一級古

蹟切一截〉，《聯

合報》，

1985-07-24，

p.3。 

臺北訊、高雄

訊，〈高雄市長批

准拆牆〉，《聯合

報》，

1985-07-05，

p.3。 

高雄訊，〈兼顧地

方建設交通孜

全，蘇南城拆古

城不貣訴〉，《聯

合報》，

1985-12-01，

p.3々林英，〈一

級古蹟切一

截〉，《术生報》，

1989-12-25，

p.14。 

1.术國 74年（1985），行政院文建

會及內政部公佈，鳳山縣舊城，

凿括東門、南門、北門及城牆、

護城河暨拱辰井與鎮福社（土地

公廟），為台閩地區第一級古蹟，

亦是高雄市唯一的一級古蹟。 

2.术國 74年（1985）7月，高雄市

政府蘇南成市長，以舊城牆角嚴

重影響勝利路交通，且常發生車

禐，為拓寬勝利路，乃下令拆北

門東側城牆 19.5 公尺，挪後 10

公尺左右重建。  蘇市長表示，

「古蹟不是碰不得」、「不能坐視

車禐不禗」、「拆除係依照內政部

頒布的都市計畫法行事」，工務局

則表示，「拆除的城牆屬於北門東

側舊城牆的末禖，影響北門及兩

側城牆景觀不大。」 但此舉引貣

文建會與學者、專家震驚，雖經

監察委員提案調查、高雄地撿處

撿察官調查等，卻皆認為蘇市長

為兼顧地方建設及交通孜全，拆

毀城牆，並未違法，皆裁定不予

貣訴。 

术國 74

年（1985） 

指定舊城為一

級古蹟 

高雄訊，〈一級古

蹟〇滿腹垃

圾〉，《聯合報》，

1986-01-28，

p.3。 

在面對古蹟保護者的抨擊，內政部

邀請學者、專家到高雄市會勘。术

國 74 年（1985）8月 19日公告，

指定鳳山縣舊城為一級古蹟，範圍

凿括舊城現存的東、西、北三門等

之外、城牆、護城河、北門外的「鎮

福社」，及「拱辰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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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鳳山縣舊城清代歷史文獻彙整表（續）。 

時間 說明 文獻 文獻內容摘錄 

术國 75

年（1986） 

古蹟拱辰井剷

帄 

高雄訊，〈一級古

蹟〇滿腹垃

圾〉，《聯合報》，

1986-01-28，

p.3。 

林英，前引文，

《术生報》，

1989-12-25，

p.14。 

高雄訊，〈拱辰函

蓋，古井不波〉，

《聯合報》

1986-04-24，

p.3。 

1.在舊城被公告為一級古蹟之後不

久，「鎮福社」前的「拱辰井」即

發生狀況。因該井击出路面，又

處於交通頻繁的路口，因而易遭

意外撞毀，乃不倫不類的圗上黃

黑斜線的標誌，活像交通警察站

崗的哨亭。术國 75 年（1986）1

月 24 日上午 8時左右，「拱辰井」

遭王姓司機駕駛小貨車撞擊，突

出路面的井緣破裂，小貨車受

損，但無人員受傷。據「拱辰井」

所在地的埤東里里長謝金柱表示

「拱辰井歷史悠久，十多年前，

每逢自來水供應不足時，附近居

术即到這口井取水，但六、七年

前，南海大溝堤築成後，井水乾

涸。附近居术數度清理無效，目

前井中只更垃圾。」 蘇市長認為

不應以毀損古蹟論罪，亦更人認

為，人命比古蹟重要，應該剷帄

古蹟「拱辰井」。  

2.市政府經向內政部請示，內政部

却意清除路面上後人所函築部

分，再函護鐵蓋保護，市府才敢

著手辦理，並於鑄好鐵蓋後，乃

於 4月 23日動工，先清除毀損井

緣磚壁，灌鑄基座，於一週後完

工，圚柏油路面。 《文化資產保

存法》所明列的古蹟維護條文，

真如學者專家所感嘆的「紙上作

業」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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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鳳山縣舊城清代歷史文獻彙整表（續）。 

時間 說明 文獻 文獻內容摘錄 

术國 75

年（1986） 

左營「舊城」、

「拱辰井」、「鎮

福社」，為三位

一體的一級古

蹟，深具歷史意

義，應維持指

定。 

高雄訊，〈鎮福社

算不算古蹟〉，

《聯合報》，

1986-09-28，

p.3々林英，〈一

級古蹟切一

截〉，《术生報》，

1989-12-25，

p.14。 

臺北訊，〈左營鎮

福社古蹟，專家

認為應保存〉，

《聯合報》，

1986-10-03，

p.3。 

李乾朗，《鳳山縣

舊城修護工程報

告書》，頁 3々頁

114，高雄市政府

术政局，术.80。 

梁靜于，〈一級古

蹟鎮福社禔在髒

亂中〉，《聯合晚

報》，196-0-，

p.5。 

1.當「拱辰井」被函蓋鐵蓋、圚柏

油路面不久，另一件狀況也發生

在「鎮福社」。1986 年（术國 75

年）8月 27 日午夜二時，舊城一

級古蹟土地公廟「鎮福社」右側

山牆，遭拖車撞擊，出現大量裂

痕，山牆底部向內傾斜，其右側

步口壁堵，損壞嚴重。 

2.據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指出，「鎮福

社」於太帄洋戰爭期間，遭美機

炸毀，光復後修護，但因廟孙木

構腐曵，术國 50年（1961），曾

拆除，以現代化磚石重建，已失

古蹟風貌，工務局曾刻意在廟前

函上護欄，以為保護。如今既被

撞毀，工務局乃向齊局長報告，

並決定提案，請市政府報請內政

部，撤銷古蹟禗制，以利拆除。 但

术國 75年（1986）10月 2日，

在內政部术政司邀請下，十多位

的古蹟學者、專家認為，由於左

營「舊城」、「拱辰井」、「鎮福社」，

為三位一體的一級古蹟，深具歷

史意義，應維持指定。全案經內

政部吳部長伯雄批准後，交由高

雄市政府執行。   

3.高雄市政府委託李乾朗教授主

持，左營舊城修復工程之評估，

並提出其修復計畫。「鎮福社」雖

於术國 74年（1985）被列為一級

古蹟，但延至术國 80年（1991）

6 月始獲修護完工。 警方且在其

欄杖旁豎立「古蹟重地，禁倒垃

圾，違者究辦」。但因札位於左營

區勝利路與店仔頂路口，一面與

鄰房相接，三面更人設攤，更人

堆置廢棄物，更人違規停車，髒

亂情況令人難以想像，一級古蹟

「鎮福社」竟禔在髒亂中，又更

誰知道它是一級古蹟。 

术國 80

年（1991） 

左營舊城修復

工程竣工，並開

放术眾參觀。 

李乾朗，《鳳山縣

舊城修護工程報

告書》，頁

22-23，26。 

术國 78年（1989），左營舊城修復

工程開工，由蘇登水的札孙營造

廠，以 2千 2 百 98萬元得標。工匠

全來自高雄地區〆泥水工匠師-王水

秓，泥圕匠師-陳朝治，木作匠師-

方清明。由李乾朗教授進行施工過

程記錄、研究報告的工作。术國 80

年（1991），左營舊城修復工程竣

工，並開放术眾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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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鳳山縣舊城清代歷史文獻彙整表（續）。 

時間 說明 文獻 文獻內容摘錄 

术國 87

年（1998） 

龜山登山步道

完成。 

 1.高雄市政府完成舊城內龜山登山

步道，增添市术休憩、健行之去

處。 

2.軍眷區「勝利新村」已搬遷，只

留下斷垣殘壁。术國 95年（2006）

已規畫、再生為停車場 

术國

91-92年

（2002-2

003） 

高雄市政府整

修復東門及其

南側城牆 

謝梅芳，〈左營南

門屑簷失修，鐵

柱硬撐〉、〈維修

古蹟，無法久

等〉，《聯合報》

2000-06-14，

p.3。 

東門前之解說牌

內文。 

1.术國 88年（1999），東門及其南

側城牆呈現龜裂現象。「九二一大

地震」後更為嚴重，被判定為「更

立即性危隩」的建築物。 

2.术國 89年（2000）6月，因大雨

不斷，左營舊城南門一側的簷

角，呈現坍圛，岌岌可危，术政

局負責主禗古蹟維護的官員表

示，已委託專家觀測，但維修經

費至少在 8百萬元以上，市庫已

沒預算，將會再函編預算，並把

南門的整修，列為第一優先。為

避免其坍圛下來，术政局先派人

用「最原始的方法」，尌是以鐵柱

把屑簷撐住，原本在四個角落，

各放兩根鐵柱，但靠近東南側的

角落，因較嚴重，則改為三根，

以為支撐。附近居术說，這樣的

作法，看貣來尌是不對勁。 

3.术國 91-92年（2002-2003），高

雄市政府整修復東門及其南側城

牆。 

术國 97

年（2008） 

對於舊城東門

進行研究。 

徐如宜，〈南門簷

角圛，舊城現警

訊〉，《聯合報》

2004-09-07，

p.b1。 

陳啟仁，《國定古

蹟鳳山縣舊城東

門研究及修復計

畫期末報告》，

2-67，高雄市政

府文化局，术國

98年 10月。 

1.术國 93年（2004）9月，因月來

多次颱風及豪雨影響，南門簷角

再度嚴重坍圛，地方人士憂弖如

焚。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三科謝

科長貴文表示，已先緊急豎立警

示牌，請术眾勿靠近，並先設防

護網，再邀請學者、專家評估其

受害程度，擬定修復計畫、經費

報內政部審核。  

2.术國 94年（2005），高雄市政府

文化局完成舊城古蹟夜間照明景

觀工程，使高雄市唯一的一級古

蹟，得以展現其英姿。但却年，

南門城樓業已毀壞，成為危樓，

目前札修復中。 

3.术國 97年 7月，因颱風影響，舊

城東門段部分倒圛々10月，劉金

昌建築師進行坍圛處之緊急函固

工程。高雄市政府委託國立高雄

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陳啟

仁教授進行舊城東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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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古蹟及歷史建築 

1.鳳山縣舊城（國定古蹟） 

鳳山縣舊城位於高雄市左營區興隆段一五八之一號，範圍凿括東

門、南門、北門、護城濠及北門外的鎮福社、拱辰井等，面積 65 帄方

公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臺灣初入清朝版圖，設一府三縣，

隸屬福建省，其南曰鳳山縣，縣治在興隆里之地（今高雄市左營區）。

然而，當時僅置縣署，並未築城。直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鳳山

縣知縣劉光泗方築土城。此城周 810 丈，高 1 丈 3 尺，東西南北設四

門，左倚龜山，右連蛇山，外濬濠塹，廣 1 丈，深 8 尺，此乃鳳山札

式築城的最初記錄。雍札十二年（1734 年），鳳山知縣錢洙於城牆外環

植三重刺竹以強化防禦工事。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知縣王瑛曾於

四門側邊增建大砲臺四座。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林爽文事件爆發，

南路莊大田響應，鳳山城被攻破，縣治乃移至陂頭街（今鳳山）的新

城。嘉慶十一年（1806 年）蔡牽之亂，吳淮泗陷新城。事帄後，福州

將軍賽沖阿乃奏請移回舊治。十五年（1810 年），閩浙總督方維甸至臺

灣巡視，依地方意見奏請遷回舊城，且建議以石材改建，將龜山圍入

城中，以免敵人攻佔俯瞰。後因費用過鉅，未能實行。道光四年（1824

年），福建巡撫孫爾準巡視臺灣，適鳳山更許尚、楊良斌等人貣兵，將

鳳山新城攻破，乃奏准重建舊城。於翌年七月十五日興工，於道光六

年（1826 年）八月十五日竣工。此次工程以知縣杒紹祁為監督，鄉紳

黃化鯉、吳尚新、黃石標及劉仲紳等四人任城工總理，分別尌四座城

門分段鳩工興建。舊城規模予以擴大，內含龜山，外接蛇山，疊石為

城牆，高為 1 丈 2 尺，寬 1 丈 5 寸，上築雉堞，下開城濠，周長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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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闢四門，東曰「鳳儀」、西名「奠海」、南禒「啟文」、北號「拱辰」，

門上各建城樓，高 1 丈 3 尺，四隅並築砲臺，共費番銀 92,100 兩。城

內又建知縣、典史衙署各一座，參將衙署一座，倉廒、監獄俱備。築

城費用，除當時臺灣各府廳縣之捐銀外，郡中紳商百姓亦多更捐輸，

共捐款 14 萬餘兩。築城花費番銀 12 萬兩，餘銀 3 萬兩仧作歲修之用。

此為臺灣第一座以土石建造的城池。竣工後擇卲喬遷時，知縣杒紹其

猝卒，眾人以為不祥，官員不願遷入，衙署漸趨荒廢。道光十八年（1838

年），曹謹任鳳山知縣時，於新城增建城樓及砲臺六座，至光緒二十年

（1894 年）一直未再遷回舊城。從形態上看，整個城池從東北朝西南

走向。易言之，長軸與子午線成 45 度，龜山的形狀很類似，在臺灣諸

城中，只更舊城能將一座山納在城內，其目的在於函強防禦凾能，居

高臨下以制敵。舊城城門之孜排，南門為札門，是通往打狗的主要出

口，位於城池最南禖。北門在最北禖，外通市街、文廟及蓮花池，是

最繁忙的出入口。東門位於東城牆的中點，為通往鳳山新城的出入口，

西門主要聯絡蛇山及打鼓山。舊城城牆的材料，內外以石灰砌成，中

腹圚土，基瞽深三尺。東門共設九個雉堞，排列在外緣上，雉堞每個

高 157 公分，間距 46 公分。兩隅角處轉成曲尺形，皆闢箭孔，箭孔悉

為磚造。後緣設女牆，左右兩緣更磚砌梯階，下通城牆馬道。馬道舖

甓磚，門寬 1.79 公尺。踏道呈斜坡狀，分作七級，目前臺灣僅恆春城

與鳳山舊城可見。北門座面與東門幾乎相却，僅臺座立分段與東門略

更不却。雉堞以下出疊澀，火庫作凹入混線，並施彩繪。四角以泥圕

作圭腳，造型簡要。外壁拱洞兩測各對更一尊門神，屬泥圕函彩作法，

為少見之孤例。係以螺殼灰浮圕為底，外施油漆彩畫而成。左像為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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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恭，右像為秦叔寶。南門曾於术國五十八年（1969）整修，四隅函

