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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琁地理資訊  成果報告書 

1. 計畫概述 

1.1.計畫緣起 

生物多樣性是一個區域的所有生物性資源的統合。近 20 年來，

世界的自然保育機構，莫不以建立生物多樣性為基本的工作重點，

生物多樣性資料庫、物種分布、物種生態特性與需求、特殊生態系、

瀕危物種、…等資料，均是這些資料庫建置的重點項目之一。 

臺灣發展生物多樣性已有一段時間，在林務局已建有自然資源

與生態資料庫，其中生物多樣性資料為其重要的內容之一。營建署

自 20 多年前成立第一個國家公園後，近年來以陸續完成 7 個國家公

園的設置，各個國家公園管理處也依其資源特性，進行了非常多的

資源調查工作，同時，也發展了許多的資料庫與 GIS 圖層。不過，

過去因為技術與資訊平台上的限制，這些資料並沒有得到適當的儲

存與合理的利用。為了要彙整這些寶貴的基本資料，以作為往後國

家公園保育經營管理之參考依據，並作為保育知識平台，提供各界

了解臺灣國家公園的生物多樣性之美與珍貴，特研擬本計畫。 

美國地理學者指出以 GIS 適合作為國家公園資料儲存、管理、

分析與呈現的工具（Dye & Shaw, 2007），Trisurat （2006）利用

泰國 GIS 將帕砧森林保護區－包括帕砧國家公園（Pha Taem 

National Park）在內的多處保護區－分為 30 公尺 30 公尺的網格，

計算其空間特性後予以分類，再依分類結果劃設分區，而 Munroe

等學者（2007）則是配合統計方法，驗證 Celaque 國家公園所劃設

的保護區是否真能避免棲地分裂，對於國家公園管理成效的評估極

有幫助。 

在生物多樣性的相關應用上多用於物種與棲地的監測，包括其

分布與變遷情形，例如宏都拉斯 Celaque 國家公園長期以來利用衛

星監測地形地物之變遷，Southworth 等學者（2004）為分析範圍內

森林面積消長以及其棲地特性的變遷，遂利用 GIS 計算森林面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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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結構指數，此類研究可使常態性的物種監測結果更具意義；以

綜合性的研究而言，Bailey 等人（2006）為進行英國南部 Chilterns

地區原生樹林效益最大化之研究，透過文獻回顧訂定生物多樣性效

益、二氧化碳固定效益、景觀效益及遊憩效益的空間特性（例如原

生樹林覆蓋率 20%至 29.9%時，生物多樣性效益最高，覆蓋率遞增

或遞減時，生物多樣性效益均隨之下降），再利用 GIS 預測該地區

原生樹林之效益，利用最基本的疊圖功能即可獲知復育措施應如何

進行。以上研究在在證實了 GIS 對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

亦可知系統平台開發、資料滙入，以及成果應用與驗證 3 者環環相

扣。 

為有效管理與保育國家公園內自然環境與生物多樣性，前於 91

年委託建立「國家公園保育與經營管理成效評估準則」（李玲玲等，

2003），並選出適用於監測與評估每個國家公園的「一般指標」、

適用於監測與評估具有特殊環境條件（海洋與海岸）的國家公園「特

定指標」、以及會影響國家公園環境與生物多樣性，但其變化非為

國家公園掌控的「外部指標」（如氣候變遷與國家公園周邊地區的

變化）等共 44 項指標，作為監測與評估保育與經營管理成效的依據。

然而，該研究也發現由於大部分的國家公園目前無法充分建立園區

內生物多樣性與環境監測模式，且在進行長期監測時，如監測項目

中屬於地景與生態系尺度的項目，必須取得適當尺度之衛星影像與

航照的圖層，有效利用地理資訊系統，配合現地的調查才能進行。

雖各國家公園均已陸續建置了相關的軟硬體設備及生物與環境資料

庫，但資料內容多屬於敘述性質，雖便於搜尋文件與名錄，但不適

於分析長期監測之量化資料，且資料庫的格式不一致，不利於國家

公園系統整體資料的整合與分析。再者，為永續保育生態體系，各

國家公園歷年致力於執行資源研究與保育計畫，進行自然生態調查

研究及生態棲地監測、棲地保育及瀕危物種復育等工作與研究案，

惟上述研究計畫最後均以紙本報告結案，GPS 座標定位點資訊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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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嚴重影響研究成果的應用價值與後續發展，國家公園保育研究計

畫、資料庫、保育成效評量系統等方面遂無法有效整合。 

為改善旨揭問題，爰結合特有生物保育中心、林業試驗所提擬

生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建置計畫，並經 96 年 7 月 9 日行政院院台

建字第 0960027673 號函核定，考量唯有輸入正確且適當的資料，

GIS 才能真正成為輔助決策的工具，故 97 年度計畫擬以回溯、整合

歷年相關研究成果為主，並藉由實際運用歷年資料進行研究，驗證

其應用性與可行性，期能藉由生態系各種資源調查標準作業程序之

建立、資料庫建立，以及自動化評量系統之建置等，分期、分區逐

年建構臺灣國家公園之自然資源資料庫和保育決策支援系統，做為

國家公園經營管理的方針。 

 

1.2.計畫名稱 

本專案名稱為『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建置計畫』。 

 

1.3.計畫目標 

依據「國家地理資訊系統建置及推動十年計畫」，於自然資源

與生態資料庫工作分組架構下推動國家公園基礎性圖資及資料庫建

置，並透過資料標準制度之建立實現資料流通、供應等需求，同時

輔以網際網路技術建立應用性系統，及前述各項資料流通共享環

境，達成生物資源、生態環境區域等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網絡化之

目的。 

本計畫具體目標為以各國家公園管理處既有之生物資源資料庫

為基礎，透過 web 2.0 架構規劃並開發「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理

資訊系統」應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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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計畫整體需求 

本計畫之工作整體需求包括： 

本計畫建置之「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以網際網

路為發展平臺，各管理處既有之野生動物調查資料庫為基礎， web 

2.0 概念整合各處之生物調查資源成果；再將資料庫整合成果配合

GIS 地理資訊技術，定期上傳至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使全國生

態調查資訊得以發揮最大之共享與交流效益。 

本計畫之各項作業在資料交換規格方面須符合自然資源與生態

資料庫工作分組之標準規範，在系統設計推廣方面則考慮到與各處

之間的整合可行性以及未來擴充性。 

各項作業須以安全性為最基本考量點，遵守相關資通安全作業

規範及相關規定。 

針對本計畫中規劃採用之軟體設備及計畫成果系統操作，提供

教育訓練，達成技術移轉。 

軟硬體採購。 

 

1.5.計畫工作項目及需求 

本計畫工作架構大致如圖 1-1所示，詳如下列各點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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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墾

1-5

「國家公園生
物多樣性地理
資訊系統」

玉玉

陽陽

太太

雪雪

金金

東

7處國家公園調查分區
劃分

東

既有相關研究資料 歷次物種調查結果與空
間資訊建檔

生物多樣性暨地理資訊
系統標準化作業

標準化作業流程

標準化作業文件

 

圖 1-1  「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工作架構 

(一)國家公園歷年生物多樣性相關研究成果彙整 

1.國家公園調查分區之劃分 

就未來臺灣 7 個國家公園的生物多樣性調查工作，包括

地景、生態系、動植物資源（至少包括哺乳類、鳥類、爬蟲

類、兩生類、魚類、蝴蝶、蜻蜓、蝦蟹螺貝、植物、其他類

特殊生物等）等，進行調查分區、地點、方法、時程、資料

收集方式、資料建檔、資料庫標準化等內容，進行規劃。調

查分區之規劃，除了兼顧生態系分區外，以各國家公園的 GIS

為規劃之基礎。 

2.物種調查結果與空間資訊之建檔 

就臺灣 7 個國家公園現有的生物多樣性資料（本年度以

陸域資料為主）進行彙整，此項工作將國家公園已有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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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研究報告與相關資料，進行彙整，並建置 GIS 資料圖層

與資料庫，所建立之資料圖層，其空間解析度，依據現有資

料的內容與特色而定，至少應達 1 x 1 公里的精度。 

整理臺灣 7 個國家公園的空間資料，彙整已有的 GIS 圖

層（至少 50 幅），建立空間資料庫。 

(二)「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料庫與知識平台」入口網頁系統規劃建置 

承上，為建立便於使用管理之系統介面，整合本系統之入

口網頁形式與功能。 

1.將各處的資料庫以分散式資料庫方式加以整合為本案的集中

式副本資料庫，原始資料仍由各處自行管理，再經由自動化

更新機制定期更新至本資料庫中。再由本資料庫統一更新至

特生中心資料庫。為保留未來資料整合的彈性，交換格式以

開放式 XML 為原則，交換方式視各處建置資料庫方式之不同

可使用不同的交換技術，如 FTP 交換、web-cgi、SOA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架構之 SOAP（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及直接檔案上傳等多元交換方式。 

2.本系統除以網頁方式提供使用者進行資料查詢之外，另須對重

點查詢功能以 SOA 架構方式提供網路資料查詢服務元件之

建置，以供營建署及外界之應用系統可透過網路元件之方式

查詢使用本資料庫，提供方式應包括 SOAP 之 XML 回應與

web-cgi 之 html 回應，以便系統整合之用。 

3.入口網頁 GIS 畫面需依照各處所在位置顯示該區域範圍圖入

口網頁畫面，系統程式依登入帳號判斷所在位置或選擇所欲

觀看的區域，自動將入口畫面呈現該區域。 

4.入口網頁須能配合現地資料調查作業之儲存格式，提供資料上

傳、下載之交換功能；另外提供相關統計報表輸出功能 

5.各入口網頁系統之使用權限與管理，需分成系統管理者、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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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者、系統應用者三類。 

6.為有利於系統推廣應用，入口網頁之各項資料查詢、地圖展

示、以及資料上傳下載等功能，均應避免使用者下載 plug-in

或外掛元件。 

(三)「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生物資料調查作業系統開發 

本計畫擬建置之系統使用者包括對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有

興趣的專家學者、學生、志工及社會人士，管理者則以營建署

相關人員為主。 

資料庫應以適當的分層目錄便利使用者瀏覽、連結，查詢

功能應包括而管理資料庫目錄之各項功能應以非資訊專業人員

亦能方便操作的後門程式建立之，其他要求如下所述。 

1.生物多樣性調查與資料管理標準化作業 

規劃臺灣 7 個國家公園的生物多樣性資料庫之內容與資

料庫項目，並規劃相關的資料庫管理系統。並就前述之各類

型生物之調查方法與資料建檔作業，規劃一致、可行、適地

之標準化作業內容。為了整合各國家公園之資源特性與異質

性，應辦理數場相關知識技術移轉會議，詳細工作內容請見

下方工作項目「5.相關知識技術移轉」說明。 

2.系統開發 

進行臺灣 7 個國家公園的生物多樣性與空間資料庫之建

置，並就相關可供民眾瀏覽的資料內容，建置以網路為基礎

的展示系統。 

規劃國家公園整體生物多樣性資料庫所需的軟硬體平

台，依規劃內容，購置相關的軟體，並建置相關的資訊平台

與展示系統。 

本系統之規格及相關需求如下，廠商於服務建議書中得

就專業提出細節性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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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現地調查系統須能整合 GPS 定位資訊、數位相片紀錄檔案

資訊（EXIF）等，提供使用者最方便的現地作業操作環境。

廠商須於建議書中提出具體可行之資訊整合儲存解決方

案。 

(2)廠商亦須針對傳統習慣使用紙本進行調查作業之研究人

員，提出於本計畫中，具體可行之資訊上傳與整合應用之

作業方式規劃。 

3.本伺服系統主要功能是擔任與各處系統間之資料整合、交換、

供應中心，另外並架設 GIS 網路伺服應用軟體，提供各處系

統之地理資訊分析查詢需求。 

4.本系統應考慮資料庫安全與系統備援等需求，規劃軟硬整體建

置架構。 

5.資料庫方面須考量開放性及與相容性，並透過自然資源與生態

資料庫工作分組制定之標準格式提供各處資料交換與分享，

促進資訊交流。 

6.資料庫查詢功能至少應包括類別查詢、特有性查詢、保育等級

查詢等條件。查詢結果則至少提供物種基本資料、物種資料

來源、物種分布地圖、物種照片…….等資訊。 

7.地理資訊應用方面，為了能讓各處及使用者均能充分應用地理

資訊系統分析應用技術，提升學術研究或業務管理之效率，

將統一由本系統架設 GIS 網路伺服應用軟體，提供各處 GIS

分析查詢需求。在 GIS 網路伺服應用軟體之功能規格上，地

理資訊查詢功能至少應包括國家公園範圍查詢及使用者自訂

範圍查詢等功能，查詢結果則需以圖示方式標註於地圖相對

位置，並力求介面操作之方便性與友善度，提升使用者的使

用意願。 

8.本系統需記錄並統計各處及使用者進行資料庫分析查詢之時

段、次數及提供分析使用者習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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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相關知識技術移轉 

此部分之相關知識技術移轉應以會議形式為之，連同「1.生物

多樣性暨地理資訊系統標準化作業」之溝通協調工作，預計

辦理會議共計 4 場（北、中、南、東各一場）。 

(四)辦理系統使用教育訓練及導入推廣 

1.訂定本系統教育訓練計畫及辦理人才培訓課程及研習計畫。 

2.協助本系統成果資料彙報宣導推廣等事宜。 

(五)專家會議及工作會議 

1.為求計畫周延及廣納各方意見，須邀集國內相關領域之專家學

者及行政機關代表定期召開專家會議，廠商應進行相關簡報

與討論事項。 

2.廠商應定期安排工作會議（每 2 個月 1 次），就整體工作進

度及結果進行報告及討論，確保計畫有效執行。 

 

1.6.保固需求 

本計畫於計畫結束後保固期間，廠商應指定所屬人員負責

保固服務，並自驗收日起，提供系統正常運作之 1 年保固服務，

並協助營建署於各項規劃案提資料庫分組會議時，進行規劃案

之說明。 

承包廠商應於驗收後保固期間內，針對系統提供問題解決

說明文件。 

 

1.7.管理需求 

(一)計畫進行期間，投標廠商應設置工作小組及安排工作小組成員分

工，負責本案工作之規劃、建置及推動。相關事項如下： 

1.投標廠商需派 1 名程式工程師駐點（至少 30 天）進行系統程

式開發與維護及 1 位行政專員（每週 1 天）負責本計畫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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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控管，整體建置時程安排，另同時負責與本系統使用者的

溝通協調。 

2.執行符合本計畫各項工作項目及需求。 

3.本計畫所需之文件及產品製作。 

4.安排技術移轉、輔導上線及教育訓練。 

5.協助處理與本計畫相關之事項。 

(二)承包廠商於工作執行期間，須依雙方契約之規定召開各項會議並

提送各階段報告書（會議紀錄等相關文件列入報告附錄），並

持續追蹤會議決議處理情形，作成紀錄。 

(三)承包廠商依工作項目及需求，召開專家會議及工作會議，其相關

行政作業及專家學者出席費等，由承包廠商支付。得標廠商駐

點人員之差旅費用亦由承包廠商支付。 

(四)承包廠商駐點人員所需之軟硬體皆須由承包廠商自行提供，使用

之軟體須為合法版權。為提升程式工程師的本質學能，得標廠

商得在營建署同意下，對程式工程師進行輪訓，其受訓及隨同

營建署出勤差旅費用由承包廠商支付。 

(五)雙方會議所需資料涉及承包廠商須提出者，由承包廠商提供與會

人員足夠份數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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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物多樣性資料庫建置 

2.1.建檔方法 

本年度計劃擬就台灣七個國家公園現有的陸域脊椎動物之生物多樣

性資料進行彙整，利用既有的 GIS 網格圖，將可以建立物種空間分布資

料的陸域脊椎動物資源調查研究報告與相關研究成果，依據調查的物種

內容，建置國家公園生物物種的空間分布資料庫與 GIS 資料圖層。 

由於過去的保育調查研究計畫比較少運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

紀錄調查點的位置，目前資料圖層的空間解析度會因為受到原始調查資

料的限制而多以網格的方式呈現。其中，本島的國家公園將採取 1 x 1

公里網格系統（圖 2-1～圖 2-2），金門國家公園為 500 x 500 公尺（圖 

2-3），而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則以兩秒系統（約 60 x 60 公尺）的網格解

析度（圖 2-4）來呈現陸域脊椎動物的分布情形。此外，部分國家公園

另有設立紅外線照相機記錄動物之出沒情形者，則建立其點位的物種分

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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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台灣地區 1 x 1 公里網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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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本島 1 x 1 公里網格系統與網格編號（TW2/97，以陽明山國家公園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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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金門國家公園網格（500 x 500 公尺） 

 

圖 2-4  東沙環礁公園兩秒系統（約 60 x 6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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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資料庫建置流程 
整個資料庫的建置，採用以下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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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取得歷年的國家公園生物資源調查研究報告時，給予文件編

號，並以CSV檔案格式（圖 2-5）將報告的調查時間、調查地點、計畫

主持人、及物種在每個網格中的豐量對數值（log）記錄在標準的檔案上。

接著再將一系列的CSV檔案合併成DAT檔（圖 2-6），紀錄每個物種在

各個網格上的相對豐量，然後轉成DBF形式的物種分布檔（圖 2-7），

完成以GIS軟體建立歷年研究報告的GIS資料圖層，並建置七個國家公園

的生物多樣性空間分布資料庫（圖 2-8）。 

 

 
圖 2-5  報告文獻.CSV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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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DAT 檔案 

 
圖 2-7  物種分布檔.D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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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物種分布 GIS 圖（赤尾青竹絲，陽明山） 

 

2.3.成果概述 

本年度的計畫共取得 506 篇國家公園研究報告（附錄一）。由於本

年度以生物中的脊椎動物（哺乳類、鳥類、爬蟲類、兩生類及淡水魚類）

為重點，又加上空間分布資料的精度要求在 1 × 1 公里，因此許多不屬

於這方面物種的報告或紀錄精度太粗者，便無法建立其分布資料。最後

的實際建檔者，共有 79 篇（附錄二），分屬墾丁 11 篇、玉山 17 篇、

太魯閣 12 篇、陽明山 11 篇、雪霸 6 篇、金門 19 篇以及東沙環礁 3 

篇。就物種類型而言，以哺乳類及鳥類的資訊最多，皆達 44 篇；兩生

類次之，有 18 篇；爬蟲類有 15 篇；其中以魚類最少，僅有 11 篇。

以上研究報告數量統計整理於表 2-1，而依照 2.2 節所描述之資料整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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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本年度建置之陸域脊椎動物分布圖共 801 幅，圖層清單詳見附錄三。 

在歷年的國家公園保育研究報告中，資料年代最早的為 1983 年。

早期的資料因為空間解析度無法達到本計劃的要求而被割愛，甚為可

惜。隨著空間技術的進步，以及 GIS 和 GPS 技術的普及，可看出近十

年可供運用的的研究報告數量逐漸增多，但是仍有一些的保育研究報

告，在空間資訊的紀錄上仍未達到理想的情形。未來希望各管理處能夠

在現有的基礎上，請負責執行計劃的研究人員注意這個課題。 

表 2-1  本計劃所整理且建分布檔的研究計畫數量統計 

物種類別 
國家公園 成立年

(民國) 
報告

總數
哺乳類 鳥類 兩生類 爬蟲類 魚類 

墾丁 73 11 3 5 1 1 2 

玉山 74 17 13 10 3 3 1 

陽明山 74 11 8 7 7 4 0 

太魯閣 75 12 8 6 2 1 0 

雪霸 81 6 3 3 4 4 0 

金門 84 19 7 11 1 0 5 

東沙環礁 96 3 2 2 0 2 3 

總數 79 44 44 18 1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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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物資源調查標準制度 

3.1.調查概論 

一、何謂調查： 

調查係指有系統性地針對某類事物進行觀察及測量，其目的

無非是希望藉由簡單且標準的程序，而對整體結構有初步的瞭

解。而生物資源調查來說，最單純的目標就是：有哪些生物？數

量有多少？分布在哪裡？由於各動物的習性與特性差異甚大，為

獲得這些相關資訊，往往需要同時採用多種方式進行。所以為了

使得每次的調查結果都能夠進行比較，研究者必須選定一標準的

調查方式，從一而終的採用相同方法，並且具體的描述方法過程，

以便後人能夠依循此法進行重複。如此一來，各管理處便能有效

率地累積各調查資料，並透過這些結果，而對當地生物資源有進

一步的瞭解。 

 
二、調查的目的： 

不同的研究計畫都有其特定的目的，綜觀過去各管理處的調

查計畫，不外乎分為以下四類：（1）普查、（2）監測、（3）研

究、（4）採樣，以下逐一說明。 

1.普查 

就是生物相的普遍調查，可針對所有物種或部分類群進行調

查。一般來說，對於尚未調查過的區域，建議在第一次調查時能

夠採用普查的形式，而良好的普查應該著重於大面積的搜查，期

望能對該區域有整體性的瞭解：因此，樣區數量越多越好，分布

越廣泛越好。但相對來說，執行普查的頻度也會隨之降低。而季

節的劃分，若為兩季則以該區域的乾濕兩季為代表；若為四季，

則依據該區域的春夏秋冬季來劃分，若無明顯的季節劃分，則可

採用一月（冬）、四月（春）、七月（夏）、十月（秋）等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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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分法也需要該管理處的行政配合，方可執行。在國家公園生

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中，最需要的就是這些廣泛性的普查資料。 

 
2.監測 

監測為延續普查後的進階調查，透過先前普查的結果，針對

某些地區的特定類群（或物種）來進行監測調查。監測的項目通

常比較精細，甚至需要記錄微棲地與行為等項目，而監測通常有

其特殊目的，多半是想要瞭解某類群的消長變化，因此，所調查

的區域比較侷限、樣區數量較少；相對上要調查的頻度則必須增

加，若遇到特殊的天候狀況，亦可酌量調整調查頻度。在國家公

園生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中，監測的資料則可以反映出物種消

長的結果。 

 
3.研究 

「研究」係針對某特定物種進行特定目的的實驗，一般常見

的為「生物學研究」、「行為研究」、「生殖生態學研究」…，

這類「研究」大多有其「研究假說」，而實驗的進行則圍繞在假

說的驗證。這些「研究」的進行多半在野外進行，但樣區非常侷

限，且調查頻度與其研究目的有關；而在實驗過程中，會順帶記

錄該物種的分布資料。而在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

中，這些研究過程中所記錄的分布資料，雖然貢獻不多，且不完

全符合核心欄位的規劃，但這類資料仍有其存在的價值，因此，

還是要將這類資料匯入此系統中。 

 
4.採樣 

採樣工作也是「研究」的一部分，但這類「研究」並不在野

外進行，僅需要在野外「採樣」回實驗室進行分析，如；「分子

親緣關係研究」、「生理生態研究」…等，目的僅需要抓到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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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即可，並不牽涉到調查方法的選用與樣區大小的規劃。所以在國

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中，僅需要匯入採集該物種的時

間、地點等資料即可，無須受限於樣區大小、調查方法的約束。 

 

3.2.生物資源調查標準流程 

基本上，生物資源的調查工作有一定的調查流程（圖 3-1）。

概念上，可分為事前準備、執行調查和後續處理等三大部分。前者

以調查地點的選定和調查方法的運用最為重要，而後者則以資料的

數位化和分析工作為重。因此，為了要完成理想的調查工作，有必

要就調查地點、調查方法和資料建檔等步驟，建立標準化的流程和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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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生物資源調查標準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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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調查地點規劃 

調查地點的選定需考慮此地區的生態代表性（如生態分區、海

拔高度與植群）、統計上的有效性、道路可及性以及現有資料的狀

態。 

以鳥類為例 
1.「調查樣區」、「調查樣線」以及「取樣點」 

「調查樣區」是針對渡冬水鳥所設計；「調查樣線」則是調

查繁殖水鳥時，在一個區域內所選擇的一條穿越線。而調查樣區

和調查樣線內皆含有數個「取樣點」，為了避免統計分析上可能

發生的問題，每一個取樣點的距離必須至少達 200 m 以上（丁宗

蘇 1993）以避免重複取樣。調查樣區、調查樣線與取樣點必須具

有生態上的代表性，可考量的因子如植群、氣象、海拔高度、坡

向等。又由於調查時程上的考量，每一個調查樣區或樣線應該由

同一個人完成，加上由於各取樣點之距離頗長，在山區可能會造

成問題，故我們限制調查樣區、調查樣線與取樣點的位置必須具

有交通可及性。 

2.實際選取調查區域範圍 

金門國家公園與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採取全島調查的方式，僅

本島的五個國家公園需做調查分區的規劃。我們以全台灣 1 x 1 

公里網格系統為依據，無論是調查樣區或調查樣線皆先選擇「核

心網格」，再視各樣區或樣線情況向外設定一至數個「延伸網格」

（圖 3-2），如此以核心網格加上延伸網格範圍作為完整的調查樣

區或調查樣線之範圍，在每個調查樣區或每條調查樣線上選擇 10

個取樣點。 

調查區域之選定應配合各種空間圖層作為輔助，包括生態分

區（圖 3-3）、海拔高度（圖 3-4）、植被分布（圖 3-5）、道路

分布（圖 3-6，此處僅顯示國道、省道、縣市道路及鄉鎮道路，實

際選點時需一併考慮林道與步道之可及性），以及部分地區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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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化影像等空間資訊。規劃時可使用生態分區為基礎，將各個國

家公園區分成數個大區塊，然後在每個區塊下套入等高線圖、植

群圖與各種道路圖，最後再由調查人員依照不同需求以及現場狀

況選擇合適的核心網格與延伸網格。 

 

圖 3-2  核心網格與延伸網格（以太魯閣國家公園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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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全台灣之生態分區圖（蘇鴻傑，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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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全台灣海拔分布圖 

3-8 



群琁地理資訊  成果報告書 

圖 3-5  全台灣植被分布（簡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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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全台灣各類型的道路分布（簡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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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在各國家公園為鳥類監測所規劃之核心網格如圖 3-7～

圖 3-11（無顏色填滿之方框為交通可及之網格，紅色為本計劃建議

之鳥類監測核心網格）。面積較小的國家公園如陽明山及墾丁國家

公園，選取的核心網格數以不含邊界網格數的 5%為原則，而面積較

大的國家公園如雪霸、玉山及太魯閣國家公園，由於考慮交通可及

性，原則上以 15 為核心網格數的上限（表 3-1）。 

表 3-1  國家公園核心網格數 

國家

公園 

不含邊界 

網格數 

交通可及 

網格數 

原則 

網格數 

選取 

網格數 

YMS 88 51 5 5 

SP 689 119 15 17 

YS 956 114 15 17 

TRK 868 102 15 17 

KT 127 66 7 7 

 
本計劃依照生態分區圖將國家公園分成 3 至 5 個大區塊（圖

3-12，以太魯閣國家公園為例），依各分區的面積比例配給一定的

網格數，在每個區塊內以每 500 公尺為一層（圖 3-13）進行分層抽

樣。在每一層內我們疊上植被圖（圖 3-14，建議以簡化版），以人

工直接選取的方式沿著交通可及處，在各類型植被中分別選出 1 至

2 個核心網格（以太魯閣國家公園為例，共選出 15 個核心網格）作

為建議之鳥類監測地點。最後，由於全球氣溫持續上升，許多鳥類

的分布上限出現了往高海拔處移動的現象，因此可在高山型的國家

公園內，另外再增加 1 至 3 個 3000 公尺以上的核心網格。這些鳥

類監測的調查區域，未來可在調查人員實際到達調查現場時，再依

現場狀況進行調整，同時於核心網格周圍選取合適的延伸網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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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陽明山國家公園鳥類調查的建議地點 

 

 

 

 

 

 

 

 

 

 

 

 

 

圖 3-8  雪霸國家公園鳥類調查的建議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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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玉山國家公園鳥類調查的建議地點 

 

 

 

 

 

 

 

 

 

 

 

 

圖 3-10  太魯閣國家公園鳥類調查的建議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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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墾丁國家公園鳥類調查的建議地點 

 

 

 

 

 

 

 

 

 

 

 

 

圖 3-12  國家公園生態分區圖（以太魯閣國家公園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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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國家公園海拔分布圖（以太魯閣國家公園為例） 

 

 

 

 

 

 

 

 

 

 

 

 

 

圖 3-14  國家公園植被分布圖（以太魯閣國家公園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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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標準調查方法 

動植物調查在國內外皆有許多的標準化建議，如 Sutherland 所編寫

的 Ecological Census Techniques 和 Hill 等人（2005）所編寫的 Handbook 

of Biodiversity Methods- Survey, Evaluation and Monitoring；在國內則有環

保署的「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與「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本計

劃將這些內容依據台灣的現況調整如下： 

 
一、動物調查方法 

1.哺乳類動物 

由於哺乳類動物體型差異極大，活動時段也不同，要同時採用

多種調查方法，才能獲得調查區域內的各種哺乳動物資料，又

加上調查時，若欲獲得族群豐度之資訊，必須採用國際間所沿

用之標準方法。以下僅就台灣過去一般研究人員所使用之調查

方法，分別介紹。 

（1）穿越線法 

【方法】在樣區內選擇適當之穿越線，以徒步緩行方式，記錄

沿線所目擊之哺乳類動物的種類、隻數、座標、棲地

類型以及動物之活動狀況，並記錄所發現之哺乳類動

物的叫聲、足跡、排遺、食痕、掘痕、窩穴、殘骸等

跡相，據此判斷動物之種類並估計其相對數量。夜間

則是以強力探照燈搜尋夜行性動物之蹤跡，並記錄其

是否有鳴叫聲。日、夜間均需要各進行乙次。 

【對象】以中、大型哺乳類動物為主要觀察對象，但亦可用於

部分小型哺乳動物。 

 
（2）定點觀察 

【方法】選擇哺乳類動物可能經過或出現之地點以及棲息之洞

穴，以守候觀察或設立紅外線照相機拍攝之。此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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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適合觀察優勢物種，可以得到豐度資訊，不過，非

常耗費人力或財力，且所得之數據可能達不到最理想

之程度。但相對的，若地點恰當，則可能可以偵測到

一些稀有性之物種。 

【對象】一般用於較特定之調查工作上，曾用於觀察飛鼠、蝙

蝠與食肉目動物。 

 
（3）紅外線自動照相機 

【方法】紅外線自動照相機的原理是利用熱感應器引發內裝高

感度底片(如 ISO400 度以上)的傳統相機或數位相機，

拍攝感應範圍內的哺乳動物與鳥類。設置地點以獸

徑、水域旁、橫倒木邊為佳，亦可在開闊處設置誘餌

吸引動物接近拍攝範圍內。架設相機時，最好與拍攝

點呈 45 度角，焦距設在 3 到 5 公尺處。此法不會傷害

動物，可發現隱密性高的物種，而且花費人力少，調

查人員也不用滯留在調查區中，但因相機容易失竊或

故障，造成維修上的問題且花費金額較多，而且常有

重複拍攝同一隻動物的結果。 

【對象】此法常用於大型哺乳動物的調查。 

 
（4）設置氣味站 

【方法】氣味站的原理是利用動物被特殊氣味吸引而接近嗅聞

時，在預先鋪設的沙土上留下腳印，或被紅外線自動

照相機所拍攝，藉此辨識物種。設置氣味站的地點以

獸徑、水域旁為主。在選定的位置整理出半徑至少一

公尺的圓形平坦區域，並舖上約 0.5 公分厚的鬆軟土

壤，在圓心豎立樹枝或其他支撐物，枝上安置有強烈

氣味之物，如：魚肉塊、魚內臟、魚肝油、芳香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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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動物尿液的棉花球等。 

【對象】此法適用於大型哺乳動物。 

 
（5）毛髮蒐集器 

【方法】毛髮蒐集器係利用大型哺乳動物（特別是貓科）會磨

蹭樹木，用以抓癢、留下氣味、宣示領域之用。透過

這樣的行為，在適當高度架設毛髮蒐集器，以可以用

魔鬼氈替代，定期去搜尋有無毛髮沾黏。此法除了可

以拉長調查時間頻度外，更有機會調查到一些鮮少出

沒的大型哺乳動物。 

【對象】此法適用於大型哺乳動物。 

 
（6）蝙蝠棲所調查 

【方法】利用蝙蝠日間休息、撫育與夜間暫時休息的習性，搜

尋相關天然洞穴、礦坑、隧道、廢棄房舍、涼亭、涵

洞、大型樹洞、竹筒、果樹。夜間棲所方面，可於日

間先搜尋相關場所，檢視有無糞便存在，若有糞便，

則在於夜間前往觀察，能觀察到的機會比較高，可以

增加調查的效率；減少調查資源的浪費。 

【對象】最常用於調查蝙蝠的方式。 

 
（7）捕捉調查 

此法較常用於平時不易發現或辨識之小型哺乳動物﹙如：

囓齒目之鼠類、食蟲目及翼手目﹚以及部分大型哺乳動物

(如：食肉目)。針對不同物種可分別使用掉落式陷阱(pitfall 

trap)、薛氏捕捉器(Sherman’s trap)、蝦籠捕捉器(shrimp 

trap)、台製松鼠籠、博物館型捕鼠夾(museum trap)、塑膠

製夾死器(snap trap)、霧網(mist net)、廣口捕蟲網、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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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籠(Tomahawk trap)等，進行動物資源調查應避免使用

會殺死動物的博物館型捕鼠夾與塑膠製夾死器。 

a. 掉落式陷阱(pitfall trap)  

【方法】利用食蟲目動物遇到障礙物會沿著邊緣前進的習

性，使其掉落預先埋設的陷阱。選擇森林底層或

林道旁平坦而土質鬆軟的地面，挖掘約 20 公分深

的地洞(動物無法跳出為原則)，洞中放置杯狀器

皿，底面戳洞以排除雨水，杯中放置麵包蟲、碎

肉、魚蝦粉或椰子粉，作為誘餌並避免動物因落

入陷阱而餓死。地面安裝圍籬，可沿著圍籬向外

呈 Y 型埋設，洞與洞相距約一公尺，將數個地洞

設置成一個陷阱組。圍籬以厚塑膠布圍繫，並以

筷子、鐵絲固定。全部設置工作須於日落前完成。 

【對象】此法適用於台灣鼴鼠與水鼩以外的食蟲目動物。 

 
b. 捕捉器捕捉法 

【方法】活捉動物的捕捉器有大型捕捉籠 (Tomahawk 

trap)、薛氏捕捉器(Sherman’s trap)與台製松鼠

籠，其中大型捕捉籠以捕捉中型哺乳動物(食肉目)

