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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讓我們重新思考尋求開發與保育的另一個最佳平衡點。在歷經數年的規劃與
環保團體的協助指導，湖山水庫生態保育措施終獲環保署同意備查，感謝特
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的大力幫忙，同意協助辦理相關生態保育措施，包括森

局長序

署長序

Preface

湖山水庫計畫經行政院核定後，推動初期遭遇到生態保育的爭議議題，

湖山水庫於民國 69 年到 89 年間進行初步調查及可行性規劃，89 年

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民國 90 年奉行政院核定實施，本署及中水局
隨即進行各項定案規劃及細部設計，並明訂「湖山水庫工程計畫生

態保育措施」作為施工及營運階段生態保育執行依據，將森林、溪

林、溪流生態調查研究規劃及宣導活動，使得湖山水庫計畫成為國內水資源

流及人文生態調查研究列為首要的工作，以減輕水庫開發對周遭

開發與生態保育兼顧併行的典範。

生態環境的影響。
自民國 96 年起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協助辦理湖山

本人在民國 90 年擔任本署中區水資源局局長，肩負湖山水庫工程計畫初
期規劃設計的任務，任職水利署副署長期間，又奉派擔任「湖山水庫生態保

水庫森林與溪流生態系統調查研究規劃，展開各項生態保育

育措施執行委員會」召集人，從施工導水路設計變更保留圓葉布勒德藤原生

措施背景資料調查，而本次出版的生物資源解說圖鑑，則係

育地，及劃設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等，可以看出本署中區水資源局與特生

結合各領域專家學者在水庫地區進行生態調查的發現與成果，

中心在規劃執行過程中用心的檢討與調整，包含保育對策研擬、生態保育措

可完整的提供各種生物相關資料，也可作為日後生態保育的重要

施聽證、水資源座談會及廣納環保團體各界的建言，加強了水資源另類寬廣

指南。
過去水資源開發偏重於工程技術，如今則需審慎考量生態環境及各種動、

的保育視野。
未來水資源將面臨大自然的挑戰，同時也需面對社會觀感、地方輿情及

植物，因此有必要將這些長期觀察、調查研究與分析的成果加以整合，這樣

生態環境的監督與考驗，湖山水庫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推動，藉由特生中心

才能在日後執行過程中加以應用與調整，這是歷任局長努力的目標與方針。

規劃完整的調查並完成森林與溪流保育的研究計畫，也推動水庫周邊社區培

本人自民國 100 年 11 月奉派至中區水資源局，在特生中心與環保團體協助指

力計畫，希望建立一個以生態為特色的社區營造，並與湖山水庫共生共榮。

導下，總計 8 本的「探索湖山生物資源解說手冊」才能問世，這對於湖山水庫

謹此感謝特生中心在編製「探索湖山生物資源解說手冊」的用心與付出，

生態了解與傳承具有指標意義。

相信這本圖鑑能成為最符合實際需要的道地解說題材，也可作為水庫生態解

另外，本套書也是水庫周邊社區培力計畫環境生態解說導覽的重要教材，

說的最佳工具書。另外，我也要再一次期勉所有水利署及中區水資源局同仁，

在此感謝水利署及特生中心全力協助完成；也感謝關心水庫開發且不吝給予

希望能繼續秉持著努力、誠懇與大自然共存的信念，加強落實生態保育的各

指教的各界先進與環保前輩，還有陪伴湖山水庫成長的所有工作人員，但願

項措施，讓湖山水庫成為一座真正兼具生態保育的模範水庫。

大家共享付梓的喜悅，也希望湖山水庫生態的保育在各界努力下能夠更加落
實。

經濟部水利署 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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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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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序