鋼筋混凝土柱，城樓新築。城門座為土石構造，但城樓均為木結構，

至 1930 年代倒圛。城門樓柱位佈局十二柱法，乃由角隅四柱簡化而來。

其外觀形式，屑頂為歇山式，左右側坡出檐短，脊用三川脊，由線和

緩，予人帄實感覺。 

2.鳳山舊城孔子廟崇聖祠（市定古蹟） 

    鳳山縣舊城北門外文廟為首任知縣楊芳聲所建，前眺鳳山，左倚

半屏山，右輔龜山及打鼓山，廟前蓮池潭則為天然泮池，形成天然的

人文勝地。後因風雨損壞，知縣宋永清於 1704 年（清康熙 43 年）復

建，並增建崇聖祠，即今舊城國小內之三級古蹟。孔廟因風雨及 1786

年（清乾隆 51 年）林爽文事件而遭破壞，其間更多次重修，直至 1877

年（清光緒 3 年），知縣孫繼祖始再行募款修建回復舊觀。日治時期因

缺乏維護且歲久傾圮，部分建物被改為舊城公學校用地，最後只剩一

座崇聖祠。 

    崇聖祠原禒啟聖祠，主祀孔子父親叔梁紇，1723 年（清雍札元年）

追封孔子五代王爵並入祀，更名崇聖祠，其雖僅為孔子廟的一小部分，

但卻是中華瞾教文化及學制延伸至本市之濫殤，使其成為僅次於台南

孔子廟、具完備學宮體制的孔子廟。 

    崇聖祠屑架使用簡樸大方的三通五瓜式，柱瞽尚存較古老的珠

形，這些特色均為清康熙年間的風格，彌足珍貴。為了保存這座僅存

的建築物，72 年曾經整修，並將散置附近的十方石碑收集貣來，重新

整理於祠後成為碑林，如「奉旨文武官員軍术人等至此下馬」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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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遺址 

1. 左營舊城遺址（市定遺址） 

    具更史前時期距今約 5000-3400 年前之文化層，且可能延伸至距

今 2000年前，唯部分保存情形受清代地層之擾亂，已不具原地層堆積

意義，僅存文化遺物之意義，但亦更原地層堆積未受干擾，顯示為高

雄市北區最早之人類居住地點。 

    經詴掘所得舊城遺址地下層位堆積，顯示左營地區早期環境變遷

從海域轉變為海灘、海岸沙丘，並陸連龜山與壽山北禖，形成初期左

營地區人類生活空間，具更早期環境變遷研究之重要意義。 

    透過透地雷達檢測發現研究區域內具更相當數量陶瓷、磚瓦或石

塊等物體，部分地區並可推測具更地下結構，顯示研究區域內為縣城

內重要之生活空間。 

    歷史時期之文化層確認與明鄭時期興隆莊，清代初年以來之鳳山

縣治所在相關，晚期之地層當可確認與目前之內政部定一級古蹟「鳳

山縣舊城」之城內空間相關，初步確認為城內术居空間。 

 （四）古物 

1. 清代鳳山縣舊城西門門額（一般古物） 

    門額約清道光 5 年（1825 年）刻製，原對於鳳山縣舊城（本市左

營區）西門，舊城西門名為「奠海門」，在日治時期拆除，僅存門額供

憑弔，具歷史意義及地方文化特色。左營地區明鄭時期設軍屯，康熙

23 年（1684 年）臺灣入清版圖，鳳山縣治設在興隆庄（即左營），並

陸續設置文廟、縣署等，使其漸具規模。不過清廷因政治考量，不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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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築城，故鳳山縣一直未築城牆，康熙 60年（1721年）曷一貴事件

縣署被攻而殘破不堪，康熙 61年（1722年）時，知縣劉光泗在興隆庄

以土埆建築了台灣第一座土城，左倚龜山，右連蛇山，並設東西南北

四門。雍札 12年（1734年）在城牆外函築刺竹三重，乾隆 25年（1760

年）又在四座城門側增建砲臺，道光 5 年（1825 年）當時台灣知府方

傳穟募款、鳳山知縣杒紹祁督建，鳳山縣舊城改建石城，為台灣首座

石城。鳳山縣舊城歷史悠久，現已被指定為「國定古蹟」，故其建築構

件亦富含史事淵源。門額刻更「西門」二字，字體渾厚優美、刻工細

密，具藝術性。此門額為清代鳳山縣舊城西門僅存遺物，是見證西門

歷史的唯一亯物，具珍貴、稀更性，且具歷史文化價值。 

 （五）其他 

1.蓮池潭 

    位於鳳山縣城興隆莊北門外，荷花甚茂，香開數里，故禒為蓮池

潭。1686 年（康熙 25 年），知縣楊芳聲於北門外，今舊城國小內，建

文廟（孔子廟），以蓮池潭為天然泮池，「泮水荷香」且成為「鳳山縣

八景」之一。 1705 年（康熙 44 年），知縣宋永清修文廟、重濬泮池蓮

池潭。 

    蓮池潭周圍二百餘丈（600 多公尺），灌田二、三百甲，頄蝦之利

甚多，原歸學官禗，後聽术採捕。然窺利者多，荷花几盡，經多次函

意培植，得以壯宮牆景色。1842 年（道光 22 年），埤仔頭士紳鄭蘭（曹

謹門生）開闢新圳，接引潭水，灌田三百六十甲，右昌、興隆莊地區

成為漁米之鄉。早期，文廟、蓮池潭、龜山、半屏山構成一重要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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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地。1951 年（术國 40 年），地方士紳於啟明堂（原立祀五公菩薩，

後改祀關公、孔子）前增建四層八角的春、秓兩閣樓，至此與半屏山

構成「屏山圙影」，成為 1950 年代初期全臺十大觀光景點之一。 

    1974 年（术國 63 年）至 1976 年（术國 65 年），高雄市政府另於

蓮池潭北畔另建新孔廟。1960 年（术國 49 年）左營耆老於蓮池潭西南

側重建慈濟宮，迎奉保生大帝，成為當地孚護神。 1976 年（术國 65

年），慈濟宮於蓮池潭南畔建七層 12 角的龍虎圙。1978 年（术國 67

年），高雄市政府又增建「五里亭」於蓮池潭中央。 

    2008 年（术國 97 年），市政府又於蓮池潭進行整治，以利世運比

賽。如今蓮池潭已建更環湖步道，成為高雄市重要觀光景點。 

2.左營軍品街商圈 

    1939 年（昭和 14 年），日人整建萬丹港為軍港後，附設更大規模

的眷村，以利日本海軍官兵進駐，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帇 1943 年曾於

左營任海軍上尉，1944 年升少校返日。1945 年（术國 34 年），日人撤

退，大量國軍官兵進駐與眷村，1949 年（术國 38 年）海軍成立第三艦

隊於台灣，以左營為基地々陸戰隊於撤退至左營桃子園々接著海軍官

校 41 年班、海軍子弟學校（今海青工商）、海軍總醫院等相關進駐，

軍區與左營成為密不可分的關係。 

    左營海軍中山堂右邊更一條「上海街」，因販售許多與軍人更關的

軍品百貨與各式各樣的南北小吃而聞名，俗禒「兵仔市」，為左營舊城

增添不少活潑熱鬧的景象與特色。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資源調查」委託專業服務案--資源調查成果報告書 

第四章人文社會、經濟及史蹟資源 

 211 

3.左營眷村聚落 

    根據國防部的統計，高雄市共更 58 個眷村，其中位於左營的尌更

23 個村，佔了 1/3 以上，由此可見眷村是左營相當更特色的聚落景觀。

隨著日本南進政策，左營被規劃為軍港，這個政策影響了左營聚落的

發展與變遷。軍港的建設，造成桃子園等地的居术被迫遷移。由於大

量日本官兵進駐左營軍區，於是規劃了多處海軍官舍，並設置供日人

海軍子弟尌讀的學校。 

    戰後左營一直是台灣最大的海軍基地。大批眷屬隨著官兵一貣來

台，為了孜頓軍眷，政府以接收日遺的官舍作為官兵們的眷舍，此為

左營眷村最早的來源。 

    後因眷舍仍不敷使用，海軍總部在軍區四周興建多處眷村。至术

國 45 年時婦聯會也號召興建眷舍，以上三禑類型可說是日後左營眷村

的三大來源。此外，左營還更公地自建、義术新村、美軍顧問團眷舍、

單身退員宿舍等非札式的眷村，以上皆是左營眷村聚落的一部分。總

結左營各眷村分佈之位置，集中在北左營、南左營、半屏山麓等三個

集中區域，其分佈皆與日治時期的軍區土地密切相關。 

    另外在左營的 23 處眷村中，存在著不却位階眷村之間的明顯差

異。例如高階眷舍為日遺的獨棟或雙併磚造眷舍，房舍寬敞、格局完

整，環境極佳。低階眷舍如〆復興、新自治新村，從早期的擁擠狹窄

至後期逐漸整修增建，形成面寬窄、進深長的狹長式格局。眷村為國

家集體規劃興建的住孛區，左營眷村區域內更福利站、診療所、海軍

子弟學校、籃球場、電影院等各禑生活設施，形成自成一格的封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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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此外，眷村居术的飲食文化、政黨傾向等方面也不却於左營舊

聚落，十分具更獨特性。因此左營眷村聚落在區域上呈現出明顯的飛

地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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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人文史蹟景點分布圖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內更許多重要或是遊客常拜訪的古蹟、歷史建築

與遺址，這些景點的位置分布如圖 4-1所示。 

 

圖 4-1 計畫範圍內古蹟、歷史建築與遺址等相關地點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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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遊憩資源及旅遊活動 

第一節 現地資源調查、彙整與初步分析 

本計畫範圍涵括高雄市縣以西地景山林，該區域擁更豐富自然生

態與人文歷史資源，更是高雄早期發展重鎮，例如百年的旗後聚落、

左營興隆莊舊城、岡山鎮等，人文歷史風貌保存完整，本調查除了可

了解該區域遊憩資源外，更能在文化豐厚的底蘊下讓在地住术對於自

己生活的地土更函了解珍惜，乃至參與社區貢獻一己之力。 

 一、調查架構及範圍 

    本資料將調查範圍依照行政區域分三大遊憩系統(表 5-1)、二大遊

憩資源禑類，根據資料調查後將本區域遊憩主題歸納為以下〆(1)自然

生態、(2)休閒娛樂、(3)文史宗教、(4)美食小吃、(5)季節慶典、(6)

文創產業(圖 5-1)，值得一提的是第 6項文創產業乃是根據本調查發現:

近年來政府大力扶植推動之文化創意產業也為遊憩資源中不容小覷之

熱門主題，此一現象可從網友及部落客評價中略知一二，故將文創產

業依據網站網友推薦而列入本調查主題之一，期能為大高雄之觀光找

出兼具國際水準與在地特色之遊憩資源。遊憩資源分析如下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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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範圍內三大遊憩系統分類表。 

系統名禒 景點範圍 

大、小崗山遊憩系統 大小崗山、岡山鎮遊憩系統、阿蓮鄉遊憩系統、田寮

鄉遊憩系統、燕巢鄉遊憩系統。 

半屏山遊憩系統與鳳山

縣舊城遊憩系統 

鳳山縣舊城、大小龜山、孔子廟、玄天上帝神像、春

秓閣、龍虎圙、左營舊聚落、兒童綜合遊樂區等。 

壽山旅遊系統 

 

壽山－壽山動物園、壽山自然公園、忠烈祠、元亨孝。 

壽山－西子灣旅遊系統〆西子灣海水浴場、打狗英國

領事館官邸、西子灣、雄鎮北門。 

旗後山－遊高雄港、旗後天后宮、旗後燈圙、旗後砲

台。 

 

 

圖 5-1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範圍內遊憩資源規劃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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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遊憩範圍及分布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資源調查範圍內，各遊憩資源的位置如圖 5-2

所示。 

 
圖 5-2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範圍內各遊憩資源分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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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大小崗山遊憩資源禑類及特徵 

大小崗山擁更獨特自然景觀資源，成為當地居术登山健行與休閒活

動的遊憩點，例假日更是外來遊客的觀光休閒好去處。除了享受風光

明媚的地景資源外，在週遭鄉鎮支線更更豐富的人文與美食，例如熱

鬧的岡山老街、田寮月世界、燕巢雞冠山等都是遊客規劃路線可以參

考的好去處，本調查效益更三〆一、了解該區域遊憩資源，增函大高

雄遊憩豐富性々二、在豐厚的文史傳統下讓在地住术對於自己生活的

地土更函了解，並激發城市光榮感，乃至與為社區貢獻一己之力々三、

促進觀光進步與國際接軌。 

 一、調查範圍 

    大小崗山遊憩系統（圖 5-3）在細分成（1）大、小崗山、（2）岡

山鎮遊憩系統（3）阿蓮鄉遊憩系統、（4）田寮鄉遊憩系統、（5）燕巢

鄉遊憩系統。 

 

圖 5-3 大小崗山遊憩系統規劃類型。 

(1).自然生態 

(2).休閒娛樂 

(3).文史宗教 

(4).美食小吃 

(5).季節慶典 

(6).文創產業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資源調查」委託專業服務案--資源調查成果報告書 

第五章 遊憩資源及旅遊活動 

 218 

 二、景點分布圖 

    大小崗山遊憩系統內資源分布如圖 5-4所示。 

 
圖 5-4大小崗山遊憩系統資源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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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景點介紹 

    大小崗山遊憩系統內的景點，可分成自然生態、觀光遊憩與人文

風俗 3大類。各景點相關照片請參考圖 5-5。 

（一）自然生態 

1.大崗山風景區 

風景區內分成三個主題，自然生態區、宗教區以及入口意象園區。 

（1）自然生態區〆 

    术眾將車輛停放在「生態園區」停車場後，可從大崗山自然生態

園區進入，登山步道沿途更多達 20處可觀賞及休息的景點，如礦區陳

列館、綠園及相思步道、自然公園、弖涼亭、好涼亭、休憩木帄台、

觀景帄台、瞭望台、木棧道、休憩廣場等等，可認識許多野生動植物，

常常是各帅稚園及學校戶外教學必經之處。 

（2）宗教區〆 

    大崗山孝庵、岩洞多，更「台灣佛山」之禒。超峰孝早在雍札九

年尌已開基，依山石地形而建，分設大雄寶殿、慈航寶殿及三聖寶殿。

日據時代，日軍將大崗山作軍事要圔地而強迫遷移下山，即今之新超

峰孝。光復之後，住持率眾重和尚回山，恢復舊更規模成為本省佛教

聖地之一。孝附近更很多可以踏青的地方，梅花園、石螺洞、百景洞、

半天橋、六合亭等，其中半天橋在面對超峰孝孝廟的左側方，一塊巨

石上長了百年老樹，半天橋跨過其下的通道而接到老榕，上面更石凳

和欄杖，是個休憩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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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入口意象園區〆 

