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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目的 
 

臺灣的自然保護區系統從民國 73 年開始設置，迄今已有國家公園、自

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自然保護區、國家

自然公園和國家重要濕地等的劃設，這些保護區雖然名為保護，但大多強

調保育，亦即以明智利用為最高之宗旨，因此，除了少數的類型外，許多

的國家重大建設均可在保護區內出現。 

 

保護區分散在臺灣各地，亦有出現在離島者。就其位置而論，大多為

生物多樣性較為特殊之處，或較少受到人為之干擾而能保持一定之自然資

源，呈現臺灣之生態特色。 

 

以臺灣目前的自然保護區所在區位而言，大多在山區和海邊，出現在

海拔 1,000 公尺以下淺山地區者，大多為擁有較特別的資源或具有特殊之

生態條件。在高山上，我們有中央山脈保育廊道，在海邊，過去曾有濕地

保育廊道的構想。但是，在淺山地區，空間分布上鄰近人類，因為人類的

開發或因為諸多因素，而未有合理之保育考量。出現在這些區位的物種也

有其獨特性，譬如，八色鳥是臺灣的夏候鳥，每年 4 月來台，9 月離開，

來台期間是牠們繁殖育幼的重要時間，牠們主要出現在海拔 1,100 公尺以

下的山區森林，幾乎可以說八色鳥是這些淺山地區的代表鳥種。又譬如石

虎，石虎是瀕臨絕種的保育類野生動物，也是以 1,000 公尺以下的山區為

主要的棲息地，隨著人們的開發腳步，石虎棲地縮小或分割破碎化，造成

石虎在臺灣的分布逐漸縮小，目前僅知在苗栗縣、台中市和南投縣的丘陵

地和森林地區仍有石虎的分布。紫斑蝶也是值得一提之物種群，每年冬季

在臺灣南部均可見到成群的紫斑蝶聚集度冬，形成蝶谷的自然景觀。類似

的案例仍有許多，顯見臺灣 1,000 公尺以下的山區仍有許多值得保育之處。 

 

國家自然公園是較為新型態之保護區，目前臺灣僅有壽山一處。依據

國家公園法，國家自然公園係符合國家公園選定基準，但在資源豐富度或

面積規模上較小之區域。郭(2010)曾在推動設置國家自然公園的報告中，

建議了六種不同類型的國家自然公園，分別包括國家水域自然公園、國家

物種棲地自然公園、國家地景自然公園、國家自然紀念物公園、國家原野

自然公園和國家海域自然公園。此研究並列舉出九個以上的潛在地區，作

為未來可以推動的區位。比較可惜的是，此研究報告之地點選擇大多為個

人之觀點，雖然有生物多樣性之考量，但卻缺乏實際之物種分布資訊，且

所選擇之區域大多已是野生動物保護區或自然保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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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過去在自然保護區的劃設上，大多採由上而下的模式，亦即由中

央機關發動，經過資源普查後，再由規劃單位在地圖上劃定邊界而成。但

是，近幾年新劃定之國家重要濕地卻改採由民眾推薦，專家審議後決定之

方式進行，亦即是一種由下而上的劃設。嚴格而言，這兩種方式各有其優

點，但也有一些缺點。主要的缺點即是所依據的生物多樣性資訊缺乏圖面

的資料，比較沒有客觀的依據，而由民間提供建議者，比較理想化，常缺

乏避免劃入私有地的想法，進而導致後續的管理問題。以臺灣的現狀而論，

這種資料欠缺的情形，可由生物多樣性分布圖來改善。因此，透過更多資

訊在地理資訊系統(GIS)的彙整和分析，可以協助規劃潛在保護區之位置，

所得之內容也比較具有說服力和客觀性。 

 

本計畫之目的在於利用GIS整理臺灣1,000公尺以下生物多樣性資訊，

將之建立為 GIS 圖層與預測分布圖，並依此得到生物多樣性熱點，再選擇

特定之物種作為指標，以此建議臺灣 1,000 公尺以下哪些地區可加強保育

或適合劃設成國家自然公園。並依此成果舉辦兩場論壇，以專家座談和民

眾參與之方式，廣納意見，作為最後建議之修正依據。 

 

 

 

 

二、專業服務內容 

 
本計畫執行期間自簽約次日起 150 日曆天止。依據邀標書的內容，本

計畫之執行工作，至少包括： 

 