Preface

湖山水庫，一個環保團體抗爭多年的開發案，一座可能

了，原來這就是研究精神，遇到可以進行研究的機會便全心

是國內最後一個的大型水庫，在爭議不斷中開挖、施工，並

投入，用科學的態度尋找真相，我知道先前的擔心是我多慮

一步步朝向完工及蓄水營運邁進，這樣的一件工程怎麼會跟

了。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扯上關係呢？在開發與保育還是分據

2007 年開始投入各項研究計畫以來，研究人員一直秉持

兩端的氛圍中，向來以肩負國內自然保育工作的重責大任自

讓數據說話及資訊公開的立場，真實呈現研究結果，開發單

我期許的本中心又怎麼會跟一項對環境將造成重大衝擊的開

位經濟部水利署將湖山水庫工程計畫視為國內首次兼顧生態

發案件綁在一起？這是我在 2007 年銜命接任中心主任時，曾

保育之水資源工程，並以樹立未來重大工程建設如何與生態

有的困惑與不解，甚至擔心這會不會是搬石頭砸自己腳 ....。

保育並重之典範為目標。換言之，如果由此案例能取得開發

對多數的研究人員來說，一項工程從開始到結束，對環

與保育之平衡點，能降低對生態環境的衝擊，可為未來國家

境的干擾從破壞、復原到穩定是怎樣的一個歷程，只能從文

重大開發案做一很好的示範。同時，對本中心也是一極大的

獻資料或模式推演得知，能夠有機會親眼見證是可遇不可求，

考驗，於是期勉研究同仁要共同努力。本中心有幸成為落實

而湖山水庫開發案正是成就了這樣的一個機會，本中心超過

這項宣言的推手之一，雖然，這樣的弘願有待全民檢驗，也

一半的研究人員摩拳擦掌，提出一個又一個的研究計畫，透

將接受歷史公斷，無論如何，在地方積極發展生態社區，並

過層層計畫審查機制，只為不願錯過這難得的機會，從棲地

主動發起解說人力培訓課程的此刻，我們回應地方需求，編

物種普查，到針對每一生態系挑選保育類物種 ( 或敏感性物

撰生物資源解說手冊做為在地解說的工具書，希望有助於地

種 )，進行物種保育與環境監測，並透過生態調查及監測評估，

方居民發展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態社區，讓人口嚴重外流的

提出可能的具體保護措施，建議工程單位採納執行，期能將

村落風華再現。謹以此序文感謝中心同仁的辛苦付出。

環境衝擊降到最低。同時彙整國內外關於生態系營造及物種
復育的相關文獻，藉此更深入了解這片土地上的生命組成，
以期用更寬廣的思維將保育措施趨於完善，也希望計畫的執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主任

行能夠得到更多的認同跟鼓勵。眼看同仁們不分日夜、長期
駐守，遇到瓶頸便苦思對策，甚至每週召開工作小組會議，
務期得來不易的研究資料能有最大效益的產出，終於我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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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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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湖山水庫位於雲林縣東邊的斗六丘陵，主要
依北港溪河系上游支流梅林溪集水區規劃建置。
整體水系為臺灣典型之雷公溪，每當暴雨來時河
水迅速上漲，雨水停時溪流水量小。因其地質特
性形成陡峭之幽谷石壁、溪流水域與闊葉林地等
多樣化的棲地，為臺灣低海拔物種的寶庫。

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自 2006 年起以行政協助執
行「湖山水庫生態保育措施」專案研究計畫的研究地區涵蓋了雲林
縣林內鄉及斗六市東側所有的丘陵地，區內包括林務局阿里山事業
區第 61 至 73 林班內 (2,285 公頃 ) 及非林班地約 500 公頃；研究區內
以麻竹 (Dentrocalamus latiﬂorus) 為主要的經濟作物，普遍栽植於坡度較
和緩的山坡地及稜線，稍微寬闊的溪谷兩側通常亦已植滿麻竹。雖
然麻竹占據多數空間，在上游處的深狹溪谷內及部分稜線上仍生有
許多原生闊葉樹種。湖山水庫興建地即位於雲林縣斗六市東邊的丘
陵地，屬於北港溪支流梅林溪上流河谷，水庫用地面積共 435 ha，
其中涵蓋林務局阿里山事業區第 71 至 73 林班地 300 ha，私有地 48
ha 及區外保安林 87 ha。
由於湖山水庫及鄰近地區之棲地類型大多是竹林、果園、農耕
地佐以小溪及溝渠，適合多數兩棲類生存，因此在全臺灣 35 種兩棲
類中，此地便占了 21 種兩棲類資源；兩棲類共有 1 目 6 科 21 種。
其中特有種兩棲類有 8 種，分別是史丹吉氏小雨蛙、諸羅樹蛙、莫
氏樹蛙、面天樹蛙、褐樹蛙、盤古蟾蜍、梭德氏赤蛙及斯文豪氏赤
蛙。且因兩棲類數量豐富吸引爬行類動物至此覓食棲息，依據文獻
及調查結果，本區爬行類計有 2 目 9 科 38 種，其中特有種臺灣滑蜥、
古氏草蜥、臺灣草蜥、蓬萊草蜥、斯文豪氏攀蜥、臺灣鈍頭蛇及斯
文豪氏頸槽蛇 7 種，臺灣特有亞種中國石龍子。在落葉層活動的蜥