為主，其他主要針對小型哺乳動物。在穿越線(可

與穿越線法的路徑不同)上選擇石縫樹洞旁、林道

邊、灌叢下方甚至住家附近的水溝放置捕捉器，

捕捉器至少要相隔 7~10 公尺以上。每個捕捉點最

好在間隔一公尺處放置兩個捕捉器，避免只捕捉

到優勢種。設置時人員一定要戴手套，避免殘留

氣味，將地面稍做清理或選擇地面平坦處放置，

捕捉器的入口與籠身也要清理及偽裝，籠子上方

可放置石塊固定，並於附近作記號表示位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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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器中必須放置誘餌，一般使用地瓜沾花生醬、

燕麥片、肉類、香腸、蘋果、柑橘、起士餅乾等。

設置工作要在天黑前完成，若在冬天、雨天等惡

劣天候或雪地、高海拔區域進行捕捉，應放置更

多誘餌，並在籠外放置塑膠套或籠內放置碎紙，

讓動物可以維持體溫。動物可能對新設置的捕捉

器不熟悉而不易入籠取食，因此，捕捉器放置時

間越長，捕捉機率越高，捕獲種類也會增加，但

受限於人力與時間考量，建議至少放置四天三

夜。捕捉器設置期間，應每日檢視並補充餌料，

若天氣寒冷或高溫，應增加檢視次數。捕獲動物

後，將動物移到透氣網袋，進行測量與拍照後釋

放，處理過程中調查人員要戴手套，以防被動物

咬傷或感染。 

【對象】可捕捉到半數以上的囓齒目與食蟲目物種。 

 
c. 霧網(mist net) 、豎琴網(harp trap) 

【方法】利用兩組竿子架開霧網，面積須大到可阻斷蝙蝠

飛行通路。設置地點以棲所出口(屋簷前、洞口)、

樹冠呈隧道狀的林道、林道轉彎處、水域溪流上

方、田野空曠處為主；設置前要先觀察是否有蝙

蝠出沒與其飛行路徑。架設工作要在天黑前完

成，因日落後的 2 到 3 小時是蝙蝠的活動高峰期，

捕獲機會最大。調查人員在等候期間應保持安

靜，避免走動與談話。至少 15 分到 30 分鐘就要

檢視網面一次，避免蝙蝠上網後逃脫，或因掙扎

過久而受傷。上網的蝙蝠要小心解下，除了不易

辨識或特殊種類(新種、新紀錄種)，可置至於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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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袋內進行詳細檢視，其餘個體應盡快紀錄及釋

放。而新式的豎琴網則較不容易使得蝙蝠受傷，

多架設在蝙蝠移動路徑或洞口附近。由於過去有

關哺乳類的調查報告常忽略蝙蝠，或將偶然見到

的極少數蝙蝠當作調查結果，常造成調查結果以

囓齒目動物為主。因蝙蝠會飛翔且在夜間時段活

動，調查方法須配合其習性，可尋找適當棲地並

配合蝙蝠偵測器觀察是否有蝙蝠出現，或以廣口

捕蟲網配合架設霧網(mist net)捕捉。若使用霧網

捕捉則須經常檢視網面，以免蝙蝠上網後咬破脫

逃或掙扎過久而受傷，上網的蝙蝠應盡快釋放，

當捕捉工作結束後要將網子拆除，避免誤捕鳥

類。此外，使用霧網須預先向調查點所在的主管

機關申請使用許可。 

【對象】最常用於調查蝙蝠的方式。 

 
（8）訪問調查 

【方法】一般訪問調查地點附近居民有關當地野生哺乳動物之

狀況，包括種類、出現地點及動物習性等資料以作為

參考。這是目前被使用最多之方法，由於調查者的時

間有限，加上各種因素也會影響到調查之準確性，因

此，本法被廣泛應用於目前的環評作業中。使用本法

之優點在於補充調查人員可能的缺失，增加動物之種

類；其缺點則在於這些動物出沒的時間、地點和種類

比較難以掌握，資料不易量化，精確度稍差。 

【對象】一般是運用於大型哺乳類較多。 

哺乳動物調查總論 
在台灣的哺乳動物有大如台灣黑熊，小至囓齒類的老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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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型差異極大，一般將哺乳動物分為小型與中、大型哺乳動物兩

類分別進行調查。中、大型哺乳動物分布密度低，多半個性謹慎

而且不易見到，因此，調查方式多以觀察是否有食痕、足跡、排

遺、抓痕、訪問當地居民、設立氣味站各種間接證據為主，在報

告中應詳細說明調查路線與調查時段、人力各項細節，調查時採

用之調查方法或設立之調查站也應該一併說明。調查中小型哺乳

類動物通常以各種不同類型的陷阱，配合食餌捕捉，報告中需要

清楚說明捕捉位置、陷阱數目、捕捉時間（幾個 trap-night）、陷

阱種類、陷阱設置方式與距離、餌料種類等項目，最好能對設置

陷阱處稍作環境描述。不論有無捉到動物，都應該列出動物的測

量項目與事後處理方式。陷阱設置的數量應隨調查樣區面積越大

而越多，而為了符合統計上的要求，建議至少要放置 30 個以上

的捕捉器。 

 

 
2.鳥類 

在台灣地區鳥類的種類甚多，其生態習性也差異很大，針對不

同類群的鳥類，就要採取不同的調查方法與調查時間。在台灣

地區常用的鳥類調查方法有穿越線法與點估計法，而亦有其它

估算鳥類族群密度的方法，如：鳥類族群密度估算方法大致可

分為重複捕捉法、數巢法、領域描圖法。以下將依序描述。 

（1）穿越線法 

【方法】最常使用且理論發展完整的方法，適用於各類型棲地，

如：海岸、開闊平原，不過此法的察覺線索依賴鳥類

鳴聲與觀察者目視察覺，因此觀察者的察覺能力高

低、冬季鳥類鳴叫次數變少等因素皆會影響調查結

果。台灣山區地形較陡峭且路徑大多崎嶇難行，調查

者沿著登山步道進行調查時，危險性亦較高，因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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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線法估算鳥類密度在大部份山區並不適宜。 

【對象】較開闊區域的鳥類調查 

 
（2）圓圈法 

【方法】一般當作穿越線法的變形，觀察者仍沿著預定路徑行

進，但與穿越線法不同之處在觀察者停留在定點時才

進行鳥類調查，比穿越線法更適用於崎嶇地形。調查

者選定一個觀察定點後，直接以單筒或雙筒望遠鏡掃

視，計數某一固定區域中的鳥種和數量，建議以調查

點為圓心，半徑 100 公尺為範圍。每一個調查點相距

最好能有 200 公尺，儘量避免重複計數，調查點的選

定以能代表該區域的生態特徵為原則，避免調查被破

壞的區域。　 每個調查點的調查時間為 5 分鐘，記錄

調查樣區出現的鳥種及數量等資料；若鳥數量非常

多，無法於時限內計數完畢，則以樣區內鳥類相調查

需耗費時間為準；調查期間很可能會有鳥群飛入或離

開，資料輸入以各鳥種最大量為主。 

【對象】較無限制。 

 
（3）航空照片法 

【方法】以拍攝之航空照片辨識鳥種及隻數，花費較高，對調

查森林鳥類或性情害羞的鳥種則有實用上的困難。 

【對象】僅適用於水域或草原停棲的大型鳥類。 

（4）空載熱感應掃描器法 

【方法】以儀器感應地面溫度，判斷是否有鳥巢。 

【對象】目前僅應用在澳洲塚鳥（malleefowl）巢穴數目的估算。 

 
（5）重複捕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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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此法需要較多的人力及時間，多用於局部地區調查，

而有些森林的林冠層高達數十公尺，在實際操作上亦

有困難。 

【對象】除樹冠層活動物種外，大多都是適用於此法。 

 
（6）數巢法 

【方法】此法受限於鳥隻須築巢在空曠而易於進行計數的地

方，調查時間亦侷限於繁殖季，不適用於全部鳥種的

調查。 

【對象】在空曠區域築巢的鳥種。 

 
（7）領域描圖法 

【方法】較耗費人力、時間多，且森林內因為視線阻隔，也難

以觀察描繪鳥類之領域。 

【對象】適合具有領域性的鳥種之族群。 

 

 
鳥類動物調查總論 

航空照片或空載熱感應掃描器法皆不適用於台灣多森林的

環境。重複捕捉法、數巢法、領域描圖法耗費的金錢與人力較多

且有季節限制，無法全年實施。目前，以穿越線法及圓圈法較適

用於調查鳥種數目與各種鳥類隻數。 

除了考量調查方法外，估算鳥類密度時還必須考慮調查日的

天氣與風速、一天中之調查時段，以及每一取樣點於調查時的停

留時間。大部份的陸棲鳥類於日出時最為活躍，之後隨時間之遞

增，活動及鳴唱頻度遞減。每一取樣點停留的時間愈長，同一隻

鳥被重複計數的可能性也愈大，但停留時間過短，則部分鳥種可

能會被漏失。一天中之調查時段，以及每一取樣點的最適停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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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optimal count period）會因不同的棲地及季節而有所差異。

另外，調查者須注意氣候不佳、風速過強的日子中，鳥類會減少

活動及鳴叫次數，還有冬季鳥類的鳴聲頻度普遍偏低與繁殖期僅

有單一性別鳴叫的現象，才能合理估算鳥類密度。 

重複捕捉法因為需要較多的人力及時間，因此較適宜於局部

地區的調查，就空間尺度較大的群聚生態研究而言，則因耗費的

時間較多，因此並不適用，且有些森林林冠層高達數十公尺，在

實際操作上亦有困難。數巢法則通常用於較空曠而易於進行計數

的地方，有其棲地類型上的限制，且侷限於繁殖季，因此在森林

鳥類群聚研究上較難以應用。領域描圖法適合具有領域性的鳥種

之族群研究，對並非所有鳥類都具領域性的群聚研究而言並不恰

當，且森林內因為視線阻隔，也難以觀察描繪鳥類之領域。航空

照片較適合在水域或草原停棲的大型鳥類之估算，對森林鳥類研

究而言，則有實用上的困難。空載熱感應掃描器目前僅應用在澳

洲塚鳥（malleefowl）巢穴數目的估算，對其他鳥種而言，其實

用性並不高。目前，在鳥類群聚研究中，只有穿越線法及圓圈法

較為適用。 

一般而言，台灣的山區因為地形陡峭，兼以森林茂密，亂石

倒木橫亙，除非大眾化的登山步道，否則路徑大多崎嶇難行，以

穿越線法估算鳥類密度在大部份山區並不適宜。而圓圈法係觀察

者於一定點停留一段時間進行鳥類調查，不但較不受限於崎嶇地

形，且在濃密的森林裡也可以比其他方法有較多鳥類察覺的機

會。就台灣山區而言，以圓圈法估算鳥類密度應該是一種較適當

的方法。但在海岸區域，研究者大多以穿越線法進行鳥類調查。 

鳥類調查需要要註明調查的時段、行走的調查路徑方式以及

使用之工具，其中調查路徑部分，必須附上詳細的路徑圖，建議

以 1/5000 像片基本圖或正射化影像圖為基礎繪製。若調查地點

是山林中，因視線易被阻擋，調查人員必須具有聽音辨鳥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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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而且應選擇晴朗無風的天氣進行調查，以避免鳥隻減少活動

而不鳴叫或強風干擾鳥音的問題。 

日行性鳥類調查的時間最好在日出後至早上 8 點之前，有時

亦採用日出後至早上 10 點前的資料；夜行性鳥類的調查時間，

一般是在傍晚至凌晨 12 點前進行。 

常採用的鳥類調查法有穿越線法與圓圈法兩種，不論何種方

法都應避免重複計數。若採用穿越線法除了附上穿越線路徑圖

外，並應在報告中註明行走穿越線的速率。調查時，需記下每隻

鳥距調查者的距離與發現時的方位，以便排除同一隻鳥被重複計

數之可能，並可據以計算該區鳥類密度。一般來說，平坦地區的

穿越線行進速率會比在山區小徑更快，台灣由於地形崎嶇且調查

人員多以步行為主，穿越線速率通常比較慢，一般為每小時 1.5

至 2.5 公里左右。在應用上，此方法常見於濱海區域或已開發的

工業區等較寬闊而平坦的地點。若樣區採圓圈法調查，於地圖上

標記樣點之位置，並應註明調查的樣點數目、停留時間、估算的

範圍，以及密度估算的方法與公式。由於每種鳥類的察覺程度差

異極大，估算鳥類密度時須特別注意鳥類是否結群，以及特定基

礎半徑值(每種鳥類被察覺的距離)。 

在調查工具方面，常用的有單筒望遠鏡與雙筒望遠鏡。調查

在山林中的鳥種時，多以雙筒望遠鏡為主，而觀察水邊的鳥類

時，還需要單筒望遠鏡，才能更加正確地估算種類與數量。若調

查夜行性鳥種，則需要使用強光手電筒或其他照明設備。 

 

 
3.爬蟲類 

所有的爬行動物都是外溫動物，環境常影響其體溫維持，故天

候狀況會影響爬行動物的出現率。爬行動物的類別甚多，包括

蛇、蜥蜴、烏龜、鱷魚等，體型與生活環境的差異性大，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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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須視種類、環境採取不同調查法。一般多採用穿越線法以及

翻尋法來進行資源調查，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亦會採用徒手捕

捉法(hand-capturing)、活套捕捉法(noosing)、陷阱捕捉法(trapping)

來捕捉，以利調查的工作。 

（1）穿越線法 

【方法】在樣區內設置適當距離的穿越線，沿線搜尋兩側所出

現個體。由於爬蟲類甚少主動發出聲音，因此，大多

需藉由目視觀察來進行。而在進行穿越線法的過程

中，應維持一適當的行進速度並且均勻地觀察到每個

角落。 

【對象】適用於各種爬蟲類動物。 

 
（2）翻尋法 

【方法】本法係由研究者翻尋特定掩蔽物，如：石塊、倒木、

落葉堆、人工雜物（木板、輪胎、帆布...等），察看

下方躲藏蛙類的種類與數量。翻尋遮蔽物時，先考量

個人體力，切莫因翻動過大之遮蔽物而造成受傷；且

最好穿戴棉質手套，以確保安全；翻動時，翻動開口

不可朝向自己，以免下方躲藏的毒蛇突然進行攻擊；

翻開瞬間需注意下方有何生物，在蛙類受驚嚇跳躍

前，判斷為何種類；翻開查詢後，將掩蔽物規回於原

位，避免破壞原有棲地類型；若掩蔽物下有生物，請

先將掩蔽物放置原位後，再將該蛙類由側邊放入，避

免先將蛙類放回再蓋掩蔽物時壓受傷該蛙類。為估計

有效努力量，通常會計數翻開之掩蔽物數量；但若只

是作為種類調查時，則無須估算努力量。 

【對象】習慣躲藏於石縫間的爬蟲類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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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徒手捕捉法 

【方法】徒手捕捉具有簡單、省錢等優點，但需要較多人力，

對於不會躲藏在遮蔽物的種類或處於生活史某些階段

的個體無法收集到資料，一般適用於陸棲的小型蛇

類、蜥蜴及烏龜等。調查人員在可能出現爬行動物的

微棲地內，以徒手翻找環境中的遮蔽物(石頭、木頭、

樹皮、廢輪胎、廢傢俱等)，並輔助手電筒、耙子等工

具檢視洞穴或腐葉泥土，紀錄看到與捕捉到的爬行類

動物後，再將遮蔽物恢復原狀並放走動物。針對日行

性蜥蜴與蛇類，可在最活躍的時間(早上十點前後)進

行調查，通常可直接以肉眼觀察到或用手捕捉；夜行

性種類應利用手電筒於夜間進行調查。捕捉時應注意

最好帶上手套並隨身攜帶急救器或血清，以維護調查

人員的安全，捕捉部位應針對動物頭部或頸部，且應

該避免用力過猛而壓傷動物，對尾部會自割的蜥蜴更

須避免觸及尾部。捕捉毒蛇可利用捕捉夾、Y 型分叉

的木棍挾住蛇的頭頸部後，再進行捕捉。陸龜可比照

蜥蜴使用徒手捕捉，水生龜鱉則須以浮潛方式計數或

捕捉，通常在淺水域只須以水網捕捉，而海龜則利用

其上岸產卵的時間來捕捉或計數。 

【對象】適用於各種爬蟲類動物。 

 
（4）活套捕捉法 

【方法】活套捕捉法的優點是簡單且花費少，適用於頸部較明

顯或活動力強而易受驚嚇的物種，但無法施用於隱密

性高的種類。將釣竿或竹竿前端綁上一個釣魚線作成

的活套，活套前端甚至可以鉤上昆蟲作餌，將竿子伸

長使活套套入蜥蜴的頸部，再迅速將動物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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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適用於攀蜥、草蜥、石龍子等爬蟲類。 

（5）陷阱捕捉法 

【方法】對陸棲的爬行動物最常用掉落式陷阱或下凹陷阱

(pitfall trap)，常和圍網法(drift fence)共同使用，讓動

物沿著調查員設的圍網(30~40 公分高)行走，而落入預

先設置的陷阱。陷阱一旦佈好後所需人力很少，但設

置過程較為花費人力與金錢。陷阱一般以塑膠筒、鉛

筒、大水管等物埋在地下，開口與地面平齊，陷阱上

方可設置塑膠板等遮蔽物以防日曬雨淋，或防止動物

逃跑的網子、蓋子之類的裝置；調查區域若是多雨，

陷阱底部可打洞以排水並且內部放置石頭等重物，以

免因地洞積水浮出地面。陷阱放置地點除了圍網的盡

頭外，還可放置於牆邊、石頭、堤防邊等處。在地形

崎嶇或岩石地面的區域可用平行地面的漏斗式陷阱

(wire funnel trap)，入口處成漏斗狀使動物能入不能

出，此種陷阱配合餌料的使用亦用於捕魚及蝦蟹類，

但捕捉淡水烏龜時，為防止其溺斃須加裝浮板。陷阱

佈好後須每日定時檢查，建議先以樹枝試探或戴上手

套後檢查。調查工作結束後須將陷阱取走並破壞陷

坑，避免動物掉入陷阱坑洞而無謂犧牲。 

【對象】適用於底棲爬蟲類動物。 

 

 

 
4.兩棲類 

大部分的兩棲類具有二態(二階段)的生活史以適應不同的環

境，受精卵與蝌蚪在水中發育，成蛙仍不能離水太遠，受到溼

度的影響極大。受限於特殊的生活史，兩棲類動物多半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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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的微棲地環境中。根據過去的資料，兩棲類的調查方法

大致分為三個類別：(1)收集動物名錄；(2)有時間限制的短期調

查；(3)嚴格限定數量的系統取樣調查法(Systematic Sampling 

Survey, SSS)。三類的調查方式互相配合，可了解樣區內的兩棲

類動物相、比較樣區間物種數量，甚至不同時間內動物相的變

化，不過若環境變異大就不適合進行比較。動物名錄以統一的

取樣方式蒐集，特定地區物種名錄即可用於比較不同樣區間的

動物相組成與物種數量。短期取樣則易受採集方法和環境變因

影響，且不能提供樣區內的確實種數，但動物族群密度相似時，

仍可以比較不同區域的分布比率。 

估算兩棲類動物的方法有 10 種較常用(如表 3)，依據不同的人

力、物力狀況，單獨或合併使用上述的調查方法： 

（1）物種名錄清查(complete species inventories)  

【方法】常用於長期和短期的調查計畫、標本採集。調查者在

白天和夜晚到所有兩棲類動物可能出現的微棲地中

(如：農田、水塘、溪流等)，以翻動木頭石塊或撥動

草叢來搜尋兩棲類動物。此法通用於動物相複雜、氣

候差異大及兩棲類個體稀少的地區，若兩棲類種類多

但個體相對稀少的區域，則須長期採樣才能得到較完

整的名錄。 

【對象】所有兩棲類動物。 

 
（2）目視遇測法(visual encounter surveys)  

【方法】調查人員在一定時間內有系統走過一特定段落的棲

地，記下眼睛看到的兩棲類動物種類與數目。適用於

動物資源的清查與監測，多用於研究一地區兩棲類的

種豐度(richness)，及比較同一群聚中不同物種的相對

數量，但不能估算族群密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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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所有兩棲類動物。 

 
（3）穿越帶鳴叫計數法(audio strip transects)  

【方法】由於青蛙(無尾目兩棲類)繁殖時，會以鳴聲吸引雌蛙，

故此法的前提是：（a）每種蛙類的叫聲都很獨特，且

每隻雄蛙都是單獨鳴叫；（b）在每次的調查中不能重

複計數同一隻蛙的叫聲；（c）在調查樣區中包含各類

型棲地；（d）調查者須熟悉各種蛙類叫聲，而且整條

穿越帶中調查人員能察覺的叫聲距離是一致的。穿越

帶鳴叫技術法較適用於熱帶森林，即使不易目視觀察

仍可有效察覺不同高度的種類，但對於溪流沿岸、湖

岸的區域或集中成群鳴叫的狀況應改用目視遇測法。

調查人員沿著穿越帶前進，由聽到的聲音判斷種類與

隻數，得到鳴叫雄蛙的相對數量、成蛙的相對數量、

種類組成、各種蛙類的繁殖地或偏好的微棲地以及各

蛙類物種的繁殖物候學。 

【對象】會發出求偶叫聲的蛙類，但僅限用於該物種的繁殖季

節。 

 
（4）方塊取樣法(quadrat sampling)  

【方法】方塊取樣法較花費時間與人力，不過可同時調查到底

棲、樹棲與地表活動的物種，極適合環境狀況不均質

的地區。此法的前提是假設為動物不因干擾而離開調

查區，且動物被調查人員發現的機會相等，取樣的方

塊不會重複。在樣區中以逢機的方式設立取樣方塊並

調查方塊中的兩棲類動物，而獲得種類、相對豐度

(relative richness)、密度等資料。 

【對象】適用於調查森林底層的兩棲類及水域中的蝌蚪(用水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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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陷阱捕捉)，但在密林或陡坡的環境就不適合。 

 
（5）叢塊取樣法(patch sampling)  

【方法】兩棲類動物常出現在倒木、樹根基部、鳳梨或芋頭葉

子積水的葉基之處，因此兩棲類的密度常隨微棲地而

異。 

【對象】適用於調查分布在特定微環境的種類。 

 
（6）直線圍籬與下凹陷阱法(straight-line drift fences and pitfall 

traps)  
【方法】直線圍籬法是以 5~15m 長的圍籬引導或限制兩棲類動

物的行走方向，讓動物落下預先埋設在圍籬盡頭的凹

陷陷阱。 

【對象】底棲性、無吸盤的兩棲類動物 

 
（7）繁殖區調查(surveys at the breeding sites)  

【方法】兩棲類動物在交配前常會大量聚集在水域附近，配合

目視遇測法計數可了解種類、每種鳴叫雄蛙的數量與

相對數量，此法亦可用於計數蝌蚪。繁殖區調查法可

顯示調查樣區中最適合的繁殖點，污染及水域酸化對

成蛙與蝌蚪的影響，所得資料可用於長期的監測比對。 

【對象】適用於聚集在水域中(溪流、池塘)生殖的種類，對在陸

地或特殊環境(如：鳳梨的葉基)築巢的種類則並不適

用。 

 
（8）繁殖區圍籬法(drift fences at the breeding sites)  

【方法】特別適合必須到水域進行繁殖的種類，但不適合善跳

躍、掘地與攀爬的種類，且此法所需時間、人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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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設置圍籬的水池越大越難以架設。以圍籬將小水

池整個圍住，讓動物掉入預先埋置的陷阱，陷阱多設

在圍籬的兩旁捕捉要進入或離開水池的動物，圍籬安

置後須在每日早上檢查，且陷阱中須放置小塊濕海

綿，避免動物乾死或被其他動物捕食。 

【對象】適用於底棲無吸盤的兩棲類動物。 

 
（9）兩棲類幼體取樣(quantitative sampling of amphibian larvae)  

【方法】利用拖網圍捕、撈網撈取、陷阱捕捉、圍網圍捕等方

法移除蝌蚪來計數，可獲得種類組成及族群大小的資

料，此法所需時間短、人力最少又以不傷害蝌蚪的方

式進行，特別適合監測瀕危及稀有物種。 

【對象】適用於所有兩棲類的幼體。 

 
（10）定點錄音取樣  

【方法】利用架設在定點的錄音設備，長時間錄製該定點的蛙

類鳴叫，再定期回收錄音資料，並分析鳴叫種類、頻

度。錄音設備有傳統的錄音帶與新型的數為錄音筆，

前者錄製時間短，所以通常得配合定時裝置，每隔一

段時間錄製 5 分鐘，如此才能夠拉長錄音取樣的時

間；後者則因記憶體與電池容量技術以大幅進步，以

可以長時間整夜進行錄製。 

【對象】適用於所有兩棲類的幼體。 

 

 
兩棲類動物調查總論 

因兩棲類與爬蟲類動物都喜歡躲藏或出沒於遮敝物多之地

點，因此，針對這兩類動物的調查法有部分極為類似，故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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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調查報告中，常將此兩類動物的調查法合併撰寫。調查兩棲類

與爬蟲類動物時，會分為日間與夜間調查，且氣候會影響其出沒

狀況，因此需註明調查時段與調查時的天氣狀況。因調查方式極

多，故需清楚描述調查方法的名稱、詳細內容、參與人力…各項

資訊，若使用工具亦須註明。因兩棲類與部分爬蟲類會發出鳴叫

聲，調查人員需具有聽音辨識的能力。有關兩棲類聲音的資料

庫，可參考自然保育網(http://www.coa.gov.tw/external/preserve/ 

preserve/)中保育專輯內的兩棲類多媒體資料庫。 

 

 
5. 魚類 

魚類之採集方法有許多種，包括垂釣法、網捕法、誘捕法與電

魚法等四種台灣較具代表性與較常被使用之採集法。 

（1）垂釣法 

【方法】垂釣法乃是利用釣竿、釣線及釣鉤等組合而成的釣具，

再輔以誘餌，以捕獲魚類。垂釣法受棲地的限制較少，

在急水區與靜水區均可使用，同時，也針對不同魚種

而進行採集，但使用之釣具、釣法及飼料則可能有所

不同。 

【對象】適用於大部分魚類。 

 
（2）網捕法 

【方法】主動網捕法為使用人力或機械力操縱網具以捕獲魚類

的方法。在水庫、湖泊或河川下游等較廣寬水體，可

利用船隻拖曳漁網進行採集；在水流較慢、底部平坦

之支流或源頭溪流，則有小型曳網可以利用。小型曳

網上端有浮線，下端有具鉛垂之沉線，以增加與底部

接觸之範圍，同時，也具有防止魚類由網底逃脫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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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曳網兩端均連接在木桿上，使用時，兩側各由 1

人執桿，在水中沿著河岸，由下游向上游運動，多數

在使用曳網採集魚類時，也會將採集河段之上游與下

游以網阻隔，以避免魚類由採集河段脫逃和由其他河

段進入採集水域。 

另一種國內常見的主動網具採集法為使用手拋網（cast 

net），手拋網上端由一繩索牽引，底部具有鉛垂以增

加沉力，採集者以適當運用腰部與臂部之扭動方式，

將網袋技巧性地拋出，並在空中成面狀展開，以增加

採集區域，此法較適用於緩流水域，且須有適度之訓

練，才可使用。 

國內使用之被動網具採集法，以定置網為代表，定置

網之上方縛有塑膠浮子（float）的浮線，下方為具有

鉛垂之沉線，具有不同寬度之網目與不同長度之網

長，可供選擇。使用時，將定置網懸於目標水域，另

外亦可藉由適當增減浮子與鉛垂而調整定置網懸置之

水層位置，經過一段時間後，再收取網具及捕捉被纏

繞在網上之魚種個體。網具通常於黃昏放置，約八小

時後，在第二天早上收網，可利用置網時間估算單位

時間捕獲量（CPUE, catch-per-unit-effort）。 

【對象】適用於大部分魚類。 

 
（3）誘捕法 

【方法】誘捕法即是以塑膠、竹木、木材或網具製成採集器具，

內置誘餌，引誘魚類進入，並藉由網具設計使其進入

後，無法再脫逃之採集方法。此類器具多具有一開口

外大內小的多重漏斗型設計，魚類進入最內層後，便

不易再覓得出口而逸逃。此種方法由於採集器具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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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通常不大，且質料輕盈，常需加石塊或鉛塊作為沉

子。置放時，以放置一定時間後再取樣之方式，進行

採集。置放時間至少須經過一夜，靜水區與流水區均

可使用。 

【對象】適用於大部分魚類。 

 
（4）電魚法 

【方法】電魚法乃是以電力形成電場進行捕捉魚類，背負式電

魚法多使用於溪流中上游之可涉水河段，在中下游河

段、湖泊與水庫內，國外可利用電魚船，進行魚類採

集，採集時可以固定河段長度作為採集範圍，採集時

使用之時間，可用以計算單位時間內之捕獲量。台灣

常用之電魚器具為背負式電魚器，即可背負於使用者

背部運動之電魚器具，包括變壓器、8V 或 12V 之蓄

電池、與長 1.5 至 2 公尺之陰極與陽極之電極棒。電

力來源有來自於蓄電池的直流電，與國外較常用之交

流發電機之交流電兩種。採集時由發電機或蓄電池產

生電流，經由變壓器，在兩極間產生電流迴路，形成

電場，經過電場的魚類即受電擊而呈現昏迷或死亡之

狀態。背負式電魚器採集適用於不同棲地，但需一人

操作電魚器，後方則另需一至二人協助採集被電昏之

魚隻，在河段中，通常由下游往上游以〝Z〞字型前進。

由於電魚法利用魚類電死或電昏後會浮上水面的原理

進行調查，對於溪流的魚類相會產生較大影響，可能

造成該溪流河段的魚群數目或種類減少，使用電魚法

前必先謹慎評估，並且依法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調

查人員亦須做好完善的防護措施。 

【對象】適用於大部分魚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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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類動物調查總論 

使用網具採集魚類時，由於網具之種類繁多，同時，網具之

尺寸、放置方式、網目大小及採樣次數或放置時間均會對漁獲有

所影響，故均應詳細說明。使用之電魚器若有廠牌與型號，則應

提供，以電魚法採集時，持續時間、河道長度或其他量化漁獲標

準，應說明清楚。使用陷阱時，應敘述陷阱之種類、尺寸大小、

擺置數量及擺置時間。 

 

 
6.蝴蝶 

台灣的蝴蝶種類約四百多種，素有「蝴蝶王國」之美稱。各種

蝴蝶的生態習性差異很大，例如：生活在森林中的蛺蝶類多半

有固定的勢力範圍，淡黃蝶類會傾向聚集在一起，而台灣紋白

蝶會在同一地點群棲。依其一生的活動範圍又可區分為｢定居性

蝴蝶｣、｢移動性蝴蝶｣。一般常見的蝴蝶調查法有直接計數法

(Checklist)、穿越線調查法(Pollard Walk)兩種 (Royer, 1998)。為

求正確估計族群數量，上述兩種方式並不會設置誘餌或以特殊

光波的燈光吸引蝶類，僅配合手抄網捕捉來確定蝴蝶的種類，

使用手抄網時不計入調查時間。 

（1）直接計數法(Checklist)  

【方法】直接計數法多用於樣區的初次調查，以了解當地的蝴

蝶種類與數量。此法的優點是調查時僅考量氣象因

素，方法簡單且花費費用少，調查者可主動尋找良好

的觀察點，如：蝴蝶繁殖地點、蝴蝶的棲息地(蝴蝶

谷)，以增加紀錄到稀有蝶種的機會，而且此法可立即

反應物種數量上的週期性變化，適用於稀有蝴蝶的數

量監測。但是，此法的調查結果易受限於調查者的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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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能力，且無法深入分析資料或用於兩區域的物種豐

度比較。 

【對象】適用於各種蝶類。 

 
（2）穿越線調查法(Pollard Walk)  

【方法】穿越線長度至少要 100 公尺以上，每 10 公尺設一標記，

以便調查者紀錄精確的距離。穿越線須通過原生植被

與棲地多樣性高的區域。調查者以時速每分鐘 35 公尺

速度前進，記下出現在道路兩側 2.5 公尺內、距地面 5

公尺以下、在觀察者前方 5 公尺內的蝴蝶種類與數

量。調查時若雲量多於 50%或風速高於每小時 25 公里

就停止調查。此法的調查路線、速度、範圍一致，因

此可以進行不同樣區蝴蝶種類相、豐度的比較。不同

植被類型所獲得的結果，可分析不同植被與出現蝴蝶

種類、數量的相關性。明確定義的各項變因便於統計

分析的計算，有利於長期監測。不過，相較於直接計

數法可找尋適當地點，可能紀錄到稀有蝶種與更多數

量，穿越線調查法受限於調查路徑固定，對活動量低

與僅出現在特殊棲地的蝴蝶種類，可能會低估或沒有

見到，對穿越線調查範圍外的幼蟲棲地與蜜源地，即

使長期監測仍無法觀察到蝴蝶數量的週期性變化。此

外，要利用穿越線調查法比較兩區域間的蝴蝶種類與

豐度，必須先進行察覺比率的校正，才能正確的進行

分析。 

【對象】適用於各種蝶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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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調查總論 
事實上，蝴蝶的分布會受到宿主植物與蜜源植物的影響，進