一、全國 1,000 公尺以下淺山區域生態資源調查及資料分析整理 

 

（一）全國既有生態資料庫資料蒐集，並以地理資訊系統(GIS)呈現調查

成果。 

 

（二）針對 1,000 公尺以下淺山區域生態資源分析，提出關鍵物種、瀕

危物種棲息或過境區域。 

 

（三）檢視上開區域是否納入「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自然保

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自然保護

區」等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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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考內政部營建署辦理「推動『國家自然公園』實施方案先期研

究」案及本案成果，提出適宜納入國家自然公園保育體系之淺山區

域。 

 

二、舉辦 2 場淺山生態保育論壇 

 

辦理淺山生態保育論壇 2 場，舉辦地點分別於臺北及高雄，邀請專家

學者、機關代表、社團法人、NGO 團體，研討淺山生態保育及管理機制，

每場次至少邀請 80 人(應提供論壇主持人出席費 3 人次、專家顧問出席費

5 人次、80 人次餐費等)，並製作 160 份大會手冊(含資料提袋)，舉辦地點、

時間及邀請對象須經內政部營建署同意，且應於提送成果報告前舉辦完成。 

 

 

 

 

 

三、成果落實方案 

 

本計畫運用 GIS，匯整了臺灣歷年生物多樣性的資料以及現有保護區

(包括國家公園、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自然保護區)之圖層。在生物多樣性資料庫方面，除了既有的基礎(李等，

2001；2002；李，2005；李，2013；李，2014；許等，2012) 外，也包括環

境影響評估之資料和林務局近年之保育研究成果。保護區之選擇上，由於

國家重要濕地為新型之保護區，雖然其保育利用計畫尚未成型，加上地方

級之國家重要濕地仍未完全明確，本計畫仍建議將國家重要濕地納入分析

之考量。 

 

由於離島的生物多樣性資料呈現不同的差異，且有部分地區之生物多

樣性資料略有不足，不能據以建立 GIS 檔案，因此本計畫之資料收集與分

析範圍，限制在臺灣本島 1,000 公尺以下之區域(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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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臺灣地形與 1,000 公尺等高線之範圍，圖中紅線為海拔 1,000 公尺

之等高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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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執行步驟如下： 

 

1. 生物多樣性資料彙整與 GIS 化 

2. 環境因子 GIS 圖層彙整 

3. 保護區 GIS 圖層彙整 

4. 重要關鍵物種之選定 

5. 重要物種分布預測 

6. 生物多樣性熱點之分析 

7. 可加強保育之淺山區域建議 

8. 舉辦淺山生態保育論壇 

9. 依據淺山生態保育論壇之意見，修正可加強保育之淺山區域，提出

最後之建議方案 

 

 

 

 

四、執行步驟及方法 

 

依據前述之分析與規畫，本計畫之工作內容分成下列九項，分別進行： 

 

 

生物多樣性資料彙整與 GIS 化 
 

由於部分外島的生物多樣性資料相對較為不足，本計畫以臺灣本島為界，

廣泛收集在 1,000 公尺以下的生物多樣性調查資料。 

 

資料收集之內容，大致涵蓋環保署的環評資料、林務局的保育研究計畫

及生態監測資料等。此外，在 TAIBIF 的 IPT (http://taibif.tw/ipt/)資料，亦收

入資料庫。 

 

由於許多的生物多樣性資料缺乏座標內容，同時，為了與過去之研究接

軌，如王(2014)、吳(2012)、李(2010，2013)、Kelly et al. (2010)、Ko et al. 

(2014)、Ko et al. (2013, 2014), Wu et al. (2013, 2012, 2014)，本計畫以 1 x 1 公

里網格方式建立物種分布圖。 

 

本計畫探討之物種對象將以繁殖鳥類、保育類哺乳類和兩棲類(青蛙)為

主，其他之物種則以保育類為重點，但也涵蓋非保育類之紫斑蝶。不過，由

於植物種類眾多，調查未能完備，加上農委會依據文資法所公告之珍貴稀有

http://taibif.tw/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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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大多已有特定之分布，也均有一定程度之保護，因此，本計畫未整合植

物分布資料。 

 

本計畫使用 ESRI 的 ArcGIS 做為資料 GIS 圖檔建置之依據，並以此作

為分析之工具。 

 

 