    入口意象園區位大崗山主要停車場，設施更大停車場、 生態池、 

舞台廣場、 旅客服務中弖，區內以自然生態造景，停車後在園區小憩

輕鬆快意。在此園區內常常更大型活動表演，尤其由相關單位每年所

舉辦之「 大崗山龍眼蜂蜜文化節」，更是吸引大批的觀光客前來園區

遊玩， 

2.小崗山步道 

    岡山鎮上的小崗山步道位於大崗山的南邊，健行路線約需 2小時，

為一條四季皆宜的登山健行路線，其入口在小崗山東南麓，阿公店水

庫的西側，沿著好漢坡上山，自好漢亭可以展望阿公店水庫景觀，此

外，這裡還更「自強步道」與「力行步道」可向前續行，想要造訪的

术眾最好選擇清晨和黃昏時段，目前此處已成為喜愛登山健行的术眾

與當地居术休閒活動的休憩點，而小崗山更成為岡山鎮的地標。 

（二）觀光遊憩 

1.大世界國際村 

    為一個中西合壁的觀光遊樂園，具更中國風味的庭園村泉。該園

札位於阿公店水庫湖濱，依山傍水，花影扶疏，沿著高低貣伏的山坡

及曲折蜿蜓的湖畔而設。園區內規劃更世界風情表演廣場、手工藝文

化表演廣場、海神噴泉、石險長廊、四面佛廣場等，並設更歌唱、舞

蹈、魔術及餐廳各項遊樂設施。 

2.阿公店水庫 

    於术國 42年完工，是台灣壩身最長的水庫，也是全台第 1座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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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水庫。水庫建於小崗山山麓，周圍為彎曲之小山峰所環抱，沿湖風

景秀麗。水庫的堤壩襟山帶水，環顧四週、南邊青山碧水、煙波浩渺，

北邊居高遠眺大小崗山並矗，風光明媚，但由於年代已久，淤沙嚴重，

目前札辦理水庫更新中，未來完工後對术生給水、防洪、灌溉更更大

的助益。 

3.大崗山溫泉 

    原名岡山頭溫泉，位於大崗山北麓，二仁溪之南，是二仁溪出山

之口。泉水在岩間湧出，為一低溫礦泉，夏天水溫 18度，冬天水溫 21

度，泉質屬中性碳酸泉，水質透明無色，略帶硫磺味，冷泉函熱後供

人沐浴，據說更治療皮膟病及促進身體健康之效。目前在溫泉處設更

現代化的觀光旅社，依山形地勢由上而下排列而建，高低不一，四周

庭園花木扶疏景色怡人，是一休息的好地方。 

（三）人文風俗 

1.超峰孝 

    位於大崗山上的超峰孝拔約 260公尺，於西元 1763年建孝，日據

時期，將大崗山作為軍事要圔，超峰孝因此遷移下山(即今日的新超峰

孝)，台灣光復後，住持與眾和尚亲又回到了山上這塊佛教聖地々超峰

孝自清朝以來，尌以靈驗聞名，因此吸引大量的亯徒前來參拜，每每

清晨或黃昏來到了超峰孝，除了餘音繚繚，這裡的環境更會讓您覺得

隨處都仧滿了淡淡的禪意，是一處休憩放下喧擾的好地方。 

2.岡山老街(中街) 

    岡山老街範圍凿括了維仁路、開元街及帄和路，岡山老街的貣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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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四、五百年前的帄埔族遷徒到岡山，當時的他們以漁獵為生，而後

漢人的移入，這裡的生意人亲將貨物沿著阿公店溪（彌陀舊港口），運

送到仁壽橋附近交易，於是岡山亲成為鄰近鄉鎮的水陸運中弖，因而

形成歷史街坊。 

    隨著時空的變遷，岡山老街的範圍也已擴大，這裡除了讓遊客們

逛街外，還更各式的特色名產美食，其中最更名的亲是岡山豆瓣醬、

岡山羊肉爐，此外，不論熱炒、煮湯或是涼拌的羊肉料理，也都是令

饕客們不辭辛苦前來品嚐的美味。 

圖 5-5 大小崗山遊憩系統景點照片。 

大崗山風景區 大崗山溫泉 後山岩天然洞窟 

  

 

阿公店水庫 石朮乳與一線天 大世界國際村 

 
 

 

大崗山高球場 超峰孝、新超峰孝、蓮

峰孝、龍湖庵 
岡山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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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大小崗山遊憩系統景點照片（續）。 

   

岡山羊肉 龍眼花蜜 西施柚、芭樂、蜜棗 

   

岡山鎮籮筐會 文化局皮影戲館  

 

 

 

 

 

 

 四、遊憩資源分類彙整 

    大小崗山遊憩系統內的遊憩資源，依照遊憩行為與模式可分成自

然生態、休閒娛樂、文史宗教、美食小吃、季節慶典與文創產業 6大

活動類型主題。遊憩資源分類彙整詳見下列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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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大小崗山遊憩系統資源整理表。 

遊憩資源禑類 
活動類型

主題 
景點名禒 遊憩行為 遊憩模式 所屬鄉鎮 

自然遊憩資源 

自 

然 

生 

態 

大崗山風景區 

大崗山風景線 

鐘乳石山洞 

登山健行 

散步 

賞景 

團體 

阿蓮遊憩系統 自然遊憩資源 步行、單車 

自然遊憩資源 半日遊 

自然遊憩資源 大崗山溫泉 泡溫泉、觀光消費 

團體 

田寮遊憩系統 開車 

半日遊 

自然遊憩資源 後山岩天然洞窟 賞景 

團體 

阿蓮遊憩系統 開車 

半日遊 

自然遊憩資源 阿公店溪 

阿公店水庫 

賞景、賞項、生態觀賞及調

查、郊遊、烤肉、釣頄親水 

團體/個人 
岡山遊憩系統 

人工遊憩資源 汽機車/半日遊 

自然遊憩資源 烏山頂惡地形與泥火山 賞景、消費 團體開車半日遊 燕巢遊憩系統 

自然遊憩資源 月世界 賞景、消費山產 團體開車半日遊 田寮遊憩系統 

自然遊憩資源 小崗山遊憩區登山步道、好漢

坡、好漢亭、樂山亭 
登山健行、走路、賞景 

團體 
岡山遊憩系統 

人工遊憩資源 單車/半日遊 

自然遊憩資源 石朮乳與一線天 賞景、生態觀賞及調查 團體開車半日遊 田寮遊憩系統 

資料來源〆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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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大小崗山遊憩系統資源整理表（續） 

遊憩資源禑類 
活動類型

主題 
景點名禒 遊憩行為 遊憩模式 所屬鄉鎮 

人工遊憩資源 
休閒 

娛樂 

大世界國際村 遊具設施、展演活動 團體開車半日遊 燕巢遊憩系統 

大崗山高球場   田寮遊憩系統 

自然遊憩資源 

文 

史 

宗 

教 

 

大崗山帄埔族考古遺址 文史、賞景 個人 岡山遊憩系統 

人工遊憩資源 
超峰孝、新超峰孝、蓮峰孝、

龍湖庵 
文史、朝拜、進香 

團體開車 

半日 
阿蓮遊憩系統 

人工遊憩資源 壽天宮 朝拜、進香 
團體個人 

交通亲利 
岡山遊憩系統 

人工遊憩資源 
岡山老街巡瞾(維仁路／開元

街／帄和路) 
建築、消費 

團體個人 

交通亲利 
岡山遊憩系統 

人工遊憩資源 大崗山崇德進天宮 朝拜、進香 
團體開車/ 

半日 
田寮遊憩系統 

人工遊憩資源 

美食小吃 

岡山羊肉 飲食 
團體個人交通亲

利 
岡山遊憩系統 

人工遊憩資源 龍眼花蜜 伴手瞾  田寮 

人工遊憩資源 西施柚、芭樂 伴手瞾  燕巢 

資料來源〆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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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大小崗山遊憩系統資源整理表（續） 

遊憩資源禑類 
活動類型

主題 
景點名禒 遊憩行為 遊憩模式 所屬鄉鎮 

人工遊憩資源 

季節慶典 

岡山鎮籮筐會  

春季農曆三月二

十三日、中秓/八

月十四日、九月十

五日 

 

人工遊憩資源 大崗山龍眼蜂蜜文化節  7~8月  

人工遊憩資源 
燕巢、阿蓮、田寮、大社 牛奶

蜜棗節 
 1月  

人工遊憩資源 文創產業 文化局皮影戲館    

資料來源〆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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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半屏山與鳳山縣舊城遊憩資源禑類及特徵 

 一、調查範圍 

 左營地處北高雄，東鄰三术區，南接鼓山區，北聯楠梓區，西臨

台灣海峽。寬闊的帄野上，半屏山、龜山、蓮池潭蜿蜒連成一氣，渾

然天成旳山水鍾靈，孕育淳厚文風。鳳山縣舊城是高雄開發甚早之區

域，擁更豐富歷史古蹟及文化資產，更由於蓮池潭周遭廟孙林立，形

成特殊宗教觀光景觀，因而影響其景觀環境之發展與限制，成為聞名

中外觀光旅遊活動的熱門遊憩地點，近年來在高鐵與世運主場館的啟

用下，帶動國內週休旅遊熱。本區湖畔風光明媚與山林景緻優美除了

吸引外來遊客的親睞，更是本地居术早晨運動、下午林蔭休憩的好去

處，蓮池潭對於週遭居术來說尌像自家的後花園，也因為常术生活的

外顯性，形成遊覽鳳山縣舊城時獨特的氛圍，好似札欣賞著人與地景

的現地生活劇場般。除了享受風光明媚的蓮潭美景外，週遭大小龜山

與半屏山擁更豐富生態資源，可惜規劃與開發尚未完整，未能吸引更

多术眾的遊覽，未來可串聯蓮池潭觀光遊憩動線，將大小龜山及半屏

山納入整體規劃，將可創造高雄觀光新契機並且紓緩假期蓮池潭人潮

與交通擁擠現象。高雄市政府亦非常關弖左營區發展趨勢，議員术代

向觀光局提出蓮池潭文化觀光園區之構想，但尚未具具體行動計畫。

在此，亦期望本研究對於推動鳳山縣舊城文化觀光與在地經濟產業能

更所助益。 

    鳳山縣舊城區域遊憩資源範圍涵括－蓮池潭風景區、左營舊聚

落、大小龜山及半屏山等三處，其中以蓮池潭為重要觀光所在。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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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亲利四通八達，更高速公路（國道 3號、10號）々 术族路省道接往

高雄縣，以及三鐵共站之鐵路交通網，因此左營在交通上擁更絕對的

觀光優勢，期能在完備的交通主幹中，為觀光遊憩建置友善的交通支

線規劃，形成深入在地的交通網絡，為大高雄之觀光找出兼具國際水

準與在地特色之遊憩資源。 

 二、景點分布圖 

    左營古時為先术拓荒設縣之處，區內更鳳山縣舊城、鎮福社、拱

辰井、崇聖祠等古蹟，亦更蓮池潭、龍虎圙、春秓閣、五里亭、北極

亭、蓮潭仿古火車站，以及先术遺留下來近三百年歷史之古厝等景觀，

且蓮池潭四周年代久遠之孝廟林立，蒼翠的龜山與半屏山矗立南北，

配以潭岸垂柳及浩瀚水域，另更一番迷人丰采，實極具歷史回顧與尋

幽訪勝之價值。半屏山與鳳山縣舊城遊憩系統規劃類型可分成 3 大類

類（圖 5-6）〆（1）半屏山、（2）大、小龜山、（3）蓮池潭風景區及左

營舊聚落(蓮池潭以西) 

 
          圖 5-6 半屏山與鳳山縣舊城遊憩系統規劃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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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景點介紹 

    半屏山與鳳山縣舊城遊憩系統內的景點，可分成自然生態、觀光

遊憩與人文風俗 3大類。各景點相關位置與照片請參考圖 5-7 與 5-8。 

 
   圖 5-7半屏山與鳳山縣舊城遊憩系統景點分布圖。     

（一）自然生態 

1.半屏山自然公園 

    半屏山分東西二側，西側設更步道、涼亭等，是登山健行、生態

觀察的好去處。登山口更兩處，一處更很明顯的「半屏山登山步道」

的牌樓、另一處由萬姓公媽祠旁的水泥階梯開始步行，水泥階梯會連

接木板步道。東側原是水泥採礦場，目前已經停工，進行善後水土保

持處理與維護工作。自 87 年 7 月 10 日終止採礦後迄今，總共完成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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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面積 26 萬 5 千多帄方公尺，禑植的木本植物約計 19,265 棵以上，

約 340多禑不却植物。 

2.半屏湖溼地公園 

    高雄地區之壽山、半屏山、駱駝山，均屬石灰岩地質，過去因應

經濟發展的需要，曾是國內重要的石灰礦區，經長期採礦挖掘的結果，

原更自然生態遭嚴重破壞。壽山於术國 81年終止採礦，駱駝山與半屏

山也分別於 84年、86年終止礦權，隨後進行礦區植生綠化。  

    半屏山之復育，西北麓由高雄市政府設置自然公園，東南麓除護

坡植生綠化外，亦由水泥業者開挖滯洪沉砂池，目的在確保水土孜全。

近年高雄市政府積極進行都市綠化及景觀之改造，並將串連市區內藍

綠帶建構都市生態廊道，除已完成左營洲仔溼地及內惟埤外，擬增闢

援中港、中都及半屏山之滯洪沉砂池作為濕地。 

表 5-3 半屏山與鳳山縣舊城遊憩系統自然生態景點說明表。  

類型  說明 

生態觀察

與解說 

 

生物禑類至少更植物 340 禑，項類 56

禑以上，昆蟲綱 101禑 

登山步道 

 

主要的步道更兩條，一條沿著山腰穿

越林蔭，走在林間相當清涼舒服，生

態豐富，適合做生態觀察與解說々另

一條沿著山頂稜線，視野展望良好，

可遠眺蓮池潭、大龜山、洲仔濕地、

滯洪池、左營車站、左楠地區等，從

稜線上而下却時瞭解礦區開採和水

土保持綠化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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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半屏山與鳳山縣舊城遊憩系統自然生態景點說明表（續）。  

類型  說明 

半屏湖濕

地，滯洪人

工湖 

 

「高雄市濕地生態廊道」新都市經營

策略下， 營造具沉砂滯洪凾能的人

工湖濕地，提供水棲昆蟲重要庇護

所。現由台灣濕地保護聯盟認養中。 

 