行蝴蝶調查時可先依棲地植被區分成不同類型的區塊，然後於不

同區塊間設置穿越線調查，紀錄蝴蝶種類及數量變化。 

蝴蝶調查一般以捕蟲網掃網為主，若有設置吸引蝴蝶的調查

站應一併說明。調查路徑如採用穿越線(Pollard Walk)，應在地圖

上畫出穿越線路徑，並清楚界定調查範圍是穿越線兩側多少公

尺、行進速度、當時天氣條件、調查人力…。若以隨機調查法，

則採由調查人員自行判斷適合的調查點，在報告中應將發現蝴蝶

的地點、調查時行走的路線標明在地圖上，並加以說明該區域環

境。 

 

 
7.蜻蛉目 

由於不同型態棲地內的蜻蛉目動物相差異頗大，因此調查過程需

針對不同的蜻蛉目動物群聚，設立不同的記錄方法，較常運用之

方法如下： 

（1）定點調查法（point count）： 

【方法】於調查樣區內選取一定數量之樣點，各樣點間需相隔

適當距離（200 公尺以上），調查時在每一樣點停留

固定時間（約 5 至 6 分鐘），記錄所發現的物種種類

與數量。此方法較適用於開闊且能見度佳之空間環境。 

 
（2）穿越線調查法（transect count）： 

【方法】於調查樣區內選取一條長度在 1 至 2 公里的樣線，樣

線最好能通過樣區內不同型態的棲地環境，調查時以

步行速度（小於 2 公里/小時）前進，記錄沿線所發現

的物種種類與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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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蛉目調查總論 
雖然在水域附近的開闊地較易觀察到蜻蜓，但部份種類的蜻

蜓或豆娘，卻可能偏好濕地、遮蔽度較高之森林環境。各分區樣

站內，將至少運用一種調查法，以確保定性和定量資料之蒐集。 

一般調查通常會在各樣區分別設置一條穿越線，並在該穿越

線上增設幾個定點，再以緩步前進與駐立的方式，記錄觀察到的

蜻蛉目成蟲。各調查點在進行成蟲採集前，會先以目視法或雙筒

望遠鏡觀察現場出現之蜻蜓，記錄其種類、數量、行為（如飛行、

追逐、停棲、交配、產卵、捕食等）、當時天氣狀況和氣溫，並

以攝影器材輔助記錄。無法以目視法鑑定之相近種類則以捕蟲網

（桿長 240-250 公分，網框直徑 42-60 公分）進行掃網法採集，

另以水網（網目 1 公釐）蒐集水中和水面上之蜻蛉目水蠆蛻殼

作定性記錄，並配合圖鑑和檢索表來辨識種類。 

 

 
8.其它陸域昆蟲 

陸域昆蟲的種類數相當龐大，而各類陸域昆蟲的生態習性也差異

甚多，因此衍生出各式各樣的調查方法，以期能夠調查出大部分

的陸域昆蟲。由於蝴蝶與蜻蜓為陸域昆蟲最常調查的對象，已於

上述特別說明，其它方法與項目則於下方逐一補充說明： 

（1）掉落式陷阱（pitfall trap）： 

【方法】掉落式陷阱與哺乳類、爬蟲及兩棲類所使用的掉落式

陷阱相同，只是針對不同的目標物種，會有些許的改

變，原則上為：大小、餌料、保存液等三項差異。大

小方面，若為針對陸域昆蟲的掉落式陷阱，陷阱的開

口大小不用太大，通常 3-10 公分就已足夠，常用的為

材質為 50ml 離心管到 500ml 塑膠免洗杯。餌料方面，

則要考慮目標物種，常用的為沾葡萄糖水的棉花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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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如：鳳梨）。保存液方面，及目標物種掉落進

陷阱的同時，即已麻醉致死且固定保存下來，並可完

整保存個體，減少互相殘殺的情況；但此法依據調查

的目的與調查時間來決定，常見的固定液為酒精，為

檢避免酒精蒸發，可添加些許甘油作為覆蓋。 

【對象】適用於各種底棲性或容易被餌料吸引的陸域昆蟲。 

 
（2）掃網法（sweep netting）： 

【方法】掃網法主要是利用昆蟲網來回掃蕩來捕捉昆蟲，但與

先前介紹目擊到蝴蝶或蜻蜓時，主動前往捕撈的情況

不太一樣。掃網法主要是針對草地、灌叢、樹梢等地

方，在沒有為了捕捉特定個體的前提下，隨機來回掃

蕩，再進一步檢視所捕獲的種類、數量。而掃蕩的距

離、面積或來回擺動網具的次數，均可作為此法的定

量依據。 

【對象】適用於各種陸域昆蟲。 

 
（3）煙霧法（fogging）： 

【方法】煙霧法主要是針對在樹冠層生活的昆蟲與其它無脊椎

動物，利用噴灑煙霧的方式，將它們暫時麻醉而調落

地上，通常會先在地上鋪設承接的器皿、網具或墊子，

以便蒐集掉下了的個體。 

【對象】適用於各種樹棲的昆蟲。 

 
（4）馬氏網（Malaise traps）： 

【方法】馬氏網主要是利用架設樣帳棚一樣的網具，在網具的

末端有個蒐集昆蟲的瓶子。將飛行中的昆蟲進往後，

順勢引導入瓶中，瓶中大多會置放固定易，以減少昆

3-41 



群琁地理資訊  成果報告書 

蟲在裡面互相纏殺的狀況。 

【對象】適用於各種善於飛行的陸棲昆蟲。 

 
（5）燈光誘集法（light traps）： 

【方法】利用許多夜行性昆蟲夜間趨光的習性，將燈與白色布

幕架設在空曠處，吸引夜間昆蟲。此法適用於沒有月

光及路燈干擾的區域，才能夠增加捕獲的效率。由於

許多趨光性的昆蟲在落地後得在豈非能不甚良好，建

議使用此法的時，不要一直進行到天亮，以免剩下不

要採集的昆蟲來不及非走而遭太陽曬死，建議在天亮

前 2-3 小時即熄燈，讓這些昆蟲離開，減少不避要的

傷亡 

【對象】適用於各種有夜間趨光性的陸棲昆蟲。 

 

 
9.水生昆蟲（含無脊椎動物） 

常見且具代表性的水生昆蟲採集法，包括蘇伯氏法(Surber net)、

踢擊法(kicking method)、挖取法(dredge method)、管心法(Core 

method)、人工底質法(artificial substrate method)和漂流網法(drift 

net)等(Merritt and Cummins, 1996; Sutherland, 1996)。 

（1) 蘇伯氏網法(Surber net)  

【方法】此方法是台灣環保署環境檢測所公告，河川底棲水生

昆蟲採集之標準方法(NIEA E801.30T)。蘇伯氏採集網

可分為兩個部份，前方具備一不鏽鋼中空方形鐵框，

框長在國外一般為 30 公分，國內則將其加長為 50 公

分，後方也有一立起之 50 公分長不鏽鋼方形框架，但

後方框架連接一個約一公尺長網袋，網袋近框處有時

以帆布補強，網袋公告標準之網目為 24 目(mesh，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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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9 條網線，網孔大小為 0.595 mm)。但是，為了

減少水流阻力，亦有使用 1 mm 之網目採集。除了單

人可操作之優點外，蘇伯氏網亦可利用前方中空之方

框進行底面積定量採樣，以估算單位面積內不同水蟲

之個體數量。此網具之採樣地點多以卵石、礫石且水

深不多於 50 公分之流動水域較適宜，採集位置應避免

集中於單一處，通常在近岸邊及河中央處均需進行採

集。使用蘇伯氏網時，首先面向上游水流，將中空框

架先置於河川底部，再將連接網袋之方框立起，讓水

流通過網袋，然後在置於河床之方框內，以手或腳攪

動底質，使棲息其間的底棲昆蟲，順水流入網中，若

有附著在石塊者，可將其用鑷子夾入標本瓶或用刷子

刷入網袋。完成採集後，可將網袋取起至岸邊挑取水

蟲個體。 

【對象】底棲性水棲昆蟲。 

 
（2）踢擊法(kicking method)  

【方法】踢擊法主要使用於水深約少於 100cm 之淺水流動水

域，由於多數的無脊椎動物，多在急流河段河床的石

頭或礫石中被發現，因此，利用擾亂和踢擊的方式來

擾動底質，使留存其間的動物與底質分離，並順水流

進入採集網具，便成為踢擊法的原理。在使用踢擊法

採集時，採集者面向上游，利用腳或手擾動底質，同

時在下游的位置放置踢擊網，進行採集，踢擊網

(kicking net)有兩種型式，一種類似於手抄網，具有一

根長網柄(約 100 cm)底部有一長方形開口(長×寬×深

約 45×25×25 cm，網目約 0.90mm)；另一種型式的踢

擊網，則在網的兩側各有一木質網柄，網高與網柄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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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高，網呈面狀，可藉此面狀網採集因擾動底質而順

水流運動的水生昆蟲。踢擊網之採集可以設定在一固

定河段(如 30 公尺長）內，以固定時間 (如 3 至 5 分

鐘)之方式進行定性與定量之採集，由於網具之輕便易

於攜帶，也可於不同棲地依目視比例分配採集時間，

再進行採集，以取得水域中水生昆蟲組成之完整資料。 

【對象】底棲性水棲昆蟲。 

 
（3）挖取法(dredge method)  

【方法】挖取法乃是利用機械力量挖取部份底質後，再利用清

洗或過濾的方式，採集生活於其中生物的一種方法。

這種採集法較適用於水流靜止或流動較緩慢，且底質

為沙質或泥土之水體環境。挖取法的器具均為鐵製或

鋼製，可分為較適合在近岸淺水域使用之艾克曼挖具

(Ekman grab)，及較適合於深水區使用的波爾挖具

(Ponar grab)及彼得森挖具(Peterson grab)等。這些挖具

均有兩片半圓筒狀的挖掘器，利用兩個半圓筒挖掘器

之閉合，可以挖掘底土或底泥，並將其攜至水面，進

行採集。在水淺處使用艾克曼掘具，可以連接繩索或

上接握柄之方式使用，它將兩個半圓掘具利用繩索固

定並拉開，再利用握柄或信差(messenger)撞擊的方式

使繩索彈開，因此，產生動力使兩個半圓掘具閉合，

至於在深水區域使用的掘具則多固定在船側，再以船

隻搬運至深水區域後，由船上操縱，進行採集。 

【對象】底棲性水棲昆蟲。 

 
（4）管心法(Core method)  

【方法】管心法，或稱核心法，為一種使用於緩水或靜水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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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具有軟性土泥底質環境之採集方法。該方法乃利用

管狀採集器，以機械方式深入底質中採集，由於樣本

呈長圓柱形，且通過不同土層，故可了解生存於不同

土層深度之生物組成，同時，由於採集面積固定及樣

本呈圓柱體，亦可以進行定量估算。在淺水及底質較

軟區域，可以利用裁成適當長度之塑膠水管管柱，以

人力下壓的方式進行管心法採集，但是，在底質較硬

與深水之區域，則需依賴如打樁機之機械輔助，進行

採集。 

【對象】泥沙底質的底棲性水棲昆蟲。 

 
（5）人工底質法(artificial substrate method)  

【方法】許多水生昆蟲會因為環境改變、覓食或逃避敵害等原

因，離開棲息之石縫或底質，隨水流順流而下，進行

遷移。在遷移的過程中，若是接觸到適宜之環境或底

質，便會停滯而進行拓殖（colonization）。因此，若

能以人工方式提供水生昆蟲適合棲息之硬質底質，則

能瞭解環境中喜好堅硬底質之水生昆蟲組成。人工底

質的形狀及材質相當多變，簡單者可置放磁磚、石頭

或磚塊等於水中，市面上也有利用三夾板或木板製成

的商業成品販售。商業成品之形狀有圓形，亦有方形，

結構為利用長螺絲連接多塊板塊而成。採集時，人工

底質可以懸吊於水中或埋於底質中作業，置放一段時

間後，將人工底質取回實驗室，分離長螺絲與木板，

再採集所有棲息於其上之個體，由於人工底質之形狀

可估算總面積，因此也可提供定量之資訊。 

【對象】底棲性水棲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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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漂流網法(drift net)  

【方法】漂流網也是利用水生昆蟲或無脊椎動物會隨著水流而

運動的特性而設計，其外觀類似於蘇伯氏網立起之網

袋部份，具有框架與後方之網袋兩部份。採集時，將

漂流網置於流動水域，且面向上游，經過固定時間後，

可由取樣中瞭解在水中運動的無脊椎動物或水生昆蟲

量。採集時間通常至少為 8 小時，且至少須經過一夜，

但是，實際使用時，採集時間多為 24 小時。因為可分

別估算日間與夜間水生昆蟲之流動量，一般的樣本採

集頻率為每二小時一次，如此可避免過多的個體或雜

物影響網具運作。在使用漂流網時，如同時測量網前

流速與網前水深，可以估算經過漂流網之水量體積，

並以此進行估算單位體積之漂流生物量。 

【對象】大部分水棲昆蟲均適用。 

 

 
水棲昆蟲調查總論 

水生昆蟲之採集在國內多以蘇伯氏定面積水網(Surber net)

進行。使用時應說明水網尺寸、採集位置、各採集位置之樣本數

量。樣本之保存方式與鑑定依據，亦建議說明。此外，亦有使用

踢擊法(kicking method)採集之調查，踢擊法以踢擊網（kick net）

採集，使用踢擊法應說明清楚之項目包含網具尺寸、網袋大小、

網目寬度及採集時間等。上述兩種方法均使用於礫石或硬質河

段，若於泥沙或軟質河段採集水生昆蟲，亦會利用篩網篩濾定量

土壤進行調查。若使用該方法，則應列出採集位置之決定標準、

樣本數、篩濾土壤體積（或採集深度）及篩網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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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浮游生物 

浮游生物出現的區域，主要在水庫、湖泊、埤塘及大型河川

下游等靜水區域。在小型溪流及源頭溪段，由於水流較快，因此，

浮游生物出現之數量較靜水域為少。浮游生物的密度估算有許多

種方法，從最簡單的使用玻璃罐舀起定量的水樣，過濾後即可計

算數量。較複雜的方法可首先利用丙酮萃取水樣中之葉綠素 a 的

含量，再以分光光度計檢測，以估算單位體積水樣中細胞的質量

與重量，本報告中將介紹較簡便、常用且可大面積採集的浮游生

物網採集法。 

浮游生物網具有一個由鐵條或堅固塑膠製成之方形或圓形

的硬質框架，框架後方接一形狀前寬後窄之細目網袋(網目約

80μm)，網子末端連接一個採集瓶，可以收集樣本。同時，採集

瓶可以與網具脫離，或具有一水管可讓樣本直接流入樣本瓶，以

減少樣本轉換之損失。 

使用浮游生物網時，由於浮游生物在水體中呈層狀分布，所

以採集時，浮游生物網要控制在同一深度，或以等速移動之方式

通過每一水層。使用方法為在框架上綁繫拖曳繩，由採集者或船

舶逆水拖曳固定距離進行採集。過濾水量可依據框架面積、水流

速度與拖曳距離三者的乘積決定。較大型的浮游生物網前方還可

裝置流速器，以測量水流速度或拖曳速度，以獲得較準確的過濾

水量估算。 

浮游生物網除可採集浮游生物，亦可以使用以採集魚卵及仔

稚魚。使用時，多於網口附加流速計或同時測量流速，同時，網

具之網目大小、網長及拖曳時間及深度均應說明，以估算單位時

間內流經（入）網具之水量，並作為計算單位體積中之浮游生物、

魚卵或仔稚魚數量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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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鳥類調查方法之彙整 

調查方法 特點與限制 

重複捕捉法 (capture-recapture) 可發現隱密性鳥種 

 人力及時間耗費大，僅適於小面積樣區 

 森林上層鳥類不易捕捉到 

  

數巢法 (nest count) 限繁殖季 

 偏差小，惟一年若僅一個繁殖季，則只能

得到一個估值，無法做統計檢測 

 適用於開闊地(貓嶼的燕鷗)及小面積樣

區 

  

領域描圖法 (territory mapping) 領域性強之鳥種(紅尾伯勞) 

 配合聲音回播法(蘭嶼角鴞) 

 偏差小，但僅適用於小面積樣區 

 有些鳥種僅在繁殖季有領域性 

 森林視線差，且寸步難行，不易追蹤描繪

  

航空照片 (airscape) 水域、草原或疏林等開闊地 

 大型鳥種（紅鶴） 

  

空載熱感應掃描  

(airborne thermal scanner) 

僅能適用於特定之鳥類，如澳洲塚鳥

(malleefowl) 

  

穿越線法 (line transect) 察覺線索 (鳴唱、叫聲、視覺察覺) 

 觀察者察覺能力會影響調查結果 

 最常被使用，理論發展完整 

 適合各式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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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林鳥類之察覺線索大部分來自聲音，冬

季或不太鳴叫鳥種的誤差較大 

  

圓圈法 (point count) 可視為是穿越線法的一種 (即在穿越線

的行進速度等於零) 

 適合於繁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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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兩棲類動物的調查方法 

調查方法 可得資訊 所需 

時間 

所需 

費用 

所需 

人力 

物種名錄清查 種數 多 少 少 

目視遇測法 相對數量 少 少 少 

穿越帶鳴叫技術法 相對數量 中 中 少 

方塊取樣法 密度 多 少 中 

穿越線法 密度 多 少 中 

叢塊取樣法 密度 多 少 中 

直線圍籬與下凹陷井法 相對數量 多 多 多 

繁殖區調查 相對數量 中 少 中 

繁殖區圍籬法 相對數量 多 多 多 

兩棲類幼蟲取樣 密度與相對數量 中 中 中 

鳴叫錄音取樣 種類、相對數量 少 多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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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水域動物調查方法 

生物與棲地 

網具 
浮游

生物

水生無脊

椎動物 魚類
流水

棲地

靜水

棲地

軟質底質

（ 軟 沙

泥） 

硬質底質

（石、硬

泥） 

中上

水層

浮游生物網 ● △      ● 

蘇伯氏網  ●  ● ○  ●  

踢擊法  ●  ● ○  ●  

挖取法  ●  △ ● ●   

管心法  ●   ● ●   

人工底質法  ●  ● △  ●  

漂流網法  ●  ● ○ △ ● ● 

垂釣法   ● ● ● ○ ○ ● 

網捕法   ● △ ●  ○ ● 

誘捕法   ● ● ● △ ○ ○ 

電漁法   ● ● ● △ ● ● 

●：適用；○：可用；△：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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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植物調查方法 

植物的方法可概分為種類調查、自然度調查和植被調查等三大類

型，本計劃從環保署的「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中將國內較常使用的

方法，統整如下： 

1.植物種類調查 

（1）採集及鑑定 

收集調查區域近年來之相關文獻，再配合現場採集工

作，進行全區之植種調查，包含原生、歸化及栽植之種類。

調查時沿可行之路線進行採集及記錄工作，並參照 Flora 

of Taiwan、圖鑑及標本館資料，逐一鑑定核對，以確定種

類無誤。調查之地點及路線需於地圖上標示出來，調查次

數應符合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及評估範疇界

定會議結論之規定，並指明實際調查區域與開發或影響區

總面積之相對比例。 

（2）名錄製作及植物種類統計 

將野外採集所發現之植物種類一一列出，依據科屬種

之學名字母排序，最好附上中名(範例 1)。再加以歸棣特

性的統計，以了解當地植物資源情況(範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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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1、後龍溪流域植物種類 

後龍溪山區之植物種類繁多，整個樣區中有 535 種植物，包含了 45 種蕨

類植物、11 種裸子植物、414 種雙子葉植物及 65 種單子葉植物。由於山區多

為森林，故植物之習性以喬木為主，且大多為原生植物。 

後龍溪流域山區之植物名錄(每種後面括號內列明生長習性、屬性及棲地

特性) 

1. Pteridophyte  蕨類植物 

1. Aspleniaceae   鐵角蕨科 

    1. Asplenium antiquum  山蘇花   (草本, 原生, 普遍) 

2. Athyriaceae   蹄蓋蕨科 

    4. Diplazium dilatatum  廣葉鋸齒雙蓋蕨 (草本, 原生, 普遍) 

2. Gymnosperm 裸子植物 

25. Pinaceae   松科 

   49. Pinus luchuensis  琉球松   (喬木, 栽培, 普遍) 

    50. Pinus morrisonicola  臺灣五葉松   (喬木, 特有, 普遍) 

26. Podocarpaceae   羅漢松科 

    53. Podocarpus nakaii  百日青   (喬木, 特有, 稀有) 

3. Dicotyledon 雙子葉植物 

28. Acanthaceae   爵床科 

    58. Lepidagathis inaequalis  卵葉鱗球花(草本, 原生, 稀有) 

29. Aceraceae   楓樹科 

    59. Acer albopurpurascens  樟葉楓  (喬木, 特有, 普遍) 

4. Monocotyledon 單子葉植物 

128. Agavaceae   龍舌蘭科 

    471. Sansevieria trifasciata  虎尾蘭  (草本, 栽培, 普遍) 

129. Araceae   天南星科 

    473. Arisaema formosana  臺灣天南星   (草本, 特有, 普遍) 

註：若為特有種、稀有種或具特殊價值之植物，應加以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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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2、後龍溪山區植物種類歸棣特性統計表 

歸棣特性 蕨類植物 裸子植物 雙子葉植物 單子葉植物 總  計 

科數 21 6 100 18 145 

屬數 33 7 274 54 368 

類
別 

種數 45 11 414 65 535 

草本 44 0 96 42 182 

喬木 1 11 177 7 196 

灌木 0 0 88 5 93 

生
長
習
性 

藤本 0 0 53 11 64 

原生 44 0 287 37 368 

特有 1 6 65 8 80 

歸化 0 0 27 8 35 

屬
性 

栽培 0 5 35 12 52 

 
（3）稀特有植物 

詳細核對有無稀特有種，可參考植物規範中附件四之

台灣地區植物稀特有植物名錄。此處稀有植物的評定(見

3-54 



群琁地理資訊  成果報告書 

表 3-5)，僅考慮台灣特有之植物，即全世界僅分布於台

灣。因非特有之植物其尚需考慮到世界分布狀況、總數

量、邊際分布、種源中心等問題，不能單純以該種類在台

灣的情況分布及數量來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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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稀特有植物分級依據之標準 

分級 定             義 對         策   

第  

一  

級 

分布狹隘，數量極少。或有減少之趨

勢，已瀕臨絕滅或已野外滅絕。當一

開發行為於此類植物生育地進行時，

造成唯一棲地的破壞而使得該種類立

即絕滅。 

當此類植物出現於施工範圍

內時，應立即停工，如在施

工前已評估發現時，應考慮

開發基地範圍之修正(變更

計畫)。 

   

第  

二  

級 

分布狹隘，分布區內數量中等。當開

發行為於此類植物生育地進行時，小

面積開發下會使該種類棲地減少，數

量大減，適當的劃定保留區域，將不

致於立即絕滅。 

當此類植物出現於施工範圍

內時，應會同保育專家學者

商討保育對策，規劃適當之

保留區域。或變更計劃。 

   

第  

三  

級 

分布廣泛，但分布區內數量少。當開

發行為於此類植物生育地進行時，易

導致棲地減少及數量下降，但尚不致

於使該種立即絕滅。 

當此類植物出現於施工範圍

內時，應會同保育專家學者

商討保育對策，規劃適當之

保留區域。或以予移植。 

   

第  

四  

級 
分布具前三級之特性，但為新發表之

植物種類，或其在於分類地位尚有疑

問、研究資料及文獻不足或不清楚以

致無法評估。但該種確認有保留之必

要者列為第四級。 

當此類植物出現於施工範圍

內時，應會同保育專家學者

商討保育對策，規劃適當之

保留區域。或以予移植。 

 

 
（4）具特殊價值的植物種類 

如發現在生態上、商業上、歷史上(如老樹)、美學上、

科學與教育上具特殊價值的植物種類時，需於地圖上將其

分布標示出來，並說明其重要性。稀特有植物調查時，須

包含下列諸項目： 

a.族群分布地點，並於地圖中標示，並以 GPS 記錄其座標。 

b.形態描述，包含習性，葉、花、果等特徵，並拍照或繪

圖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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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現地之族群大小，同時依據文獻敘述國內其他地區之分

布現況。 

d.生育地現況，如所處物化環境(地形、土壤、海拔、方位

等)及生物環境(植物社會組成、動物相等)。  

e.生長更新狀況，開花結果情形、幼株數量。 

f.環境壓力，過去現在之可能干擾及其承受耐力，並預估

未來可能發生之情形。 

g.保育策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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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植物自然度調查 

開發區區之土地利用程度差異較大時，首先繪製自然度圖。

自然度圖的製作可依土地利用現況及植物社會組成分布，區分為

五級： 

自然度 5—天然林地區：包括未經破壞之樹林，以及曾受破壞，

然已演替成天然狀態之森林；即植物景觀、植物社會之

組成，結構均頗穩定，如不受干擾其組成及結構在未來

改變不大。 

自然度 4—原始草生地：在當地大氣條件下，應可發育為森林，

但受立地因子如土壤、水分、養分及重複干擾等因子之

限制，使其演替終止於草生地階段，長期維持草生地之

形相。 

自然度 3—造林地：包含伐木跡地之造林地、草生地及火災跡地

之造林地，以及竹林地。其植被雖為人工種植，但其收

穫期長，恒定性較高，不似農耕地經常翻耕、改變作物

種類。 

自然度 2—農耕地：植被為人工種植之農作物，包括果樹、稻田、

雜糧、特用作物等，以及暫時廢耕之草生地等，其地被

可能隨時更換。 

自然度 1—裸露地：由於天然因素造成之無植被區，如河川水域、

礁岩、天然崩塌所造成之裸地等。 

自然度 0—由於人類活動所造成之無植被區，如都市、房舍、道

路、機場等。 

 

 



群琁地理資訊 成果報告書   

 3-59

3.植被調查 

（1）植被類型及分布 

a.植被類型係依主要植群所劃定之土地利用型。以林務局農

林航空測量所出版之相片基本圖、正射化影像或航空照

片，判定調查區域內之主要植被類型及其分布情形，再配

合現地調查，加以核對訂正，並在圖上加以分區標示。資

料彙整後對主要植被類型之組成、生態意義及分布位置加

以描述(範例 3)，各類型所涵蓋之面積亦加以統計。 

b.依據前述之調查資料繪製植被圖。植被類型的劃分，可依

現地之狀況採取適合之劃分方式如：廢耕地、景觀區、作

物區、草生地、灌叢、森林(人工林、次生林、原始林)、

及其他植被類型。 

c.注意各種植被類型本質上或外型上的特色，可考量下列幾

點： 

(a)該植被是否具獨特性，或區內含有稀特有族群、具歷史

意義、高度觀賞性、及美學價值之種類。 

(b)該植被是否為維繫周圍生態環境所不可或缺者。 

(c)開發對特定種類或特定植被造成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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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3、後龍溪流域植被類型及分布 

整個後龍溪流域大部分位於平原丘稜地區，受人為經濟活動影響至劇，經

濟作物佔據流域大半面積僅少數自然植被如次生林分布及鹿場大山西南地區

保留之原生闊葉林，其植被大致可區分為三部份。 

A.河口區： 

由苗栗市至後龍溪口為平原及丘陵地形，以水田、旱田及漁塭為主。河口區

多栽植防風林及漁塭，平原區多水田、旱田；丘陵區則有桂竹林及相思樹林。

B.內陸平原及丘陵區 

包括苗栗市至大湖鄉南湖村一帶，獅潭川明德水庫及兩條主要支流汶水溪虎

山溫泉以西、大湖溪二本松以西等地區，包含流域最大面積。平原地區多為

水田及旱田，種植水稻、蔬菜、草莓、柑橘、枇杷等。丘陵區以桂竹林為主，

面積廣大且伴生之植物種類少。桂竹林外，相思樹林亦極普遍。地形陡峭坡

地、溪谷邊、或荒廢地區則有天然次生林，青剛櫟、香楠、紅楠、小梗木薑

子、山枇杷、澀葉榕、筆筒樹、刺杜蜜、茄苳、山黃梔、軟毛柿等為主要組

成分子。 

C.山地地區 

汶水溪上游虎山溫泉以東及大湖溪二本松以東，至鹿場大山主稜所涵蓋的地

區皆是，除少數桂竹林外，有林務局之造林地及中海拔的原始闊葉林。造林

地以柳杉、杉木、台灣櫸為主。原始闊葉林則組成複雜，且隨海拔及地形而

異。東洗水山及大湖溪上游無林道到達處，仍有保持相當完整的中海拔闊葉

林。依據組成，屬於錐果櫟-香楠-南投黃肉楠-紅楠植物社會。更高海拔處則

為紅檜-扁柏-鐵杉優勢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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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植被組成 

a.取樣 

為省時，省錢及省人力，選取代表全區植被類型之樣區是

必要的。就區內之主要植被進行取樣調查，調查方法因植

被類型而異。調查時須將取樣位置標示於植被圖或地形圖

上。樣區之數目、大小、分布均依實地狀況作決定。 

(a)森林 

對於天然林、次生林及人工造林區等不同的森林類型進

行取樣調查，一般以 10×10 公尺為取樣單位。調查樣方

內胸高直徑≥1cm 以上所有樹種樹幹之胸高直徑(dbh)或

樹冠覆蓋度，以及林下地被層之植物種類及覆蓋度，並

記錄樣區之海拔與坡向、坡度等環境因子。對於森林之

結構層次、種類組成，主要優勢種類詳加描述；人工林

則估算每公頃之材積及全林分之經濟價值。並分析在無

人為干擾之狀況下，未來植被之演替狀況。 

(b)草生地 

選擇典型地區隨機設置樣區，樣區之大小及數目以能涵

蓋植物種類變異為準。再調查樣方中所有草本種類及其

百分比覆蓋度。配合環境現況對所調查之草生地之種類

組成及主要優勢種類詳加描述，並分析在無人為干擾下

未來演替之可能趨勢。 

(c)溼地 

選擇典型地區(如：浸水區域、露出水面區域或不同之

含水程度)隨機設置樣區，樣區之大小及數目以能涵蓋

植物種類變異為準。再調查樣方中所有草本種類及其百

分比覆蓋度。配合環境現況對所調查之草生地之種類組

成及主要優勢種類詳加描述，並分析在無人為干擾下未

來演替之可能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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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組成及優勢度分析 

野外記錄之原始資料以軟體建檔後，其自然度 4 或 5 應計

算及分析各植種之優勢組成，優勢度以重要值(IV)表示(範

例 4 & 5)。重要值以某種在各別樣區或所有樣區之總密

度、底面積、材積、覆蓋度、或組合值表示之。重要值顯

示該種植物於當地植群中所佔有的角色，其值越大則重要

程度愈高，通常以優勢度最大的種類或特徵種類，來決定

該地區之植群類型。以下為植物重要值之二例： 

(a)木本植物之重要值 

IV＝(相對密度＋相對優勢度+相對頻度)×100/3 

相對密度＝(某一種的密度/樣區總密度)×100 

相對底面積＝(某一種的底面積/樣區總底面積) ×100 

底面積由 dbh 換算 

相對頻度=(某一種類出現之樣區數/總樣區數) ×100 

(b)草本植物之重要值 

相對覆蓋度＝(某一種的覆蓋度/所有種總覆蓋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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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4、後龍溪流域森林樣區之植物種類組成(依重要值大小排列) 
 密度 Density 

(stems/ha) 
  

dbh (cm)  Basal area IV 種名 Species 

1-3 3-10 >10 All (m2 /ha) 100 
Castanopsis carlesii 長尾栲 0 13 38 51 41.83 28.37 
Schima superba 木荷 0 5 22 27 8.08 6.38 
Machilus thunbergii 紅楠 1 9 19 29 6.04 5.26 
Lithocarpus amygdalifolius 杏葉石櫟 0 4 10 14 4.72 3.63 

Neolitsea aciculata var.variabillima 
變葉新木薑子 

0 11 12 23 2.57 2.82 

Ternstroemia gymnanthera 厚皮香 0 58 35 93 2.22 6.47 
Cyclobalanopsis longinux 錐果櫟 0 3 7 10 2.04 1.79 
Eriobotrya deflexa 山枇杷 0 9 3 12 1.8 1.75 
Carpinus kawakamii 阿里山千金榆 0 0 2 2 1.56 1.05 
Rhododendron ellipticum 西施花 0 1 10 11 1.19 1.33 
Alnus formosana 臺灣赤楊 0 0 6 6 1.02 0.95 
Quercus variabilis 栓皮櫟 0 0 4 4 1 0.83 
Michelia compressa 烏心石 0 92 17 109 0.99 6.61 
Acer kawakamii 尖葉楓 0 3 3 6 0.81 0.82 
Cinnamomum subavenium 香桂 0 18 15 33 0.77 2.28 

.. .. .. .. .. .. .. 
Turpinia formosana 山香圓 0 1 2 3 0.03 0.18 

Sum  2 527 374 903 82.5 100 

Basal area: 底面積   dbh: 胸高直徑  IV100：百分比重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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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5、後龍溪流域平原地區草生地植物種類組成(依總覆蓋度排列) 

 種類 總覆蓋度 出現頻度 

1 Ipomoea sinensis 白花牽牛 23.3 57.1 

2 Polygonum perfoliatum 扛板歸 22.3 85.7 

3 Luffa cylindrica 絲瓜 15.4 42.9 

4 Bidens chilensis 大花咸豐草 13.4 85.7 

5 Tridax procumbens 長柄菊 11.4 14.3 

6 Aster subulatus 帚馬蘭 10.9 85.7 

7 Echinochloa crus-galli 稗 5.0 28.6 

8 Pycreus polystachyos 多柱扁莎 4.3 14.3 

9 Ageratum houstonianum 紫花霍香薊 2.9 28.6 

10 Casuarina equisetfolia 木麻黃 2.1 14.3 

11 Erigeron sumatrensis 野茼蒿 2.0 57.1 

12 Triumfetta bartramia 垂桉草 1.9 42.9 

13 Rhynchelytrum repens 紅毛草 1.9 28.6 

14 Portulaca oleracea 馬齒莧 1.4 14.3 

15 Panicum paludosum 水生黍 1.4 14.3 

.. .. .. .. 