環境因子 GIS 圖層彙整 
 

環境因子圖層做為檢視分布圖與作為預測模式之利用，資料圖層包括

溫度、雨量、地形、水系、交通、住家、NDVI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等內容。這些資料計畫主持人已有建置，且被應用於吳

(2012)和王(2014)的研究中，為了縮短分析之時間，本計畫仍沿用這些資

料庫。 

 

 

保護區 GIS 圖層彙整 
 

保護區的圖層包括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

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自然保護區和國家重要濕地等類型(表

1)。這些圖層用於探討本計畫所建議的特定指標物種區位是否已在這些保

護區內。 

 
表 1、臺灣現有保護區一覽表 

保護區種類 名稱 

國家公園 陽明山國家公園、雪霸國家公園、太魯閣國

家公園、玉山國家公園、墾丁國家公園、台

江國家公園 

國家自然公園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自然保留區 九九峰自然保留區、墾丁高位珊瑚礁自然保

留區、烏石鼻海岸自然保留區、挖子尾自然

保留區、大武事業區臺灣穗花杉自然保留

區、大武山自然保留區、烏山頂泥火山自然

保留區、台東紅葉村台東蘇鐵自然保留區、

出雲山自然保留區、阿里山臺灣一葉蘭自然

保留區、苗栗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南澳

闊葉林自然保留區、鴛鴦湖自然保留區、插

天山自然保留區、哈盆自然保留區、坪林臺

灣油杉自然保留區、 關渡自然保留區、淡水

河紅樹林自然保留區、旭海─觀音鼻自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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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區、北投石自然保留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 玉里野生動物保護區、台東縣新武呂溪魚類

保護區、櫻花鉤吻鮭野生動物保護區、蘭陽

溪口水鳥保護區、大肚溪口野生動物保護

區、台南市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台北市野

雁保護區、宜蘭縣無尾港水鳥保護區、高雄

市楠梓仙溪野生動物保護區、新竹市濱海野

生動物保護區、台南市曾文溪口北岸黑面琵

鷺野生動物保護區、台中市高美溼地野生動

物保護區、宜蘭縣雙連埤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台中市高美溼地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客

雅溪口及香山溼地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水璉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海岸山脈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利嘉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雙鬼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茶茶

牙賴山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浸水營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鹿林山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瑞岩溪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雪

山坑溪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觀霧寬尾鳳

蝶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觀音海岸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關山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丹大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棲蘭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玉里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台東縣海端鄉新武呂溪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宜蘭縣無尾港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大肚溪口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高

雄市楠梓仙溪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台北

市中興橋永福橋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宜

蘭縣蘭陽溪口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台中

市武陵櫻花鉤吻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嘉義縣鰲鼓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塔山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台南市曾文溪口野生

動物棲息環境、台南市四草野生動物棲息環

境、雲林縣湖本八色鳥野生動物棲息環境、

宜蘭縣雙連埤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桃園

市觀音藻礁野生動物重要棲地、翡翠水庫食

蛇龜重要棲地 

自然保護區 雪霸自然保護區、海岸山脈台東蘇鐵自然保

護區、十八羅漢山自然保護區、關山臺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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棗自然保護區、大武臺灣油杉自然保護區、