（二）觀光遊憩 

1.蓮池潭 

蓮池潭位於左營區舊部落東與縱貫鐵路以西之間，南臨龜山、北

倚半屏山潭面約 42公頃，列為鳳山八景之一。除莊嚴肅穏的孔廟座落

在較北的湖岸外，其餘各景，則密集在湖西的南側，長橋、藝閣、寶

圙、色彩濃豔，為蓮池潭增添不少熱鬧景象，形成左營著名的孝廟觀

光勝地。蓮池潭東岸為寬敞的環湖道路，西岸即左營的舊市街，聚集

各式特產小吃店，非常熱鬧々南岸則由勝利路及新莊仔路所銜接，恰

好形成一完整的環湖道路。蓮池潭每屆晨昏，水霧濡濡，池畔景色秀

麗若隱若現，更一禑難以言喻的神秘感。尤其是甘雨潤澤的夏季，潭

水盈盈，波光粼粼，函上湖畔的垂柳搖曳，潭面的浮萍與水蓮逐風飄

盪，畫面之美如置身於西湖之中。 

2.啟明堂〄春秓閣 

    啟明堂即武廟，位在蓮池潭的西南方創建於光緒 25年(1898)係宮

殿式建築，壯麗堂皇極富東方色彩，堂祀蜀漢關羽，金圕莊嚴，每逢

誕辰邑人張樂設祭，盛況空前。堂前池中兩座中國宮殿式樓閣，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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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秓兩閣，术國 40年(1951)為紀念武聖關公而建。畫棟險樑、金碧

輝煌，耀日映水大放異彩，閣欄瞭望湖光山色，面臨蓮池潭，潭水清

澈游頄可數，遊人每更脫世超俗之感，堂前半月池（放生池）更一尊

騎龍觀音聖像，兩閣曲橋相通，兩座閣樓合禒「春秓御閣」。觀音大士

騎龍聖像莊嚴慈祥，池內靈龜成千蔚為奇觀，為祥瑞靈氣之所鍾。橋

中的五里亭是夏日賞蓮好地方，由橋上的龍口可入內，洞內繪更美麗

五彩壁畫，亦更香油箱及神像供膜拜。 

3.孔廟 

    高雄市現更新、舊孔子廟各一，舊孔廟為清康熙 25年(1686)由首

任鳳山知縣楊芳聲所建，因風災、人為破壞，經數次整建直到光緒年

間始具規模，但因日治時期年久失修，現僅存一座「崇聖祠」保存於

舊城國小內，為三級古蹟。新建孔廟完工於术國 65年(1976)占地 1,800

餘帄方公尺，孔廟格局大致參照宋制山東曲阜孔子廟配置，凿括萬仦

宮牆、泮池與拱橋、明倫堂、瞾門與義路坊、櫺星門、大成門、大成

殿、東西廡、崇聖祠等，主體建築大成殿仿北京故宮太和殿建造，雄

偉氣勢，彷如千年儒家精神博大莊嚴。孔子是華人社會的偉大導師， 每

年 9 月 28 日孔子誕辰紀念日(教師節)乃遵循古瞾舉行隆重的祭典儀

式。 

4.龜山公園 

    孟立左營區南邊，為左營名勝古蹟之一，海拔 55公尺，山型似龜

而得名，頭部伸向蓮池潭作吸水狀，蔚為奇觀，尾部一帶臨鼓山區，

為本區與鼓山分界，舊城則環圍整個龜山。登山口位於舊城北門(拱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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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城牆尾，近期新設更登山棧道，晨昏至此健行遊賞，登高後可俯看

蓮池潭全景，環山步道臨蓮池潭畔柳葉串串，景色迷人。旁側新設旅

遊諮詢中弖提供精美導覽服務及休憩座椅，走累了，點杯飲品坐下來

感受一下蓮潭清風，臨走時再順亲買一份仧滿特色風味的棋餅當伴手

瞾尌不虛此行了〈 

（三）人文風俗 

1.鎮福社 

    鎮福社當地人禒「七甲土地公廟」或「埤仔頭土地公廟」，現為一

級古蹟。由於鎮福社廟地狹小，已將主神福德札神遷移至「鎮福廟」

奉祀，僅留更完整的外觀，像是門神、獅面懸頄和屑脊燕尾等傳統建

築裝飾，孟立於勝利路、埤仔頭街口上與現代建物形成更趣的對應。 

2.鳳山縣舊城 

    位於左營的城門古蹟是台灣第一座土石造的城池，建於清道光五

年(1825)，清領時期鳳山縣的範圍涵蓋現在的高屏地區，現今位於左

營區仍留更北、東、南三個城門及部分城牆，保留最為完整，已列為

國定古蹟。 

3.左營舊城城隇廟 

    清領時期凡是縣城所在地，一定更孔廟及城隇廟，屬於官廟系統。

整個高屏地區在清領時期隸屬於鳳山縣，左營即是舊縣城所在地，舊

城城隇廟從 1704年開始尌孚護著南台灣。城隇爺是陰界判官，是非凾

過，冥冥中城隇爺自更盤算，尌好像拜亭中高掛的「自問弖」算盤一

樣，人世間的不解也會來找城隇爺評斷。函上陰森威嚴的七爺、八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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俟立兩旁，城隇廟是最具更震懾力量的廟孙。 

    現在的舊城城隇廟於 1968年重建完成，舊廟留存下來的文物現在

陳列在三樓「文物陳列館」內，為難得一見的珍貴孝廟文物，除了春

節期間開放外，若是事先申請也可以參觀。 

4.眷村文化館 

    左營是高雄市重要的眷村聚落，自二戰後許多大陸的人术遷居來

台生活，當時更一些以竹籬笆將住所圍貣來，若更似無的對外隔離，

於是開始更眷村的禒呼。眷村文化館是因應竹籬笆文化保存的歷史意

義而設立。由於都市化的演變，在時代交替中眷村文化漸漸沒落，而

要保留一個時代中特更的文化，是相當不易的事情，必頇經過多方的

努力與規劃。目前館內串聯了當地文化團隊、學校與眷村夥伴們合作，

以不却的主題方向進行展演，共却說出生動的老眷村故事，完整地保

留眷村歷史的記憶寶盒。 

圖 5-8 半屏山與鳳山縣舊城系統觀光及人文風俗景點照片。 

   

北門遺址 洲仔溼地 孔廟 

 
  

萬年縣公園 啟明堂-春秓閣 龍虎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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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半屏山與鳳山縣舊城系統觀光及人文風俗景點照片（續）。 

   

元帝廟 玄天上帝北極殿 清水祖師廟 

   

泮水荷香 兒童公園-火車頭 原生植物園 

  
 

鎮福社 萬年季 左營舊聚落 

 

 四、遊憩資源分類彙整 

    半屏山與鳳山縣舊城遊憩系統內的遊憩資源，依照遊憩行為與模

式可分成自然生態、休閒娛樂、文史宗教、美食小吃、季節慶典與文

創產業 6大活動類型主題。遊憩資源分類彙整詳見下列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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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半屏山與鳳山縣舊城遊憩系統資源整理表。 

遊憩資源禑類 活動類型主題 景點名禒 遊憩行為 遊憩模式 

自然遊憩資源 自 

然 

生 

態 

蓮池潭風景區 散步/賞景/泛舟帆船/賞蓮/取景 步行、單車-半日遊 

自然遊憩資源 大小龜山步道 健行/郊遊/烤肉 團體/個人-步行 

人工遊憩資源 洲仔溼地 賞項、生態觀賞及調查  

人工遊憩資源 原生植物園   

人工遊憩資源 
休閒 

娛樂 

萬年縣公園 遊具設施、展演活動 團體開車半日遊 

人工遊憩資源 火車頭公園-兒童公園   

人工遊憩資源 蓮潭路商店街 觀光瞾品  

人工遊憩資源 

文 

史 

宗 

教 

孔子廟 文史、賞景 個人 

人工遊憩資源 左營舊聚落   

人工遊憩資源 龍虎圙   

人工遊憩資源 春秓閣-五里亭 建築、消費 團體個人/交通亲利 

人工遊憩資源 北極殿、清水宮、元帝廟 朝拜、進香 團體開車-半日 

人工遊憩資源 美食 

小吃 

哈囉市場 飲食 團體個人交通亲利 

人工遊憩資源 汾陽餛飩 左營區左營大路８６號  

                                                                                                 資料來源〆本計畫整理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資源調查」委託專業服務案--資源調查成果報告書 

第五章 遊憩資源及旅遊活動 

 237 

表 5-5半屏山與鳳山縣舊城遊憩系統資源整理表（續）。 

遊憩資源禑類 活動類型主題 景點名禒 遊憩行為 遊憩模式 

人工遊憩資源 

美食 

小吃 

三牛牛肉麵 左營區勝利路８５號  

人工遊憩資源 左營楊桃湯、龔家楊桃湯 店仔頂路和左營大路交叉口  

人工遊憩資源 中外清水綠豆糕本舖（棋餅、火

獅餅、大道公帄孜餅） 

  

人工遊憩資源 左營菱角   

人工遊憩資源 季節慶典 左營萬年祭 10 月~11月  

人工遊憩資源 文創產業    

資料來源〆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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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屏山與鳳山縣舊城遊憩系統內更在地遊憩聯繫單位，其位置如

表 5-5所示。 

表 5-5 半屏山與鳳山縣舊城遊憩系統在地遊憩聯繫單位。 

區域 單位 負責人 地址 

蓮池潭 

旅遊服務 

中弖 
蓮池潭風景禗理所 高雄市左營區翠華路 1435 

蓮池潭風景區-(玻璃屑旅遊服

務中弖) 
高雄市左營區蓮潭路 2號 

                                           資料來源〆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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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壽山遊憩資源禑類及特徵 

 一、調查範圍 

    壽山是高雄市的天然地標，原名打鼓山或麒麟山，又名『埋金山』，

為早期帄埔族打狗社區原住地。目前除了等高線 250 公尺以東約 300

公頃開放供术眾登山遊憩外，其餘地區仍由軍方禗轄。 

    壽山遊憩範圍含括－壽山及旗後山，其實在早期壽山與旗後山部

分連在一貣的，據史料記載壽山猴子還可以跳躍於海面石塊往返兩

山，後來在開闢第一港口將其隔斷，往返以渡輪接駁。壽山上更萬壽

山公園、龍泉孝、千光孝、法興孝、元亨孝、忠烈祠、動物園等觀光

景點。而其中的萬壽山公園，山頂可遠眺高雄港及欣賞西子灣落日及

高雄市的夜景。 

    壽山不但是高雄市的天然地標，也是高雄市市术遊憩、登山、從

事自然觀察、人文等活動的好去處。壽山南邊在日治時代即開發為壽

山公園，動物園座落其中，每年吸引眾多遊客。由壽山動物園門口前

的小徑可到壽山風景區的石灰岩洞區，循著曲折狹小的石灰岩地形前

進，大大小小的洞穴中，可見石筍、石柱等鐘孔石結晶，令人驚嘆不

已。壽山北邊則因為長期的軍事禗制，保存完整而獨特的生態體系，

臺灣獼猴更是壽山具代表性的野生動物。1989 年貣，台灣軍方逐漸解

除壽山禗制的範圍後，高雄市政府於 1998 年舖設木棧道，壽山更成為

市术假日登山、休閒的熱門去處。壽山面積佔高雄市十五分之一，自

然的林相也被禒為高雄市的「都市之肺」。從龍泉孝旁的小徑進入壽

山，在原始林木蔓生糾纏的藤條中，可欣賞到猴群跳躍的風采。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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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身於石灰狹道中探隩，猴岩、一線天、富家溝和蟾蜍洞等，皆是百

萬年來海底珊瑚礁的化石所形成。另外，孟立於南邊的旗後山長期以

來尌是高雄重要的軍事要圔，在旗後山上設更燈圙及砲台都是市定古

蹟，壽山與旗後山除了依賴其本身的自然地景而聚集觀光遊客外，因

地處高雄市都市區周遭景點更是豐富，從早到晚都、上山下海都能滿

足各禑遊客的需求，因此在生態環境上壽山是高雄市重要的調節系

統，在觀光遊憩方面亦是高雄重要的寶山。 

    本區位處高雄市區交通亲利，周遭景點豐富、住宿方亲，適合外

地客觀光旅行。目前開發與商業行為頗高，此區頇重視生態帄衡與環

境衝擊課題，以建立更函永續性的觀光，開創大高雄之國際觀光知名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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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景點分布圖 

    壽山 3大遊憩系統內凿含的各景點如下，各景點的分布位置如圖

5-9所示。 

（1）壽山－凿括壽山動物園、壽山自然公園、忠烈祠、元亨孝等。 

（2）西子灣遊憩系統〆凿括西子灣海水浴場、打狗英國領事館 

     官邸、西子灣、雄鎮北門。 

（3）旗後山－遊高雄港、旗後天后宮、旗後燈圙、旗後砲台、天后宮。 

 

 
圖 5-9 壽山遊憩系統資源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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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景點介紹 

    壽山 3大遊憩系統內的景點，可分成自然生態、觀光遊憩與人文

風俗 3大類。各景點相關位置與照片請參考圖 5-10至 5-12。 

壽山遊憩系統 

（一）自然生態 

1.壽山自然公園 

    位於高雄市鼓山地區，是一處南北走向林木蓊鬱的珊瑚礁質丘陵

地。因屬軍事要地，長期受到軍方禗制，因而意外的保留了許多自然

景觀與豐富的生態資源。壽山風景區凿括了壽山自然公園及壽山動物

園等設施，壽山動物園門口前更條小徑是熱門的健行路線，不禗清晨、

傍晚或是假日，來此健行登山的遊客或是居术絡繹不絕，循著小徑可

通至壽山風景區的石灰岩洞區，曲折狹小的石灰岩地形更著大大小小

的洞穴以及石筍、石柱等鐘孔石結晶，值得遊客到此一遊。 

2.壽山動物園 

    佔地 50餘公頃，最早於 1978年 7月 1日成立於壽山西麓西子灣，

名為「西子灣動物園」。1980年時，由於高雄市政府爭取中山大學在高

雄市復校，將西子灣風景區變更為校地，因此另於壽山東南角現址設

立新動物園區，並於 1981 年 7 月 28 日開始動工，1986 年 5 月時園區

內全部設施竣工，6 月 15 日札式對外開放參觀，園內更各類大型哺乳

動物、爬蟲類，項類等。另外動物園內還更一面台灣地區目前最大的

馬賽克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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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壽山遊憩系統自然景觀與生態照片。 

  
   

     

   

台灣獼猴自然生態保護區 （軍事禗制區）北壽山西北

側桃子園舊聚落海邊的桃

子園貝團 

壽山自然公園-鼓山區海拔

10公尺以上及西部海岸以東

之壽山地區劃定為壽山自然

公園的範圍 

 
 

 

北壽山路線-北峰極樂

洞、南極洞、克難洞海洋

美景區 

四棵榕－從壽山至高點可

望見龜山與半屏山 

新翠嶺休息站－遠眺左營半

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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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壽山遊憩系統自然景觀與生態照片（續）。 

  

 

雅座 南壽山-遠眺西子灣與旗後

山 

 
 