40 Echinochloa colonum 芒稷 0.31 42.9 

 

c.歧異度分析(α-diversity) (Ludwig & Reynolds, 1988) 

歧異度指數是以生物社會的豐富度(species richness)及均

勻程度的組合所表示(範例 6 & 7)。此處以 S、Simpson、

Shannon、N1、N2 及 E5 六種指數表示。木本植物以株

數計算，草本植物則以覆蓋度計算。另有估計出現頻度，

即某植物出現之樣區數除以總樣區數。 

(a) S 代表研究區域內的所有種數。 

(b) ∑ ⎟
⎠
⎞

⎜
⎝
⎛=

2

N
niλ  

λ 為 Simpson 指數，ni/N 為機率，表示在一樣區內同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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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選出兩棵，其屬於同一種的機率是多少。其最大值

是 1，表示此樣區內只有一種。如果優勢度集中於少

數種時，λ值愈高。 

(c) ∑ ⎟⎟
⎠

⎞
⎜⎜
⎝

⎛
⎟
⎠
⎞

⎜
⎝
⎛

⎟
⎠
⎞

⎜
⎝
⎛−=′

N
n

N
n

H ii ln   ni：某種個體數 N：所有種個體數 

H'為 Shannon 指數，此指數受種數及個體數影響，種

數愈多，種間的個體分布愈平均，則值愈高。但相對

的，較無法表現出稀有種。 

(d)   H'為 Shannon 指數 
'

1
HeN =

此指數指示植物社會中具優勢的種數。 

(e) λ
1

2 =N
  λ為 Simpson 指數 

此指數指示植物社會中最具優勢的種數。 

(f) 
1

11

5
−

⎥
⎦

⎤
⎢
⎣

⎡
−⎟

⎠
⎞

⎜
⎝
⎛

= ′He
E

λ
 

此指數可以明顯的指示出植物社會組成的均勻程

度。指數愈高，則組成愈均勻；反之，如果此社會只

有一種時，指數為 0。 

以上各項計算歧異度之方法，可在不同社會間進行比較。

然比較之時，應考慮社會單位大小。一般依營養級，生態

地位或生活型分開比較。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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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6、後龍溪 20 森林樣區之物種歧異度 

樣區 種數(S) λ H' N2 N2 E5 

1 15 0.355 1.375 3.955 2.819 0.616 

2 19 0.416 1.268 3.555 2.402 0.549 

3 14 0.900 0.278 1.320 1.111 0.345 

4 14 0.240 1.620 5.053 4.175 0.783 

.. .. .. .. .. .. .. 

17 21 0.204 1.850 6.362 4.898 0.727 

18 27 0.143 2.244 9.429 7.010 0.713 

19 19 0.382 1.266 3.547 2.616 0.635 

20 22 0.515 1.165 3.205 1.940 0.426 

All 65 0.061 3.271 26.334 16.344 0.606 

   

 
範例 7、後龍溪草生地樣區之物種歧異度 

    ⎯⎯⎯⎯⎯⎯⎯⎯⎯⎯⎯⎯⎯⎯⎯⎯⎯⎯⎯⎯⎯⎯⎯⎯⎯⎯  
    樣區 種數(S)      λ      H'      N1      N2      E5  

    ⎯⎯⎯⎯⎯⎯⎯⎯⎯⎯⎯⎯⎯⎯⎯⎯⎯⎯⎯⎯⎯⎯⎯⎯⎯⎯  

      1     43    0.153    2.538   12.652    6.524    0.474  

      2     23    0.348    1.689    5.417    2.871    0.424  

      3     22    0.261    1.757    5.795    3.837    0.592  

      4     15    0.778    0.608    1.837    1.285    0.341  

      5     25    0.377    1.271    3.563    2.652    0.644  

      6     31    0.150    2.270    9.678    6.667    0.653  

      7     30    0.139    2.258    9.559    7.218    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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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植被剖面圖 

植被類型中如有森林類型者，應製作植被剖面圖，以表示

植物社會之形相及社會結構。剖面圖製作時，應取調查樣

區內一具代表性寬 2~5 公尺之穿越線，記錄沿線之植株種

類、高度、位置等介量，並依此繪製植被剖面圖。 

 
(3)季節性變化 

生態系在自然氣候、環境或人為干擾狀態下形成一個動態的生

物共同體，所組成之各種生物可能有其消長變化，也就是說在

單一時段觀察時，可能無法掌握當地所有植物種類或生長週

期，而無法將該地植物生態環境描繪完全。故應考量開發之需

要及環境情況，調查野生種及當地栽植種，是否有季節性之變

化？所調查的變化可為二種 

a.種數變化  

主要為草本植物及栽培種，因其會受到自然、人為與季節

性之干擾而產生消長或數量之改變。 

b.物候變化  

木本植物植株本身一般在短期內無消長之變化，故種類不

會因調查時間而有出入。故在季節性調查中，強調植物之

生長、開花結果等週期之記錄(範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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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8、後龍溪平原地區植物之季節性變化 

┼ 於當季出現         -- 於當季未出現 

※ 於當季開花         f 於當季結果 

調查日期 

第一季：1997 年 10 月  第二季：1998 年 1 月 

第三季：1998 年 4 月   第四季：1998 年 7 月 

 

 

科    名 中文種名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金星蕨科 毛蕨 ┼ ┼ ┼ ┼ 

莧科 節節花 ┼ ┼ ┼※ ┼※ 

莧科 空心蓮子草 ┼ ┼ ┼※ ┼※ 

莧科 青莧 ┼f -- ┼ ┼※ 

繖形花科 雷公根 ┼ ┼ ┼※ ┼ 

菊科 霍香薊 ┼ -- ┼※ ┼※ 

菊科 紫花霍香薊 ┼ -- ┼※f ┼※ 

菊科 猪草 ┼f -- ┼ ┼※f 

菊科 茵蔯蒿 ┼f -- ┼ ┼※f 

菊科 帚馬蘭 ┼ -- ┼※ ┼※ 

菊科 大花咸豐草 ┼※f ┼※f ┼※f ┼※f 

菊科 咸豐草 ┼※ -- ┼ ┼※ 

菊科 鱧腸 ┼ ┼※ ┼※ ┼ 

菊科 紫背草 ┼ ┼※ ┼※ ┼f 

菊科 昭和草 ┼ -- ┼※ ┼※f 

旋花科 菟絲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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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標準化資料表格 

為了彙整各國家公園所進行的生物多樣性調查資料，必須將各調

查計畫所得的資料以相同欄位規則輸入至資料庫當中，本計劃建議以

三個層級的標準化表格，來彙整相關計畫、樣區和生物分布資料，分

別包括：研究計畫、研究樣區，以及研究調查等三項核心欄位。 

研究計畫核心欄位以登錄計畫名稱及其成果為主；計畫樣區核心

欄位則是登錄該計畫所選取的所有樣區資訊；研究調查欄位則是登錄

所調查出各筆觀察的生物分布資料。三個核心欄位之間，將以計畫編

號與樣區編號來作連結，屆時資料庫當中，在查詢各物種分布資料的

同時，將可同時得知該計畫與樣區的相關資訊。以下將針對各核心欄

位的細項逐一說明。 

 

 
一、研究計畫核心欄位 

研究計畫核心欄位主要是以計畫本身的一些背景資料與其成果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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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研究計畫核心欄位 

顯示欄位 
（英文名稱） 

顯示欄位 
（中文名稱） 

內容定義及資料屬性 

prj_id 計畫編號 

用以區別各國家公園、各年度計畫的流水編號。

為後續管理方便，計畫編號的法則將由「機關代

碼（3 碼英文）+計畫年度（3 碼數字）+年度編號

（2 碼數字）」所組成。其中，機關代碼分別為：

營建署（CPA）、陽明山（YMS）、雪霸（SPX）、

玉山（YSX）、太魯閣（TRK）、墾丁（KTX）、

金門（KMX），以及東沙環礁（DSX）國家公園。

計畫年度號碼以民國年度的數字，並以 3 碼呈

現；最後再加上該計畫於該單位當年的計畫流水

順序。例如：民國九十八年玉山國家公園所委託

之第三個計畫的計畫編號，可訂為 YSX09803。 
Primary key。 
character or numeric，8 bytes 

prj_name 計畫名稱 
為營建署與各國家公園管理處於簽約後所訂定之

計畫名稱。 
character or numeric，64 bytes 

year 計畫年度 
以民國年度的數字化來記錄，如：民國九十六年

度請填寫『096』。 
character，8 bytes 

np 國家公園 

該計畫所執行的國家公園名稱，一般為單一選

項，但若為營建署所提供跨公園的研究計畫時，

則需輸入數各國家公園。 
character，32 bytes 

org 受託單位 
為該計畫委託執行的之單位名稱全銜。 
character，64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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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欄位 顯示欄位 
內容定義及資料屬性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計畫主持人 PI 
該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與協同主持人則無須

填寫。 
character，16 bytes 

abstract_c 中文摘要 
以中文描述該計畫之主要研究內容及成果。 
character，2048 bytes 

abstract_e 英文摘要 
以英文描述該計畫之主要研究內容及成果。 
character，1024 bytes 

Keyword_c 中文關鍵字 
資料描述之主題關鍵字詞，須用『、』分隔。 
character，128 bytes 

keyword_e 英文關鍵字 
資料描述之英文主題關鍵字詞，須用『,』分隔。

character，128 bytes 

purpose 研究目的 
描述研究之主要目的。 
character，256 bytes 

location 研究範圍 
描述研究進行之地理調查範圍。 
character，64 bytes 

methods 研究方法 
說明研究進行之方法。 
character，2048 bytes 

results 結果 
說明研究所得之成果。 
character，2048 bytes 

suggestion 建議 
提出研究相關之建議。 
character，2048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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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樣區核心欄位 

研究樣區核心欄位主要用來描述調查的樣區，依據實際樣區數量填

寫。依據過去各國公園常見調查研究計畫的目的，可以分為：普查、監

測、研究及採樣等四大類（詳見調查規範中的『調查目的』），除最後

一項單純採樣進行分子生物學或生理學研究外，其它均需要規劃樣區，

並依欄位逐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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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研究樣區核心欄位 

顯示欄位 
（英文名稱） 

顯示欄位 
（中文名稱） 

內容定義及資料屬性 

prj_id 計畫編號 

與研究計畫核心欄位的計畫編號相同，未來將以

此作為資料庫之間連結。 
Primary key。 
character or numeric，8 bytes 

site 樣區選擇方式 

請詳細敘述樣區的選擇方式，包含各樣區的名

稱、種類、環境及大小。其中，樣區名稱為一般

慣用的地理名稱，讓其它人見到此樣區名稱便可

立刻瞭解此樣區的位置。樣區種類則依各研究計

畫的目的而不同，例如依據海拔、植被類型、開

發程度…所規劃的樣區，則可以在樣區描述欄位

中說明，輔以說明此樣區在該研究中的類別。而

環境項目則可以描述該樣區的一些基礎環境資

料，甚至包含調查過程中所收集的氣候、水質等

相關訊息。 
character，16384 byte 

frequency 調查頻度 

為樣區於研究期間的調查次數，因此，各樣區的

調查頻度未必會相同，應依照各樣區實際調查次

數填寫。 
numeric，512 bytes 

methods 調查方法 

描述於樣區進行研究之調查方法，為方面後續分

析，如與本標準化制度所敘述之動植物調查方法

相同，建議直接引用其調查方法中文名稱；若調

查方法與建議不同，請詳述所使用之調查方法。

項目除了列出使用的方法外，尚須列出該方法所

使用的人力、時間、數量，以便後續比較各調查

單位努力量之間的成果。 
character，8192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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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調查核心欄位 

研究調查核心欄位即為生物多樣性分布資料庫最主要的部分，

以個體無單位來記錄。無論研究目的為普查、監測、研究或採樣，

都需要將野外觀察的個體及其相關資料記錄下來，所需項目如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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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研究調查核心欄位 

顯示欄位 
（英文名稱） 

顯示欄位 
（中文名稱） 

內容定義及資料屬性 

prj_id 計畫編號 

與研究計畫核心欄位的計畫編號相同，未來將

以此作為資料庫之間連結。 
Primary key。 
character or numeric，8 bytes 

tX 調查點 X 座標 

用以表示該個體出現的座標位置，如為本島區

域的樣點則填寫臺灣二度分帶系統 TWD97 之

E 座標資料，共有 6 碼。若為金門或東沙等不

適用於本島 TWD 系統之區域，則改以經緯度

的 WGS84 的 E 來記錄，單位以「度」表示，

並記錄到小數點下 6 位，若為「分」或「秒」

單位者，請自行轉換回「度」，再行上傳。一

般來說，無論哪個系統，一個座標均由兩組數

字所構成，而本項目所要記錄的 X 座標，在二

度分帶系統為第一組 6 碼數字，而在經緯度系

統則應記錄第二組東經數字，且記錄到小數點

下第 6 位。 
character or numeric，16 bytes 

tY 調查點 Y 座標 

用以表示該個體出現的座標位置，如為本島區

域的樣點則填寫臺灣二度分帶系統 TWD97 之

N 座標資料，共有 7 碼。若為金門或東沙等不

適用於本島 TWD 系統之區域，則改以經緯度

的 WGS84 的 N 來記錄，單位以「度」表示，

並記錄到小數點下 6 位，若為「分」或「秒」

單位者，請自行轉換回「度」，再行上傳。一

般來說，無論哪個系統，一個座標均由兩組數

字所構成，而本項目所要記錄的 Y 座標，在二

度分帶系統為第二組 7 碼數字，而在經緯度系

統則應記錄第一組北緯的數字，且記錄到小數

點下第 6 位。 
character or numeric，16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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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欄位 顯示欄位 
內容定義及資料屬性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調查日期 date1 

記錄觀察到該物種的日期，資料格式以西元日

期記載，yyyy/mm/dd，如『2009/01/01』。若

為連續捕捉的陷阱，則以巡邏該陷阱並觀察到

該個體的日期記錄之。 
character，16 bytes 

time1 調查時間 

該物種進行調查的時間，資料格式為 24 小時制

hh:mm，如「02:00」或「23:30」。短時間的陷

阱（鳥網、蝙蝠豎琴網），則記錄捕獲當時的

時間；但若為長時間的陷阱（掉落式陷阱、鼠

籠），則時間記錄「不詳」，但必須在調查方

法欄位中，註明陷阱放置的時段。 
character，16 bytes 

class 物種類別 
該物種於生物分類階層「綱」的名稱，建議參

考 TaiBIF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站內之物種名錄。

character，256 bytes 

name_c 中文名稱 
該物種之中文名稱，建議參考 TaiBIF 台灣生物

多樣性網站內之物種名錄。 
character，64 bytes 

species_id 物種代碼 
內部使用。填寫物種中文名稱後由系統自動產

生。 
character or numeric，8 bytes 

scientific_name 學名 
內部使用。填寫物種中文名稱後由系統自動產

生。 
character，64 bytes 

methods 調查方法 

描述於該處進行研究之調查方法，若各樣區所

採用的方式均一致，可以在此記錄方法的名稱

即可，該方法的詳細描述請記錄在研究樣區核

心欄位的調查發方法。若該筆記錄異於其它方

式，則需在此補充說明該法的細節。 
character，1024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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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欄位 
（英文名稱） 

顯示欄位 
（中文名稱） 

內容定義及資料屬性 

quantity 數量 
調查所得之該物種數量。 
numeric，4 bytes 

observer 調查者 
一人，調查者姓名全名，或身份證字號。 
character，16 bytes 

identifier 鑑定者 
物種鑑定者之姓名全名，或身份證字號。 
character，16 bytes 

other 其他 
調查所得該物種之其他項目或相關記錄事項。

character，1024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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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調查資料核心欄位建議之野生動物調查表格 

野生動物調查紀錄表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調查日期：                                                   調查點編號：                                    

調查法：                                                     調查者：                                        

  

調查時間 調查點 X 座標 調查點 Y 座標 物種類別 物種代號 生物中名 生物學名 數量 棲地 鑑定者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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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研究計畫 Excel 表格範例 



群琁地理資訊  成果報告書 

 

 

 

 

 

 

 

 

 

 

 

 

 

 

 

 

圖 3-16  研究樣區 Excel 表格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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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研究調查 Excel 表格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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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生物調查標準化未來展望 

生物標準制度資料庫的功能，除了能更有系統及有效地累積物

種生態資訊外，其資料庫亦可協助政府單位與學術研究之工作未來

發展。以挖子尾自然保留區為例，自西元 1992~2001 年，每月均以

固定的方式及路線進行生物種類、總數量等調查，每月 1 份，9 年

共 108 份資料，經過分析，發現當地物種出現數量下降的趨勢。但

如調查年限較短，僅 1~2 年，其調查所得的結果非但看不出下降趨

勢，甚至可能因某年物種數量些微上升，而誤判環境真正之變化，

得到完全相反的調查結果。挖子尾自然保留區旁有土地申請開發，

該地區與挖子尾自然保留區相隔不到 5 公里，但在該開發地區之環

評報告中，卻完全未提及旁邊設有自然保留區的事實，亦無考量其

與自然保留區之距離，且環評監測年數僅 1~2 年，其時間可能不足

以了解當地生態變化狀況。亦有其他學者進行水域調查，其調查結

果發現物種數目的下降趨勢，與上述之陸域調查結果十分相似。故

以標準制度進行固定之調查與研究，以及持續長時間之調查時間，

相當重要。 

 
此外，當面對生態環境改變，或當生物傳播對人類有影響的疫

病時，物種分布資料能提供疫病可能的傳播方向與影響程度，協助

政府或專家進行防治工作。例如禽流感的傳播，鳥禽的分布資料便

相當重要。依標準所建置之物種資料，若進ㄧ步用以預測物種分布，

更能確切地掌握變化趨勢，快速進行處理。以八色鳥為例，2000 年

前僅有台灣大學與鳥會所調查共 50 筆分布資料，2001 年時將此筆

資料利用 GIS 軟體及分布預測模式，預測八色鳥全台分布，預測結

果經特有生物中心調查人員與鳥會共同調查驗證，發現準確度達

50%，由於八色鳥是隱蔽性較高的鳥類，因此 50%的準確度已相當

高。透過此種分布預測，可快速選擇需優先調查的地區與範圍，利

用各種不同的生物調查方法，配合生物特性與季節，找出物種的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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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分布位置，亦可確認保護區的劃設範圍是否完整洽當。以此種方

式進行調查，更可節省調查人力與時間。 

 
長時間的調查與分布預測，透過資料庫的建立，可在未來氣候

變遷時，有效預測物種變化，當發生問題時可及早因應。而建立資

料庫，最重要的就是統一建置及調查標準，所得資料才能進行最有

效的利用，此為生物調查的重要課題，盼望各界能ㄧ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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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物知識庫和多媒體詮釋資料規劃 
生物多樣性的資料頗多，且異質性高，但也有其規律性。本計劃嘗

試將本年度所整理的脊椎動物（含哺乳類、鳥類、爬蟲類、兩棲類和淡

水魚類），規劃其物種的基礎內容，以資料庫的方式，建立其知識庫。

同時，也規劃這些伴隨物種的多媒體資料，做為建立這些物種展示系統

的基本內容。 

 

4.1.生物知識庫 

為了要能將各類型的物種知識庫展示，以供各類人士運用，本

計劃規劃各類型脊椎動物的知識庫。基本上，各類型的動物有其特

殊性，因此除了基本的分類欄位外，大部分的生態資料欄位頗為不

同。不過，從類型來看，大致不出體型（型態）、生態、行為、棲

地需求、多媒體（含生態照片、音訊和影片）等類型。其中多媒體

的內容規劃，詳見下節。 

舉例而言，以鳥類為例，本計劃規劃了基本資料（包含俗名、

目名、外來種、特有種和保育等級等欄位）、特徵（定居性、活動

習性、出現時間、科特徵、全長、尾長、喙長、跗蹠長、體重、成

鳥外型描述、飛行辨識、行為辨識、相似種辨識、合作繁殖、繁殖

期、食性、主要食物、覓食場所和覓食方法）、分布地點（棲地類

型、微棲地類型、族群狀況、分布狀況、分布下限、分布上限）和

參考文獻（參考圖鑑）等四大項，計 33 個欄位的內容。 

以這種模式規劃，本計劃所完成的脊椎動物知識庫內容，詳見

表 4-1~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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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生物基本資料表 

顯示欄位 

(英文名稱) 

顯示欄位 

(中文名稱) 
資料屬性及說明 

species_id 物種代碼 Primary key，characters & numerics，8 bytes

name_c 俗名 character，64 bytes(以內) 

name_oth 俗名_別名 character，32 bytes 

Oth2 俗名_別名 2 character，32 bytes 

Oth3 俗名_別名 3 character，32 bytes 

Oth4 俗名_別名 4 character，32 bytes 

Oth5 俗名_別名 5 character，32 bytes 

scientific_name 學名 character，64 bytes 

name_e 俗名_英文 character，不超過五個，128 bytes 

Oth_e2 俗名_英文 2 character，128 bytes 

Oth_e3 俗名_英文 3 character，64 bytes 

Oth_e4 俗名_英文 4 character，64 bytes 

Oth_e5 俗名_英文 5 character，64 bytes 

kingdom 界 character，32 bytes 

kingdom_e 界_英文 character，32 bytes 

phylum 門 character，32 bytes 

phylum_e 門_英文 character，32 bytes 

class 綱 character，32 bytes 

class_e 綱_英文 character，32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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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_ 目 character，32 bytes 

order_e 目_英文 character，32 bytes 

family 科 character，32 bytes 

family_e 科_英文 character，32 bytes 

foreign_species 外來種 character，是或否，2 bytes 

endemic_species 特有種 

說明：「因地理、歷史、生態或生理等因素，

物種僅侷限分布於某一特定的地理區域而未

在其他地方出現時，稱此物種為該地理區域

之特有種。」 

character，是或否，2 bytes 

conservation_gd 國內保育等級 

說明：「本國野生動物保育法將野生動物分

為瀕臨絕種、珍貴稀有、應予保育及非保育

類四個等級。」 

character，8 bytes 

YMS 陽明山國家公園 character，有或無，2 bytes 

TRK 太魯閣國家公園 character，有或無，2 bytes 

SP 雪霸國家公園 character，有或無，2 bytes 

YS 玉山國家公園 character，有或無，2 bytes 

KT 墾丁國家公園 character，有或無，2 bytes 

KM 金門國家公園 character，有或無，2 bytes 

DS 東沙國家公園 character，有或無，2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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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魚類特徵表 

顯示欄位 

(英文名稱) 

顯示欄位 

(中文名稱) 
資料屬性及說明 

species_id 物種代碼 Primary key，characters & numerics，8 bytes 

full_length 全長(公分) character，32 bytes 

Weight 體重(公克) character，32 bytes 

lateral_line 側線型 character，64 bytes 

body_shape 體型 character，64 bytes 

adipose_fin 脂鳍 character，有或無，2 bytes 

pelvic_fin 腹鳍型態 character，32 bytes 

snout_form 口位  character，16 bytes 

barbell 鬚 character，64 bytes 

scale 鱗片型態 character，32 bytes 

gonochorism 雌雄異型 character，是或否，2 bytes 

egg_num 孕卵數 character，16 bytes 

Spawning_site 產卵場 character，128 bytes 

breeding_season 繁殖期 

說明：「以 1 代表有，0 代表無，按順序自一月到

十二月顯示各月份繁殖狀況。如綠繡眼繁殖期為每

年的三至八月，即以 001111110000 來表示。」 

character，12 bytes 

brd_behavior 生殖行為 character，256 bytes 

diet 食性 character，128 bytes 

main_food 主要食物 character，256 bytes 

eco_habit 生態習性 character，512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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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兩生類特徵表 

顯示欄位 

(英文名稱) 

顯示欄位 

(中文名稱) 
資料屬性及說明 

species_id 物種代碼 Primary key，characters & numerics，8 bytes 

emerg_time 出現時間 character，64 bytes 

traits 分類特徵 character，256 bytes 

tail 尾 character，有或無，2 bytes 

full_length 全長(公分) character，32 bytes 

weight 體重(公克) character，32 bytes 

parotid_gland 腮腺 character，有或無，2 bytes 

fingertip 指尖型態 character，32 bytes 

maxillary_teeth 上顎齒 character，有或無，2 bytes 

dorsolateral_fold 背側褶 character，有或無，2 bytes 

adult_description 成體特徵描述 character，256 bytes 

larva_description 幼體特徵描述 character，256 bytes 

egg_description 卵特徵描述 character，256 bytes 

egg_num 孕卵數 character，16 bytes 

spawning_site 產卵場 character，128 bytes 

breeding_season 繁殖期 

說明：「以 1 代表有，0 代表無，按順序自一月

到十二月顯示各月份繁殖狀況。如綠繡眼繁殖期

為每年的三至八月，即以 001111110000 來表示。」

character，12 bytes 

deit 食性 character，32 bytes 

main_food 主要食物 character，256 bytes 



群琁地理資訊 成果報告書   

 4-6

表 4-4  爬蟲類特徵表 

顯示欄位 

(英文名稱) 

顯示欄位 

(中文名稱) 
資料屬性及說明 

species_id 物種代碼 Primary key，characters & numerics，8 bytes 

full_length 全長(公分) character，32 bytes 

weight 體重(公克) character，32 bytes 

dorsal_shield 背甲 character，有或無，2 bytes 

shield_type 背甲型態 character，32 bytes 

limb 四肢 character，有或無，2 bytes 

limb_pattern 四肢型態 character，槳狀與否，8 bytes 

toe_trait 趾特徵 character，32 bytes 

scalation 頭部具對稱排 
列之鱗片 

character，有或無，2 bytes 

groin hole 鼠蹊孔 character，有或無，2 bytes 

toxicity 毒性 character，有或無，2 bytes 

egg_num 孕卵數 character，16 bytes 

spawning_site 產卵場 character，128 bytes 

breed_season 繁殖期 

說明：「以 1 代表有，0 代表無，按順序自一月到

十二月顯示各月份繁殖狀況。如綠繡眼繁殖期為每

年的三至八月，即以 001111110000 來表示。」 

character，12 bytes 

diet 食性 character，32 bytes 

main_food 主要食物 character，256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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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鳥類特徵表 

顯示欄位 

(英文名稱) 

顯示欄位 

(中文名稱) 
資料屬性及說明 

species_id 物種代碼 Primary key，characters & numerics，8 bytes

migration 定居性 character，32 bytes 

activity 活動習性 character，獨居或群居，32 bytes 

emerg_time 出現時間 character，64 bytes 

family_traits 科特徵 character，512 bytes 

full_length 全長(公分) character，32 bytes 

tail_length 尾長(公分) character，16 bytes 

beak_length 喙長(公分) character，16 bytes 

tarsometatarsus_length 跗蹠長(公分) character，16 bytes 

weight 體重(公克) character，32 bytes 

adult_description 成鳥外型描述 character，512 bytes 

flight_identification 飛行辨識 character，256 bytes 

behavior_identification 行為辨識 character，512 bytes 

similar_identification 相似種辨識 character，512 bytes 

cooperative_breeding 合作繁殖 
說明：「某些物種的社會系統中，個體間會

有共同哺育彼此後代和護巢的行為。」 

character，有或無，2 bytes 

breeding_season 繁殖期 

說明：「以 1 代表有，0 代表無，按順序自

一月到十二月顯示各月份繁殖狀況。如綠繡

眼繁殖期為每年的三至八月，即以

001111110000 來表示。」 

character，12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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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t 食性 character，16 bytes 

main_food 主要食物 character，128 bytes 

feeding_ground 覓食場所 character，256 bytes 

feeding_way 覓食方法 character，256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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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哺乳類特徵表 

顯示欄位 

(英文名稱) 

顯示欄位 

(中文名稱)
資料屬性及說明 

species_id 物種代碼 Primary key，characters & numerics，8 bytes 

family_traits 科特徵 character，256 bytes 

headtrunk_length 頭幹長(公分) character，32 bytes 

tail_length 尾長(公分) character，16 bytes 

hindlimb_length 後足長(公分) character，16 bytes 

weight 體重(公克) character，32 bytes 

dental_formula_up 齒式(上顎) character，16 bytes 

dental_formula_low 齒式(下顎) character，16 bytes 

diet 食性 character，16 bytes 

main_food 主要食物 character，256 bytes 

breeding_season 繁殖期 

說明：「以 1 代表有，0 代表無，按順序自一

月到十二月顯示各月份繁殖狀況。如綠繡眼繁

殖期為每年的三至八月，即以 001111110000
來表示。」 

character，12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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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生物分布表 

顯示欄位 

(英文名稱) 

顯示欄位 

(中文名稱) 
資料屬性及說明 

species_id 物種代碼 Primary key，characters & numerics，8 bytes

habitat_type 棲地類型 character，128 bytes 

microhabitat_type 微棲地類型 character，128 bytes 

pop_condition 族群狀況 character，32 bytes 

distri_condition 台灣分布狀況 character，32 bytes 

dist_u 分布下限(公尺) numeric，4 bytes 

dist_l 分布上限(公尺) numeric，4 bytes 

 

表 4-8  生物知識庫參考資料表 

顯示欄位 

(英文名稱) 

顯示欄位 

(中文名稱) 
資料屬性及說明 

species_id 物種代碼 Primary key，characters & numerics，8 bytes 

illustrated_hb 參考圖鑑 character，256 bytes 

Web_site 參考網頁 character，256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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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生物基本資料表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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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生物特徵表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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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生物分布表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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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生物資料庫參考資料表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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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多媒體詮釋資料規劃 

  為了儲存與彙整各種多媒體如圖檔、音訊及影片資料，以便後續

的生物多樣性內容展示和可能的解說教育之用，本計劃以國內數位典

藏計畫之規範，規劃生物多樣性多媒體資料的詮釋資料（metadata）

內容，作為資料庫中心彙整多媒體資料時的依據。 

  基本上，本計劃規劃使用者可填的一些資料內容（表4-9）以及

資料上傳後，系統依據各個檔案類型所加入的內容（表 4-10）。因此，

表 4-10 為最後整體的資料庫項目。這種規劃內容允許使用不一定要

將所有的欄位填滿，即可將這些檔案上傳，方便後續的處理。目前台

灣各單位過去在執行國科會的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時，均以這種

方式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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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多媒體詮釋資料欄位，此部分由使用者填寫 

圖檔 音訊 影片 

顯示欄位 

(英文名稱) 

顯示欄位 

(中文名稱) 

顯示欄位 

(英文名稱)

顯示欄位 

(中文名稱)

顯示欄位 

(英文名稱) 

顯示欄位 

(中文名稱)

name_c 中文名 name_c 中文名 name_c 中文名 

photo_id 圖檔流水號 sound_id 音訊流水號 video_id 影片流水號 

original_quality 原始圖檔品質 quality 品質 quality 品質 

original_size 原始圖檔大小 length 長度 length 長度 

original_format 原始圖檔格式 date 錄音日期 date 拍攝日期 

save_date 存檔日期 location 錄音地點 location 拍攝地點 

date 拍攝日期 tX X 座標 tX X 座標 

location 拍攝地點 tY Y 座標 tY Y 座標 

tX X 座標 author 作者 author 作者 

tY Y 座標 provider 提供者 provider 提供者 

author 作者 content 解說 content 解說 

provider 提供者     

content 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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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多媒體詮釋資料欄位，此部分由資料庫典藏 

圖檔 音訊 影片 

顯示欄位 
(英文名稱) 

顯示欄位 
(中文名稱) 

顯示欄位 
(英文名稱)

顯示欄位 
(中文名稱)

顯示欄位 
(英文名稱) 

顯示欄位 
(中文名稱) 

species_id 物種代碼 species_id 物種代碼 species_id 物種代碼 

name_c 中文名 name_c 中文名 name_c 中文名 

photo_id 圖檔流水號 sound_id 音訊流水號 video_id 影片流水號 

original_quality 原始圖檔品質 quality 品質 quality 品質 

original_size 原始圖檔大小 length 長度 length 長度 

original_format 原始圖檔格式 date 錄音日期 date 拍攝日期 

save_date 存檔日期 location 錄音地點 location 拍攝地點 

quality 網路圖檔品質 tX X 座標 tX X 座標 

size 網路圖檔大小 tY Y 座標 tY Y 座標 

format 網路圖檔格式 author 作者 author 作者 

file_date 建檔日期 provider 提供者 provider 提供者 

date 拍攝日期 content 解說 content 解說 

location 拍攝地點 maker 後製者 file_date 建檔日期 

tX X 座標 file_date 建檔日期 public 公開與否 

tY Y 座標 sound_shape 波譜   

author 作者 spectra 頻譜   

provider 提供者     

content 解說     

authority 使用權     

註：黃色網底欄位為使用者填寫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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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統建置 

依據前述的需求和理念，本計畫開發相關的生物多樣性資料的

輸入和系統。在系統上，可分為一般大眾使用的「國家公園生物多

樣性資料庫與知識平台」和管理處同仁使用的「國家公園生物多樣

性地理資訊系統」兩種，這兩個系統均可展示目前已完成的脊椎動

物知識庫和分布資料，並可依需求，進行各查詢功能。 

除此之外，為了要能充分利用生物分布資料，有必要建立各國

家公園的地理資訊圖層。由於各個國家公園過去均以建立了許多的

GIS 圖，本計劃透過營建署的協助，由各管理處獲得目前已有的圖

檔，並補充建置了一些共用的檔案，作為展示系統的基本 GIS 資訊

內容。由各國家公園管理處提供、本期系統納入之 GIS 圖檔約 101

幅，資料清單詳見附錄四。 

 

 

5.1.資料輸入設計特色 

而針對傳統習慣使用紙本進行調查作業之研究人員，本專案

規劃設計三種方便的作業方式或工具以供使用者自行選擇最方便

的現地作業操作環境，以利現地調查資料的彙整，以下簡述此三

種現地調查系統的作業方式： 

方案一：提供 excel 檔案範本，供調查作業之研究人員使用。所提

供的 excel 檔案範本，已先行設計並建立表單關聯性，研

究人員依 excel 格式將資料輸入完畢後，上傳至系統中，

由系統之資料轉入模組將 excel 表單內容轉換納入資料

庫中。 

方案二：調查作業研究人員使用自已熟悉的工具或軟體，將調查

資料內容轉為 XML 檔後，上傳至系統主機端，供轉換納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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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資料庫中；由於 XML 為國際標準的資料交換格式，因