甲仙四德化石自然保護區 

國家重要濕地 北門濕地、卑南溪口濕地 、夢幻湖濕地、南

澳濕地、南仁湖濕地、大鬼湖濕地、小鬼湖

濕地、洲仔濕地、成龍濕地、彌陀濕地、八

掌溪中游濕地、白河國小人工濕地、金龍湖

濕地、永安鹽田濕地、竹北蓮花寺濕地、竹

南人工濕地、竹安濕地、海生館人工濕地、

林園人工濕地、半屏湖濕地、武洛溪人工濕

地、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人工濕地、茄萣濕

地、向天湖濕地、大湳湖濕地 、六十石

山濕地、關山人工濕地、鸞山湖濕地、屏東

科技大學人工濕地、草湳濕地、草(水土)濕

地、東勢人工濕地、援中港濕地、頭前溪生

態公園、集集雙子湖濕地、名間新街冷泉濕

地、麟洛人工濕地、四重溪口濕地、四林格

山濕地、東源濕地、高雄大學濕地、崁頂濕

地、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頭社盆地

濕地、(木宜)梧濕地、大樹人工濕地、鳥松

濕地、鳳山水庫濕地、菜園濕地、曾文溪口

濕地、香山濕地、大坡池濕地、龍鑾潭濕

地、許厝港濕地、八掌溪口濕地、高美濕

地、朴子溪河口濕地、官田濕地、淡水河流

域濕地、雙連埤濕地、四草濕地、布袋鹽田

濕地、西湖濕地、花蓮溪口濕地、淡水河流

域濕地、好美寮濕地、淡水河流域濕地、新

武呂溪濕地、鹽水溪口濕地、大肚溪口濕

地、楠梓仙溪濕地、七股鹽田濕地、無尾港

濕地、淡水河流域濕地、馬太鞍濕地、嘉南

埤圳濕地、淡水河流域濕地、新豐濕地、鴛

鴦湖濕地、嘉南埤圳濕地、蘭陽溪口濕地、

嘉南埤圳濕地、五十二甲濕地、桃園埤圳濕

地、七家灣溪濕地、清水濕地、鰲鼓濕地、

慈湖濕地、青螺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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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關鍵物種之選定 
 

重要關鍵物種之選定，以一級瀕臨絕種保育類之野生動物為主，包含

屬於哺乳類的石虎(圖 2)與臺灣黑熊(圖 3)，屬於鳥類的林鵰(圖 4)、熊鷹

(圖 5)與草鴞(圖 6)，以及屬於兩棲類的觀霧山椒魚(圖 7)。其中因蛙類皆

不屬於一級瀕臨絕種保育類，所以本計畫將二級珍貴稀有保育類之蛙類

納為重要關鍵物種，包含豎琴蛙(圖 8)、諸羅樹蛙(圖 9)、橙腹樹蛙(圖 10)

與台北赤蛙(圖 11)。除了蛙類外，對於一些屬於其他等級但分布在淺山區

域、為淺山指標物種之保育類(如環頸雉，圖 12；八色鳥，圖 13)也納入

考慮；同時，非保育類之物種，如紫斑蝶(圖 14)，也列為重要關鍵物種。 

 

 

重要物種分布預測 
 

重要物種之分布預測模式，以目前較為常用者，如 GARP (Genetic 

Algorithm for Rule-set Production)、Maxent (Maximum Entropy)、ENFA 

(Ecological Niche Factor Analysis)為主。圖 15 為利用 SDM 所得之臺灣黑

熊分布圖，相較於圖 3，圖 15 的空間涵蓋度較好。另外，林鵰與橙腹樹

蛙之預測分布圖(圖 16、圖 17)，也有類似的情形。此預測模式之功能在

於補足現有生態資源調查之不足，雖然每一種模式有其特殊性，預測結

果不盡相同，也各有些微之不準確，但是，在經過適當的整合後，卻可

以提供我們對於特定動物之分布一個全面性的了解。 

 

 

生物多樣性熱點之分析 
 

生物熱點之分析以各物種類群之分布為考量依據，主要考量對象包含

哺乳類(保育類)、鳥類(保育類)及青蛙類三種類群(圖 18 至圖 20)。 

 

 

可加強保育之淺山區域建議 
 

依據重要關鍵物種之點位分布，選出可加強保育之淺山區域，將選出

之區域與現有保護區位在 GIS 下套疊，檢視這些區塊是否已有保護區之

設置。各類群保育類之熱點是否涵蓋在選出之區域內也是被檢視的一

環。此外，也參考內政部營建署辦理「推動『國家自然公園』實施方案

先期研究」一案的成果建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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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石虎之已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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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臺灣黑熊之已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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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林鵰之已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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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熊鷹之已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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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草鴞之已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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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觀霧山椒魚之已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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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豎琴蛙之已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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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諸羅樹蛙之已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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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橙腹樹蛙之已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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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台北赤蛙之已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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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二級珍貴稀有保育類環頸雉之已知分布 

  



 21 

 

圖 13、二級珍貴稀有保育類八色鳥的已知分布，八色鳥幾乎是淺山生態

的指標動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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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已知紫斑蝶的度冬蝶谷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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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利用生物分布預測模式所得之臺灣黑熊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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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利用生物分布預測模式所得之林鵰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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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利用生物分布預測模式所得之橙腹樹蛙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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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臺灣保育類哺乳類之分布(資料來源：王 2014)，以臺灣整體而