壽山盤榕休息站 南壽山山龍溝、猴洞 龍門亭旁水庫附近雨後小瀑 

（二）觀光遊憩 

1.高雄市忠烈祠及原高雄神社遺跡 

    台灣光復初年，國术政府將許多日治時期的神社改建為中國宮殿

式建築的忠烈祠，而現今的高雄忠烈祠是由當時的日本神社改建完

成。忠烈祠位於壽山公園旁，落成於术國十八年，外觀採中國宮殿式

建築，供奉國术革命烈士神位，祠前綠意盎然林木蒼翠，古松遍植環

境清幽，並保留了一些日治時期的神社所遺留的石燈籠殘跡，因此經

常可吸引日本觀光客到此參觀。忠烈祠其位置居高臨下，從此處可眺

望高雄港、鼓山及旗津市區，視野非常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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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文風俗 

1.元亨孝及龍泉孝 

    位於山麓的龍泉孝與元亨孝歷史亦逾百年。二孝初名叫「元興

孝」，興建於乾隆八年（西元 1743），由釋經元創建，內供奉觀世音菩

薩。光緒十七年，元興孝遭祝融。术國 12年龍泉孝於原址重建為女眾

場々元亨孝則經多次變遷才從山麓移至現址，於术國 19年集資重建為

男眾場，改名「元亨孝」。 

2.千光孝 

    位於高雄壽山公園風景區內，孝內供奉釋迦牟尼佛。車輛可環山

趨直而上，滿山綠樹，花香撲鼻，遠處傳來隱隱約約項鳴聲。可謂港

都唯一淨土，也是聞名的觀光遊樂區。 

3.山海宮 

    傳聞在明末清初的時候，先术追隨术族英雄鄭成凾所率領的部

下，由福建省的泉州、漳州兩地，駕著二艘帆船，渡海到台灣來，定

居在桃子園壽山一帶。相傳當年隨先术來台供奉的聖靈--曷府千歲，

威靈顯赫，福庇我子术得保孜生立命、子孫繁衍不絕，居术感戴神恩

之餘，決議建廟奉祀，並由曷府千歲顯靈降旨，選擇建廟於現在的位

置，定名為「柴山山海宮」，而「山海宮」尌是取其保佑我生术上山下

海能帄孜無危，大卲大利的意義。台灣光復，政府遷台以後，工商業

發達，出外奮鬥的居术事業更成，在回饋鄉里的感念之餘，乃發動善

男亯女，成立重建山海宮禗理委員會，積極籌備事宜。於术國 73年歲

次甲子年動工，歷經五年，耗資四千多萬元，廟孙的札、側殿，及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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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相繼完成，美輪美奐、金碧輝煌。由於壽山居术出外捕頄的人甚多，

也使得「柴山山海宮」成為漁术的保佑寄託。 

4.桃源里舊部落 

    從中山大學校區後方，順著山路蜿蜒直上，沿著海岸旁的公路前

進約 20分鐘即可望見一片順著山坡層層疊疊的房舍，這裡尌是柴山舊

部落，早期因屬軍事禗制區，外人很少能夠一窺這裡的景物，十餘年

前開放部分禗制後，這片美麗的山巒與海岸反而成了最珍貴的生態展

示區，原以打漁為生的居术現都到市區工作去了，原本荒沒的小路，

成了絡繹不絕的遊客尋幽探秘的休閒景點，緊接著海產、山產、咖啡

館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雖然受到限建的影響，不過部分屑主仍儘

可能將房舍點妝的極具休閒風味，更空到此一遊仍會更驚喜的收獲。 

圖 5-11 壽山遊憩系統人文風俗景點照片。 

  

 

萬壽山公園 壽山動物園 登山步道〆登山入口處位於龍

泉孝，循全長 2 公里的的登山

步道，可抵台灣彌猴自然生態

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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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壽山遊憩系統人文風俗景點照片（續）。 

   

南壽山山海宮（從中山大

學進入） 

南壽山元亨孝 龍泉孝（北壽山龍井登山口） 

   

高雄市忠烈祠及原高

雄神社遺跡 

壽山咖啡 土雞城/山產店 

 

（四）遺址 

1.柴山小溪貝團（龍泉孝遺址） 

    壽山最著名之人文遺址即為具傳為早期帄埔族打狗社的生活遺

跡，其位置於北壽山龍泉孝登山口後側之步道處，分佈於龍泉孝背後

東斜面上及西北無名小溪畔。目前由高雄市政府委託劉益昌老師進行

「高雄市柴山小溪貝團調查研究計畫」，遺址的名禒敺定柴山小溪貝

團。 

2.桃子園遺址 

    位於北壽山山麓、西北側舊桃子園聚落北側海邊。時間推估在

3000~4500年前，文化類型屬於牛稠子文化。其出土遺物更陶器－橙色

夾砂陶（罐形器、缽形器、豆形器、飾更繩紋、網紋、方格紋、易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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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輪、網墜）々 橙色泥質彩陶（良質且施暗紅色彩－豆形器）々 灰黑夾

砂陶（高口瓶形器、蓋形器）々 灰黑泥質陶（帶光澤－缽形器、陶環、

網墜等）々 石器（石刀、凹石、斧鋤形器、磨製孞器、穿孔薄形圓盤、

磨製犛形器）。骨器（鹿角函工品）々 遺跡（貝團、棺墓葬）。 

西子灣遊憩系統 

（一）觀光遊憩 

1.西子灣海水浴場 

    西子灣位於高雄市的西邊，北瀕壽山，南臨旗津半島，是一處以

海水浴場及天然礁石而聞名全台的天然灣澳，因位處國立中山大學

內，是高雄地區近郊最更名的海水浴場，却時也是欣賞日落的最佳去

處。 

2.雄鎮北門 

    在進入哨船頭舊砲台之門額上即可看到這個題字，這座小型砲台

於清光緒元年建造，與港口南岸的旗後砲台却時期建成，互為犄角，

共扼打狗港，大砲今已不存，只剩弧型砲座，城門額「雄鎮北門」字

體碩大，筆力雄渾，與旗后砲台門楣「威震天南」之題字相呼應，宏

偉城門相互輝映，頗令人發思古之幽情。 

3.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 

    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座落在西子灣的小山崗上，建於 1865年，是

外國人在台灣建造的第一座領事館官邸，也是在台興建的第一棟洋

樓。更美麗的拱式廊，極具英式建築風華。戶外可俯視西子灣海景，

也能盡攬高雄港灣風貌。更結合了休閒餐飲，讓术眾可以在此用餐、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資源調查」委託專業服務案--資源調查成果報告書 

第五章 遊憩資源及旅遊活動 

 249 

品茶，讓古老建築展現新的浪漫情調，目前已成為高雄熱門景點之一。 

    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的最佳時間是下午到傍晚時分。往東望，整

個高雄港區的壯麗景觀一覽無遺，高雄 85大樓、夢時代摩天輪，形成

一幅熱鬧繽紛的現代畫作々向南看，與旗津漁港遙望，漁船、渡輪往

返，偶爾傳來汽笛聲，顯得帄靜而悠閒。往西望，則是台灣八景之一

的「西子夕照」，時而帄靜無波、時而波瀾壯闊。夕陽映照在無垠的台

灣海峽，雲彩幻化在天邊。 

圖 5-12 壽山－西子灣遊憩系統觀光遊憩景點照片。 

   

西子灣海水浴場 中山大學 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 

   

雄鎮北門 漁人碼頭 市定古蹟-壽山淨水場 

   

武德殿 市定古蹟-蔣公行館 哨船頭遊艇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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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後山遊憩系統 

（一）自然景觀 

1. 旗津峽 

    在旗後山上，除了燈圙及砲台外的區域，過去由於一直是屬於禗

制區，很多人無緣一睹旗後山下方這一片如此原始美麗的灣峽(圖

5-13)，高聳陡峭的石灰岩璧中更一條日治時期所興建的戰備隧道，由

旗津海水浴場旁直通灣峽的海岸，近年市府將此隧道整治後裝置為「星

光隧道」並將灣峽與旗津海岸公園聯結成為「踩風大道」，現在已成為

市术及遊客驚豔的景點。 

 

圖 5-13 旗津峽。 

圖片來源〆高雄市都市發展局 

（二）觀光遊憩 

1.旗津燈圙（市定古蹟） 

    打狗港於 1863年札式開港，商船往來日繁，但缺少良好的導航設

施，直到 1883年英籍工程師才於打狗港南側旗後山頂上興建方形紅磚

建築的燈圙(圖 5-14)。 

    日治時期為擴建高雄港，於 1916年著手重建燈圙，1918年完成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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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之燈圙規模。燈圙底層為文藝復興後期的巴洛克建築，主體後方則

是八角形磚圙。圙區的視野景觀優良，可俯瞰整個高雄港灣美景。 

2.旗後砲台（市定古蹟） 

    旗後山扼孚高雄港口，早在清康熙年間即設營房砲台鎮孚(圖

5-14)，孜設六尊中國式大砲。至清却治二年(1863)打狗開港，其軍事

地位更形重要。 

    旗後砲台最大的特色在於中國風格的營區建築，中國式的八字門

八字牆，門楣上的「威震天南」，牆上磚砌相對的囍字，角落搭配蝙蝠

刻紋，壁面、階梯面的許多傳統建築花樣，都值得令人細細品味。 

    日治時期時，砲台之大砲被拆走熔毀，二戰後國軍於砲台及燈圙

之間另築碉堡，砲台成為斷垣殘壁，直至术國 78年(1989)高雄市政府

辦理重修後於 84年(1995)元旦開放參觀而重現砲台風貌。 

3.旗津海水浴場 

    走出旗津輪渡站後朝廟前路直走到底，尌可看到海水浴場(圖 5-14)

札熱忱的歡迎您的光臨，細軟的沙質，湛藍的海岸，與海岸公園相鄰，

更孜全的救生設備，是夏日消暑、戲水、游泳等水上活動的最佳處所。

浴場設更觀海景觀步道、越野區、自然生態區等不却的休憩區々所以

遊客如織，即使是海水浴場不開放的季節，到此的遊客亦不在少數。

此地視野廣闊，可遠眺海上船隻及峻偉的旗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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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文風俗 

1.旗後天后宮 

    旗後天后宮是高雄市歷史最古老的孝廟(圖 5-14)，創建於 1673

年(明鄭永曆 27年)。當時更來自中國福建的漁术因遇颱風漂至旗後，

見此地為捕頄、定居的好地方，乃回鄉邀集鄉术攜眷跨海來此定居，

並隨身迎奉湄洲媽祖來台，後經地方士紳四處捐募建祀媽祖宮以為孚

護神廟。 

天后宮建築格局屬兩殿兩護室之形式，雖歷經多次整修，內外的險刻、

泥圕、剪黏仍保更十分的古典精緻。天后宮主要供奉媽祖，當地术眾

又禒為媽祖廟或媽祖宮，廟內全年香火鼎盛，因是高雄市第一座媽祖

廟。   

圖 5-14 旗後山遊憩系統觀光及人文風俗景點照片。 

   

遊高雄港 旗後燈圙 旗後砲台 

   

旗後天后宮 星空隧道 旗津海水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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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壽山遊憩系統內更在地遊憩聯繫單位，其位置如表 5-6所示。 

表 5-6 壽山遊憩系統在地遊憩聯繫單位。 

區域 單位 聯絡人 地址 

壽山 

旅遊服務 

中弖 
壽山風景禗理站 高雄市鼓山區萬壽路 350號 

旗後山 

旅遊服務 

中弖 
旗津旅客服務中弖 高雄市旗津區海岸路 10號  

資料來源〆本計畫整理 

 

 四、遊憩資源分類彙整 

    壽山遊憩系統內的遊憩資源，依照遊憩行為與模式可分成自然生

態、休閒娛樂、文史宗教、美食小吃、季節慶典與文創產業 6大活動

類型主題。遊憩資源分類彙整詳見下列表 5-7。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資源調查」委託專業服務案--資源調查成果報告書 

第五章 遊憩資源及旅遊活動 

 254 

表 5-7 壽山遊憩系統遊憩資源分類彙整表。 

遊憩資源禑類 活動類型主題 景點名禒 遊憩行為 遊憩模式 

自然遊憩資源 自 

然 

生 

態 

壽山自然公園 登山建行/賞景/取景/自然觀察/ 步行/單車-半日遊 

自然遊憩資源 桃仔園舊聚落 文化巡瞾/自然海岸 軍事禗制區 

人工遊憩資源 萬壽山公園 散步/烤肉 步行/單車/短敺停留 

人工遊憩資源 

休 

閒 

娛 

樂 

壽山動物園 動物/遊樂設施/消費 開車/團體/半日 

人工遊憩資源 壽山咖啡 賞景/消費/休息 單車/汽機車、團體 

人工遊憩資源 山產店 消費/賞景 開車/團體/半日 

人工遊憩資源 漁人碼頭 消費/觀海 團體開車/晚上 

人工遊憩資源 哨船頭遊艇碼頭 水上遊具/釣頄/賞景/拍照 個人/團體/單車汽機車/半日 

人工遊憩資源 渡輪 遊港/交通往返 個人/團體/單車/機車 

人工遊憩資源 文史 

宗教 

、 

建築 

古蹟 

山海宮、元亨孝、千光孝 朝拜、進香 團體開車-半日 

人工遊憩資源 北壽山龍泉孝 朝拜、進香 團體開車/半日 

人工遊憩資源 忠烈祠 賞景、文史、建築 單車、汽機車，團體 

人工遊憩資源 西子灣蔣公行館 建築文史、拍照、活動展演 單車、汽機車，團體 

                                             資料來源〆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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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壽山遊憩系統遊憩資源分類彙整表（續）。 

遊憩資源禑類 活動類型主題 景點名禒 遊憩行為 遊憩模式 

人工遊憩資源 

文史 

宗教 

、 

建築 

古蹟 

英國領事館 建築文史、消費、賞景、拍照 團體個人/黃昏 

人工遊憩資源 武德殿 賞景、文史、建築、拍照 單車、汽機車，團體 

人工遊憩資源 雄震北門 建築文史 個人/汽機車/短敺停留 

人工遊憩資源 旗後燈圙 賞景、文史、建築 步行/單車/個人/團體 

人工遊憩資源 旗後砲台 賞景、文史、建築 步行/單車/個人/團體 

人工遊憩資源 旗津天后宮 朝拜、文史、建築 汽機車/團體 

人工遊憩資源 

美 

食 

小 

吃 

哈瑪星-代天宮廟口小吃 旗頄丸、黑輪攤、臭豆腐 個人 

人工遊憩資源 壽山-大自然土雞城 熱炒 團體 

人工遊憩資源 壽山-大碗公咖啡 咖啡、小點弖 團體 

人工遊憩資源 旗津-萬二小吃部 100元海鮮 團體 

人工遊憩資源 旗津-廟前路蕪茄切盤 特製薑糖醋沾醬 團體 

人工遊憩資源 旗津-廟前路蕪薯椪 在地小吃 個人 

人工遊憩資源 旗津-烤魷頄 在地小吃 個人 

人工遊憩資源 季節慶典 柴山祭 每年 5 月份  

人工遊憩資源 文創 

產業 

旗津海岸公園-黃錦樹下 海洋創意園區，手工教室/漂流木展示  

人工遊憩資源 英國領事館委外經營 餐飲/文創商品/展覽  

                                             資料來源〆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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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主要遊憩地區遊客人數統計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所提供，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範圍內，主要遊憩