此，若研究人員有熟悉的工具可使用，本系統亦可接受

XML 檔供轉換納入資料庫中。 

方案三：開發設計 PDF 檔做為表單填寫的檔案中介格式，再透過

程式功能，可將資料轉換上傳至系統主機端，供轉換納

入資料庫中。  

 
而專案額外建議使用 PDF 檔做為表單填寫的中介格式，主要

是因為 PDF 檔的優點包括： 

1. 考慮離線資料建檔方式：由於 PDF 檔方便攜帶(可存於筆記

型電腦或平板電腦等攜帶型電腦中)，使用者不需上網即可

使用，方便研究人員於離線狀態進行資料建檔。 

2. PDF 檔接近紙本樣式，資料整理容易：PDF 檔已設計得和現

地調查表一模一樣，未登打資料時，可當空白表單列印供調

查時使用，回來資料登打時，可由助理按相同表單進行輸入

即可，不會有欄位錯置的問題或格式轉換的問題。 

3. 使用 PDF 檔，可節省資料整理人力：資料整理為 PDF 檔，

除可做為上傳資料檔案，亦可做為調查成果報告之書面檔

案，不需額外花費人力重覆進行資料建檔或整理。 

4. 工具免成本負擔：使用者只需使用 PDF 讀檔工具即可進行

資料輸入軟體，不會造成研究人員的成本負擔。 

5. 工具安裝及操作容易，不會有使用門檻。 

 

 

5.2.系統設計 

系統整體架構圖展示「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料庫與知識

平台」入口網頁系統及「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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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資料調查作業系統的概念性整體架構，詳見圖 5-2。 

當資料進入資料庫後，若要將資料進一步提供給特生中心

或是其他應用系統使用，將配合營建署的規劃方式提供交換檔

案給其他相關單位。 

軟體/網路架構圖為展示「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料庫與知

識平台」入口網頁系統有關各項軟體組件間的關係，詳見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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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料庫與知識平台」入口網頁系統及「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整

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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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料庫與知識平台」入口網頁系統軟體/網路架構圖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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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料庫與知識平台」入口網頁系統功能架

構如圖 5-3所示。 

 

 

圖 5-3  「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料庫與知識平台」入口網頁系統功能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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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料庫與知識平台」入口網頁系統功能

模組說明 

項次 功能項目 功能說明 

0 首頁 使用者觀看物種消息(今日最正點)，藉由

類別、條件選取查詢到詳細的物種資訊。

1 今日最正點選取 首頁亂數顯示的文章、圖片，點選一下該

標題可以看其詳細內文及圖片。 

2 生物資料查詢統計  
2.1  查詢條件設定 提供使用者以特有性或保育等級為條

件，進行資料查詢，提供連結觀看物種基

本資料、物種資料來源、物種分布地圖、

物種照片…….等資訊。 

2.1.1   依保育等級 保育等級分為兩大類保育及非保育，保育

類的分為三種等級「珍貴稀有」、「瀕臨

絕種」、「應予保育」。 

2.1.2   依國家公園區域 按照國家公園區域來進行區域物種檢

索，分別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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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島

的有「金門國家公園」、「東沙環礁國家

公園」。 

2.2  類別檢索  
2.2.1   關鍵字查詢 提供使用者選定資料檢索方式為依目別

科別、樹狀結構，系統可顯示物種基本資

料、物種資料來源、物種分布地圖、物種

照片…….等資訊。 

2.2.2   樹狀查詢 提供使用者選定資料檢索方式為關鍵

字，系統可顯示物種基本資料、物種資料

來源、物種分布地圖、物種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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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功能項目 功能說明 
資訊。 

2.3  詳細物種資料  
2.3.1   生物基本分類 顯示物種學名、中文名、物種屬、科別。

2.3.2   生物外觀特徵 顯示物種詳細特徵描述。 

2.3.3   生物分布地區 顯示物種分布位置。 

2.3.4   相關參考文獻 顯示物種參考文獻資訊。 

2.3.5   相關圖像影音資

訊 
顯示物種相關影音、圖片資訊。 

 
系統提供一般民眾進行國家公園範圍內生物資料查詢功能，並且

於系統首頁提供隨機出現的「今日最正點」－國家公園生物主題性介

紹（圖 5-4），以達環境生態教育訓練之目的。 

 

圖 5-4  「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料庫與知識平台」首頁，展示由各

國家公園管理處人員所提供的今日最正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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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提供以樹狀結構方式(圖 5-5)、關鍵字或國家公園物種方式進

行物種資料的查詢與瀏覽(圖 5-6 & 5-7)。 

圖 5-5  「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料庫與知識平台」中的樹狀結構查

詢展示 

圖 5-6  「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料庫與知識平台」中利用樹狀結構

檢索系統所查詢到的物種名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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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料庫與知識平台」中利用樹狀結構

檢索系統所查詢到的物種名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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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功能架構如圖 5-8 所示。 

 

 

圖 5-8  「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功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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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個系統的服務對象為國家公園管理處的人員和承接保育計

劃的研究人員，因此在內容上，以服務和管理功能為開發重點。尤其

著重於使用者的身分認證，並能展示各種具有空間座標的 GIS 圖資，

同時也提供許多的查詢方式。目前已有的查詢系統包括生物資料交叉

查詢、生物分布空間查詢和調查點查詢。另外，亦有許多的資料庫管

理系統功能（表 5-2）。 

表 5-2  「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功能模組說明 

項次 功能項目 功能說明 

0 身分認證 使用者登入系統輸入帳號、密碼後由系

統主機進行使用者身分認證，確定使用

者身分及所屬國家公園後，系統會自動

判斷特定國家公園身分，並可使用系統

使用相關功能。 

1 地圖定位  
1.1  國家公園定位 提供使用者選定國家公園名稱並進行

空間位置定位功能。 

1.2  行政區定位 提供使用者選定鄉鎮市區、村里並進行

空間位置定位功能。 

1.3  座標定位 提供使用者輸入座標資料再將圖形視

窗展示範圍移至以該座標為中心的地

區。 

2 生物資料查詢  
2.1 生物資料交叉查詢 針對本系統的物種資料進行查詢，可使

用生物特有性、國家公園區域、關鍵字

交叉查詢，查詢後點選物種詳細資料、

分布資訊。 

2.2 下載生物資訊 提供生物多媒體資訊、生物代碼對照表

下載。 

2.3 生物分布點顯示 顯示該生物在國家公園的分布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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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功能項目 功能說明 
生物分布空間查詢 2.4 提供使用者在地圖上圈選某一區塊，由

圖上點選單筆方式、圖上多邊形或圓形

選取方式進行資料查詢，並可供統計範

圍內調查記錄筆數，列出該區塊的物種

分布資訊。 

3 調查點資料查詢  
3.1 生物資料交叉查詢 可以針對上傳批號、計畫名稱、國家公

園、物種名稱……等，多項條件進行搜

尋交叉查詢。 

3.2 調查點分布點顯示 顯示該生物在地圖上的位置。 

3.3 調查點空間查詢 提供使用者在地圖上圈選某一區塊，由

圖上點選單筆方式、圖上多邊形或圓形

選取方式進行資料查詢，並可供統計範

圍內調查記錄筆數。 

4 今日最正點管理 對首頁顯示的文章、圖片進行新增、修

改、刪除的管理。 

5 計畫資料管理 管理研究計畫，可以對計劃進行新增、

修改、刪除，以及研究樣區的新增。 

6 調查點資料管理  
6.1 調查點審核交叉查

詢 
針對本系統的物種資料進行查詢，可使

用。 

6.2 調查點資料上傳 提供使用者利用 Excel、PDF、XML
等檔案方式上傳調查點資料。 

7 系統管理 管理帳號密碼及這號個人資料，查閱系

統維護紀錄。 

8 地圖工具  
8.1  縮放 針對圖形視窗展示內容進行放大縮小

功能，指標鍵功能可連續放大。 

8.2  平移 針對圖形視窗展示內容進行平移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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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功能項目 功能說明 
能，指標鍵功能可連續平移。 

8.3  全圖 將圖形視窗資料展示範圍區恢復為全

臺灣範圍。 

8.4  圖層顯示設定 使用者可調整目前地圖畫面圖層開啟

或關閉，方便控制圖層套疊。 

 
此外，「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也提供國家公園管

理處業務相關人員進行國家公園範圍內生物資料上傳/查詢功能；系統

也利用 GIS 的功能，提供多種定位方式，方便使用者進行地圖定位（圖

5-9）。 

 

圖 5-9  「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所提供的地圖定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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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提供以條件選取或空間選取方式進行生物資料或調查點資料

查詢（圖 5-10）。 

 
圖 5-10  「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的空間選取查詢功能 

 
查詢所得生物資料亦可進行 3D 定位，將分布圖套疊至 Google 

Earth 上進行資料瀏覽（圖 5-11）。 

 
圖 5-11  「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可將生物分布圖，利

用 Google Earth 的 3D 功能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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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用調查點的資料查詢上，本系統提供調查點資料查詢（圖

5-12）和運用矩形、圓形或多邊形等方式，選取特定位置或範圍，以

展示生物之分布資料（圖 5-13）。 

 
圖 5-12  「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的調查點資料查詢畫面 

 

 
圖 5-13  「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的空間選取工具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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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所得調查點資料亦可進行 3D 定位，將分布點套疊至 Google 
Earth 上進行資料瀏覽（圖 5-14）。 

 
圖 5-14  「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中運用空間選取工具

查詢出特定物種後可以以 Google Earth 的 3D 功能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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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方法 技術與工具、  
本計畫所使用之方法、技術與工具如下表所示： 

表 5-3  作業方法、技術及工具一覽表 

序

號 
作業項目 方法 技術 工具 

1 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方

法 
訪談溝通技術 
應用軟體規格描述 
分析原理 
應用軟體規格檢查 

MS WORD 2003 

2 系統分析 結構化系統

分析方法 
資料流程模型(DFD) 
資料典 
系統規格描述 

MS WORD 2003 

3 資料庫規

劃設計 
資料庫設計

方法 
概念資料模式 
實體關係模式 
資料正規化 
邏輯資料庫設計 

MS WORD 2003 

4 系統開發

(含原型開

發) 

原型開發方

法 
資料設計 
結構化程式設計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使用者界面設計 

Oracle GeoSpatial 
Solution 
動態網頁伺服軟體

5 軟體測試 白箱測試 

 

路徑測試 
條件測試 
資料流程測試 
迴圈測試 
等價劃分 
邊界值分析 
比較測試 

自行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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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會議和專案成果 

本計畫共舉辦 5 場導入推廣會議以及 2 場專家會議，利用這些

交流機會（附錄五），累積了許多的寶貴意見，並藉此釐清疑點、

修正系統規劃和開發之內容。 

 

6.1.導入推廣會議及專家會議 

6.1.1.導入推廣會議 

由於本計畫所建立的「生物多樣性暨地理資訊系統標準化

作業」與過往的作法不同，且所規劃的臺灣 7 個國家公園的生

物多樣性資料庫之內容與資料庫項目與相關的資料庫管理系

統，也屬於過去所欠缺，預估將需要有非常多的溝通與說明，

因此，為了整合各國家公園之資源特性與異質性，於 97 年 10

月 15 日~97 年 10 月 28 日共辦理 5 場技術轉移會議，比原先預

計的 4 場會議，多增加金門的場次。會議簽到請見附錄六。 

 

6.1.2.專家會議 

本計畫所規劃的內容多且牽涉範圍廣泛，為了讓這項規劃

得以持續推動，有必要取的共識。因此，於計畫期間召開二場

專家會議。會議的進行，由本計畫團隊進行規劃理念與內容的

說明，再由各研究人員就各個層面發表意見，本計畫團隊的人

員除了就不清楚或有疑慮處提出說明外，也依據會場的共識，

逐項修正所規劃的內容。二場專家會議分別於 97 年 10 月 22

日及 97 年 10 月 27 日辦理。會議簽到請見附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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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教育訓練 

本計畫的教育訓練課程，已於 97 年 11 月 11 日，假台灣大學

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612 電腦教室辦理完畢，會中就所開

發的「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料庫與知識平台」和「國家公園生

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以實機展示的方式，提供各管理處的

人員觀看，並在會後進行意見交流，藉此修正使用者之介面和運

行順序，並修正展示的方式與查詢功能。會議簽到資料請見附錄

八。 

 

6.3.意見交流 

為了要能了解各管理處人員的需求，本計畫在執行過程與管

理處人員有非常多的互動，透過導入推廣會議，我們累積了許多

的意見（詳見附錄九），這些意見協助我們將系統的規劃做得更

完整，也讓我們將系統設計得更吻合研究人員和管理處人員使用。 

在專家會議、工作計畫書審查和第二次工作會議中，許多的

專家學者也提供寶貴的意見（詳見附錄九），也協助我們發現一

些盲點，均幫助我們改進系統之內容。 

 

6.4.成果表列 

本計畫於工作完成後，須完成之工作成果如表 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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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計畫成果項目 

項              目 

一、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源調查項目與標準作業程序規劃 

二、國家公園歷年生物多樣性相關研究成果彙整 
1、國家公園調查分區之劃分（7 個國家公園） 
2、物種調查結果及空間資訊建檔。 
(1) 就臺灣 7 個國家公園現有脊椎動物的生物多樣性資料進行彙

整，並建置 GIS 資料圖層與資料庫，所建立之資料圖層，其空

間解析度，依據現有資料的內容與特色而定，至少應達 1 x 1 公

里的精度（約 800 幅）。 
(2) 整理臺灣 7 個國家公園的空間資料，彙整已有的 GIS 圖層（至

少 50 幅)，建立空間資料庫。 

三、辦理導入推廣 5 場(北、中、南、東、金門各一場)  

四、專家會議：2 場專家會議。 

五、應用系統程式開發及系統資料庫建宜，含： 
1、「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料庫與知識平台」規劃設計 
2、「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料庫與知識平台」入口網頁系統開發建

置 
3、「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生物資料調查作業系統開

發建置 
4、脊椎動物的 GIS 資料圖層與資料庫(約 800 幅)，處理轉換納入空

間資料庫。 
5、臺灣 7 個國家公園的空間資料 GIS 圖層(至少 50 幅)，處理轉換

納入空間資料庫。 
6、應用系統教育訓練 

六、軟體購置 
1、網際網路地理資訊系統軟體一套：無主機 CPU 及使用人數限制

版。 
2、資料庫軟體一套：使用授權為 2 顆 CPU 無使用人數限制，並具

備增購 CPU 授權之擴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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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項              目 

七、人員派駐 
1、程式工程師駐點(至少 30 天)進行系統程式開發與維護  
2、行政專員(每周一天)負責本專案進度之控管，整體建置時程安

排，另同時負責與本系統使用者的溝通協調。 

 

本計畫交付之成果文件、檔案及份數，如表 6-2 所示： 

表 6-2  交付文件、檔案項目 

項

次 
交付項目 數量 交付日期 

1 系統測試報告書 1 份 97 年 9 月 30 日 

2 系統原始程式碼電子檔 2 份 97 年 9 月 30 日 

3 系統使用手冊 12 份 97 年 10 月 31 日

4 系統管理手冊 12 份 97 年 10 月 31 日

5 
系統使用手冊及系統管理手冊電

子檔 
1 份 97 年 10 月 31 日

5 

計畫成果報告書(內容包括資料庫

分組發展規劃、資料標準化作業規

劃、資料流通平台整體規劃)(含光

碟) 

5 份 97 年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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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結論與建議 

7.1.結論 

本年度計畫的執行中，完成下列八項工作： 

1. 資料庫：利用各個國家公園管理處的保育研究報告，以 1 x 1 km 網

格為基礎，完成約 800 種脊椎動物分布資料庫。並從各國家公園管

理處所提供的生物分布點位資料，建立以點為基礎的物種分布資料

庫。同時，建立各物種的生態知識資料庫。 

2. 標準化作業程序：以生物多樣性監測為目的，規劃台灣各國家公園

未來可以執行的標準化作業程序。這個作業程序包括標準方法、核

心調查位置、核心資料表格等內容。 

3. 說明會與教育訓練：辦理北、中、南、東、金門五處的說明會，與

各管理處的保育課和行政室（負責資訊業務）人員進行標準化作業

程序內容的溝通交流，並展示已開發完成的資料庫中心網頁。並於

11 月假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的電腦教室內，辦理教

育訓練作業。 

4. 專家溝通會：辦理兩場專家溝通會，在台北(台灣大學生命科學館)

和台中(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邀請過去或現在執行國家公園研究

計畫的研究人員參與座談，從座談中了解研究人員對於本案在標準

化調查規範上的需求，並據此修正規劃內容。 

5. 生物多樣性資源展示系統：完成台灣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源的展

示系統，整合前述所完成的脊椎動物分布圖和生態知識庫，並依各

國家公園管理處所提供的多媒體資料，如生態照片、叫聲和錄影資

料，放入展示系統的資料庫內。這個展示系統可以對外開放，提供

民眾使用，培養愛護自然之心。 

6. 資料庫管理系統：完成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料庫中心的資料庫管

理系統的開發，這個系統以各國家公園的管理人員為對象，開發資

料上傳和查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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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資訊基礎建設：購置資料庫軟體(Oracle)，並加購空間模組，以處理

生物多樣性的分布資料和知識庫內容。這些資訊軟體將可以作為未

來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資料庫的基礎建設。 

8. 詮釋資料規劃：規劃生物多樣性多媒體資料的詮釋資料(metadata)

內容，以作為資料庫中心彙整這些多媒體內容時的規範。 

 

 

7.2.建議 

 
1. 請各管理處提供標準記錄格式：請營建署以本案所規劃的生物多樣性

資源調查標準化作業，請各國家公園管理處依方案要求各保育計畫的

執行(研究)人員，於計畫結束時，提交三個標準表格內容。 

 
2. 生態調查示範作業： 

擬請營建署依本計劃的生態監測規劃，於 98 年度的計畫中，選定繁殖

鳥類執行標準的鳥類調查工作，並依調查之內容，修正國家公園生態

監測規劃的內容。 

 
3. 持續建置物種分布與知識庫： 

於 98 年度的計畫中，將今年本計劃尚未完成的其他類物種(主要為植

物和蝴蝶)的分布資料，依相同的方式建立分布資料庫和物種基礎資

訊，同時，也應針對海域的物種進行相關資料庫的建置。 

 
4. 擴充生物多樣性資料庫中心管理系統的服務功能： 

97 年度所規劃的生物多樣性資料庫中心與其他網站，其目的以管理為

主，提供各國家公園管理處的同仁管理生物多樣性分布資料庫；未來，

應擴大這個網站的功能，增加對於資料搜尋的方便性，並增加對於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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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員的服務性，讓研究人員可以展現自己所調查到的生物多樣性分

布資料，並可以與其他相關資料比較。同時，也應進一步就現有的 GIS

圖進行網路上的展示和提供分析工具，並增加尚未建置的遙測影像資

料庫，尤其是農林航空測量所的航空照片和國家太空中心的福衛 2 號

影像。 

 
5. 研擬生物多樣性資料共享政策： 

未來生物多樣性資料累積多了之後，資料的共享政策將會非常重要，

建議營建署可就「資料共享政策」擬定方案，並經由各研究人員和政

府官方人員的充分討論溝通後，形成我國的生物多樣性資料共享政策。 

 
6. 持續開發生物多樣性知識庫： 

國家公園所保護的地區是臺灣最佳的生態區域，其內的生物多樣性資

源也是非常豐富，有必要讓全國民眾了解這些資源的特色。建議持續

開發適合民眾使用的生物多樣性知識庫，並將資訊和國家公園的網站

及數位學習等計畫做串連，提供更多民眾觀賞和利用。 

 
7. 發展生物多樣性分布預測模式： 

生物分布預測模式可以擴充現有調查資料量的不足，完成生物分布圖

的建置工作。目前國際間已發展出非常多的模式，雖然每一種的模式

的適用情形不一，但卻無定論。 

 
8. 台灣的國家公園內生物多樣性的資料仍有不足，但因為環境因子資料

庫已頗為完備，足可做為建立分布預測模式之用。因此，建議於 98 年

度可以選擇代表性的物種(如鳥類、爬蟲類、兩生類等) ，進行模式的

開發，並於 99 年度廣泛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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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提供主計處生物多樣性資訊： 

目前各國家公園每年均需提出生物多樣性的統計資料給主計處，做為

國家的生物多樣性統計。由於，本年度的開發系統以生物分布為主，

過去的研究調查報告中，若能建分布者，均已在資料庫，但是也有許

多的報告，因為資料無法定點而被放棄，因此，本計畫現在能呈現的

生物多性內容，尚無法提供各管理處人員直接利用，作為提供主計處

之用。為降低管理處人員的負擔，並充分利用本資料庫，建議於 98 年

度的計畫內，將這些沒有分布資料的物種建入資料庫內，並修改資料

庫中心的網站，提供這些生物多樣性資料的輸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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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  國家公園生物資源調查研究報告列表 

計畫名稱 計畫年度 國家公園 主持人 

金門國家公園環境敏感區調查及保育系統之規劃研究 1996 金門國家公園 張石角 

金門國家公園鳥類遷徙及棲地環境調查研究 1996 金門國家公園 莊西進 

金門國家公園原生植物資源調查研究報告 1997 金門國家公園 楊遠波 

金門國家公園濱海潮間帶動物相調查研究 1997 金門國家公園 陳章波 

金門島考古遺址調查研究 1997 金門國家公園 陳仲玉 

金門近海地區哺乳動物調查研究 1997 金門國家公園 李玲玲 

金門國家公園兩棲爬行動物調查報告 1997 金門國家公園 呂光洋 

金門國家公園鳥類生態紀錄研究 1999 金門國家公園 劉小如 

金門國家公園傳統聚落之調查研究：從使用管理維護的觀點提出細部計畫－以珠山、

歐厝為例 2000 金門國家公園 江柏煒 

金門地區水獺族群之調查研究 2000 金門國家公園 莊西進、李玲玲 

金門國家公園魚類相調查 2001 金門國家公園 陳義雄 

傳統聚落風貌景觀改造可行性與營造方法 2003 金門國家公園 侯錦雄 

金門哺乳動物相調查 2003 金門國家公園 陳擎霞 

金門溼地水韭分類與生態調查研究 2003 金門國家公園 張永達 

附-1 



群琁地理資訊  成果報告書 

計畫名稱 國家公園 主持人 計畫年度

金門西南濱海地區的待宵花形態觀察與族群分布之研究 2004 金門國家公園 莊宗翰、莊西進 

金門地區蜘蛛相調查 2004 金門國家公園 卓逸民 

金門國家公園珍貴原生種樹木、花草之育種研究 2005 金門國家公園 陳永修 

金門地區民俗植物 2005 金門國家公園 呂金誠 

鸕鶿生態調查研究 2005 金門國家公園 丁宗蘇 

金門國家公園土壤調查分析及植生適應性研究 2002 金門國家公園 郭城孟、陳尊賢 

金門地區水體水質基本資料之調查研究 2002 金門國家公園 孟培傑 

金門島地景變遷監測與分析—1995、2000、2001 年 2005 金門國家公園 楊婉如 

金門島栗喉蜂虎單獨與集體營巢之生殖策略分析 2006 金門國家公園 王元均 

金門栗喉蜂虎營巢棲地復育效應與棲地選擇模式 2005 金門國家公園 王怡平 

金門島史前遺址調查研究（一） 1999 金門國家公園 陳維鈞 

島嶼生態旅遊與環境教育評估研究 2004 金門國家公園 蔡慧敏 

金門西南濱海地區待宵花〈Oenothera drumnodii Hook〉的族群分布與型態適應之觀

察研究 2004 金門國家公園 莊宗翰、吳佳霖 

栗喉蜂虎營巢地環境因子研究報告 2002 金門國家公園 袁孝維 

栗喉蜂虎營巢地維護與評估（二） 2003 金門國家公園 袁孝維 

金門佛法僧目鳥類調查-金門佛法憎目鳥類分佈及其他鳥類生態調查 2004 金門國家公園 劉小如 

金門傳統漁業調查研究 2005 金門國家公園 林金榮 

金門國家公園土壤調查分析及植生適種研究(二) 2003 金門國家公園 郭城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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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國家公園 主持人 計畫年度

金門國家公園昆蟲多樣性之研究 2000 金門國家公園 黃生、徐堉峰、余

澄堉 

金門國家公園昆蟲相調查研究 1998 金門國家公園 陳建志 

金門國家公園環境長期監測（一） 2002 金門國家公園 莊西進 

金門國家公園環境長期監測（二） 2003 金門國家公園 莊西進 

金門國家公園環境長期監測（三） 2004 金門國家公園 莊西進 

金門國家公園環境長期監測（四） 2005 金門國家公園 顏重威 

金門國家公園生態環境監測架構之建立 2000 金門國家公園 陳章波 

金門城古城牆遺址調查(二) 2004 金門國家公園 江柏煒 

金門城古城牆遺址調查研究 2003 金門國家公園 許維民 

金門島栗喉蜂虎繁殖生物學研究 2003 金門國家公園 袁孝維 

金門永續發展客觀因素分析建議 2003 金門國家公園 黃世明 

櫻花鉤吻鮭族群調查及觀魚台附近河床之改善研究 1994 雪霸國家公園 曾晴賢 

雪霸國家公園武陵地區溪流水源水質監測系統之規劃與調查 1994 雪霸國家公園 陳弘成 

雪霸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查研究 1994 雪霸國家公園 劉益昌 

櫻花鉤吻鮭復育研究 1995 雪霸國家公園 曾晴賢 

武陵地區溪流水源水質監測系統之規劃與調查 1995 雪霸國家公園 陳弘成 

櫻花鉤吻鮭族群監測與生態調查(五) 2002 雪霸國家公園 曾晴賢 

七家灣溪河床棲地改善之試驗研究（五） 2002 雪霸國家公園 葉昭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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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國家公園 主持人 計畫年度

雪霸國家公園植群生態調查—尖石地區 2003 雪霸國家公園 歐辰雄 

雪山東峰玉山箭竹開花之研究（二） 2003 雪霸國家公園 呂金誠 

七家灣溪沿岸土地各利用型態對溪流生態影響之研究 2003 雪霸國家公園 王敏昭 

櫻花鉤吻鮭天敵之研究  2003 雪霸國家公園 孫元勳 

櫻花鉤吻鮭族群監測與生態調查（六） 2003 雪霸國家公園 曾晴賢 

雪霸國家公園鳥類相之調查--觀霧地區 2003 雪霸國家公園 李培芬 

雪霸國家公園火燒後植被之變化(Ⅱ) 2003 雪霸國家公園 劉思謙 

雪霸國家公園兩生爬蟲類之調查—雪見地區 2003 雪霸國家公園 呂光洋 

以鱗片和鱗序推論台灣陸封櫻花鉤吻鮭（Oncorhynchus masou formosanus）魚類

年齡和成長 2003 雪霸國家公園 林正輝 

雪霸國家公園氣候環境之研究 2003 雪霸國家公園 邱清安 

武陵地區水質調查及環境監測 2003 雪霸國家公園 于淑芬 

雪霸國家公園昆蟲調查研究- 武陵地區 2004 雪霸國家公園 楊正澤 

雪山東峰玉山箭竹開花之研究(三) 2004 雪霸國家公園 呂金誠 

七家灣溪河床棲地改善之試驗研究 (三) 2000 雪霸國家公園 葉昭憲 

七家灣溪蛙類及蝌蚪族群研究 2004 雪霸國家公園 吳聲海 

七家灣溪鴛鴦族群生態調查（一） 1999 雪霸國家公園 孫元勳 

七家灣溪鴛鴦生態族群調查( 四 ) 2002 雪霸國家公園 孫元勳 

七家灣溪鴛鴦生態族群調查及錄影帶拍攝（Ⅱ） 2000 雪霸國家公園 孫元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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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國家公園 主持人 計畫年度

七家灣溪鴛鴦生態族群調查（Ⅲ） 2001 雪霸國家公園 孫元勳 

台灣櫻花鉤吻鮭種內基因多樣性之研究 2002 雪霸國家公園 郭金泉 

園區魚類資源調查—雪見地區 2004 雪霸國家公園 陳正平 

大雪山地區植群生態之調查研究 2003 雪霸國家公園 歐辰雄 

寬尾鳳蝶之復育研究 2000 雪霸國家公園 詹家龍、羅錦文 

寬尾鳳蝶之生態研究(二) 1987 雪霸國家公園 楊平世 

山地植群區帶劃分與潛在植被預測—邱清安 2004 雪霸國家公園 邱清安 

櫻花鉤吻鮭族群監測與生態調查(三) 2000 雪霸國家公園 曾晴賢 

雪霸國家公園兩生爬蟲類調查研究-武陵地區 2002 雪霸國家公園 呂光洋 

武陵地區溪流水源水質監測系統之規劃與調查(六) 2000 雪霸國家公園 陳弘成 

武陵地區生態系監測與模式建構規劃 2002 雪霸國家公園 林幸助 

武陵地區登山步道沿線野生動物景觀資源調查研究 1995 雪霸國家公園 袁孝維 

武陵地區雪山主峰線植群調查與植栽應用之研究 1999 雪霸國家公園 呂金誠 

武陵火燒後植群之變化 2002 雪霸國家公園 呂金誠 

武陵火燒後植被變化監測研究 2004 雪霸國家公園 劉思謙  

雪霸國家公園特有及稀有植物之研究 1994 雪霸國家公園 徐國士 

雪山東峰火燒後植群之變化 2002 雪霸國家公園 邱清安 

生態工法應用於國家公園之研究 2002 雪霸國家公園 吳卓夫、余文德 

生態工法應用於國家公園之研究 2003 雪霸國家公園 鄭奕孟、林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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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栗野豇豆族群調查研究 2000 雪霸國家公園 歐辰雄 

雪霸國家公園觀霧地區兩棲爬蟲調查研究 2000 雪霸國家公園 呂光洋 

遙測與地景生態分析應用於雪霸國家公園之研究 2004 雪霸國家公園 雷祖強 

野火影響環山與雪山地區植群之研究(Ⅰ) 1997 雪霸國家公園 陳明義 

雪山東峰火災後鳥類族群變化研究 2001 雪霸國家公園 周大慶 

雪山東峰火燒後玉山箭竹開花之研究 2002 雪霸國家公園 呂金誠 

雪霸國家公園保育監測系統之規畫研究 1994 雪霸國家公園 李培芬 

雪霸國家公園保育研究近中長程計畫草案 1995 雪霸國家公園 保育研究課 

自動照相機應用於中大型野生動物族群監測之研究 2004 雪霸國家公園 裴家騏 

雪霸國家公園地理資訊系統整合研究 2001 雪霸國家公園 周天穎 

雪霸國家公園地理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二） 2002 雪霸國家公園 周天穎 

雪霸國家公園地理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2003 雪霸國家公園 周天穎 

雪霸國家公園大型哺乳動物族群與習性之研究(武陵地區) 1994 雪霸國家公園 李玲玲 

雪霸國家公園大型哺乳動物族群與習性之研究(雪見地區) 1995 雪霸國家公園 李玲玲 

雪霸國家公園植群生態調查-大小劍地區 2004 雪霸國家公園 歐辰雄 

雪霸國家公園植群生態調查—大雪山地區 2002 雪霸國家公園 歐辰雄 

雪霸國家公園災害敏感區 921 震災後調查與防範研究 2000 雪霸國家公園 張石角 

雪霸國家公園特殊地質地形現象景點登錄與管理研究 1999 雪霸國家公園 李建堂 

雪霸國家公園特殊地質地形現象景點登錄與管理研究(二) 2000 雪霸國家公園 李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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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料庫之建立 2001 雪霸國家公園 邱清安 

雪霸國家公園觀霧地區步道沿線動物資源、植群及其景觀之調查研究—動物資源部分 1994 雪霸國家公園 郭承裕  

雪霸國家公園鳥類監測模式之研究—以雪見地區為例 2004 雪霸國家公園 李培芬 

墾丁南灣及其附近海域印太洋瓶鼻海豚(Tursiops aduncus)分佈、移動及豐度之保育

研究 2003 墾丁國家公園 王愈超 

墾丁國家公園陸域野生哺乳類動物調查研究 2000 墾丁國家公園 裴家騏 

墾丁國家公園陸域野生哺乳類動物調查研究（第二年） 2002 墾丁國家公園 裴家騏 

墾丁國家公園陸域野生哺乳類動物調查研究（第三年） 2002 墾丁國家公園 裴家騏 

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長期生態研究-人為活動對海域生態衝擊之長期監測研究 (I) 2002 墾丁國家公園 卲廣昭 

墾丁國家公園社頂復育區台灣野兔生態調查 1996 墾丁國家公園 馬協群 

墾丁地區遷徙性猛禽族群調查資料研究 1996 墾丁國家公園 蔡乙榮 

墾丁國家公園臺灣梅花鹿野放後之族群監測及生態環境影響研究 1997 墾丁國家公園 王穎 

應用遙感探測於墾丁國家公園計畫各分區長期植群生態變遷之調查與研究 2002 墾丁國家公園 陳朝圳 

應用遙感探測於墾丁國家公園計畫各分區長期植群生態變遷之調查與研究(第二年) 2003 墾丁國家公園 陳朝圳 

恆春地區伯勞鳥生態及狩獵現況之初步調查 1986 墾丁國家公園 邱良彥 

南仁山區水域之湖沼學和兩棲爬蟲動物之調查 1985 墾丁國家公園 呂光洋 

台灣特有亞種環頸雉之試放－無線電追蹤之研究 1990 墾丁國家公園 王穎 

台灣特有亞種環頸雉現況之調查－野外現況及籠仔埔地區之野放 1992 墾丁國家公園 王穎 

台灣特有亞種環頸雉的棲地調查報告 1989 墾丁國家公園 王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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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丁國家公園南仁山生態保護區水域動物生態研究－南仁山淡水魚類及水生無脊椎