言，雖然保育類哺乳類的熱點主要出現在 1,000 公尺以上的山區，但在

1,000 公尺以下仍有很重要的瀕臨絕種物種(如石虎)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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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臺灣保育類鳥類之分布(資料來源：吳 2012)，保育類鳥類的熱點

主要出現在 1,000 公尺以上的山區，但在近 1,000 公尺的淺山區域也有不

少保育類鳥種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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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臺灣蛙類之分布，蛙類的熱點主要出現在 1,000 公尺以下的淺山

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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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淺山生態保育論壇 
 

本計畫辦理 2場淺山生態保育論壇，舉辦地點分別於台北市及高雄市。

兩場論壇皆於下午舉辦，每場次分為四節(場)，其中包括三場講題，即臺灣

的保護區現況、淺山生態的重要性以及亟需保育關注的淺山地區，與一場

綜合座談，探討內容除了本計畫之成果介紹外，也包含臺灣的自然保育體

系說明、臺灣淺山生態保育特色與問題、淺山生態保育廊道、管理機制、

討論與意見交流等。 

 

台北場舉辦日期為 104 年 12 月 18 日(圖 21)，地點為臺灣大學圖書館，

出席之專家學者包含：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中心博士後研究員柯佳吟博士、

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趙榮台研究員以及本計畫主持人等三名講者，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黃生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王穎

教授以及國立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前任所長龐元勳教授

等三位擔任與談人，林業試驗所前任所長金恆鑣博士為綜合座談之主持人。 

 

高雄場舉辦日期為 105 年 1 月 19 日(圖 22)，地點為中山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由營建署國家公園組詹德樞組長致詞，出席之專家學者包含：中國

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王鑫教授以及國立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

究所前任所長龐元勳教授等兩位主持人，農委會林務局保育組管立豪組長、

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張學文教授以及本計畫主持人等三名講者，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前任主任湯曉虞先生、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生物科技系梁世雄教授以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黃生教授

等三位擔任與談人。 

 

兩場論壇合計共有 16 為人次的講者和與談人出席，每場論壇也皆有至

少有 80 人出席，發言亦踴躍。本計畫已製作 160 份大會手冊，在兩場論壇

當天分送給出席之人員。會議中，由專人記錄各項發言內容，並做錄音，

彙整成相關之課題與建議內容。 

 

 

修正可加強保育之淺山區域，提出建議方案 
 

為了讓後續建議方案能更為周全，本計畫已依據淺山生態保育論壇之

意見，做更為周詳之考量，修正可加強保育之淺山區域，提出最後之建議

三種方案(詳見五、成果建議)，以供後續持續推動淺山生態保育和可能的

經營管理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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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淺山生態保育論壇台北場 

 

 

 

 

 
圖 22、淺山生態保育論壇高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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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果建議 

 

本計畫選取包含重要關鍵物種點位之村里範圍，作為可加強保育之淺

山區域，並表列各區域的重點物種及涵蓋範圍(表 2、圖 23，第一方案)。

若將選出之區域與現有保護區彙整(圖 24)，可以涵蓋郭(2010)所提出之建

議優先推動區域。 

 

 

 

表 2、可加強保育之淺山區域一覽表(第一方案) 

編號 行政區 重點物種 涵蓋保護區範圍 

1 新北市 林鵰、橙腹樹蛙、台北赤

蛙 

陽明山國家公園、插天山

自然保留區、哈盆自然保

留區、坪林臺灣油杉自然

保留區、淡水河紅樹林自

然保留區、宜蘭縣雙連埤

野生動物保護區、棲蘭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翡

翠水庫食蛇龜重要棲地 

2 桃園市 臺灣黑熊、熊鷹、觀霧山

椒魚、橙腹樹蛙、台北赤

蛙 

插天山自然保留區、棲蘭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3 新竹縣 林鵰  

4 苗栗縣 石虎 雪霸國家公園、三義火炎

山自然保留區、雪山坑溪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5 台中市 石虎、臺灣黑熊、環頸雉 九九峰自然保留區、大肚

溪口野生動物保護區 

6 南投縣 林鵰、豎琴蛙 丹大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 

7 彰化縣 環頸雉 大肚溪口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 

8 雲林縣 諸羅樹蛙 雲林湖本八色鳥野生動物

棲息環境 

9 嘉義縣 臺灣黑熊、林鵰、諸羅樹

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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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台南市 林鵰、草鴞、環頸雉、諸

羅樹蛙、台北赤蛙 

 