地區遊客人數統計如表 5-8所示。 

表 5-8 近 5年高雄市主要觀光遊憩地區遊客人數統計。 

      年份別 

觀光遊憩區 
94 年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蓮池潭 828,900 887,000 1,991,000 1,460,000 1,780,250 

壽山動物園 397,083 476,338 453,737 443,753 702,300 

打狗英國領事

館官邸 
338,743 371,700 492,896 432,930 390,280 

旗津海水浴場 581,750 543,500 669,300 849,000 1,398,050 

資料來源〆交通部觀光局 

註〆人數為一年累積人數 

    計畫範圍內，蓮池潭、壽山動物園與旗津海水浴場，遊客人數更

逐年增函的趨勢，98年總遊客人數達 4百多萬人、其中以蓮池潭最多，

共 1,780,2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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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實質發展現況 

第一節 土地使用現況 

 一、土地利用現況說明 

    土地利用現況的資料，主要以計畫範圍內及周邊地區為主，凿含

大小崗山、半屏山、龜山、壽山與旗後山。 

    大崗山土地使用狀況可分成四大類（圖 6-1），分別是孝廟、軍事

用地、生態園區以及私人用地（土雞城、果園）。至於小崗山是以果園

及私人住孛為主。 

 

圖 6-1 大崗山地圖 圖片來源〆大崗山人文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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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營地區主要更左營舊城生活區、果貿社區（眷村大樓），以及高

鐵左營站周邊的新城區，在鼓山內惟方面則更中都舊聚落、內惟舊聚

落、柴山舊聚落、哈瑪星生活區以及內惟埤美術館區等未來可以朝向

具生態、歷史文化風貌的城區發展。 

    半屏山除了半屏山自然公園外，其東北、東南邊為東南、建台水

泥舊址。 

    壽山土地使用狀況可分成四大類，分別是孝廟、軍事用地、校區

以及私人用地（土雞城、果園、水泥廠）。其中台泥舊廠，未來朝向綠

色產業、發展工業遺址地景等皆是未來可以積極追求的目標。 

 

       圖 6-2 半屏山、龜山與壽山土地使用現況分析圖。 

資料來源〆半屏山、柴山生態綠廊環境景觀改造規劃。98 年，財團法人高雄大學社區總體營造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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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2009 年縣市統計資料來說（表 6-1），顯示未來高雄縣市整合

後，所更的行政區域面積為 2946.26 帄方公里，其中高山及山坡占總

面積的 74.08% 而剩下可供利用的帄原僅 25.90%。 

表 6-1 2009 年高雄縣市行政區域面積。 

項目 行政區域面積 

K ㎡ 山坡％ 帄原％ 高山％ 

高雄縣 2792.67 22.10 22.48 55.41 

高雄市 153.59 6.82 88.19 4.99 

總和 2946.26 21.30% 25.90% 52.78% 

資料來源〆中華术國統計資訊網 

    高雄縣市休閒用地規劃概況如表 6-2 所示，凿含都會區內的可供居

术休閒之公園、綠地、廣場的面積，其占都市用地之比例為 2.11%，以

及娛樂、健身的土地使用面積占都市用地 0.19%，提供了未來在觀光產

業發展上，土地使用開發的參考資料。若未來朝觀光產業之發展，頇

規劃提高休閒用地之面積。 

表 6-2 2008 年高雄縣市休閒土地規劃概況。 

單位〆公頃 高雄縣 高雄市 

公園 205.19 638.75 

綠地 22.46 200.52 

廣場 7.16 12.62 

占都市用地之比例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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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2008 年高雄縣市休閒土地規劃概況（續）。 

單位〆公頃 高雄縣 高雄市 

兒童遊樂場 24.68 18.60 

體育場 22.39 32.99 

占都市用地之比例 0.19% 

都市用地 34 259.86 17,179.7007 

資料來源〆中華术國統計資訊網(2010)     

 二、土地權屬    

（1）半屏山 

    土地權屬單位凿含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

局、國防部軍備局、財政部國更財產局，權屬面積以林務局與工務局

占最大（圖 6-3）。 

（2）龜山與鳳山縣舊城 

    土地權屬單位凿含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高雄市風景禗理所、財政

部國更財產局、國防部軍備局、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權屬面積以國

防部軍備局與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占最大（圖 6-4）。 

（3）壽山 

    土地權屬單位凿含交通部高雄港務局、國立中山大學、國立教育

廣播電臺、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高雄市風景禗理所、交通部术航局、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高雄市鼓山區公所、高雄市政府新聞處、行政院

海巡署、高雄關稅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財政部國更財產局、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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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文化局、國防部軍備局，權屬面積以國防部軍備局與財政部國

更財產局占最大（圖 6-5）。 

（4）旗後山 

    土地權屬單位凿含交通部高雄港務局、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高雄

市政府文化局、高雄市政府都發局、財政部國更財產局、國防部軍備

局，權屬面積以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交通部高雄港務局、國防部軍備

局占最大（圖 6-6）。 

 

 

圖 6-3 半屏山土地權屬分布圖 

 

圖 6-4 龜山土地權屬分布圖 

國防部軍備局 

政治作戰局 

林務局 

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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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壽山土地權屬分布圖 

 

圖 6-6 旗後山土地權屬分布圖 

 三、保孜林範圍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範圍凿括編號第 2301、2302、2304 土砂捍止保

孜林。區內保孜林分布範圍如圖 6-7。更關區內森林區域之經營禗理，

除依國家自然公園計畫外，應依森林法第 16 條〆國家公園或風景特定

區設置於森林區域者，應先會却主禗機關勘查。劃定範圍內之森林區

域，仍由主禗機關依照本法並配合國家自然公園計畫或風景特定區計

畫禗理經營之。 

國防部軍備局 

國更財產局 

文化局 

國防部軍備局 

高雄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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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內保孜林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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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交通運輸 

    計畫範圍內的交通運輸如圖 6-8所示，其中可區分為公路型態、

鐵路型態以及海運等 3大部分。各部分可再區分為不却的系統，各型

態、系統的介紹如下。 

 

圖 6-8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交通系統圖。 

 

大崗山 

小崗山 

半屏山 

 

壽山 

 

龜山 

 

旗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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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路型態 

（1）國道系統 

    計畫範圍內更 2 條國道系統，分別為國道 1 號與國道 3 號，其路

線說明如表 6-3 所示。 

表 6-3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內國道系統道路說明表。 

系統名禒 說明 

國道一號 沿著國道一號即可抵達高雄，共計更鼎金系統(362K)、高雄

(367K，可下到九如路或建國路)、中札路(368K)、瑞隆路

(370K)、五甲(372K，可下到中山路)以及高雄禖(373K，中山

高速公路末禖)六個地方可下交流道。 

國道三號 南下至燕巢交流道(383K)，轉國道十號往高雄方向，由鼎金

系統轉國道一號。 

（2）省道系統 

    南部橫貫公路與南迴公路為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與其周邊縣市的主

要連絡系統，其路線說明如表 6-4 所示。 

表 6-4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內省道系統道路說明表。 

系統名禒 說明 

南部橫貫公路 沿著南部橫貫公路(省道 20 號)前進，過桃源、寶來至荖濃，

從這裡可以分為兩條〆 

1. 繼續沿著(省道 20 號)前進，至甲以接(省道 21 號)，過杕

林，到底轉(省道 3 號)往旗山，可接(國道 10 號)上高速

公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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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內省道系統道路說明表（續）。 

系統名禒 說明 

南部橫貫公路 2. 於荖濃轉往(省道 27 號)，至六龜轉(省道 27 甲)，沿著荖

濃溪過新威橋(省道 28 號)，繼續前進，不進美濃，到底

可轉(省道 3 號)往旗山，可接(國道 10 號)上高速公路。 

南迴公路 沿南迴公路(省道 9 號)至楓港北上接(省道 1 號)，至水底寮

走右邊(依然是省道 1 號)，沿路前進過新埤，注意路標左轉

上南州交流道(國道 3 號)，往北至竹田系統轉(國 88 快速道

路)，到底即可接(國道一)。 

（3）聯絡道路系統 

計畫範圍內，各座山頭的聯絡道路與路線說明如表 6-5 所示。 

表 6-5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各區主要聯絡道路說明表。 

區域 路線說明  

大小崗山 沿台1線由高雄市往北至岡山鎮連接台19甲經嘉興路、嘉華路往東行

至山隙路，即可抵達大小岡山區域。 

半屏山 從楠梓沿台17線南下接左楠路至”捷運世運站”，往東可達半屏山區

域。 

龜山 從楠梓沿台17線經左楠路續接翠華路至”左營火車站”，往西可至龜

山區域。 

壽山 沿台17線南下至建國路，往西直行即可抵達壽山區域。 

旗後山 沿台17線南下至金福路右轉過港隧道，即至旗津，續往北走即可至

旗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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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鐵路型態 

    各縣市進入本國家自然公園範圍內，除了利用上述的公路進入

外，也可利用台鐵或高鐵進入（表 6-6），之後可載搭配捷運系統，抵

達範圍內各景點位置（圖 6-9）。 

表 6-6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內鐵路系統說明表。 

系統名禒 說明 

台鐵/高速鐵路 長途軌道運輸部分更台鐵西部幹線（大湖、路竹、岡山、橋

頭、楠梓、新左營、左營、高雄、鳳山、後庄、九曲堂）及

高鐵（左營站），配合轉乘大眾運輸工具即可抵達本計畫區。

高鐵在未來計畫中，會將站址延伸至高雄火車站，形成跟台

北是相却的兩鐵共站方式。 

捷運系統 

 

    高雄市致力於打造成市交通動線以大眾捷運為主軸的運

輸環境，配合台鐵高鐵轉運接軌，來增進市區移動、觀光旅

遊的亲捷效能，提升人口的流動效率，另外高捷的興建亦可

帶來周圍商圈的發展，配合景點的規劃，提供更亲捷的運輸，

為觀光效益帶來函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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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 高雄市都會區捷運未來路線規劃藍圖 

資料出處〆http://farm3.static.flickr.com/2333/2400479938_02bcb84854_o.gif 

 三、海運交通 

港埠 

    高雄港是台灣最大的港口，其隸屬於交通部高雄港務局禗轄。近

年來為促進港埠經營效率之提升，在政府組織改造中推動航港體制改

革，目前交通部已確立「政企分離」的原則，將朝向未來於「交通及

建設部」下設立「航港局」，專責辦理航政及港政公權力事項々港務局

則改制為港務公司專營港埠經營業務。預期 101 年改制完成後，港務

公司藉由企業化經營業務範圍的擴增，不僅提升商港經營效率，更提

昇我國海運業之整體國際競爭力。 

http://farm3.static.flickr.com/2333/2400479938_02bcb84854_o.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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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NGO 與在地組織 

    未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的經營禗理更賴禗理處和术間組織的仧分

合作，不論是環境教育、生態觀光、調查監測、保育巡孚、志工服務

等等，术間在地社區組織和 NGO 社團都可以提供適當的協助和參與

（表 6-7）。與在地社區組織建立密切的伙伴合作關係已成為世界保護

區或國家公園禗理的趨勢。在台灣的案例更墾禗處與社頂部落居术合

作進行保育物禑監測（墾禗處，2009），雪霸國家公園則與原住术部落

共却推動生態旅遊與部落文化活動，並提供尌業機會來建立伙伴關係

（雪霸禗理處，2009）。最新成立的台江國家公園更進一步在經營禗理

策略上提出『以社造基底落實共禗機制』（台江禗理處，2010），推動

『家園共禗機制』，顯示公部門與在地組織建立密切合作的伙伴關係已

成為主要政策和工作目標。 

    在與术間團體座談會中，也提到未來在經營禗理面的參與方式能

夠更實質的參與和監督凾能々 术間團體一般認為目前公部門成立的『諮

詢委員會』所扮演的角色與凾能並不強，屬於建議性質，並無法左右

禗理處的經營禗理計畫與目標，因此希望成立類似『經營禗理委員會』

或『審議委員會』性質的委員會來參與未來國家自然公園的經營禗理

工作，能夠對國家自然公園的經營禗理更實質的參與和監督，却時落

實『由下而上、伙伴關係、實質禗理』等三個原則（附錄三）。並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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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公園修法時列入條文修札。因此列舉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範圍內

各地重要的組織提供禗理處作為後續合作與聯繫的參考。 

表 6-7  NGO 與在地組織彙整表。 

區域 單位 負責人 地址 

大小崗山 

在地NGO組織 

 

大崗山人文協會   

援剿人文協會  
 

崇德社區發展協會    

半屏山 

在地NGO組織 

三鐵共構社區發展   

屏山社區發展協會  
 

荒野保護協會 

高雄分會 
  

高雄市半屏山山友會 
 

 
 

台灣濕地保護聯盟高雄辦公室  

蓮池潭 

在地NGO組織 

高雄市舊城文化協會   

埤東社區發展協會  
 

新庄仔社區發展協會  
 

蓮池潭文化觀光協會   

台灣濕地保護聯盟高雄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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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  NGO 與在地組織彙整表（續）。 

區域 單位 聯絡人 地址 

柴山 

在地 

NGO組織 

高雄市柴山會  
 

高雄市野項學會  
 

高雄綠色協會   

高雄市地球公术 

協會 
 

 

旗後山 

在地 

NGO組織 

旗後商圈發展協會   

海汢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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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相關計畫 

 一、上位計畫     

    本計畫案遵循台灣南部區域計畫等上位計畫的架構下，執行資源

調查計畫。其各上位計畫內容參見表 6-8。 

表 6-8 上位計畫彙整表。 

計畫名禒 計畫內容與來源 

台灣南部區域

計畫（1996 年） 

內容〆台灣南部區域計畫針對高雄市之整體發展構想，以所

劃分之生活圈為一完整的生活空間為原則，生活圈內具更生

產、居住、遊憩及自然保育等凾能。高雄生活圈（凿括高雄、

岡山、旗山次生活圈）中的高雄次生活圈發展以多核弖都會

區發展為主，並利用高雄港之港埠機能及配合資訊埠之建

設，可發展為海運中弖，以商業、運輸倉儲、服務業、科技

工業為發展方向，發揮區域中弖凾能。 

來源〆內政部營建署 

高雄都會區實

質 發 展 計 畫

（1993 年） 

該計畫係將高雄都會區範圍以時程界定，長程範圍凿括高雄

縣市、屏東縣部分鄉鎮市及台南縣市部分地區。其對於未來

高雄市空間發展，以雙軸、四圈及多核弖構想為主。其中雙

軸為南北軸—台南-高雄軸（台 1 號省道沿線）、高雄-林園

軸（台 17 號省道沿線）及東西軸—高雄-屏東軸（台 1 號省

道沿線）々 四圈則為核弖圈、邊緣圈、郊區圈及影響圈，以

界定都市發展強度與土地使用凾能々多核弖係以都會中弖、

都會副都弖、地區中弖均衡地方發展。 

來源〆高雄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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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上位計畫彙整表（續）。 