動物簡說 1985 墾丁國家公園 林曜松、曾晴賢 

墾丁國家公園南仁山生態保護區水域鳥類生態研究 1985 墾丁國家公園 王穎 

墾丁國家公園南仁山生態保護區水域鳥類生態研究續 1986 墾丁國家公園 王穎 

墾丁國家公園史前文化遺址現況調查及地理資訊系統檔案建立 2000 墾丁國家公園 李匡悌 

墾丁國家公園地理資訊系統建立 1993 墾丁國家公園 朱子豪 

墾丁國家公園地籍資料庫暨地形資料庫之建立 1994 墾丁國家公園 朱子豪 

墾丁國家公園墾丁地區大冠鷲（Spilornis cheela hoya）繁殖及棲地利用之調查研究 2005 墾丁國家公園 周大慶 

墾丁國家公園既有路徑沿線植物生態基礎資料調查及其解說教育系統規劃研究 1990 墾丁國家公園 郭城孟 

墾丁國家公園日行性猛禽調查研究 1991 墾丁國家公園 劉小如 

墾丁國家公園有蹄類及食肉目動物調查 1992 墾丁國家公園 王穎、印莉敏 

墾丁國家公園水土保持監測計畫－調查與規劃 1994 墾丁國家公園 徐森雄 

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分區檢討建議報告書 2000 墾丁國家公園 戴昌鳳 

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魚類相之調查研究 1990 墾丁國家公園 沈世傑、卲廣昭 

墾丁國家公園自然資源價值之評估及其製圖 1988 墾丁國家公園 張石角 

墾丁國家公園鄰近海域鯨豚類生物調查研究 2000 墾丁國家公園 王愈超 

墾丁國家公園鳥類名錄彙整 1996 墾丁國家公園 蔡乙榮 

欖仁溪攔砂壩之魚道規劃設計研究 1986 墾丁國家公園 曾晴賢 

滿州地區獵捕灰面鷲之調查 1986 墾丁國家公園 林世松、林孟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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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尾伯勞鳥的寄生蟲研究 1985 墾丁國家公園 蘇霩靄、呂森吉 

陽明山國家公園動物生態景觀資源 1983 陽明山國家公園 林曜松 

陽明山國家公園虎皮蛙幼生期之呼吸生理生態學研究 1986 陽明山國家公園 吳祥堅 

陽明山國家公園兩棲和爬蟲之生態調查 1987 陽明山國家公園 呂光洋 

陽明山國家公園面天山區囓齒動物之生態研究 1989 陽明山國家公園 張簡琳玟 

陽明山國家公園白頷樹蛙生殖生物學之研究 1989 陽明山國家公園 張淑美 

陽明山國家公園面天樹蛙生殖生物學之研究 1989 陽明山國家公園 張耀文 

陽明山國家公園主要蝶種飼養及青斑蝶類行為之研究 1989 陽明山國家公園 楊平世 

陽明山國家公園雙溪河域魚類復育暨設置溪釣場規劃經營管理 1987 陽明山國家公園 林曜松 

陽明山國家公園鹿角坑溪魚類放流及生態研究 1990 陽明山國家公園 沈世傑 

陽明山國家公園大紅紋鳳蝶之生物學研究 1990 陽明山國家公園 郭雅晴 

帝雉飼養管理之研究 1990 陽明山國家公園 李純人 

陽明山國家公園向天池豐年蝦生態之調查研究 1991 陽明山國家公園 林曜松 

陽明山國家公園負子蟲之生物學研究 1991 陽明山國家公園 蘇新基 

陽明山國家公園鹿角坑溪取水堰魚道設置研究 1991 陽明山國家公園 沈世傑 

陽明山翠翠谷台灣野兔（Lepus sinensis formosanus）生態調查 1991 陽明山國家公園 陳宜隆 

陽明山國家公園青斑蝶類之生態研究 1991 陽明山國家公園 魏映雪 

陽明山國家公園面天山區刺鼠之族群生態研究 1991 陽明山國家公園 張仕緯 

陽明山國家公園動物文獻之搜集整理研究 1991 陽明山國家公園 林曜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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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翡翠谷沼澤生態系之研究調查 1990 陽明山國家公園 呂光洋 

陽明山國家公園向天山及火口湖生態系之調查研究 1989 陽明山國家公園 林曜松 

陽明山國家公園夢幻湖生態保護區生態系之研究 1987 陽明山國家公園 鄭先祐 

陽明山國家公園帝雉人工繁殖之初步研究 1987 陽明山國家公園 吳祥堅 

陽明山國家公園台灣梅花鹿野放研究（一） 1994 陽明山國家公園 王穎 

陽明山國家公園台灣梅花鹿野放研究(二) 1995 陽明山國家公園 王穎 

陽明山國家公園鹿角坑生態保護區動物相調查 1995 陽明山國家公園 周蓮香 

牛隻活動對磺嘴山生態之影響 1995 陽明山國家公園 李培芬 

陽明山國家公園動物資料庫之初步建立 1995 陽明山國家公園 陳育賢 

陽明山地區牛奶榕與牛奶榕小蜂的共生生態 1996 陽明山國家公園 巫紅霏 

酸性對陽明山拉都希氏赤蛙蝌蚪的影響 1996 陽明山國家公園 楊育昌 

陽明山國家公園昆蟲資源調查--大型昆蟲篇 1996 陽明山國家公園 羅淑英 

陽明山國家公園動物資料庫與自然保育監測系統之建立（一） 1996 陽明山國家公園 陳育賢 

陽明山國家公園猛禽生活史及生態研究--日行性遷移猛禽調查 1996 陽明山國家公園 黃光瀛 

帝雉復育計畫之檢討 1990 陽明山國家公園 李純人 

陽明山國家公園蝴蝶花廊、賞鳥步道、動物相之調查研究 1992 陽明山國家公園 羅淑英 

陽明山國家公園大屯自然公園水生動物生態調查 1992 陽明山國家公園 楊平世 

陽明山國家公園菜公坑山區囓齒類動物與植物社會關係之研究 1990 陽明山國家公園 劉炯錫 

陽明山國家公園台灣梅花鹿野放計畫(三) 1996 陽明山國家公園 劉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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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動物資料庫與自然保育監測系統之建立（二） 1997 陽明山國家公園 陳育賢 

陽明山國家公園水棲肉食甲蟲相及其分類學研究 1997 陽明山國家公園 汪良仲 

陽明山國家公園昆蟲資源調查-解說篇 1997 陽明山國家公園 羅淑英 

陽明山國家公園菁山遊憩區蝶相及其蜜源植物之研究 1998 陽明山國家公園 魏映雪 

陽明山國家公園動物資料庫與自然保育監測系統之建立（三） 1998 陽明山國家公園 陳育賢 

陽明山國家公園內臺灣藍鵲合作生殖之研究 1998 陽明山國家公園 劉小如 

陽明山國家公園螢火重復育展示計劃 1998 陽明山國家公園 陳建志 

陽明山國家公園猛禽生活史及生態研究 1998 陽明山國家公園 黃光瀛 

陽明山國家公園棄養動物與外來種生物對環境影響之研究 1999 陽明山國家公園 林曜松 

陽明山國家公園螢火蟲復育及展示計劃～生態與監測研究 1999 陽明山國家公園 陳建志 

陽明山國家公園磺嘴山生態保護區動物相調查研究 2000 陽明山國家公園 林曜松 

陽明山國家公園龍鳳谷遊憩區流浪犬之社會結構與行為互動 2000 陽明山國家公園 林曜松 

陽明山國家公園猛禽生活史及生態研究 2000 陽明山國家公園 黃光瀛 

陽明山國家公園昆蟲資源調查及監測研究：以蝶類資源調查及青斑蝶族群監測為例 2001 陽明山國家公園 楊平世 

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內棄野犬族群調查研究 2002 陽明山國家公園 周蓮香 

磺嘴山區草原生態系之研究與經營管理 1.擎天崗地區草原土壤昆蟲相調查 2003 陽明山國家公園 陳俊雄 

雙溪流域底棲水生昆蟲調查與監測 2004 陽明山國家公園 陳俊雄 

雙溪流域水生昆蟲群聚分析與水質評估 2005 陽明山國家公園 陳俊雄 

陽明山國家公園夢幻湖生態系保護區台灣水韭保育與植群演替監測 2003 陽明山國家公園 張永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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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包籜矢竹天然更新監測及生育地生態研究 2004 陽明山國家公園 黃生 

陽明山國家公園擎天崗草原景觀發展計畫 1987 陽明山國家公園 郭瓊瑩、鄭嘉玲 

陽明山國家公園包籜矢竹族群之復舊監測 2003 陽明山國家公園 韓中梅、黃生 

陽明山國家公園長期生態規劃之初步研究 2002 陽明山國家公園 張永達、黃鈞蕙、

賴奕佐、黃生 

公路對陽明山國家公園野生動物的影響及改進建議(二) 2002 陽明山國家公園 黃光瀛 

陽明山長期生態研究計畫--夢幻湖生態系及環境變遷之研究 2002 陽明山國家公園 張永達 

陽明山國家公園大屯山區考古遺址調查(二) 2005 陽明山國家公園 詹素娟 

陽明山國家公園日治時期溫泉聚落及歷史建物調查  2003 陽明山國家公園 郭中端 

陽明山國家公園火山地形之展示研究計畫 2003 陽明山國家公園 林俊全 

陽明山國家公園生態旅遊地環境衝擊調查與監測 2005 陽明山國家公園 汪靜明 

陽明山國家公園清代暨日治時期產業開發史調查研究 2005 陽明山國家公園 陳儀深 

陽明山溫泉地熱資源與利用調查 2005 陽明山國家公園 宋聖榮 

陽明山國家公園磺嘴山生態保護區植物相調查 2001 陽明山國家公園 王震哲 

陽明山國家公園蜘蛛多樣性、群聚結構及生活史資料之調查 2003 陽明山國家公園 卓逸民 

陽明山國家公園生態旅遊整體規劃案 2005 陽明山國家公園 李嘉英 

陽明山國家公園生態旅遊路線及解說規劃 2002 陽明山國家公園 林晏州 

陽明山國家公園外來種植物調查研究 2004 陽明山國家公園 花炳榮 

陽明山國家公園之長期生態研究-植被變遷與演替調查 2003 陽明山國家公園 王義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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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區包籜矢竹更新監測及繁殖生態研究 2002 陽明山國家公園 黃生 

陽明山人文生態旅遊資源調查研究 2002 陽明山國家公園 鍾莉文 

建置陽明山國家公園地質災害資料庫之調查研究（Ⅰ） 2002 陽明山國家公園 陳宏宇  

陽明山國家公園鹿角坑溪與雙溪蛙類群聚結構與生態研究 2004 陽明山國家公園 林曜松 

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育研究計畫檢討與展望 2001 陽明山國家公園 劉小如 

陽明山國家公園地質風景記事調查研究 2004 陽明山國家公園 張石角 

陽明山國家公園全區蕨類植物資源調查 2003 陽明山國家公園 郭城孟 

陽明山國家公園大屯火山群潛在岩漿庫之探討研究：微震調查 2003 陽明山國家公園 林正洪 

陽明山國家公園土壤重金屬含量調查及其地質意義之探討 2004 陽明山國家公園 余炳盛 

陽明山國家公園七星山天坪及竹子湖考古遺址調查 2004 陽明山國家公園 詹素娟 

公路對陽明山國家公園野生動物的影響及長期監測 2003 陽明山國家公園 黃光瀛 

公路對陽明山國家公園野生動物的影響及改進建議  2002 陽明山國家公園 黃光瀛 

玉山國家公園布農族人類學研究研究報告（一） 1986 玉山國家公園 劉斌雄 

東埔第一鄰遺址：玉山國家公園早期人類聚落史的考古學研究 1987 玉山國家公園 高有德 

東埔玉山區哺乳類動物調查報告（一） 1987 玉山國家公園 歐保羅 

玉山國家公園關山地區哺乳類調查及解說規劃 1988 玉山國家公園 呂光洋 

東埔玉山區維管束植物調查研究報告（二） 1987 玉山國家公園 郭城孟 

關山區維管束植物調查研究報告（一） 1988 玉山國家公園 郭長生 

關山地區暨解說規劃調查報告（一） 1987 玉山國家公園 賴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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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國家公園藍腹鷴自然史調查研究 1988 玉山國家公園 歐保羅 

玉山國家公園南橫關山區維管束植物調查研究報告（二） 1988 玉山國家公園 郭長生 

荖濃溪流域玉山國家公園早期人類聚落史的考古學研究（二） 1989 玉山國家公園 高有德 

關山區哺乳類調查及長鬃山羊棲息環境之評估 1989 玉山國家公園 呂光洋 

布農族人類學研究研究報告（二） 1989 玉山國家公園 劉斌雄 

玉山國家公園保育研究站規劃 1989 玉山國家公園 李玲玲 

玉山國家公園關山地區地質調查南橫公路地質潛在危險區的研究分析 1988 玉山國家公園 賴典章 

玉山國家公園東埔區哺乳類動物調查報告（二） 1989 玉山國家公園 于名振 

玉山國家公園東埔玉山區地質調查暨解說規畫研究報告（二） 1987 玉山國家公園 程延年 

玉山國家公園原生植物資源之保存、培育及利用（一） 1990 玉山國家公園 黃瑞祥 

玉山國家公園梅山水鹿復育研究（生理營養學基本資料之建立） 1989 玉山國家公園 楊錫坤 

玉山國家公園新康山區地質調查研究 1988 玉山國家公園 張石角 

玉山國家公園布農族人類學研究研究報告（三） 1989 玉山國家公園 黃應貴 

八通關草原生態之研究 1989 玉山國家公園 郭城孟 

玉山國家公園東埔區哺乳類動物調查報告（三） 1989 玉山國家公園 林良恭 

玉山國家公園東埔玉山區維管束植物細部調查研究報告（三） 1989 玉山國家公園 郭城孟 

小型哺乳類動物與植物環境間關係之研究 1989 玉山國家公園 林曜松 

台灣長鬃山羊棲地及行為之研究 1990 玉山國家公園 陳月玲 

玉山國家公園東埔、玉山區河川生態系調查報告 1989 玉山國家公園 于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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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國家公園關山區維管束植物調查研究報告（三） 1989 玉山國家公園 郭長生 

玉山國家公園苔蘚植物之調查（一） 1990 玉山國家公園 林善雄 

特定鳥類族群及行為之研究－帝稚 1990 玉山國家公園 歐保羅 

玉山國家公園東埔、玉山區之昆蟲相細部調查 1990 玉山國家公園 楊平世 

台灣植物為玉山國家公園東埔至八通關地區蝶種之幼蟲食草及蜜源植物彙編 1991 玉山國家公園 沈秀雀 

玉山國家公園新康區動物相調查 1990 玉山國家公園 周蓮香 

玉山國家公園石山服務站鄰近區域臺灣獼猴之生態調查及給餌站設置研究 1991 玉山國家公園 林曜松 

玉山國家公園苔蘚植物之調查（二） 1991 玉山國家公園 林善雄 

玉山國家公園太陽能應用之規劃 1991 玉山國家公園 蔡中 

玉山國家公園環境變遷頻仍地區監測與動態資料庫之建立 1992 玉山國家公園 張棟正 

玉山國家公園東埔、八通關、塔塔加、南橫沿線、南安地區水棲甲蟲相調查 1993 玉山國家公園 鄭明倫 

玉山國家公園瓦拉米地區中大型野生哺乳動物之棲地、習性及族群動態調查（一） 1993 玉山國家公園 王穎 

布農族音樂在傳統社會中的功能與結構 1992 玉山國家公園 吳榮順 

玉山國家公園多媒體地理資訊系統之建立以玉山國家公園為例 1994 玉山國家公園 謝奇峰 

玉山國家公園瓦拉米地區中大型野生哺乳動物之棲地、習性及族群動態調查（二） 1994 玉山國家公園 王穎 

遊客中心多媒體解說服務效果評估－以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遊客中心為例 1993 玉山國家公園 吳鳳珠 

落石形成機制之研究－以玉山國家公園新中橫公路段為例 1993 玉山國家公園 王豐仁 

遙感探測與地理資訊系統應用於玉山國家公園環境監測之研究 1993 玉山國家公園 張俊民 

遙測影像與地理資訊系統於玉山國家公園森林火災管理之應用 1993 玉山國家公園 楊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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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塔加火燒地區小型哺乳動物族群動態及棲地變化調查 1995 玉山國家公園 林良恭 

玉山國家公園瓦拉米地區中大型哺乳類動物之棲地、習性及族群動態之調查（三） 1995 玉山國家公園 王穎 

玉山國家公園環境敏感地區崩塌潛在性之研究 1995 玉山國家公園 王鈴津 

玉山國家公園楠梓仙溪地區野生動物族群調查與監測模式之建立 1996 玉山國家公園 王穎 

玉山國家公園濁水區菌相調查 1995 玉山國家公園 吳聲華 

玉山國家公園樂樂溫泉及其鄰近地區地質環境調查研究 1996 玉山國家公園 林慶偉 

瓦拉米地區台灣山羌之食性、棲地利用與活動習性 1996 玉山國家公園 陳怡君 

玉山國家公園拉庫拉庫溪流水生生物相調查（二） 1997 玉山國家公園 曾晴賢 

玉山國家公園瓦拉米地區生態資源與經營管理之研究 1999 玉山國家公園 郭城孟 

玉山國家公園帝雉族群動態不同生育地生態學之研究（二） 1998 玉山國家公園 歐保羅 

玉山國家公園台灣黑熊之生態與人熊關係之研究（一） 1999 玉山國家公園 王穎 

玉山國家公園台灣山鷓鴣一般習性之調查 2000 玉山國家公園 羅宏仁 

玉山國家公園台灣黑熊之生態與人熊關係之研究（二） 2000 玉山國家公園 王穎 

拉庫拉庫溪流域人文史蹟址保存或復舊工程之整體規劃 2001 玉山國家公園 黃俊銘 

玉山國家公園台灣黑熊之生態與人熊關係之研究（三） 2001 玉山國家公園 王穎 

玉山國家公園台灣山鷓鴣生態習性調查（二） 2001 玉山國家公園 孫元勳 

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東埔、梅山地區遊憩衝擊暨經營管理策略之研究 2002 玉山國家公園 顏家芝 

玉山國家公園集集大地震後東埔玉山區地形地質調查與構造地質分析之研究 2002 玉山國家公園 胡賢能 

玉山國家公園楠梓仙溪流域植物資源調查 2002 玉山國家公園 楊國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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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國家公園大分至南安地區野生哺乳動物之相對豐富度調查 2002 玉山國家公園 陳怡君 

玉山國家公園高山步道遊憩承載量調查研究 2002 玉山國家公園 林晏州 

玉山國家公園之高山島嶼生態學哺乳類保育遺傳研究 2002 玉山國家公園 林良恭 

玉山國家公園地質動態與環境長期監測研究－以天池地區長期山坡變形現象研究為

例 2002 玉山國家公園 張石角 

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地區遊憩對動物相之影響 2002 玉山國家公園 陳建志 

自然資源保育與原住民族發展兼顧之管理機制研究 2002 玉山國家公園 賴明茂 

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地區遊憩效益與人為干擾影響程度之研究兼論利用CVM橫量人

為干擾因素對塔塔加環境影響程度初步評估分析 2002 玉山國家公園 張長義 

玉山國家公園南橫公路之玉山國家公園路段鳥類調查報告 2002 玉山國家公園 劉良力 

玉山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永續經營及利用之研究 2003 玉山國家公園 呂雅雯 

玉山國家公園遊憩設施與遊客行為互動調查 2003 玉山國家公園 吳忠宏 

玉山國家公園高山環境廢棄物及排遺處理之研究 2003 玉山國家公園 林明瑞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大型哺乳動物監測計畫 2003 玉山國家公園 吳海音 

玉山國家公園食蟲目遺傳多樣性研究及蝙蝠現況調查計畫 2003 玉山國家公園 林良恭 

玉山國家公園南橫中之關地區闊葉林永久樣區設置及調查計畫 2003 玉山國家公園 謝宗欣 

玉山國家公園楠溪流域上游地區闊葉林永久樣區設置及調查計畫 2003 玉山國家公園 楊國禎 

玉山國家公園電子文化與自然資源地圖(三) 2003 玉山國家公園 范毅軍 

玉山國家公園氣象資料蒐集與水質監測調查 2003 玉山國家公園 石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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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東埔梅山天池地景地貌航空照相之建立 2003 玉山國家公園 史天元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吊橋步棧道工程對野生動物影響監測 2003 玉山國家公園 吳海音 

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地區遊憩環境衝擊之生物因子監測 2003 玉山國家公園 陳建志 

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遊憩區發展空中纜車之研究 2003 玉山國家公園 陳彥甫 

玉山國家公園西南園區（南橫公路）生物多樣性之研究（一） 2003 玉山國家公園 許重洲 

玉山國家公園天池湖泊水深量測及水底地形圖繪製 2003 玉山國家公園 蘇柏林 

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地區環境監測及蝴蝶鑑定資料庫建立 2004 玉山國家公園 陳建志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中大型哺乳動物監測計畫 2004 玉山國家公園 吳海音 

玉山國家公園楠梓仙溪地區中大型哺乳動物之族群監測 2004 玉山國家公園 黃美秀 

台灣產特有種玉山杜鵑之保育遺傳學及親緣地理研究計畫 2004 玉山國家公園 蔣鎮宇 

玉山國家公園楠梓仙溪林道生態資源與經營管理之研究 2004 玉山國家公園 楊國禎 

玉山國家公園西北園區中新世麓山帶之古沉積環境研究 2004 玉山國家公園 楊舜行 

玉山國家公園高山步道生態工法與原住民族工作保障之研究 2004 玉山國家公園 林裕修 

玉山國家公園生態旅遊操作模式之研究 2004 玉山國家公園 歐聖榮 

玉山國家公園園區自導式步道解說系統之建立—以玉山主峰為例 2004 玉山國家公園 李瑞宗 

玉山國家公園西北園區蝙蝠調查計畫 2004 玉山國家公園 林良恭 

玉山國家公園南橫梅山口山坡崩塌裸露岩石區監測預警系統之規劃 2004 玉山國家公園 黃景川 

東埔地區兩棲爬行動物群聚組成之調查報告 2004 玉山國家公園 巫奇勳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台灣黑熊及偶蹄目動物群聚研究 2005 玉山國家公園 吳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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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國家公園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2005 玉山國家公園 歐聖榮 

玉山國家公園珍貴原生植物之育種研究暨梅山原生植物園之經營管理規劃研究 2005 玉山國家公園 鍾仁彬 

玉山國家公園玉山生態系結構功能之整合評析研究 2005 玉山國家公園 林良恭 

玉山國家公園金門峒斷崖崩塌速率及演化趨勢之研究 1992 玉山國家公園 陳隆陞 

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地區鱗翅目昆蟲相調查 1992 玉山國家公園 張保信 

玉山國家公園新中橫公路景觀資源之調查與分析 1993 玉山國家公園 林文和 

玉山國家公園地理資訊系統中長程發展策略之研究 1994 玉山國家公園 劉田財 

玉山國家公園八通關越道之森林植群調查與分析 1995 玉山國家公園 黃明通 

梅山原生種植物園之規劃應用與經營管理 1995 玉山國家公園 吳萬昌 

國家公園解說牌示設施之研究 1996 玉山國家公園 吳文雄 

玉山國家公園蘭科稀有植物族群調查暨復育技術建立之研究 1996 玉山國家公園 許重洲 

國家公園景觀道路經營管理之研究 1997 玉山國家公園 林文和 

玉山國家公園八通關越嶺古道西段調查研究報告 1987 玉山國家公園 楊南郡 

玉山國家公園露營地規劃研究報告 1988 玉山國家公園 紀光慎等 

玉山國家公園資源與環境資訊系統先驅研究（第一年） 1989 玉山國家公園 劉進金 

玉山國家公園動物生態景觀資源調查報告 1982 玉山國家公園 林曜松 

玉山國家公園帝雉、藍腹鷴生態調查研究報告 1987 玉山國家公園 謝孝同 

楠梓仙溪林道永久樣區植被調查報告（一） 1988 玉山國家公園 陳玉峰 

玉山國家公園資源保育暨經營管理研討會專文集(二) 動物 1989 玉山國家公園 劉小如、呂光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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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良恭、傅建明 

河烏繁殖領域與棲地關係之研究 1989 玉山國家公園 陳炤杰 

玉山國家公園東埔至八通關地區蝶類資源調查報告 1989 玉山國家公園 傅建明 

玉山國家公園八通關古道東段調查研究報告 1989 玉山國家公園 楊南郡 

栗背林鴝之生物學研究 1991 玉山國家公園 劉良力 

台灣中部沙里仙溪集水區植群生態之研究Ⅱ台灣雲杉森林動態及族群結構之研究 1991 玉山國家公園 曾彥學 

臺灣山椒魚（Hynobius formosanus）棲地與族群變動之研究 1991 玉山國家公園 葉明欽 

台灣中部沙里仙溪集水區植生態之研究 Ι植群分析與森林演替之研究 1991 玉山國家公園 劉靜榆 

玉山國家公園溪流及湖沼水質調查研究 1991 玉山國家公園 陳道正 

玉山國家公園自然資料庫處理模式研究－以塔塔加雲杉林及鄰近地區調查資料為例 1991 玉山國家公園 蘇志峰 

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義工制度之初步規劃研究 1991 玉山國家公園 商樂家 

玉山國家公園石山服務站鄰近區域臺灣獼猴之生態調查及給餌站設置研究（二） 1992 玉山國家公園 林曜松 

玉山國家公園保育研究近中長程計畫(八五－九四年度) 1994 玉山國家公園 玉山國家公園管

理處 

運用電子佈告欄系統(BBS)建立國家公園生態資料庫與網路通訊之研究 1995 玉山國家公園 蘇志峰 

玉山國家公園藍腹鷴繁殖習性之調查研究報告 1995 玉山國家公園 羅宏仁 

塔塔加地區森林火災對松類造林地之植群、微氣候及土壤性質的影響 1996 玉山國家公園 楊美玲 

國家公園螢火蟲復育研究計畫 1997 
玉山國家公園、陽

明山國家公園、雪
楊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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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國家公園、太魯

閣國家公園、墾丁

國家公園、金門國

家公園 

玉山國家公園帝雉族群動態及不同生育地生態學之研究 1997 玉山國家公園 喬雅玲 

玉山國家公園帝雉族群動態及不同生育地生態學之研究(三) 1999 玉山國家公園 喬雅玲 

考察美國黑熊野外調查及族群管理 1998 玉山國家公園 陳隆陞 

玉山國家生態保護區承載量研究報告 1999 玉山國家公園 林文和 

玉山國家公園拉庫拉庫溪布農族舊部落調查研究 1999 玉山國家公園 黃俊銘 

日本國立公園經營管理之研究~兼論與台灣國家公園之比較 2000 玉山國家公園 林文和 

布農族聚落社區總體營造研究計畫 2001 玉山國家公園 明立國 

拉庫拉庫溪流域日治時期遺址原地保存之可行性研究與初步規劃 2001 玉山國家公園 黃俊銘 

臺灣世界遺產潛力點玉山國家公園研究資料蒐集、書目彙編 2003 玉山國家公園 金恆鑣 

台灣地區國家公園永續經營管理指標之研究-以玉山國家公園為例 2002 玉山國家公園 黃文卿 

玉山國家公園之高山島嶼生態學哺乳類保育遺傳研究 2002 玉山國家公園 林良恭 

玉山國家公園集集大地震後環境與歷史遺跡之變異調查暨電子文化與自然資源地圖

研究 2000 玉山國家公園 林城謙 

玉山國家公園關山越嶺古道中之關段森林植物調查與分析 2002 玉山國家公園 許重洲  

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區的瀑布與湧泉水質調查 1988 太魯閣國家公園 金恆鑣 

太魯閣國家公園高山地區昆蟲資源之研究 1993 太魯閣國家公園 楊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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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蘭科植物群落調查 1994 太魯閣國家公園 蘇鴻傑、陳逸忠 

太魯閣國家公園大和米蝦及大和沼蝦之生物學研究 2000 太魯閣國家公園 趙子維 

太魯閣國家公園動物生態資源調查 1983 太魯閣國家公園 呂光洋 

太魯閣國家公園囓齒類動物相調查 1992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李玲玲 

太魯閣國家公園合歡古道西段調查與步道規劃 1989 太魯閣國家公園 楊南郡 

太魯閣國家公園植物暨人文文獻蒐集整理研究 1996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李瑞宗 

太魯閣國家公園聚落附近野生動物族群之經營管理 1997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林曜松 

太魯閣國家公園砂卡礑溪魚道規劃之研究 1995 太魯閣國家公園 曾晴賢 

立霧溪人工壩體對水域生態影響之研究 1999 太魯閣國家公園 蘇霩靄 

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岩層分佈之研究  1991 太魯閣國家公園 王執明 

太魯閣國家公園布洛灣遺址第一次發掘報告  1988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劉益昌 

太魯閣國家公園解說巴士經營規劃 1995 太魯閣國家公園 程佩珍 

太魯閣國家公園公共設施建設管理計畫 1996 太魯閣國家公園 陳淑慧 

台灣太魯閣國家公園內洞窟學術調查第二次調查報告書 1996 太魯閣國家公園 吉村和久 

中橫公路沿線太魯閣櫟族群生態之研究 2000 太魯閣國家公園 陳慧芬 

地貌繪圖應用於中部橫貫公路的危險性評估 1998 太魯閣國家公園 David petley 

台灣太魯閣峽谷中石灰岩地帶之洞窟與地下水 1996 太魯閣國家公園 井倉洋二 

太魯閣國家公園植物生態資源調查報告 1984 太魯閣國家公園 徐國士 

太魯閣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查 1986 太魯閣國家公園 陳仲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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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內中橫路線景觀道路太魯閣-天祥段交通改善調查研究 1987 太魯閣國家公園 張石角 

太魯閣國家公園立霧溪峽谷岩性及岩石成因－大理岩部份 1988 太魯閣國家公園 王執明 

太魯閣國家公園華南鼬鼠之生態調查 1988 太魯閣國家公園 呂光洋 

太魯閣國家公園沙卡礑溪哺乳動物資源調查報告 1988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李玲玲 

太魯閣羣泰雅人的文化與習俗 1989 太魯閣國家公園 許木柱 

太魯閣國家公園合歡越嶺古道調查與整修研究報告 1988 太魯閣國家公園 楊南郡 

太魯閣國家公園區蛾類相之研究 1989 太魯閣國家公園 張玉珍 

太魯閣國家公園大合歡山地區山椒魚調查 1989 太魯閣國家公園 呂光洋 

太魯閣國家公園之胡蜂調查 1989 太魯閣國家公園 趙榮台 

太魯閣國家公園中橫公路（太魯閣至文山段）沿線臺灣獼猴資源之調查研究 1989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林曜松 

太魯閣國家公園原生觀賞植物之調查及栽培 1989 太魯閣國家公園 胡大維 

太魯閣國家公園南湖大山圈谷及其附近植被之調查 1989 太魯閣國家公園 楊遠波 

太魯閣國家公園氣候調查及移動式測候站規畫 1989 太魯閣國家公園 夏禹九 

太魯閣國家公園遊憩資源分析及遊憩承載量之研究 1989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林晏州 

太魯閣國家公園「陶塞溪，蓮花池和神祕谷」鳥類生態研究 1989 太魯閣國家公園 王穎 

太魯閣國家公園之昆蟲相研究 1989 太魯閣國家公園 楊平世 

太魯閣國家公園解說系統規劃研究報告 1989 太魯閣國家公園 王鑫 

太魯閣國家公園太陽能應用規劃 1990 太魯閣國家公園 蔡中 

太魯閣國家公園中橫公路（文山至大禹嶺段）沿線臺灣獼猴資源之調查研究 1990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林曜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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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文山、天祥地區台灣長鬃山羊棲息環境之調查 1990 太魯閣國家公園 呂光洋 

太魯閣國家公園烏頭翁及白頭翁分佈調查 1990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劉小如 

綠水-文山及綠水-合流植物相細部調查 1990 太魯閣國家公園 王忠魁 

太魯閣國家公園蕨類植物之研究 1990 太魯閣國家公園 郭城孟 

太魯閣國家公園石灰岩地區植被之調查 1990 太魯閣國家公園 楊遠波 

太魯閣國家公園三棧神秘谷整體規劃研究報告 1991 太魯閣國家公園 皓宇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 

太魯閣國家公園人口變遷與經濟活動研究報告 1991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林恩顯 

太魯閣國家公園動物相與海拔高度、植被之關係研究 1991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林曜松 

太魯閣國家公園蜜源植物之調查 1991 太魯閣國家公園 楊遠波 

太魯閣國家公園中、高海拔鳥類繫放計畫 1993 太魯閣國家公園 賴美麗 

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現象永久觀察站之規劃 1992 太魯閣國家公園 王執明 

太魯閣國家公園崇德地區坡面裂縫處理方式之研究 1992 太魯閣國家公園 陳宏宇 

太魯閣國家公園植物永久樣區之規劃 1992 太魯閣國家公園 楊遠波 

太魯閣國家公園區域內溪流動物之研究 1992 太魯閣國家公園 曾晴賢 

太魯閣國家公園中、高海拔鳥類資源之調查研究 1992 太魯閣國家公園 王穎 

太魯閣國家公園中、高海拔地區之昆蟲及其相關生態研究（II） 1992 太魯閣國家公園 楊平世 

太魯閣國家公園蓮花池遊憩區細部計畫 1993 太魯閣國家公園 陳春貴 

太魯閣國家公園崩塌地之調查及處理之研究 1993 太魯閣國家公園 陳宏宇 

附-24 



群琁地理資訊  成果報告書 

計畫名稱 計畫年度 國家公園 主持人 

太魯閣國家公園崇德地區景觀復舊計畫 1993 太魯閣國家公園 凌德麟 

地理資訊系統應用於台灣雲杉之族群變化 1994 太魯閣國家公園 伍木林 

太魯閣國家公園高山植物群落之調查研究－高地草原 1994 太魯閣國家公園 陳玉峰 

太魯閣國家公園神秘谷、白楊步道餌食站及巢箱之規畫 1994 太魯閣國家公園 王穎 

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防災技術之研究-白楊、竹村、神祕谷步道及蘇花公路（清水段）