11 高雄市 臺灣黑熊、林鵰、草鴞、

環頸雉、紫斑蝶 

玉山國家公園、出雲山自

然保留區、烏山頂泥火山

自然保留區、雙鬼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十八

羅漢山自然保護區 

12 屏東縣 臺灣黑熊、林鵰、熊鷹、

草鴞、台北赤蛙、紫斑蝶 

墾丁國家公園、墾丁高位

珊瑚礁自然保留區、雙鬼

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浸水營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茶茶芽賴山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13 宜蘭縣 林鵰、環頸雉、橙腹樹蛙 哈盆自然保留區、雙連埤

野生動物保護區、棲蘭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觀

音海岸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 

14 花蓮縣 臺灣黑熊、林鵰、熊鷹、

環頸雉 

玉山國家公園、太魯閣國

家公園、丹大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水璉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 

15 台東縣 臺灣黑熊、林鵰、熊鷹、

環頸雉、橙腹樹蛙、紫斑

蝶 

台東紅葉村台東蘇鐵自然

保留區、大武山自然保留

區、台東海端鄉新武呂溪

魚類保護區、海岸山脈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關

山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雙鬼湖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利嘉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海岸山脈

台東蘇鐵自然保護區、關

山臺灣海棗自然保護區、

大武臺灣油杉自然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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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建議加強保育之淺山區域(第一方案)，本圖之編號請參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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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建議加強保育之淺山區域與現有保護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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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設立淺山生態廊道為考量，以上區域仍稍嫌不足，部分熱點區域

仍未被涵蓋，因此，本計畫將選出之區域再加上臺灣國家風景區和水庫

水質水量保護區之範圍(表 3、圖 25、圖 26)，並以此作為第二建議方案

(圖 27)。 

 

 

 

表 3、國家風景區與水庫水質水量保護區一覽表 

國家風景區 水庫水質水量保護區 

北海岸暨觀音山國家風景區、參山

國家風景區、大鵬灣國家風景區、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東北角暨宜蘭

海岸國家風景區、東部海岸國家風

景區、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茂林

國家風景區、西拉雅國家風景區、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雲嘉南濱海國

家風景區 

翡翠水庫水質水量保護區、石門水

庫水質水量保護區、大埔水庫水質

水量保護區、明德水庫水質水量保

護區、德基水庫水質水量保護區、

霧社水庫水質水量保護區、曾文水

庫水質水量保護區、南化水庫水質

水量保護區、烏山頭水庫水質水量

保護區、牡丹水庫水質水量保護區 

 

 

 

在重要關鍵物種中，八色鳥的分布以海拔 1,100 公尺以下的山區森林

為主，可說是淺山地區的代表鳥種，因此，本計畫將上述之區域加上依據

八色鳥分布所選出之區域(表 4、圖 28)，作為第三建議方案。在此部分建

議中，各物種類群的熱點幾乎已被涵蓋在內(圖 29)。 

 

建議加強保育之淺山區域(圖 23)與依據八色鳥分布所選出之區域(圖

28)疊圖後之結果如圖 30。因這些區域尚未排除都市，本計畫使用 2008

年之國土利用調查資料去除城市及村落範圍，得到之最後的建議保育區

(如圖 31)，做為最後之方案。 

 

根據最後之第三方案，桃園市之範圍(圖 32) 、台南市之範圍(圖 33)

及高雄市之範圍(圖 34)各包含 6 種物種，屏東縣之範圍(圖 35)及台東縣之

範圍(圖 36)各包含 7 種物種，皆為亟需關注的淺山生態熱點，建議未來可

先於上述區域進行淺山保護區之生態調查與規劃設置工作。此外。台中

市的大肚山地區，雖然可能因為已知資料庫的內容不完整，未進入本次

所選擇之範圍，但是，根據當地民間組織之調查資料，此區域仍具有相

當豐富的生物資源，建議未來可以加強生態資源的補查工作，確認當地

民間組織之調查資料內容，並考慮未來加強關注此地之生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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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依據八色鳥分布選出之可加強保育補充區域一覽表 