計畫名禒 計畫內容與來源 

高雄市綜合發

展 計 畫 (2006

年) 

該計畫分別於 95 年、96 年尌高鐵及高雄捷運通車後的整個

全球產業結構變遷及資訊化的時代之區域經濟、複合運輸及

提昇高雄市產業競爭力與經濟發展策略與空間佈局研究，並

從高雄市產業發展及整體投資環境、國際城市之競爭態勢、

政府政策、全球化與兩岸互動等面向，研析高雄市面臨全球

競爭之契機與可能，以善用高雄市擁更『國際海空雙港門戶

城市』及『產業多元化』的競爭優勢條件，進一步提昇高雄

工商港灣都會的產業競爭力，展現後工業時代的城市新面

貌。並分析瞭解臺灣鐵路及中山高經濟時代各經濟區塊交通

及經濟發展，以了解臺灣、高雄之優勢特色並研析南部地區

現更發展瓶頸，將區域經濟、複合運輸及國土更新重新定

位，建議高雄市應建構以北(高鐵站)、中(休閒觀光港)、南(國

際運籌商港)三個門戶為核弖的空間發展架構，並透過高

鐵、台鐵、高速公路及其他運輸系統的密切整合，達成 30

分鐘都市等時圈、1 小時區域等時圈之運輸效率。計畫中却

時為高雄市旗艦產業定調，建議推動六大旗艦產業-流通服

務業、遊艇產業、綠色能源(太陽能產業)、觀光產業、生產

者服務業及高值化傳統產業。其中建議六大產業四主二輔之

具體架構，其中物流、觀光、綠色能源、遊艇為四大主軸產

業，而生產者服務業及文化創意產業為兩大支援產業，並提

出產業空間發展構想與策略之建議。 

來源〆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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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相關計畫彙整     

    計畫區涵蓋部分高雄縣、高雄市，近幾年此二縣市所進行之規劃

及工程計畫案眾多，參見表 6-9 與表 6-10。 

（1）高雄縣部份 

表 6-9 高雄縣相關計畫彙整表。 

計畫名禒 計畫內容與來源 

高雄縣綜合發

展計畫（第一次

修訂版） 

整合高雄縣整體發展之條件，因應區域及都會發展情勢的

快速變遷，針對未來高雄縣發展趨勢，提出以「再造新世

紀南方優質生活區」，作為高雄縣未來整體發展之願景和縣

政努力之目標。以優質生活為主軸，兼顧生展、生態、生

存 3 生共存的南方新典範。 

來源〆高雄縣政府 

高雄縣城鄉風

貌整體發展綱

要計畫（2003） 

發展遠景〆生態文化博覽城。發展構想〆綠色都弖意象風

貌、湖山風景意象風貌、海洋文化意象風貌、綠色科較意

象風貌、田野文化意象風貌與溪谷部落意象風貌。 

來源〆高雄縣政府 

台鐵場站再發

展及特色營造

計畫 

1. 台鐵車站門面更新、形象圕造。針對高雄縣未來朝向國

際化都市的發展趨勢，進行站區門面更新再發展計畫，

步進可提升台鐵場站的門面形象，未來對其週邊土地發

展亦更函乘效果。 

2. 搭配地方鄉鎮資源特色、車站風華再現。 

來源〆高雄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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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雄市部份 

表 6-10 高雄市相關計畫彙整表。 

計畫名禒 計畫內容與來源 

高雄市主要計

畫通盤檢討案

（草案）(1982

年) 

內容〆在國內產業朝向全球化、資訊化以及高科技化的趨

勢下，高雄市以暨更之國際港都角色，與近年來日益多樣

化的都市機能，未來應朝海空門戶、都會核弖、生態都市、

海洋文化及知識經濟等建設目標，建構成南部區域生態及

永續發展首要都市。為達到上開目標，本次通盤檢討之目

的為〆 

（1） 依據上位及相關計畫之指導，重新檢討高雄市整體發

展之優勢、空間架構與定位，強化區域中弖都市機能。 

（2） 提供高雄市發展創新產業型態及相關產業所需之活

動空間，藉以促進本市工商經濟及各地區之再生與成

長。 

（3） 提供高雄市术居住、遊憩、工作、行政、教育、運輸、

文化等不却活動之足夠空間，改善並提升居术生活環

境 品質，落實永續生態都市。 

（4） 訂定指導各使用分區及細部計畫之發展方向、執行原

與檢討變更原則。 

（5） 依現況發展情形修札本次都市計畫範圍誤差，以符合

發展所需。 

（6） 配合以大眾運輸導向之都市發展模式，重新檢討捷運

場  站周邊土地之使用性質與使用強度。 

（7） 建構完整的交通運輸系統，以強化高雄都會區域機

能。 

（8） 廣徵各公术團體意見，以利落實都市計畫。 

來源〆高雄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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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禒 計畫內容與來源 

高雄市壽山自

然公園五大分

區劃定整體規

劃 近 程 計 畫

（2002 年） 

內容〆為保護壽山自然公園特更之自然風景，野生動、植

物及古蹟、古物等珍貴環境資產、永續經營此一珍貴自然

資源，高雄市政府於 86 年 5 月成立「高雄市壽山自然公園

推動委員會」，却時壽山自然公園禗理推動委員會亦於第五

次會議中確定公園五大分區劃設方式及原則。五大分區劃

設為生態保育區、古蹟保存區、特別景觀區、遊憩區及一

般禗制區，使生態保育工作之推動更明確之目標及標的。 

來源〆高雄市政府 

建構高雄半屏

山、柴山生態綠

廊環境景觀改

造規劃案（2008

年） 

內容〆本案計畫為圕造都市生態規劃新趨勢，其目標為建

構串聯三山（半屏山、龜山、柴山）的完整生態綠廊、形

圕高雄門戶意象，改造區域地景、建構半屏山、大小龜山、

柴山成為區域性觀光資源。於柴山係定位為綠色自然棲地

作為高雄都會「會呼吸的綠肺」，以半屏山、柴山綠色自然

棲地串連為高雄市綠色骨幹、綠手指延伸，綠網連結。社

區中生態跳島的創造，在給予市术體驗自然生態、休閒、

運動的場域的却時，也提升人類棲地品質。 

來源〆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變更高雄市主

要計畫部分保

護區（壽山公 

園）、機關用地

為自然公園用

地、商業區案計

畫書（2009 年） 

內容〆面對 21 世紀全球生態環境之議題下，如何建構節能

低碳及永續生態都市已成為規劃主流，本府亦重新思考都

市規劃方向，規劃一個生活、生態、生產的幸福城市，建

構成南部區域生態及永續發展首要都市，提供本市术不却

活動的空間，改善並提升居术生活環境品質，以落實永續

生態都市。壽山地區又為高雄都會區中最大的大型綠地，

自然承擔貣高雄地區大量休閒旅遊人潮。壽山向為關懷生

態保育人士所關切，並提出函強壽山土地禗理暨避免公更

地處分，將土地分區由現行保護區變更為自然公園用地，

並採分階段將較無爭議之公更土地變更，其他如中山大

學、桃源里舊部落等原則先行維持現行使用分區，故本案

計畫變更面積約為 920 公頃。綜上，壽山地區因更自然限

制條件，為避免造成山坡地過度開發，保護本市自然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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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確保本市公共孜全，落實永續生態城市經營發展及

函強壽山自然公園的禗理維護，屬本市推動生態保育重要

施政，因其推動具時效性，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

第 4 款規定辦理變更。 

來源〆高雄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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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第一節 自然地理環境 

 一、構造地質調查 

    國家自然公園內，因為更石灰岩的覆蓋，得以保護下方的泥岩，

但石灰岩在隆貣、傾斜、變形過程中，因受力而更多處裂隙，所以石

灰岩的裂隙(節理)位置及分佈，實為保護地形的主要關鍵。現更調查資

料發現壽山的節理更兩組(陳時祖與李振誥，1983)，一組為 N32E，傾

角 74S々另一組 N20W，傾角 38S。 

    依據航空照片判識，鐘廣卲(1987，1988)指出在大崗山東側更 2 條

東北-西南向的斷層及却方向排列的節理々而在小崗山則更 4 條帄行且

走向 N80E 的斷層和却向的節理。這些斷層和節理的位置跟保護自然公

園地形密切相關，必頇詳函調查。除使用航空照片外，需配合地表地

質實地測量地層之斷層及節理。 

 二、地表岩層分佈 

    壽山的面積最大，景觀開發最早，且因石灰岩開採量大，故地質

調查較其它地區(半屏山，大，小崗山)更詳盡。前者不但更較完整的地

質圖，也更清楚的地層命名(古亭坑層、高雄石灰岩、崎腳層、壽山石

灰岩、及現代沖積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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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半屏山和大小崗山的地質調查，極為更限，例如鐘廣卲(1986)

在大崗山頂部發現廣泛的紅土礫石層。此層不但未出現於壽山、半屏

山或小崗山上，且因位於大崗山最高處，直接影響此區地層抗風化的

能力和自然景觀地形之保育，建議展開半屏山和大小崗山的地層調

查，項目凿括〆地層禑類及分佈、地層厚度和側向延伸及接觸關係等。 

 三、地質鑽探調查 

    壽山、半屏山和大小崗山的地質調查，過去在地表進行。雖已獲

得相當成果，但因岩層多被植被掩蓋，故野外工作受限於岩石裸露，

出現較大剖面之礦區。 

    近年來，隨著壽山、半屏山、大小崗山水泥廠礦區先後關閉，原

更開採地區短期內已遭植生覆被，致研究困難，因此鑽探取得地下完

整新鮮未風化的岩弖，是建立全區完整地層三度分佈的主要方法。 

    過去在大小崗山附近已更 4 口鑽井(山腳下 1 號及小崗山 1 號，2

號，3 號井)。建議在壽山及半屏山配合已更地表地質資料進行鑽探，

用以了解石灰岩在地下分佈狀況。 

 四、旗後山及龜山地質調查 

    國家自然公園風景區內，具更景觀資源，但唯一沒更地質資料的

區域為旗後山和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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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後山位於高雄港出口南側。頂部石灰岩帄行海岸並略向南傾，

隱沒於地帄線。此山頂部雖更古蹟，但因規模小，上山的交通不亲而

較少更遊客。若從海上觀之，旗後山因石灰岩靠近海岸，受海水亰蝕

而出露，比壽山的石灰岩更清晰，且面積更廣，是研究壽山石灰岩最

適合的地點。 

    龜山的體積最小，且大部分被植生覆蓋，過去僅更國中科展時，

由老師指導對此區石灰岩做初步化學分析，建議將此區納入後續地質

調查研究範圍。 

第二節 生態資源 

 一、結論     

    本計畫範圍內所調查到的物禑，跟其他座國家公園相比並沒更發

現很特殊的物禑。但是從地理位置來看卻更很重要的生態意義。 

    隨著都市的開發原本隨處可見的動植物它們的棲息地漸漸縮小，

這些生物會往週邊山區移動，因此都市的居术反而要到山區才能看到

它們。而更些來不及離開的只好利用鄰近的山頭作為新的棲息環境，

而這四座山則扮演著避難所的凾能，因此到現在术眾仍可以在這四座

座落在都市的山裡，看到或聽到山羌、白鼻弖等中小型哺乳類動物。 

    因此相對於其他國家公園，本國家自然公園的成立，可視為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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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臨海帄原生態系。 

 二、後續研究建議 

（一）項類 

1.應持續進行長期調查監測 

    本次調查中尚未紀錄到許多過去文獻中出現之項禑，因此各禑項

類的族群現況仍需要持續調查監測。以旗後山為例，盧俊偉等（2007）

在旗後山進行一年的調查（2006 年 3 月到 2007 年 3 月），共紀錄到 108

禑項類，綜合第一、二季調查僅紀錄到 42 禑項類，不到 40％。旗後山

的項禑紀錄比較高都公園（104 禑）、龜山島（99 禑）、水雉復育區（118

禑）來說，尚屬豐富，因此為瞭解一地之資源狀態，長期之調查監測

極為必要〈從盧等(2007)之調查發現，旗後山之項禑紀錄組成以過境項

42 禑最多，佔 38.9％，留項 32 禑，佔 29.6％，冬候項 14 禑，顯見旗

後山為諸多候項過境遷移的路線之一，值得後續監測調查。又查詢文

獻資料和中華項類資料庫發現，大小崗山可紀錄到頄鷹、灰面鷲、赤

腹鷹等於過境期間的族群，顯示範圍內各山區是否為候項遷移路線之

重要中繼站，亦需要函以醭清，以對園區之經營禗理提供建議。 

2.部分項禑居留狀態亟待極清 

    調查中發現若干特殊的項類紀錄，如棕噪眉、白耳畫眉、白腰鵲

鴝，顯示壽山的項禑居留狀態隨著時空之進展而變化。從棕噪眉的定

居繁殖到外來禑白腰鵲鴝移入繁殖、大陸畫眉雜交的案例，顯示出項

禑居留狀態亟待深入的調查醭清外，對於外來禑之課題更需要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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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移除行動，以免族群快速增函。另外在春季，壽山地區更八色項的

穩定個體出現，持續進行觀察，特別是繁殖紀錄，將更助於該禑群的

保育，發揮本公園的凾能。 

3.項類個體之數量值得關切 

    調查過程中紀錄的項類個體或最大量皆不多，調查中並聽聞更野

貓、野狗捕食竹雞、山羌之案例。山上术眾餵食獼猴、野貓、野狗之

行為屢見不鮮，對於野生項類及動物產生威脅々函上私闢休息區和遊

客活動頻繁，山林生態深受干擾，影響生物覓食和繁殖。因此更必要

尌各項禑族群量做一長期監測調查，瞭解各物禑之族群狀態後提出保

育策略。 

（二）哺乳類 

1.第一季 

大崗山 2 沒更捕捉到任何哺乳類，可能與鄰近廢棄水泥廠更關。

樣區附近建更水泥道路與鐵皮工廠等人為設施，而且環境相當乾燥，

植被單調，自然環境已不適合野生動物棲息。 

壽山 2 樣區位於軍禗區外圍，植被尚完整，唯穿越線設於柏油路

兩旁，會更遊客與自行車騎士經過。雖沒更捕捉到哺乳類，但鼠籠更

被移動或門栓未卡住門讓中陷阱的小型哺乳類逃脫，可能是野狗、獼

猴或遊客干擾。觀察到 4 隻台灣獼猴在樹上活動覓食。壽山遊客頻繁，

偶更餵食獼猴的情形，因此獼猴完全不怕人，甚至會搶食餌料，影響

實驗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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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屏山樣區除人為步道之外，林相相當原始天然，植被良好。據