舊公路 1995 太魯閣國家公園 張石角 

太魯閣群泰雅人之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 1995 太魯閣國家公園 曾振名 

太魯閣國家公園天祥遊憩區細部計畫 1995 太魯閣國家公園 
台灣省住宅及都

市發展局市鄉規

劃處 

太魯閣國家公園地形、地質文獻蒐集整理研究 1996 太魯閣國家公園 齊士崢 

太魯閣國家公園動物文獻蒐集整理研究 1996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林曜松、張耀文 

太魯閣國家公園稀有植物生育地調查及棲地保護之研究 1996 太魯閣國家公園 黃增泉 

太魯閣國家公園合歡山地區危險因子之調查與分析 1996 太魯閣國家公園 曾盛堂 

太魯閣國家公園關原地區利用巢箱鳥類生殖生物學 1996 太魯閣國家公園 黃正龍 

太魯閣國家公園蝶相監測 1998 太魯閣國家公園 楊平世 

錐麓古道沿線農業墾殖暨植物利用之研究 1998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李瑞宗 

錐麓古道沿線聚落暨建築之調查研究 1998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李瑞宗 

太魯閣國家公園砂卡礑溪臺灣絨螯蟹之生物學研究 1998 太魯閣國家公園 陳均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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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立霧溪流域蝦蟹相調查 1999 太魯閣國家公園 游祥平、陳天任 

太魯閣國家公園螢火蟲相調查 1999 太魯閣國家公園 楊平世 

太魯閣國家公園學童環境教育活動執行之評估研究 1999 太魯閣國家公園 游登良 

太魯閣國家公園青剛櫟族群生態之研究 2000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劉威麟 

太魯閣國家公園砂卡礑溪黃魚鴞之覓食生態調查計畫 1999 太魯閣國家公園 孫元勳 

合歡聯絡古道歷史沿革與景觀資源之研究 1999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李瑞宗 

太魯閣國家公園關原地區三種共域鳥種之巢箱位置選擇及其生殖表現 2000 太魯閣國家公園 王穎 

立霧溪流域人工壩堤對地形、地質及地理景觀之影響 2000 太魯閣國家公園 張瑞津 

棲蘭山檜木林保育維護方案之研擬 2000 太魯閣國家公園 徐國士 

太魯閣國家公園布洛灣地區莫氏樹蛙(Rhacoporus moltrechti)生殖生態學研究 2001 太魯閣國家公園 溫華霞 

棲蘭山檜木林區動物資源調查研究 2000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李玲玲 

太魯閣國家公園南湖大山圈谷群古冰河遺跡研究初步調查 2000 太魯閣國家公園 王鑫 

棲蘭山檜木林區植物資源調查研究 2000 太魯閣國家公園 王震哲 

棲蘭山檜木林區地質地形資源調查研究 2000 太魯閣國家公園 王鑫 

棲蘭山檜木林區人文史蹟資源調查研究 2000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劉益昌 

太魯閣國家公園野生動物普查計畫－哺乳類動物 2000 太魯閣國家公園 裴家騏 

太魯閣國家公園石灰岩環境蕨類植物資源調查研究 2000 太魯閣國家公園 郭城孟 

合歡山台灣冷杉永久樣區之植群分析 1999 太魯閣國家公園 張惠珠 

清代北路(蘇花古道)調查研究報告 2000 太魯閣國家公園 楊南郡 

附-26 



群琁地理資訊  成果報告書 

計畫名稱 計畫年度 國家公園 主持人 

太魯閣國家公園台灣高山小黃鼠狼之分布與族群特性研究 1999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林良恭 

東賽德克人之狩獵文化與國家公園經營管理 2001 太魯閣國家公園 鄒月娥 

原住民與國家公園保護區共同管理之發展歷史、現況與個案之探討 2002 太魯閣國家公園 紀駿傑 

世界各國高山型國家公園遊憩型態發展之探討 2002 太魯閣國家公園 黃德雄 

太魯閣國家公園攀岩場之規劃與設計 2002 太魯閣國家公園 王世鼎 

合歡山區生態旅遊資源、活動模式及區域之系統規劃 2002 太魯閣國家公園 陳章波 

高山公廁生態工法與水源維護方式之研究 2002 太魯閣國家公園 陳國帝 

合歡山登山學校設置及經營管理之規劃 2002 太魯閣國家公園 歐陽台生 

砂卡礑部落地圖繪製計劃 2002 太魯閣國家公園 裴家騏 

原住民與國家公園保護區共同管理之發展歷史、現況與個案之探討 2002 太魯閣國家公園 紀駿傑 

「國家公園組織隸屬之研究」計畫 2002 太魯閣國家公園 宋秉明 

環境資源部公園暨遊憩署組織架構與執掌 2002 太魯閣國家公園 宋秉明 

太魯閣、雪霸國家公園生態廊道之研究－有勝溪上游動物相的調查 2002 
太魯閣國家公園、

雪霸國家公園 吳海音 

太魯閣、雪霸國家公園生態廊道之研究－目標物種的認定與其生物特徵的需求分析 2002 
太魯閣國家公園、

雪霸國家公園 吳海音 

太魯閣、雪霸國家公園生態廊道之研究──有勝溪上游土地利用、人為活動與植被現

況的調查 2002 
太魯閣國家公園、

雪霸國家公園 夏禹九 

太魯閣、雪霸國家公園生態廊道之研究 ─ 生態廊道概念與國外案例的整理及有勝溪

上游空間資料的分析 2002 
太魯閣國家公園、

雪霸國家公園 夏禹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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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年度 國家公園 主持人 

太魯閣國家公園蘇花公路沿線動物資源調查暨解說文稿計劃 2002 太魯閣國家公園 楊懿如 

太魯閣國家公園蘇花海岸植物資源調查研究 2002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李瑞宗 

太魯閣國家公園蘇花沿線地質地形資源調查暨解說文稿 2002 太魯閣國家公園 陳文山 

東台灣太魯閣地區地殼之上揚及穩定度 1998 太魯閣國家公園 David petley 

太魯閣國家公園內中大型野生哺乳類族群監測計畫 2003 太魯閣國家公園 裴家騏 

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細部規劃案 2003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林晏州 

合歡山生態旅遊細部規劃 2003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劉東啟 

國家公園的原住民工作人員對其職場角色的認同與衝突之探討 --以太魯閣國家公園

為例 2003 太魯閣國家公園 賴美麗 

太魯閣國家公園保育研究計畫的檢討與展望 2003 太魯閣國家公園 吳海音 

台灣太魯閣峽谷中石灰岩地帶之石灰華 1996 太魯閣國家公園 吉村和久 

太魯閣國家公園三棧溪流域動物族群估測及監測模式之建立 2004 太魯閣國家公園 張永州 

太魯閣國家公園高山地區動物資源基礎調查 2004 太魯閣國家公園 吳海音 

太魯閣國家公園中低海拔地區動物資源動態調查研究及資料庫建立 2005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林曜松 

東沙國家公園陸域生物資源調查  2005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劉小如 

東沙海域生態資源基礎調查研究 2005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鄭明修 

東沙國家公園土地使用及海域使用分區調查 2005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戴昌鳳 

東沙海域古沈船遺蹟之調查研究  2005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邱文彥 

東沙海域文史資源調查研究 2006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湯熙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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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29

計畫名稱 計畫年度 國家公園 主持人 

東沙島陸域動植物相調查研究  2006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李培芬 

東沙能源替代及水資源多元化可行性評估  2005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游勝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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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本計劃已建置之國家公園生物資源調查研究報告 

計畫名稱 計畫年度 國家公園 主持人 

金門國家公園鳥類遷徙及棲地環境調查研究 1996 金門國家公園 莊西進 

金門近海地區哺乳動物調查研究 1997 金門國家公園 李玲玲 

金門國家公園兩棲爬行動物調查報告 1997 金門國家公園 呂光洋 

金門國家公園鳥類生態紀錄研究 1999 金門國家公園 劉小如 

金門地區水獺族群之調查研究 2000 金門國家公園 莊西進、李玲玲 

金門國家公園魚類相調查 2001 金門國家公園 陳義雄 

金門哺乳動物相調查 2003 金門國家公園 陳擎霞 

鸕鶿生態調查研究 2005 金門國家公園 丁宗蘇 

栗喉蜂虎營巢地環境因子研究報告 2002 金門國家公園 袁孝維 

栗喉蜂虎營巢地維護與評估（二） 2003 金門國家公園 袁孝維 

金門佛法僧目鳥類調查-金門佛法憎目鳥類分佈及其他鳥類生態調查 2004 金門國家公園 劉小如 

金門國家公園環境長期監測（一） 2002 金門國家公園 莊西進 

金門國家公園環境長期監測（二） 2003 金門國家公園 莊西進 

金門國家公園環境長期監測（三） 2004 金門國家公園 莊西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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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年度 國家公園 主持人 

金門國家公園環境長期監測（四） 2005 金門國家公園 顏重威 

金門島栗喉蜂虎繁殖生物學研究 2003 金門國家公園 袁孝維 

雪霸國家公園鳥類相之調查--觀霧地區 2003 雪霸國家公園 李培芬 

雪霸國家公園兩生爬蟲類之調查—雪見地區 2003 雪霸國家公園 呂光洋 

雪霸國家公園兩生爬蟲類調查研究-武陵地區 2002 雪霸國家公園 呂光洋 

雪霸國家公園大型哺乳動物族群與習性之研究(武陵地區) 1994 雪霸國家公園 李玲玲 

雪霸國家公園大型哺乳動物族群與習性之研究(雪見地區) 1995 雪霸國家公園 李玲玲 

雪霸國家公園觀霧地區步道沿線動物資源、植群及其景觀之調查研究—動物資源

部分 1994 雪霸國家公園 郭承裕  

墾丁國家公園陸域野生哺乳類動物調查研究 2000 墾丁國家公園 裴家騏 

墾丁國家公園陸域野生哺乳類動物調查研究（第三年） 2002 墾丁國家公園 裴家騏 

墾丁國家公園社頂復育區台灣野兔生態調查 1996 墾丁國家公園 馬協群 

墾丁地區遷徙性猛禽族群調查資料研究 1996 墾丁國家公園 蔡乙榮 

南仁山區水域之湖沼學和兩棲爬蟲動物之調查 1985 墾丁國家公園 呂光洋 

墾丁國家公園南仁山生態保護區水域動物生態研究－南仁山淡水魚類及水生無

脊椎動物簡說 1985 墾丁國家公園 林曜松、曾晴賢 

墾丁國家公園南仁山生態保護區水域鳥類生態研究 1985 墾丁國家公園 王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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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年度 國家公園 主持人 

墾丁國家公園南仁山生態保護區水域鳥類生態研究續 1986 墾丁國家公園 王穎 

墾丁國家公園日行性猛禽調查研究 1991 墾丁國家公園 劉小如 

欖仁溪攔砂壩之魚道規劃設計研究 1986 墾丁國家公園 曾晴賢 

滿州地區獵捕灰面鷲之調查 1986 墾丁國家公園 林世松、林孟雄 

陽明山國家公園動物生態景觀資源 1983 陽明山國家公園 林曜松 

陽明山國家公園兩棲和爬蟲之生態調查 1987 陽明山國家公園 呂光洋 

陽明山國家公園面天山區囓齒動物之生態研究 1989 陽明山國家公園 張簡琳玟 

陽明山翠翠谷台灣野兔（Lepus sinensis formosanus）生態調查 1991 陽明山國家公園 陳宜隆 

陽明山國家公園翡翠谷沼澤生態系之研究調查 1990 陽明山國家公園 呂光洋 

陽明山國家公園向天山及火口湖生態系之調查研究 1989 陽明山國家公園 林曜松 

陽明山國家公園夢幻湖生態保護區生態系之研究 1987 陽明山國家公園 鄭先祐 

陽明山國家公園鹿角坑生態保護區動物相調查 1995 陽明山國家公園 周蓮香 

陽明山國家公園蝴蝶花廊、賞鳥步道、動物相之調查研究 1992 陽明山國家公園 羅淑英 

陽明山國家公園菜公坑山區囓齒類動物與植物社會關係之研究 1990 陽明山國家公園 劉炯錫 

玉山國家公園關山地區哺乳類調查及解說規劃 1988 玉山國家公園 呂光洋 

玉山國家公園藍腹鷴自然史調查研究 1988 玉山國家公園 歐保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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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年度 國家公園 主持人 

關山區哺乳類調查及長鬃山羊棲息環境之評估 1989 玉山國家公園 呂光洋 

玉山國家公園保育研究站規劃 1989 玉山國家公園 李玲玲 

玉山國家公園東埔區哺乳類動物調查報告（二） 1989 玉山國家公園 于名振 

台灣長鬃山羊棲地及行為之研究 1990 玉山國家公園 陳月玲 

玉山國家公園東埔、玉山區河川生態系調查報告 1989 玉山國家公園 于名振 

特定鳥類族群及行為之研究－帝稚 1990 玉山國家公園 歐保羅 

玉山國家公園新康區動物相調查 1990 玉山國家公園 周蓮香 

玉山國家公園瓦拉米地區中大型野生哺乳動物之棲地、習性及族群動態調查（一） 1993 玉山國家公園 王穎 

玉山國家公園瓦拉米地區中大型野生哺乳動物之棲地、習性及族群動態調查（二） 1994 玉山國家公園 王穎 

玉山國家公園瓦拉米地區中大型哺乳類動物之棲地、習性及族群動態之調查（三） 1995 玉山國家公園 王穎 

玉山國家公園拉庫拉庫溪流水生生物相調查（二） 1997 玉山國家公園 曾晴賢 

玉山國家公園大分至南安地區野生哺乳動物之相對豐富度調查 2002 玉山國家公園 陳怡君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大型哺乳動物監測計畫 2003 玉山國家公園 吳海音 

玉山國家公園動物生態景觀資源調查報告 1982 玉山國家公園 林曜松 

玉山國家公園帝雉、藍腹鷴生態調查研究報告 1987 玉山國家公園 謝孝同 

太魯閣國家公園動物生態資源調查 1983 太魯閣國家公園 呂光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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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年度 國家公園 主持人 

太魯閣國家公園囓齒類動物相調查 1992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李玲玲 

太魯閣國家公園華南鼬鼠之生態調查 1988 太魯閣國家公園 呂光洋 

太魯閣國家公園沙卡礑溪哺乳動物資源調查報告 1988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李玲玲 

太魯閣國家公園中橫公路（太魯閣至文山段）沿線臺灣獼猴資源之調查研究 1989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林曜松 

太魯閣國家公園「陶塞溪，蓮花池和神祕谷」鳥類生態研究 1989 太魯閣國家公園 王穎 

太魯閣國家公園中橫公路（文山至大禹嶺段）沿線臺灣獼猴資源之調查研究 1990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林曜松 

太魯閣國家公園文山、天祥地區台灣長鬃山羊棲息環境之調查 1990 太魯閣國家公園 呂光洋 

太魯閣國家公園動物相與海拔高度、植被之關係研究 1991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林曜松 

太魯閣國家公園中、高海拔鳥類繫放計畫 1993 太魯閣國家公園 賴美麗 

太魯閣國家公園中、高海拔鳥類資源之調查研究 1992 太魯閣國家公園 王穎 

太魯閣國家公園神秘谷、白楊步道餌食站及巢箱之規畫 1994 太魯閣國家公園 王穎 

東沙國家公園陸域生物資源調查  2005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劉小如 

東沙海域生態資源基礎調查研究 2005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鄭明修 

東沙島陸域動植物相調查研究  2006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李培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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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本計劃已建置生物分布圖之物種清單 

 

本島生物分布(1×1 公里) 

冠鸊鷉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角鸊鷉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頸鸊鷉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小鸊鷉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白尾熱帶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鸕鶿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白斑軍艦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軍艦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蒼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紫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池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大麻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黃頭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綠簑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大白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唐白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小白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中白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岩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冠麻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栗小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黃小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夜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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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島生物分布(1×1 公里) 

白鸛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鸛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面琵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聖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頭白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鴛鴦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尖尾鴨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琵嘴鴨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小水鴨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羅文鴨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巴鴨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呂宋鴨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赤頸鴨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綠頭鴨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花嘴鴨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白眉鴨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赤膀鴨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灰雁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豆雁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青頭潛鴨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磯雁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澤鳧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鈴鴨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川秋沙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瀆鳧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花鳧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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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島生物分布(1×1 公里) 

蒼鷹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北雀鷹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松雀鷹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赤腹鷹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鳳頭蒼鷹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花雕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白肩雕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灰面鷲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鵟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毛足鵟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澤鵟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灰澤鵟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林雕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老鷹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雕頭鷹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大冠鷲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熊鷹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日本松雀鷹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魚鷹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隼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燕隼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紅隼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深山竹雞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竹雞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小鵪鶉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鵪鶉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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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島生物分布(1×1 公里) 

藍腹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環頸雉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帝雉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棕三趾鶉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三趾鶉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灰鶴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白腹秧雞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白冠雞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董雞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紅冠水雞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灰秧雞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緋秧雞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小秧雞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灰腳秧雞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秧雞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水雉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彩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東方環頸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紅胸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小環頸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環頸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鐵嘴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蒙古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跳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金斑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灰斑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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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琁地理資訊  成果報告書 

本島生物分布(1×1 公里) 

小辮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翻石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尖尾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濱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漂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滸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穉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雲雀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丹氏穉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姥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三趾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田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中地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寬嘴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半蹼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斑尾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尾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大杓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小杓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中杓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山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黃足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鶴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鷹斑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磯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青足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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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島生物分布(1×1 公里) 

白腰草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小青足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赤足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反嘴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高蹺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高蹺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反嘴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灰瓣足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紅領瓣足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燕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脊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海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尾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紅嘴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嘴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大黑脊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小燕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紅燕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燕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腹燕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白翅黑燕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鷗嘴燕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蒼燕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裡海燕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翠翼鳩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家鴿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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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島生物分布(1×1 公里) 

灰林鴿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斑頸鳩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金背鳩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紅鳩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橙胸綠鳩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綠鳩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番鵑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布穀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小杜鵑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筒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鷹鵑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短耳鴞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長耳鴞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鵂鶹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黃魚鴞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大眼海鰱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白鰻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鱸鰻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短鰭鰻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虱目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臺灣纓口鰍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臺灣間爬岩鰍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臺東間爬岩鰍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埔里中華爬岩鰍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花鰍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泥鰍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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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島生物分布(1×1 公里) 

大鱗副泥鰍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白鰱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黑鰱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臺灣白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鯉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鯽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鯁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何氏棘魞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條紋二鬚魞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臺灣石(魚賓)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唇(魚骨)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臺灣鏟頜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高身鏟頜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高體鰟鮍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鱊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革條副鱊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菊池氏細鯽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餐條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大眼華鯿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紅鰭鮊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翹嘴紅鮊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短吻鐮柄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黑鰭鰁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飯島氏銀鮈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扁圓吻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草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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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島生物分布(1×1 公里) 

青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粗首鱲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平頜鱲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臺灣馬口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陳氏鰍鮀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中間鰍鮀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羅漢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鯰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塘蝨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脂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臺灣鮰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櫻花鉤吻鮭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虹鱒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大肚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帆鰭胎鱂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黃鱔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莫三比克口孵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吉利慈鯛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尼羅口孵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溪鱧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短塘鱧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棕塘鱧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無孔塘鱧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大彈塗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彈塗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金叉舌鰕虎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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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島生物分布(1×1 公里) 

高身種子鯊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曙首厚唇鯊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眼斑厚唇鯊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日本禿頭鯊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寬頰禿頭鯊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雙帶禿頭鯊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極樂吻鰕虎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褐吻鰕虎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三星鬥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七星鱧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鱧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寬額鱧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鯔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花身雞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湯鯉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短鑽嘴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高身鯽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圓吻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香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青鱂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赤斑吻鰕虎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短吻鰕虎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大口湯鯉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大口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黃臘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大鱗鮻鯔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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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吻鰕虎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斑帶吻鰕虎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鐽特鯔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曳絲鑽嘴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泰來海鯰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黑鯛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斑海鯰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四指馬鱍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漢氏綾鯷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班點雞籠鲳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琵琶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斑鰭白姑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黑星銀(魚共)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石斑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細尾雙邊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六帶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橫帶牛尾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短棘鰏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白鮻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塘鱧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黑斑脊塘鱧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同 F0121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南洋銀漢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星點河魨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污鰭鯔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玳華鯔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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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海鰱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大吻鰕虎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羅氏裸身鰕虎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黑鰭枝牙鰕虎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劍尾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頰斑細鰕虎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台灣細鯿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台灣鰏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逆鉤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高身鐮柄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前鱗鮻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粗鱗鮻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長鰭凡鯔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台灣凡鯔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沙鮻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長印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浪人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托爾逆鈎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黑邊鰏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海鰱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班鱧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泰國鱧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台灣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粿頭雙邊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銀鱗鯧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環球海鰶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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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鰶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台灣吻鰕虎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短臀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鑽石藍星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高鼻水滑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細斑吻鰕虎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孔雀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高體四鬚魮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小雙邊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銀紋笛鯛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短吻鰏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星雞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灰鰭鯛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康氏雙邊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大口逆溝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凡氏下銀漢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印度牛尾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點帶石斑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四線列牙鯻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黃鰭鯛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彎線雙邊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竹針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明潭吻鰕虎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條紋鯻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赤土魟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花軟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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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島生物分布(1×1 公里) 

黑點多紀魨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窩斑鰶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條鳍魚綱 

臺灣鼴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山階氏鼩鼱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水鼩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臺灣灰鼩鼱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臺灣小麝鼩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臺灣白足鼩鼱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臺灣煙尖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家鼩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臺灣大蹄鼻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臺灣小蹄鼻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臺灣葉鼻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臺灣無尾葉鼻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渡賴氏鼠耳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寬吻鼠耳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臺灣鼠耳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堀川氏棕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家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褶翅蝙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高頭蝙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管鼻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大管鼻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臺灣獼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臺灣野兔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赤腹松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附-48 



群琁地理資訊  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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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長吻松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臺灣條紋松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小鼯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大赤鼯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白面鼯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家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溝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高山白腹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刺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小黃腹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臺灣森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家鼷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田鼷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鬼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巢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臺灣黑腹絨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臺灣高山田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臺灣黑熊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黃喉貂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黃鼠狼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鼬獾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麝香貓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白鼻心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食蟹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石虎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臺灣雲豹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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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山甲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臺灣野猪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山羌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梅花鹿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水鹿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臺灣長鬃山羊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皺鼻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高山鼠耳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東亞家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台灣長耳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寬耳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小麝鼩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緬甸小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鱉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欖蠵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赤蠵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綠蠵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斑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柴棺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食蛇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守宮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蝎虎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無疣蝎虎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裂足蝎虎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史丹吉氏蝎虎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半葉趾蝎虎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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鱗趾蝎虎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雅美鱗趾蝎虎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斯文豪氏攀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短肢攀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牧茂氏攀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澤巨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蓬萊草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南臺草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臺灣草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雪山草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岩岸島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長尾南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麗紋石龍子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中國石龍子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臺灣滑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股麟蜓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印度蜓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台灣蜓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蛇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盲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大盲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臺灣鈍頭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標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臺灣標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鐵線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過山刀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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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細紋南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赤腹松柏根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赤背松柏根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黑頭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擬龜殼花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紅斑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白梅花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斜鱗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斯文豪氏遊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梭德氏遊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草花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赤腹遊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白腹遊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臺灣赤煉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花浪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金絲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青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紅竹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高砂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臭青公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錦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水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唐水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大頭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茶斑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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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島生物分布(1×1 公里) 

雨傘節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飯匙倩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帶紋赤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環紋赤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百步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哈里百步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赤尾青竹絲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龜殼花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阿里山龜殼花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菊池氏龜殼花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鎖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紅耳泥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福建頸斑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黃口攀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多線南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古氏草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史丹吉氏斜鱗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台灣中國石龍子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爬蟲綱 

 

 

金門生物分布(500×500 公尺) 

冠鸊鷉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頸鸊鷉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小鸊鷉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鸕鶿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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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門生物分布(500×500 公尺) 

蒼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池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大麻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黃頭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綠簑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大白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唐白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小白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中白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栗小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黃小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夜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鸛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面琵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尖尾鴨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琵嘴鴨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小水鴨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羅文鴨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巴鴨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綠頭鴨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花嘴鴨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白眉鴨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赤膀鴨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豆雁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澤鳧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鈴鴨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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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門生物分布(500×500 公尺) 

松雀鷹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赤腹鷹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灰面鷲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鵟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澤鵟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老鷹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日本松雀鷹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魚鷹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隼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燕隼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紅隼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鵪鶉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環頸雉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白腹秧雞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白冠雞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紅冠水雞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緋秧雞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蠣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東方環頸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小環頸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鐵嘴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蒙古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金斑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灰斑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翻石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尖尾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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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門生物分布(500×500 公尺) 

濱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漂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滸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穉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雲雀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丹氏穉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姥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三趾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田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寬嘴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斑尾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尾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大杓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黦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小杓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中杓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山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黃足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鶴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鷹斑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磯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青足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白腰草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小青足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赤足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反嘴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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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門生物分布(500×500 公尺) 

紅領瓣足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燕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脊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海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尾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紅嘴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嘴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大黑脊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小燕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鳳頭燕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紅燕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燕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腹燕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白翅黑燕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鷗嘴燕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蒼燕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斑頸鳩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金背鳩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紅鳩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番鵑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四聲杜鵑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小杜鵑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鷹鵑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噪鵑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夜鷹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小雨燕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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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門生物分布(500×500 公尺) 

白腰雨燕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翠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赤翡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頭翡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蒼翡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栗喉蜂虎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戴勝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地啄木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小雲雀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家燕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洋燕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金腰燕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大卷尾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髮冠卷尾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黃鸝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玉頸鴉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喜鵲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畫眉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白頭翁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鵲鴝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野鴝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藍磯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大陸紫嘯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黃尾鴝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喉鴝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藍尾鴝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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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門生物分布(500×500 公尺) 

赤腹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虎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灰背赤腹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白眉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白腹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大葦鶯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短翅樹鶯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極北柳鶯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褐色柳鶯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黃眉柳鶯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黃腰柳鶯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灰頭鷦鶯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褐頭鷦鶯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枕藍鶲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紅尾鶲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寬嘴鶲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鮮卑鶲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樹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大花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小水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白鶺鴒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灰鶺鴒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黃鶺鴒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紅頭伯勞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紅尾伯勞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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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門生物分布(500×500 公尺) 

棕背伯勞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八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領椋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灰椋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噪林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絲光椋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綠繡眼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斑文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金翅雀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黃雀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小桑鳲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花雀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臉鵐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麻雀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栗背短腳鵯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翅鳶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灰鵜鶘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家鼩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堀川氏棕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家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家鼷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水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哺乳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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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沙生物分布(60×60 公尺) 

蒼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池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黃頭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綠簑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大白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小白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中白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黃小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夜鷺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赤腹鷹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澤鵟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日本松雀鷹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燕隼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紅隼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白腹秧雞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東方環頸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小環頸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鐵嘴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蒙古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金斑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灰斑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翻石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尖尾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濱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滸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穉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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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沙生物分布(60×60 公尺) 

雲雀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三趾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中杓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黃足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鷹斑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磯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青足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白腰草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小青足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赤足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反嘴鷸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高蹺鴴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燕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腹燕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蒼燕鷗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紅鳩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筒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噪鵑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小雨燕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翠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頭翡翠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佛法僧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戴勝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家燕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翅山椒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灰山椒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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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63

東沙生物分布(60×60 公尺) 

灰卷尾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髮冠卷尾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黃鸝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藍磯鶇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黑喉鴝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極北柳鶯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冠羽柳鶯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黃眉柳鶯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灰腳柳鶯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白腹琉璃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灰斑鶲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寬嘴鶲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大花鷚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灰鶺鴒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黃鶺鴒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紅尾伯勞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檳城椋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噪林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北椋鳥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小鵐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野鵐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麻雀 動物界>脊索動物門>鳥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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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本期系統納入之GIS圖層清單

台灣陰影圖 

台灣路網圖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太魯閣步道 

太魯閣河流 

太魯閣國家公園分區圖 

太魯閣國家區域計劃圖 

太魯閣道路 

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玉山山屋 

玉山使用分區 

玉山停機坪 

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 

東沙人工潛礁 

東沙大王廟景觀規劃圖 

東沙太陽能板架設區 

東沙水母出現區 

東沙主要道路 

東沙生態復育區 

東沙地名註記 

東沙次要道路 

東沙西部海域生態保護區_2 

東沙防風林復育區 

東沙東部海域生態保護區_1 

東沙南灘景觀路線 

東沙建築區_1 

東沙建築區_2 

東沙建築區_3 

東沙建築區_4 

東沙島潟湖 

東沙海上草原區 

東沙浮潛路線 

東沙特別景觀區_1 

東沙特別景觀區_2 

東沙國家公園使用分區圖 

東沙龍擺尾 

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 

金門水域區 

金門國家公園水域區 

金門國家公園使用分區 

金門道路資料 

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 

雪霸公園等高線 

雪霸公園等高線(放大) 

雪霸地上建築物 

雪霸地名 

雪霸地表水源敏感地 

雪霸步道(含古道) 

雪霸使用分區 

雪霸其他地物 

雪霸國家公園主要道路 

雪霸國家公園次要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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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宿營地 

雪霸植物 

雪霸觀測站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陽明山 101 縣道環域 

陽明山一千分一地形圖 

陽明山一千分一地形圖註記 

陽明山一千分一地形圖註記 2 

陽明山一千分一圖幅索引圖 

陽明山一千分一樓層 

陽明山一般道路 

陽明山土壤圖 

陽明山五千分一圖幅索引圖 

陽明山水源水質水量保護區 

陽明山主要道路 

陽明山地形分層設色圖 

陽明山地形陰影 

陽明山地標 

陽明山地質圖 

陽明山次要道路 

陽明山步道(含古道) 

陽明山兩萬五千分一地形圖 

陽明山兩萬五千分一地形圖註記 

陽明山坡向 

陽明山坡度分級圖 

陽明山河流 

陽明山保安林 

陽明山背景圖註記 

陽明山重要地名 

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 

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四種分區) 

陽明山彩色地形陰影圖 

陽明山敏感區 

陽明山等高線註記 

陽明山菁山路中湖戰備道環域 

陽明山陽投公路環域 

陽明山陽金公路環域 

陽明山集水區界 

陽明山道路註記 

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墾丁五千分一圖幅索引圖 

墾丁古蹟 

墾丁地名 

墾丁其他地物 

墾丁河名 

墾丁河流 

墾丁河流與湖泊 

墾丁計畫大分區(二通)_僅供參考 

墾丁計畫使用分區(二通)_僅供參考

墾丁高程點 

墾丁湖泊或漁池 

墾丁稀有植物 

墾丁等高線 

墾丁等高線(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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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66

墾丁鄉鎮界(線) 

墾丁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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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說明會及專家會議活動照片 

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說明會 97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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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說明會 97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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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說明會 971015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說明會 97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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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說明會 97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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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說明會 9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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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說明會 9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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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說明會 9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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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說明會 9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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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及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說明會 97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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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及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說明會 97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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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及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說明會 971027 

 

 

 

 

 

 

 

 

 

 

 

 

 
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說明會 9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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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說明會 9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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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會議－台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9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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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會議－台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971022 

 

 

 

 

 

 

 

 

 

 

 

 

 
專家會議－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 97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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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會議－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 97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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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各管理處說明會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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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專家會議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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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  教育訓練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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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  會議討論事項與回覆說明 

1.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討論事項回覆說明 

「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建置計畫」 

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暨第 1 次工作會議討論事項回覆說明 

 
討論事項 回覆說明 

一、蔡技士乙榮（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敬請說明各處所需之軟硬體

設備是否由各處自行編列預

算購置，或是由署裡統一採

購。 

本年度的計畫尚未需要各管理處

配合軟硬體設備，未來相關計畫

的執行則需要購置相關的設備。

因此，目前僅由營建署統一採購

即可。 

二、蘇課長志峰（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本計畫採 1 公里見方的網格，

在高山型國家公園內，每格所

涵蓋範圍的海拔高度可能超

過 500 公尺，請將這類情況納

入考量。 

本計畫的資料格式涵蓋點和網格

資料，基本上，過去的研究很少

採用點資料，因此，本計畫彙整

過去資料將以 1 公里的網格系統

為主，但是，各國家公園若有更

詳細的資料，也會建檔。 

玉山之前剛整理過資料庫，91

年以後的資料均有 GPS 的座

標定位，請補充說明與本計畫

的網格資料是否能夠相容，或

是需要什麼樣的調整、配合。

 

 

 

本計畫的生物多樣性分布資料格

式涵蓋點和網格資料，請提供這

些資料，以利本計畫建檔。 

附-91 



群琁地理資訊  成果報告書 

討論事項 回覆說明 

三、叢課長培芝（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建議本系統應用層面應扣緊

目標，除彙整資料庫外，應以

全台灣環境變遷為未來的經

營管理方向，並建議以李玲玲

教授 2003 年為國家公園擬定

的計畫為依據，本計畫應與其

中的項目相對應，甚至可以建

立透過開放性的功能反映出

全球變遷的現象與議題。 

本計畫會注意國家公園應用層面

的課題，並盡可能協助建置相關

研究計畫所需要的資料。同時，

本計畫所擬規劃設計的生物多樣

性調查項目，將來在各國家公園

管理處的協助執行下，可以收集

持續性的生物多樣性資料，將有

利於各管理處未來的通盤檢討，

若能長期執行，更有助於反應氣

候變遷的課題。 

本計畫將會著重開發使用方便有

效率的系統。由於國土資訊系統

將有 10 年期的計畫，本年度計畫

也會因應計畫執行的進展，規劃

各國家公園管理處相關的軟硬體

需求。 

相關軟硬體介面一定要很友

善，在操作上才能更方便、更

有效率，另建議未來的資料存

放、維護機制(如上傳頻率、

上傳下載權限等)，因涉及各

管理處每年投入的經費，請詳

加制定。 

四、蔡技士水田（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 

建議署裡統一提供本計畫所

需的軟硬體規格。 

國土資訊系統為 10 年期的計畫，

本年度計畫會因應計畫執行的進

展，規劃各年度各國家公園管理

處相關的軟硬體需求。 

請詳細說明管理處提供資料

的方式是直接繳交檔案，抑或

是以資料發布的形式為之。 

本年度資料的建置需請各管理處

提供歷年的研究報告（電子檔即

可），若已有建置相關的生物多

樣性分布與多媒體資料，也一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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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事項 回覆說明 