編號 行政區 涵蓋保護區範圍 

1 新北市 挖子尾自然保留區、翡翠水庫食蛇龜重要棲地 

2 桃園市  

3 新竹縣  

4 苗栗縣 苗栗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 

5 台中市 九九峰自然保留區 

6 南投縣 九九峰自然保留區、雲林湖本八色鳥野生動物棲息環

境 

7 彰化縣  

8 雲林縣 湖本八色鳥野生動物棲息環境 

9 嘉義縣  

10 台南市 甲仙四德化石自然保護區 

11 高雄市 高雄三民區楠梓仙溪野生動物保護區、甲仙四德化石

自然保護區、十八羅漢山自然保護區 

12 屏東縣  

13 宜蘭縣 烏石鼻海岸自然保留區、宜蘭縣雙連埤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觀音海岸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14 花蓮縣 太魯閣國家公園、玉山國家公園、丹大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海岸山脈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15 台東縣 台東紅葉村台東蘇鐵自然保留區、大武山自然保留

區、關山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雙鬼湖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利嘉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關山臺灣

海棗自然保護區、海岸山脈台東蘇鐵自然保護區 

 

 

 

 

近期逐漸被關注的里山之概念在於「維持開發同時注重保育」以及

「永續利用」，淺山位處開發區與深山中間之過度地帶，其定位也可以採

取里山的經驗。 

 

本計畫所建議的三個方案，均呈現在淺山可以保護的範圍內包含有非

常多的私有地，與民眾之權益息息相關，也有一些區域會因為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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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面臨開發的壓力。未來若要設置淺山地區的保護區，將可能會面臨當

地民眾之反彈，要如何與民眾、民意加強溝通，取得保育和環境永續之

共識，同時也能兼顧經濟之發展，將會是需要再多加思考的課題。另外

因現有之調查資料並不全面，本計畫建議未來應多增加基礎生物調查，

以提供更完整之生態參考資訊，作為後續規畫之參考。 

 

 
 

圖 25、建議加強保育之淺山區域與國家風景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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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建議加強保育之淺山區域與水庫水質水量保護區空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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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建議加強保育之淺山區域、國家風景區及水庫水質水量保護區之

空間關係(第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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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依據八色鳥的分布所選出之可加強保育補充區域，編號請參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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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依據八色鳥分布選出之可加強保育補充區域以及建議加強保育之

淺山區域、國家風景區、水庫水質水量保護區空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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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建議加強保育之淺山區域與依據八色鳥分布所選出之區域疊圖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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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建議加強保育之淺山區域與依據八色鳥分布所選出之區域，去除

城市及村落範圍後之示意圖(第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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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桃園市之建議保育區範圍，重點物種種類請參考表 2 及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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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台南市之建議保育區範圍，重點物種種類請參考表 2 及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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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高雄市之建議保育區範圍，重點物種種類請參考表 2 及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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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屏東縣之建議保育區範圍，重點物種種類請參考表 2 及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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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台東縣之建議保育區範圍，重點物種種類請參考表 2 及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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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期中報告書審查意見與回覆 

審查意見 回覆與辦理情形 

1. 目前建議加強保育之淺山區域

佔整個淺山地區的比例頗高，

因此將之全部列入保護區的可

行性不高 

所選取之區塊已從鄉鎮市界更改為

村里界。未來在規劃時可分為優先

區與非優先區，以急迫性為主，再

依現有保護區覆蓋部分作為次要區

域  

2. 可否套疊都市計畫圖，區分都

市範圍及非都市範圍？ 

很多地方都在變更設定，使用不

易，建議後續案件再深入研析 

3. 利用土地利用資料比對選取區

域是否有可行性？ 

已採用 2008 年之國土利用調查資

料去除城市及村落範圍，所得之結

果如圖 29 所示 

4. 因本計畫定義淺山為 1000 公尺

以下區域，製圖成果建議將

1000m 以上的資料剃除 

因只是資料呈現，不去掉 1000 公

尺以上範圍應該無大礙 

5. 淺山生態系與里山倡議的關

係，是否可在結論中加入討

論？ 

本案工作內容僅作資料庫調查，可

以考慮放入，並已委請論壇的主講

者闡釋里山倡議的內容，作深入的

討論。有鑑於里山倡議的內容與淺

山生態仍有一些差異，建議在後續

的相關計畫中，再納入評估 

6. 報告書第 26 頁圖 18 保育類哺

乳類之分布，壽山和美濃地區

近乎為零，似不合理，請釐清

套疊分析之資料是否正確 

因分布預測只有 70-80%的準確

度，且受限於現有點位，導致最後

結果中壽山的保育類哺乳類點位不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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