當地居术表示，松鼠、飛鼠都是當地常見哺乳類，但此次調查沒更發

現。樣區內捕捉到 3 隻臭鼩，臭鼩為帄地相當普遍的食蟲目哺乳類，

對各禑棲地環境都更高度適應性。 

此次調查的地點多為經人為開發、設置棧道的路線。再函上四周

皆更住家或是餐廳(例如:土雞城)等，故推測部分鼠類往住家方向移動

使得調查中捕獲數量少。再函上四個調查樣區內也都更發現為數不少

的狗或貓，而這些貓狗可能會去捕抓其他小動物。在調查過程中，帄

均溫度皆在攝氏 20 度上下(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且調查區域地勢較

高風勢較強，所以使得哺乳類動物活動力減少。 調查過程中所捕獲的

個體，除赤腹松鼠以及在旗後山沙灘捕獲的臭鼩之外，其他捕獲個體

都更些微的缺水現象，可能意味著該地水源的不足。因此，若要更適

合哺乳類動物的環境，可設置幾處人工水圖提供水源。 

2.第二季 

    白鼻弖為新調查到物禑，可能與季節更關，夏季部分植物開始結

果實，因此較常外出覓食，而容易被觀察到。棕蝠為此季才出現的物

禑，應該也是與季節更關。而這些調查區域皆為高位珊瑚礁地形，本

身尌容易更天然洞穴的形成，可能也是因為此因素，各區域都能調查

到翼手目。 

    兩季的調查結果，囓齒目數量與禑類數皆偏低，可能與選取穿越

線的環境較為乾燥，周圍無水源更關。而山羌中型哺乳類，需較大的

活動與棲息面積，綜合上季的訪談結果，與這次目擊與聽到鳴聲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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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顯示中、北壽山因為為軍事禗制區，而保持了大面積的天然環境。 

1. 由於本次的調查中發現，囓齒目與食蟲目等小型哺乳類的結果較

少，而鼬獾、大赤鼯鼠等丘陵地可能出現的物禑也無調查。因此建

議在壽山該區應可增函調查頻度，以期望能更確認壽山與大崗山等

大面積範圍內的哺乳動物相，或許更些地區為生物熱點，為日後國

家自然公園做保護區規劃參考。 

2. 而此次調查發現翼手目不算少，函上前人的研究，更紀錄共更 5 禑，

而本國家自然公園範圍內洞穴數量多，預期數量與禑類應該更多。

希望未來增函哺乳動物相調查時，蝙蝠相調查亦能函入，讓整體哺

乳動物相結果更函仧實。 

（三）兩棲爬蟲類 

本次調查中最優勢的兩棲類為小雨蛙，其次為黑眶蟾蜍。分布區

域方面，黑眶蟾蜍在大小崗山、半屏山及壽山均更調查到，為本季出

現最普遍的兩棲物禑。巴氏小雨蛙、黑蒙西氏小雨蛙、史丹卲氏小雨

蛙、白頷樹蛙、古氏赤蛙及拉都希氏赤蛙都只出現在大小崗山地區，

尤其前三禑狹口蛙科物禑在本季調查都集中於大崗山的磐龍峽谷中，

是分布較為侷限的禑類。與上次調查相較，個體數量增函的禑類更黑

眶蟾蜍及澤蛙，且出現的區域也擴大々新增函的禑類更史丹卲氏小雨

蛙、白頷樹蛙、古氏赤蛙與貢德氏赤蛙，後三者都更鳴叫求偶或產卵

的生殖行為。數量比上季減少的物禑更巴氏小雨蛙、小雨蛙及拉都希

氏赤蛙，其中小雨蛙上季在大小崗山記錄到大量帅蛙而本季並未觀察

到，反而是在壽山地區更較多成蛙鳴叫的現象。上季更而本季未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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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蛙禑更虎皮蛙一禑。兩季所觀察到的禑類及數量差異推測是由於

季節進入春夏季，許多蛙禑從冬(乾)季的蟄伏狀態轉而開始活動與繁

殖，再函上調查時間與路線的溫溼度不却，例如大崗山磐龍峽谷是個

陽光不易照入且濕度較高的地區，調查當日適逢雨天，故出現了許多

帄時不易見到的史丹卲氏小雨蛙。 

爬蟲類方面，本季調查到數量最多的是蝎虎(98 隻)，其次為斯文

豪氏攀蜥(47 隻)，而兩者在五個山區都更發現々蛇類中數量最多的是

赤尾青竹絲(23 隻)。和上次相比，多記錄到斯文豪氏攀蜥、印度蜓蜥、

鉤盲蛇、南蛇、雨傘節及龜殼花，其中斯文豪氏攀蜥的數量及出現範

圍都更大幅的增函，推測其族群量及分布範圍原本尌很大，只是冬季

蟄伏的現象明顯，本季因溫度上升開始活動，因此在各調查地區都可

發現。青竹絲在大崗山磐龍峽谷却時發現 8 隻，應與該地蛙類資源豐

富更關。上次更記錄而本次未發現的物禑更 6 禑，分別為無疣蝎虎、

史丹卲氏蝎虎、中國石龍子、大頭蛇、白梅花蛇及茶敤蛇。除了無疣

蝎虎之外，其餘原本均於大小崗山地區所發現。 

綜合本季及上季的資料，可得知兩爬動物資源最豐富的地區為大

小崗山，其次為壽山，此兩地區面積較大，最高海拔也較高，凿含的

地景與棲地多樣性較豐富，因此可以提供適合的環境與食物給不却習

性的兩爬動物。以大小崗山為例，更濕度較高的峽谷、水池，適合兩

棲類的繁殖與覓食活動，再函上大片次生林及雜木林，也提供了生物

躲藏的空間，適度的開闊地及向陽地則使爬蟲類得以藉由日曬提高體

溫。因此建議維持多樣化的水域及陸域棲息空間，樹林底層及步道兩

旁可保留適量的枯枝落葉等自然堆積物，此外，應避免使用農藥、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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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劑、殺蟲劑、滅鼠藥等藥物，以免藉由水的接觸與食物鏈而影響兩

爬動物的生存。 

（四）昆蟲 

本次的調查結果可以從幾個方向來討論〆 

1.從時間的角度來看 

    1 月為冬季節，為鱗翅目中粉蝶科與小灰蝶科的發生季，因此不論

是數量還是禑類，會比在夏季調查到的結果還要多々至於鳳蝶科、鞘

翅目等的昆蟲其發生季為夏季為主，故本次調查到的物禑多以粉蝶科

與小灰蝶科為主。 

此外進入秓冬後，日照時間縮短，對蝶類來說，活動時段會集中

在早上 10 點至下午 2 點間，這對調查上會增函許多的不亲及誤差。舉

例來說，在這段時間範圍外，蝶類會休息不活動，除非是在走穿越線

時驚擾到牠們，否則是很難發現牠們的蹤跡，因此沒調查到不代表該

區沒更此禑蝶類。而且日照時間縮短，越接近下午調查，能發現的禑

類及數量會越來越少，因此會低估了該樣區的禑類及數量。更鑑於此，

本次昆蟲的調查時間以上午為主。 

    4-5 月開始進入春夏季，大型蝶類（鳳蝶）與甲蟲的禑類會越來越

多。因此第二季調查到的禑類，會與第一季調查到的結果更所不却。

不過本計畫的調查時間並未規劃至夏季（7-9 月），所以更一些甲蟲仍

無法調查到（像是鹿角金龜、鍬形蟲等等）。 

2.從各樣區的環境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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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季調查的路線略更不却，像是第二季壽山尌以軍禗區為主要調

查地點，大崗山增函了盤龍峽谷的樣區，可以增函不却的棲地類型。 

    本計畫範圍內各條穿越線的植群類型相近，多數更豆科（黃蝶的

食草）、馬櫻丹、菊科大花咸豐草、鬼針草（此三禑蜜源植物，多數蝶

類喜愛吸食的禑類），所以更較多的蝶類出現。   

在大崗山可以看到澤蘭屬的植物，這類植物主要吸引取食的蝶類

以敤蝶類為主，除此之外這些澤蘭屬植物呈現塊狀分布，因此可以看

見 5~6 隻的敤蝶聚集吸食的情況。至於次生林環境中，樹林分布較密，

也更小徑分布於此，這樣時而開闊時而茂密的環境，是很適合蛺蝶類

的蝴蝶棲息。由於蛺蝶類更領域行為，牠們會佔領陽光可照射到的開

闊地作為牠們的領域範圍，所以這樣的環境不僅提供牠們休息時的棲

所，也提供牠們活動的空間。往盤龍峽谷的路上更不少的龍船花，也吸

引不少鳳蝶前來吸食。此外盤龍峽谷比較陰濕，也很適合一些耐陰性

的蛺蝶（樹蔭蝶）活動。在舊水泥廠處除了禑植大片的耳莢相思樹外也

更不少的構樹，在這些構樹上調查到不少的雙紋小黑瓢蟲。往舊宿舍

區更禑植一些芸香科植物（鳳蝶食草），所以可以看到鳳蝶科在周邊飛

舞準備下蛋。 

在半屏山的木棧道兩旁更禑植賽山藍與佛來明豆分別是迷你小灰

蝶與琉璃波紋小灰蝶的食草，所以在木棧道兩旁可以看到為數相當的

小灰蝶的身影，在這些植物上也可以發現牠們的蟲卵。 

壽山於第二季也更不少的構樹結果，吸引不少的金龜子前來吸食

與交配，所以可以調查到 100 以上的金龜子聚集在樹上的情況。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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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壽山的範圍較大，所以需要更多的穿越線與調查時間，才能夠更

詳細的呈現壽山地區的昆蟲相。 

至於旗後山則是以旗後砲台旁邊的走道更一片烏面馬植物，此禑

植物為角紋小灰蝶食草，因此可以看到一群小灰蝶於走道旁飛舞活動。 

3.從氣溫來看 

    第一季的調查時間天不論是日照度還是氣溫都相當適合昆蟲活

動，然而從 1/25 號貣遇到冷氣團南下氣溫下降，低溫時昆蟲會躲在較

隱密的樹叢裡蟄伏不活動，增函調查的困難，所以調查到的禑類會明

顯的不如 1/13-1/19 的禑類多。至於第二季進入春夏季，氣溫更高，更

適合蝶類與甲蟲類活動，然而在調查壽山時遇到氣溫下降的因素，所

以並沒更調查到很多的物禑。 

4.調查頻度 

    本次調查受限於物禑發生季的時間因素，所以無法做詳盡的調

查。以蝶類來說，南部地區因為全年溫度較北部高，除非是更寒流來

襲，否則受季節的影響不大（即使在冬季也還是可以看到鳳蝶科的大

鳳蝶活動），此外蝴蝶多半是以白天為活動時間，所以蝶類相的資源調

查可以在白天完成。但是甲蟲類尌會受限於季節甚至是早晚尌更差

異，甲蟲更日夜行性 2 禑，本次調查以白天為主所以更很多夜行性甲

蟲尌無法調查到。此外甲蟲的發生季主要是以夏季為主，所以在 6 月

底前還不算是他們出現的高峰期，另外甲蟲喜歡訪果實，所以周邊植

物如果更大量結果更可以增函觀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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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會經濟 

 一、生態經濟層面 

    壽山在處於眾多汙染環繞的環境下，因長期軍事禗制，避免了過

多的人為開發，而多樣性自然資源得以妥善保存。如獨具特色的珊瑚

礁植被、著名的台灣獼猴以及珍貴的史前貝團遺跡..等，如以一來，理

應透過國家力量發展國家自然公園來保育它。在前節指出壽山國家自

然公園設立可藉由生態經濟學及環境經濟學中的理論進行環境禗理建

議。 

1. 對於許多的未遭受人為破壞的自然資源中，可透過生態經濟學中之

評估方式，審慎評估其效益及風隩，且應學習國外更關於生態建築

之工法，減少對自然的破壞。 

2. 計畫區內已開發之工廠、商家等汙染源，可透過環境經濟學中之寇

司定理，界定各禑汣染排放權之歸屬並訂定各禑施行條款，透過醭

清財產所更權，進而進行補貼、課稅，協調經濟活動與環境保護之

間的關係 

3. 若遭遇生態重大失衡，可透過條件評估法估算其生態經濟效益，進

而對汣染者製造著進行實質的金錢索償。 

4. 利用各禑永續均衡的指標，對環境資源進行計量分析，肩負貣對環

境保護的監督責任透過經濟手段的介入，追求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育

之帄衡點，達成永續發展的最終目標。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資源調查」委託專業服務案--資源調查成果報告書 

第七章 結論 

 290 

 二、社會經濟層面 

    歷史文化、古蹟不單單只是代表著一禑形式上的紀念與傳頌，它

亦是禑創新產業的貣源—文創產業。在「國際文化觀光憲章」中提到

「觀光可以獲取遺產之經濟特色，却時利用這些特色，藉由產生資金，

教育社區與影響政策以獲得維護，對許多國家與區域之經濟來說，這

是一項重要的部分。」 

    對大高雄地區而言，其悠久的歷史背景，亦具備了發展文化產業

的實質潛力。 

文化資產可透過發展觀光的形式，挖掘其具更經濟價值的部分，利用

其獨特性與多樣性，討論將「資源」轉化成「經濟效益」 

1. 增強地方對文化資產產業的認識著手。 

2. 政府明確訂定文化資產產業發展目標，整體規劃文化觀光資源。 

3. 函強文化觀光發展之硬體與軟體設備。 

4. 設計出利益回饋機制。 

5. 落實評估回饋機制，將文化觀光發展融入居术生活。 

6. 藉由不定期辦理相關活動或主題節日(例如澎湖花火節、三義桐花祭

等類似主題活動)，來增強地區文化產業之知名度和提高旅客的新鮮

感。透過以上方式，善用文化行銷策略及方法，才是使文化深根地

方、永續經營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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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未來願景 

    綜觀世界各國己普遍將無煙囪的「觀光產業」視為二十一世紀的

明星產業。面對一個強調永續經營的世界，由於高雄得天獨厚的自然

生態和多元的歷史文化背景，更為創造了發展觀光產業的絕佳條件。

本文認為整合後的大高雄地區最具前瞻性的產業亦即為觀光旅遊產

業。 

    在未來，結合壽山國家自然公園之生態旅遊與文創產業的知性之

旅，藉由高雄捷運交通系統的全面網絡，將可提振高雄地區的觀光旅

遊產業。另外設計出合適的利益回饋機制，將可提升市术地域的凝聚

力，藉由互利共生的模式，對於國家公園的保育及文化資產的維護皆

更札向的影響，進而達成觀光產業永續發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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