請提供。 

五、趙技佐麗婷（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 

本計畫似乎較著重陸域，敬請

補充海洋部分。 

因為研究經費的限制，本年度計

畫以陸域為主，往後年度的計畫

會陸續納入海域資料的整理。 

六、朱技士何宗（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調查團隊的現場工作最常遇

到的問題就是調查表格，建議

專家會議中可邀集各領域學

者研商。 

本計畫擬規劃相關的生物多樣性

資料標準表格，並利用會議與各

管理處溝通。同時，也會舉辦專

家會議，就生物多樣性標準調查

方法，取得共識。 

七、于技正淑芬（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書面意見） 

有關動植物資源劃分部分，目

前規劃為哺乳類、鳥類、爬虫

類、兩生類、魚類、蝴蝶、蜻

蜓、蝦蟹螺貝、植物其、他類

特殊生物等，其他如甲蟲等昆

蟲未列入，水生昆蟲的部分亦

是，建議加入。 

因為研究經費的限制，本年度計

畫以陸域各主要類型的動植物為

主，往後年度的計畫會陸續納入

一些比較特殊的物種。 

有關計畫書 21 頁現地調查系

統作業方式部分：建議以方案

一較適當，Excel 表單清楚、

整理便利、資料檔案亦不大，

更方便使用，且因為資料須由

研究計畫執行者輸入，目前現

行原始資料大部分均以 Excel

方式輸入，對於研究者資料處

有關計畫書 21 頁現地調查系統作

業方式部分，本工作團隊共提出

三種資料介接方式供各管理處自

行選擇較合適的方案使用，若

貴處習慣使用 Excel 表單，亦可介

接轉入，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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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事項 回覆說明 

理較方便，且不須針對本系統

再做轉換或再輸入一遍。 

研究者輸入資料上傳時，希望

有檢核系統，管理者可以查核

甚至修改等，以避免資料傳輸

錯誤或提供錯誤資訊。 

未來系統開發時，將會設計供管

理者查核、修改研究者上傳資料

的功能。 

此部分將在會議中與各管理處溝

通，務期能得到最佳的內容，以

利各管理處的需求。 

資料輸入欄位中若有規定計

畫中英摘要、目的、方法、結

論、建議等字數限定，亦請說

明。 

八、盧簡任視察淑妃 

最重要的思考應是經由本案

達成國家公園系統自然資源

資料庫與平台建置；及如何應

用這個資料庫，包括在生物多

樣性保育及經營管理等方面。

本計畫將會建立臺灣國家公園生

物多樣性的資料基礎平台，並希

望藉由此平台，協助生物多樣性

的保育與經營管理工作。 

九、林科長玲 

請各管理處提供本計畫窗口

名單，以利後續聯絡。 

敬請各管理處協助。 

依規定辦理。 請貴公司在期初報告中附上

評選會議及工作會議的委員

意見回覆表，以利對照。 

十、蔡委員博文 

NGIS 為 10 年計畫，建議應先

有整體架構，否則會導致之後

每年的計畫零散無系統，貴公

司所提的 SOA 架構很好，屬

未來於計畫執行時，將針對此一

部分進行更詳細的規劃，並於期

中報告加強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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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事項 回覆說明 

於分散式的架構，資料主體仍

為管理處，故請補充說明細

節。 

Google map 是鑲嵌式的資

料，其平台共通性很高，是

GIS 領域中突破性的觀念，建

議多加陳述。 

未來於計畫執行時，將針對此一

部分進行更詳細的規劃或評估，

並於期中報告加強說明。 

十一、邱委員祈榮 

營建署和各管理處對資料庫

應該要有想像，才能夠建立其

應用價值，本年度由署裡統籌

的構想很好，畢竟資料經過整

合就會有更多用途，特別是在

經營管理方面。 

目前各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的資

料比較缺乏一致性，希望藉由本

計畫的執行，可以建置合理、有

效、整合的生物多樣性資料，有

利未來的經營管理。 

本年度僅會整理過去的資料，並

規劃往後的生物多樣性調查，未

來希望各管理處能協助執行調查

工作。 

建議今年做好資料回溯工

作，不必有新的調查，方能奠

定良好的基礎。 

提供資料給特生中心的方式

以資料發布為宜。 

此部分將會與特生中心再行協

調，原則上，每年執行一次即可。

EML 的課題在美國仍有許多的新

發展，本計畫會依據國內的需

求，建置合理的系統。 

若配合國科會促成本計畫的

構想，可能會需要用 EML，

建議配合一下未來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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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次工作會議討論事項回覆說明 

「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建置計畫」 

第 2 次工作會議討論事項回覆說明 

 

討論事項 回覆說明 

一、陳玄武（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一) 各個國家公園的網格是否一

致？ 

網格系統是整理過去的資料所使

用，各國家公園不同，本島採用 1

×1 公里系統，外島金門採用 500×

500 公尺系統，東沙則採用 60×60

公尺系統，以上皆為陸域使用。 

(二) 研究計畫基本資料表是否每個

欄位都要填寫才能夠輸入上傳

嗎？ 

理論上就國家公園委託的計畫而

言，應該是每一個欄位都要填寫才

可以上傳。 

(三) 物種代碼須參照 TaiBIF，可否

由系統自動帶入？ 

物種代碼為內部資料庫運作上使

用，標準名稱以 TaiBIF 為參考標

準。未來將朝系統自動帶入物種代

碼此目標發展。 

(四) 本期計畫是以動物為主，植物

部分是否有做相關規劃？  

今年的計畫是以動物為規劃的主

要對象。而大部份委託研究案也可

以依照現在的規劃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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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事項 回覆說明 

(五) 現在署裡同時有推動虛擬標本

館的計畫，內容上似乎與本計

劃有所重疊，管理處也同時向

該計畫提供了相關資料，想請

問兩計畫是否有可以共同整合

的部份？ 

兩計畫在某程度的確是可以做整

合。未來建議由營建署統整，以避

免有重覆作業的困擾。 

二、盧視察淑妃 

(一) 請問本計劃是否會幫忙建議與

規劃七個國家公園的調查地

點？ 

是，本計畫會規劃相關的調查地點

(二) 調查常會集中於道路可及處，

國家公園應如何克服道路不可

及的問題？ 

國家公園調查確實會在道路可及

之處進行，不過這些地點皆為山區

道路，周圍保護完好，所以也具有

代表性。 

(三) 有些研究者對於自身選取的調

查方法會有所堅持，過去使用

非本計畫建議之標準調查方法

所記錄的資料也該如何納入資

料庫中？ 

 

 

 

 

過去的調查方法僅能以我們所建

議之空間處理方式來建檔，未來希

望營建署有統一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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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陳玄武（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一) 以前的調查資料如何轉成 1×1

公里的網格資料？而轉成網格

的資料要如何回溯？ 

以前的資料視資料品質與紀錄狀

況而建檔，包括 1×1 公里網格系統

及點資料系統。基本上在資料整理

過程中，若可以整理為較詳細的資

料(如記錄到詳細的 XY 位置點)，

將會記錄較為詳細的 XY 資料而非

網格資料；整理為網格資料是因為

由報告或文獻中無法得知正確位

置的不得已做法，因此，不會由網

格的資料回溯。 

二、盧視察淑妃 

(一) 對一些自行申請入園調查的研

究者，建議各管理處可以提供

三個標準化資料表格，要求其

提供調查資料，才可給予採集

証。 

建議管理處提供第三個研究調查

表格給研究人員填寫。 

三、張慧玲（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一) 1×1 公里網格對於地形起伏大

的玉山，在經營管理層面的幫

助並不大，建議可以採用更為

精細的尺度來建立資料庫。 

1×1 公里網格系統僅用來處理過去

詳細位置不明的調查資料，未來資

料則朝點位記錄方式進行。 

 

(二) 有些學者提供資料的同時也會

想要從管理處拿一些資料做回

有關資料開放的情形，建議營建署

先建立共識之後再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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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但 1×1 公里的網格資料會

有點粗糙，可否提供 X、Y 座

標點的資料？ 

四、李昭宗（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一) 內政部於九年前（民國 88 年）

就有做過 GIS 的統整，現在是

否可以拿當時的 data 來處理？

當時資料空間解析度可能不佳，不

建議使用。 

五、陳玄武（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一) 墾丁國家公園希望能藉由這次

的計劃更新所有的生物資料

庫，不知在非脊椎動物的部

分，能否先設立規範與發展平

台，日後再將資料丟入？ 

本年度先朝脊椎動物資料庫的建

立來進行，不過不同物種的內容異

質性頗高，這些脊椎動物的欄位不

見得適合其他類生物使用。因此，

建議非脊椎動物的資料部分仍先

保留在各管理處，待後續專案完成

進一步的資料庫規劃後，再予以轉

入。 

六、張慧玲（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一) 國家公園內的資料也都是從過

去計劃的負責單位取得，建議

本計劃的受託單位可直接向外

部索取最新資料。 

 

這方面的資料取得不是很容易，所

以只能從目前 1×1 公里網格系統來

做資料彙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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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趙麗婷（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 

(一) 建議提供三個核心欄位明確的定

義與限制，方便未來填寫表格時

能夠明確且一致。 

未來會針對這部分多加規劃。 

(二) TaiBIF列表可否取得 profile讓國

家公園可以直接給廠商提供資

料？ 

往後會向邵廣昭教授商量是否

可以直接取得。 

(三) 新物種要如何建置？物種的基礎

資料可否更新上傳？ 

所有機制會以 TaiBIF 的方式處

理。 

(四) 針對「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料

庫與知識平台」系統畫面設計架

構中的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的範圍

與名稱有誤，請予以更正。 

感謝指正，會後立即進行修正。

八、盧視察淑妃 

(一) 物種的標準名稱為何？物種代

碼是否會公開？ 

物種代碼為內部資料庫運作上使

用，標準名稱以 TaiBIF 為參考標

準。 

九、蕭明堂（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 

(一) 有些調查無法建立 X、Y 的資

料，如穿越線調查法，無法只

定單一點座標。 

過去資料採取網格方式建立，未來

新的資料建議各研究人員能夠以

比較精細的方式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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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97 年 10 月 15 日） 

(一) 樣區編號是否建議未來可以

直接採用貴單位提供的網格

系統？ 

東沙陸域部分可以直接沿用目前已

有的 2 秒網格系統，海域部分建議

於 98 年度再進行規劃。 

(二) 有時候查詢不一定已經知道

物種的名稱與其分類情形，

未來網頁是否能提供照片的

搜尋功能？ 

目前查詢系統的設計以物種名稱為

主，使用者可輸入一個字但不一定

要物種的全名便可查詢相關的物種

名稱，只要資料庫裡面有建入照片

資料便可以查詢。 

(三) 網頁使用權限以及上傳流程

的詳細規範為何？ 

目前系統的設計是以管理處與國家

公園的人員為主，未來可設計擴增

至研究人員或一般民眾。 

二、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97 年 10 月 21 日） 

(一) 本計劃的資料與特生中心和

TaiBIF 之間是否能互相流

通？ 

本分布資料庫的內容會上傳至特生

中心，而 TaiBIF 的部分是我們會運

用TaiBIF的物種名錄資料作為資料

庫的建檔依據 

(二) QC 部份目前是否不好做？ 從明年度會開始執行。 

(三) 資料上傳後可再取得、編輯

或管理這筆資料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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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時候沒有點的 XY 資料，

也沒有樣區編號時怎麼辦？

目前的設計是希望未來的調查資料

能採取記錄分布點的方式，至於沒

有樣區編號的話應該是沒有影響。

若沒有點的資料，則必須至少建置

1×1 公里網格的位置資料。 

(五) 資料進去多久會產生圖層？

系統更新速度為何？ 

目前的設計是系統每年更新一次，

某些特別的功能則視情況及時更

新，資料進入資料庫後應是隨時可

以產生觀賞的圖層。 

(六) 如何知道網頁上的資料是何

時的研究成果？ 

使用者可以透過網路搜尋的方式選

擇特定時程的資料予呈現。 

(七) 分布資料應該由誰上傳？而

且該何時上傳？ 

目前的設計是由管理處的人員輸

入，98 年度後才由負責執行計畫的

研究人員輸入。 

98 年度的計畫會開發轉換的功能轉

換舊資料。 

(八) 因為本案於今年底結束，在

今年底或是明年不久後結案

的計畫，其調查資料若仍沿

襲舊制，應該要如何處理？

(九) 請問資料庫有包含人文部份

嗎? 

98 年度會考慮新增加人文部分的功

能。 

(十) 國科會 GRB 表與內政部的

研究計畫考核系統等表格欄

位和本計劃的標準化表格有

部分欄位重疊。 

我們系統的設計會考慮相關的資料

需求，務使這些輸入內容一致化避

免資料重複。 

(十一) 未來是否可以只填寫其

中一個表格，或是讓使用

者自行上傳的方式減輕

第一可讓使用者自行上傳，同時資

料欄位的設計會儘可能一致，以避

免重複輸入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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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處負擔？ 

(十二) 表格是否有可以擴充之

處？ 

目前系統的設計僅能輸入三個核心

表格，未來的設計將允許使用者輸

入額外的表格或多媒體資料。 

(十三) 可否不用等到結案，在調

查期間就分次填寫表格

以分散業務負擔？ 

目前系統是可以允許分批次上傳資

料的。 

 
三、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97 年 10 月 22 日） 

(一) 關於貴單位指出，昨日太管

處反映之表格應由承辦員還

是受託單位填寫的問題，建

議或許可由受託單位填寫，

然後由課內審查，不符再退

回。 

98 年度會以這個方式來設計系統，

加入受託單位填寫的功能。 

會依照規定辦理 (二) 最近行政院亦同時推廣資訊

服務分類的詮釋資料，建議

馬上跟進，避免日後更改的

麻煩。 

(三) 建議可提供兩種以上的檢索

方法，同時也是研考會的規

定。 

目前知識平台已有分類檢索、關鍵

字查詢以及各國家公園分布物種等

檢索方法。 

(四) 未來或許可將陽明山國家公

園的自然資源資料庫改成

database。 

目前陽明山自然資源資料庫的內容

比本計畫的資料庫還要複雜，涵蓋

了更多的項目，這部分內容的整倂

建議後期再進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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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年度沒有這部份的規劃，98 年度

以後會納入考量。 

(五) 請問一般民眾是否可以填寫

資料？常有民眾會很熱心地

想提供照片和資料，未來是

否可對這部份做規劃？ 

(六) GPS 座標要登記到小數點第

幾位？ 

若以經緯度記錄，建議是小數點第

六位；若以 TM2 座標系統，最多至

小數點一位即可。 

(七) 延伸網格一定朝向某一個特

定方位？ 

延伸網格沒有一定的方向，視當地

地形與道路條件而定。 

(八) 貴單位對核心及延伸網格有

所建議和規劃，倘若未來研

究者對延伸網格有意見，可

否配合修正？ 

目前的核心網格與延伸網格的規

劃，主要以鳥類調查為主，各類型

的物種調查研究人員可依需要而選

定合適的核心網格與延伸網格。 

本年度沒有規劃，98 年度以後會考

慮規劃。 

(九) 可否另外開一個區域給一般

學生或是民眾上傳資料，管

理處審核事宜可再商議。 

(十) 我們要自行轉換早期研究資

料中的 67 與 97 座標嗎？ 

98 年度會開發 67/97 轉換系統。 

我們以輸入TaiBIF的物種中文名稱

後，系統會跳出與此名稱相關的類

群選項來因應。另外，使用著需要

輸入物種的類別至「綱」的分類階

層。 

(十一) 有時有些物種的中文名

稱一樣，但學名不同，有

些物種甚至沒有學名，可

否不要自動帶入？ 

(十二) 有否相關圖層的產出可

供管理處使用？ 

98 年度將以服務面的方式設計開發

系統，對於各類型的使用者將可以

依據不同的需求使用本系統產生各

類型的圖層。 

附-104 



群琁地理資訊  成果報告書 

討論事項 回覆說明 

(十三) 此計劃是由營建署主

管，而陽明山國家公園的

自然資源資料庫也需要

維護，可否有程式可以將

自然資源資料庫的資料

和署裡做連結？ 

未來將先依據本系統的需求，直接

由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取得資

料，並將本系統的資料更新至陽明

山國家公園的自然資源資料庫。 

(十四) 關於採集的部分，虛擬標

本館計劃有三個表格的

標題和本計劃相似，想請

問內容是否一致？能否

和虛擬標本館的表格間

做通連？ 

目前本計畫所設計的核心欄位與虛

擬標本館的資料並不完全一致，但

是內容頗為一致，未來整合並不會

產生太大的困難。 

(十五) 請問每個物種的調查網

格與調查點的規劃是否

一致？ 

本系統設計是以記錄調查點的方式

進行資料建置，在網頁呈現時才以

網格方式為主。 

(十六) 關於知識平台上的”今日

最正點”部分，請問是否

由各管理處提供？ 

這部分希望由管理處同仁自行決定

呈現方式。 

98 年度會將這些問題統一考量，務

使需求統一，降低重複輸入的問題。

(十七) 表格輸出格式可否和

GRB 及內政部研究計畫

考核系統互相流通？ 

(十八) 建議資料可由營建署的

資料庫來建檔。 

目前設計是以這個方向為規劃。資

料先建置營建署的資料中心，然後

再轉給各國家公園管理處的資料庫

儲存。 

(十九) 署內系統的欄位是為了

和各國家公園及特生之

這部分的需求會列入 98 年度再考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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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作交流，與各國家公園

管理處的欄位有不同的

需求，建議可再做考慮。

四、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97 年 10 月 27 日） 

(一) 未來署裡可能會有很多整合

型的計畫，包含著許多個子

計畫，不知研究計畫的編號

後面可否加上”_”？如此還

要將所有子計畫的內容全部

都寫在同一個表格上面嗎？

希望各處能獨立出各個子計畫編

號。 

(二) 表格似乎沒有設計照片的上

傳標準。 

目前沒有設計照片的上傳，98 年度

會進行開發設計。 

(三) 本課較傾向不要再多增加計

畫編號，署裡有一個編號，

GRB 等處也各自有編號。 

本系統的研究計畫編號設計基本上

很簡單，應該不會增加管理處負擔。

(四) 關於調查時間部份，建議可

將調查時間分成起始和結束

兩個欄位。 

為方便搜尋，仍傾向以結束時間作

為調查時間的代表。 

(五) 非生物資源是否有納入本系

統？ 

今年沒有納入，未來會考慮建入。

(六) 若只有生物性的資料計畫編

號就會跳號。 

可以接受。 

(七) 如果未來林道斷了，交通可

及地點是否可以更新？未調

查區域應該要怎樣進行規

本系統規劃的核心網格與延伸網格

採用林道為基礎，若林道無法通

行，則請研究計畫執行者自行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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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整。未調查的區域，未來可以利用

已知資料進行生物分布預測模式的

開發與推估。 

(八) 未來應由誰去處理和建置需

要的資料？ 

由各研究計畫執行者負責建入與上

傳標準化核心表格。 

(九) 過去本處的研究資料有 100

多篇文獻，分成四大類，皆

由貴單位負責建置？ 

本計畫負責將過去的研究資料建立

分布資料庫，本年度主要以脊椎動

物為主。 

(十) 會有很多種版本的中文名稱

如同物異名、異物同名等情

形，該如何解決？希望有分

類強的專家做搭配。 

本計劃建議未來填寫的中文名稱需

以 TaiBIF 的名錄資料為依據。未來

將會結合各領域的專家一起討論。

(十一) 未來計劃主持人都要按

照貴單位建議的方法做

研究和填寫調查資料？ 

本計畫規劃朝此方向進行，以建立

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分布資料庫。

(十二) 目前國家公園內部人員

的替換迅速，希望本計劃

系統的親和力夠高且定

義明確，以方便業務的銜

接，同時舒緩業務壓力。

本計畫設計核心表格來達到建立國

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料庫的目標，

為了減輕國家公園人員的負擔，也

希望能夠利用這些設計降低承辦人

員的業務壓力。 

(十三) 希望貴單位可以提供完

整的物種名錄。 

這部分的功能希望能在 98 年度時

開發完成。 

(十四) 調查方法中的昆蟲類調

查似有不足。 

本計畫會酌以補充昆蟲調查的方

法。 

附-107 



群琁地理資訊  成果報告書 

討論事項 回覆說明 

(十五) 請問貴單位所提的調查

方法和虛擬標本館的標

準調查方法是否一致？

希望不要有兩套標準。 

目前本計畫所建議的調查方法與虛

擬標本館的採集方法並不完全一

致，但是資料庫內容頗為一致，未

來整合並不會產生太大的困難。 

(十六) 之前本計劃有要求各管

理處提供過去的調查資

料，倘若我們還有更細部

的資料，還要再提供出來

嗎？ 

目前沒有開發這類型表格的上傳功

能，有關這方面的需求，擬於 98 年

度開發上傳功能。 

是。 (十七) 如果發現上傳的資料有

不好的地方，可以再進行

修改嗎？ 

(十八) 應如何更新新的物種基

本資料？ 

這部分將遵循TaiBIF的名錄更新機

制進行。 

這部分將請營建署協助辦理。 (十九) 建議表格可以先開放下

載，以放在下年度各國家

公園管理處委託的計劃

合約書當中。 

五、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97 年 10 月 27 日） 

(一) 很多資料老師不一定會填，

該如何解決？ 

若無法填寫的欄位則以空白方式填

寫，但是核心表格的內容是本計畫

的最低要求。 

(二) 動物的分類標準一直沒有辦

法整合，如鳥會標準和世界

的標準不一致。 

為了要與國際接軌，本計畫採用

TaiBIF 的名錄為標準，確實會與各

單位採用的分類方式略有差異，這

部分的內容建議於 98 年度開發轉

換功能予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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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PDF 要如何擷取資料？ 現在已經可以做到。 

(四) 目前的1×1km網格系統的起

始點在何處？ 

1×1 公里的網格系統只是為了呈現

物種的分布位置與資訊，起始點的

位置可以調整。 

(五) 在書上的圖片中，玉山還缺

了很多步道沒有顯現出來。

目前的許多資料是以官方的資訊為

準，包括國道、省道、縣道、鄉鎮

道、林道，確實在許多步道上並沒

有呈現出來，目前我們是從上河文

化出版的南北島地圖數化相關的調

查位置。 

過去的研究將以 1×1 公里網格系統

呈現，過去的資料會以這個方式呈

現，若有照片則以多媒體資料方式

上傳，這些相關功能擬於 98 年度開

發。 

(六) 有時植物調查給的資料有樣

點、樣線、一些二葉松的名

稱、點和一張照片，應該如

何處理？ 

六、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97 年 10 月 28 日） 

(一) 過去資料的解析度是否仍沿

用 1×1 公里網格系統？ 

金門的資料將以 500×500 公尺的網

格系統呈現，但是未來資料建議以

本計畫所規劃的三個核心表格記

錄，即以點位的方式呈現。 

(二) 本國家公園以人文資源為重

點，現有的規劃是否合適？

本年度以生物為主，建置國家公園

生物多樣性資料庫。為了將國家公

園的特性納入本資料庫的範圍，建

議未來的規劃中，也能將非生物性

的資源納入本系統的規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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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專家會議討論事項回覆說明 

「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建置計畫」 

專家會議討論事項回覆說明 

 
討論事項 回覆說明 

一、王穎教授 

(一) 請問何時開始按照此標準進

行國家公園的計畫？ 

希望從 98 年度開始。 

(二) 實際取 sample 時，每個點都

要進行定位很麻煩。 

要求每個調查點都有定位是本計

劃建置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料

庫的基本作法。 

(三) 每個人使用的網格不見得一

致。 

因此本系統要求資料的記錄方式

須以點位方式為主，至於呈現時

才以不同大小的網格呈現。 

(四) 其他研究成果比如行為的資

料要放入嗎？ 

只要有任何記錄分布點的資料即

可建入資料庫。 

(五) 可否直接從名錄中去選擇物

種名稱，省卻一字字填寫的

麻煩？ 

目前系統的設計是以填入物種的

中文名稱為主，已經省卻了填寫

學名的麻煩，應可降低使用者輸

入的困擾。 

 
二、林曜松教授 

(一) 在同一地點觀察到 36 個物

種是否就要輸入 36 次一樣

的座標？同理在 36 處調查

到同一個物種，是否就要填

這部分工作應可利用電腦複製的

功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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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36 次一樣的物種名稱？

希望系統的親合度夠高。 

(二) 許多研究本身可能不是在調

查物種的分布，而是在做行

為或生理上的研究，因此建

議物種的分布資料應該公開

分享。 

只要使用者依照本規劃的內容提

供資料至資料庫中心，經過一定

時間後這些資料即可公開分享。 

建議於 98 年度規劃資料的共享規

範。 

(三) 資料分享應該有明確的規

範，避免造成智慧財產權的

紛爭。 

三、吳聲海教授 

(一) 在國家公園中的道路可及

處，多屬較為邊緣處的地

區，常有棲地破碎化的問

題，1×1 公里的網格解析度

似乎有點粗，可否再精細一

點，以作為多樣性變動的預

測分析。 

1×1 公里系統僅用於整理過去的

文獻資料，未來的調查資料則以

點位的方式呈現。 

(二) 調查方法可以再多做補充。 目前的手冊為初稿，未來這部分

我們還會再多加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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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期末成果審查會議討論事項回覆說明 

「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建置計畫」 

期末成果審查會議討論事項回覆說明 

 
討論事項 回覆說明 

一、林科長玲 

(一) 建議從成果報告書中，抽出

資源調查標準化作業流程以

及注意事項，提供日後國家

公園計畫的受託單位做參

考。 

依指示辦理。 

依指示辦理。 (二) 建議研擬一份專有名詞解

釋，如: GIS 的意思給工作同

仁參考。 

(三) 受託單位建議明年以鳥類作

為野外示範調查的對象，其

他物種是否由各管理處先行

在各國家公園內做示範調查

呢？ 

本計劃所建議的標準調查作業程序

需有實際的測試，因此才會建議以

義工較多的鳥會為實測項目，建議

先執行完這個測試後，再推廣到其

他的物種，因此不建議急著推廣到

各國家公園。 

(四) 請說明附錄一（國家公園歷

年研究報告列表）和附錄二

（已建置報告清單）的差

異，請受託單位就各國家公

園與各類生物的統計做表分

析。 

附錄一和附錄二的差異主要在於調

查地點解析度的問題，和本年度僅

完成陸域脊椎動物分布的關係。我

們會在報告本文中，加入相關的統

計分析（P.2-9，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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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詮釋資料規劃請見 4.2 節（第

4-15 頁）。目前的「國家公園生物

多樣性地理資訊系統建置計畫」，

尚有許多物種並沒有多媒體的展示

資料，這些資料我們將於整理之

後，擬請管理處協助提供各物種的

資料，以改善不足之處。 

(五) 為考慮圖片和影音的版權問

題，請提供多媒體資料的表

格規範，以及各物種展示所

需的照片清單。 

EML 目前較著重於後端資料庫的

管理和分析，和 TWSMP 皆為正在

發展的內容，本計劃執行時亦會特

別注意相關標準，未來的資料轉換

應該不是問題。 

(六) 關於資料標準，未來可能會

採用 EML 的相關內容，建議

本計畫應和EML與TWSMP

可否相容？ 

(七) 請貴單位提供 98 年度工作

方向與規劃。 

本計劃在建議（7.2 節，P.7-2）處已

提出相關內容。 

 

(八) 系統資料庫規劃與維護架構

為何？ 

目前前兩年（98~99 年）建議以集

中式的方式管理資料庫，希望各管

理處的人員能多多利用本計畫開發

的系統，在 100 年之後則希望各管

理處編列經費購買軟硬體設備，將

系統複製到各管理處內，達到分散

式的架構。 

(九) 各管理處的 GIS 系統如何和

本計畫接合？ 

本計畫整理了的基礎性 GIS 圖層，

大致上已將各國家公園管理處的

GIS 做了整合，這系統可以提供作

為各管理處使用的線上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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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沈技士玉婷（林務局） 

(一) 目前貴單位所設計的系統，

與特生中心介接的方式是以

資料匯入的方式為主，可否

將資料設計以網路的方式直

接串聯到特生中心，以避免

兩邊的資料內容有所出入？

目前特生中心尚未提出未來資料的

整合型態，因此本計畫暫時規劃以

資料匯入的方式處理。未來則考慮

以 WFS 的方式，處理資料庫整合的

問題。 

(二) 預測分佈的資料應是越詳盡

越好，不知貴單位是否有和

其他單位合作的打算？ 

我們的資料除了各管理處的資料

外，也包括其他地區的資料，預測

時也希望用所有地區為基準進行。

三、王約聘研究員全田（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一) 現有資料庫查詢功能模式大

部分是利用物種名稱來查詢

地理位置，通常是給已經對

物種有部分了解的人士使

用，但大多民眾對物種名稱

並不甚熟識，希望本系統未

來可以提供民眾藉所在地理

位置查詢所在地之物種類數

清單，以方便民眾認識所想

了解之種類？ 

本系統目前已有建置地點回查功

能，只要使用者設定範圍，即可得

到這個地區的物種名錄和物種基礎

知識內容。 

(二) EML 可以提供直接撰寫程

式，作後續的資料分析，這

個系統未來資料量會越來越

龐大，希望這個計畫未來能

建置相關分析系統供研究人

員進行各類分析使用？ 

這是最理想的作法，但是要達到這

個理想，需要很多的配合，本計畫

也會朝這個理想進行。目前則先以

自行開發方式，解決各管理處執行

保育業務所需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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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理處未來在回答民眾問題

時，可否直接以本系統來做

回應？ 

本系統所建的資料庫可提供民眾的

需求，不過在分布圖上，建議可提

醒民眾在分布資料整理上的限制。

(四) 未來在專家說明會的時候，

或許可以利用 GIS 展現其研

究資料，來到達吸引各受託

單位的老師們使用本系統？

這種作法正是本系統想要達到的目

的之ㄧ。 

四、高技士佽（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一) 貴署辦理之「虛擬標本館藏

建置計畫」與「生物多樣性

地理資訊系統」二案，在資

料建置內容部分十分相近

（除標本館藏採集證申請部

分），未來是否可整合為一

案，以減少重覆工作的情形

建議於 98 年度的計畫下處理整合

的課題。 

五、蕭技士明堂（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 

(一) 計畫預定在 98 年起委託案

件開始執行，受託單位是否

可以在各處針對委外的老師

召開一次說明會，來讓老師

了解計畫所需填寫的資料與

步驟。 

建議在 98 年三至六月間、保育研究

計畫剛開始時舉辦兩場說明會，對

各計畫的受託單位進行宣導。 

(二) 期末報告書中，雪霸處目前

所整理的文獻似乎有所缺

漏，近年 2005-2007 期間的

調查資料都尚未整合進入資

料庫，請受託單位再補充進

只要管理處有提供資料，都會匯入

資料庫中，目前列表所呈現出來的

是以研究報告形式整理出來的內

容，至於特定資料庫尚非本計畫之

處理範圍，建議留到 98 年時再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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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 去，包括：本處舊有地理資

訊系統之點位資料、武陵長

期生態監測資料庫之資料等

具有點位的資料。 

(三) 整合型計畫的各子計畫如何

填寫？請受託單位再思考看

看，因為如果要把過往的整

合型計畫拆開，各子計畫單

獨填寫，將會使各管理處造

成很大的困擾。 

未來將會視情況考量後再做調整。

(四) 跨區調查的資料會落在園區

範圍外？如何能通過目前既

有的檢核系統？請受託單位

再思考？ 

(五) 目前本系統所納入的報告資

料僅國家公園所委託的計

畫，是否能把其他非國家公

園委託、但其調查區域在國

家公園範圍內的計畫也納

入？ 

目前尚未建立不是國家公園管理處

所委託的研究計畫成果，建議於 98

年度時處理。跨區的資料也建議在

98 年度時考量，避免誤刪資料。 

這部份的功能建議於 98 年度開發。(六) 可否能在現在的系統中增加

檢核的功能，讓我們可以知

道系統中有包含哪些計畫，

每個計畫中有紀錄到哪幾種

物種？ 

六、孫約聘解說員麗婷（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 

(一) 過去的研究報告，如金門部 所有鍵入的委託案計畫，已呈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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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117

討論事項 回覆說明 

分已經建置的有多少？應該

由誰將資料輸入？ 

附錄二內，統計數字則整理於 P2-9

的表 2-1 中。所有的基礎資料均由

本計畫團隊建檔。 

七、張技士慧玲（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書面意見） 

(一) 請提供 1×1 公里網格系統的

起始座標，以利彙整過去研

究調查資料時之比對依據。

本島 1×1 公里網格座標系統起始

點，在 TWD67 系統上的 X 座標值

為 49458.000000，Y 值為

2419745.000000。 

(二) p3-13 玉山國家公園鳥類調

查地點東部的核心網格與交

通可及性網格位置似乎有誤

（非位於日據越嶺道東段：

南安-瓦拉米-大分），請再

予以查證。 

該地區的交通可及性網格，本計畫

暫時規劃以清代八通關古道為參考

依據，未來視情形得以調整到南安-

瓦拉米-大分沿線之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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