湖山水庫位置圖

蜴，在生態角色上亦占有其重要之地位，特別是湖山地區的蜥蜴族
群密度高，總生物量大，更加顯示了其當地生態上的重要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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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爬行類

■ 認識爬行類動物
什麼是爬行類？爬行類和其他物種有何不
同？這是一般人最常問的問題。所謂爬行類指的
就是蛇、蜥蜴、烏龜和鱷魚，以及 2 種目前只存
活在紐西蘭的化石種類—喙頭蜥所組成。目前全
世界已發現並命名的爬行類超過 9,547 種 ( 統計至
2012 年 2 月 28 日止 )，其中龜 目 327 種、鱷目
25 種、喙頭目 2 種，剩下的 9,193 為「有鱗目」，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蛇、蜥蜴和蚓蜥三大類，因全
身披覆鱗片而被稱為「有鱗目」的物種。除了南
北極因為終年酷寒，不適合爬行類生存外，其他五大洲包含大部分島嶼
都有爬行類的蹤跡，特別是南北迴歸線範圍內的熱帶及亞熱帶地區種類
最為豐富。

10

膜 ) 保護，所以能完全離水而居，是最早完全適應陸地
生活的脊椎動物。另外一個特色是爬行類動物的體溫
主要從外界來獲取 ( 外溫動物 ectotherms)，容易隨著環

相對於魚類和兩生類以鰓呼吸、卵只有透明膠質保護，

境溫度而改變體溫 ( 變溫動物 poikilotherms)，和鳥類、

爬行類動物的體表有不透水

哺乳類等自行產生溫度 ( 內溫動物 endotherms)、體溫較

的鱗片，可以有效率的防

為恆定 ( 恆溫動物 homeothermics) 有所不同，所以一般

止水分散失，加上以肺呼

人常將魚類、兩生類及爬行類這些觸摸時感覺較為冰

吸及胎胚外有 4 層胚外膜

冷的動物通稱為冷血動物 (cold-blooded animals)，而鳥類

( 羊膜、卵黃囊、尿囊及絨毛

及哺乳類則稱為溫血動物 (warm-blooded animals)。因為
11

這個稱號，再加上爬行類不討喜的外型、隱秘的行為及
特殊的進食方式，「冷血動物」幾乎成了爬
行類的代名詞，也因為這個響噹
噹的代名詞，再加上許許多多
耳熟能詳的知名故事推波助瀾，
例如國小教科書裡，孫叔敖為了
不再有人受害而打死兩頭蛇、玄
天上帝收伏作怪世間的龜精和
蛇精、白蛇和青蛇施法作亂
水淹金山寺，或是希臘神話裡只要看了一眼就將人變成石頭的蛇髮女妖梅杜莎、伊索寓言中
不知感謝農夫救命之恩反而張口追咬的黑蛇，當然還有聖經啟示錄裡，引誘夏娃吞下「知善
惡樹」果實 ( 禁果 ) 的撒旦化身—蛇，害人類從此失去樂園。種種緣故，讓爬行類遭到人們
誤解、歧視和厭惡，因而背負許許多多莫須有的罪名，其實這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人們對牠
的「無知」所造成，是人對於「未知」和「陌生」所與生俱來的恐懼和謹慎罷了。
蛇吞老鼠或張口禦敵，就和獅子老虎捕食羚羊、小鹿或張牙舞爪捍衛領地都是一樣的，
沒有比較殘忍，他們同樣都是為了生存而吃，而且絕對不浪費；相較之下，人才可怕！為了
養顏美容，我們搗毀鳥巢取下燕窩、擸捕鯊魚並割下背鰭，或是捕捉大量青蛙只為拿取其肚
子裡的卵巢和脂肪，剩餘的只因不值「錢」而全遭丟棄，當然還有更多為了豐胸、壯陽或僅
僅只是為了娛樂，人們殘殺野生動物後取下某部位的角或器官，剩下的則任其曝屍荒野。所
以別再讓心裡對爬行類的「無知」影響你，現在就來好好的認識並接納這群夾縫中求生存的
物種吧！

■ 臺灣的爬行類動物
臺灣目前的原生爬行類有 104 種，包含 5 種海龜、13 種海蛇和 86 種陸生爬行類，其中
陸生爬行類又以蛇 45 種占多數，蜥蜴有 36 種、龜 類 5 種。以臺灣面積 3 萬 6 千平方公里
而言，約占全世界陸地面積的千分之 3，蛇種類卻占全球 3,378 種的千分之 17，將近全球平
均值的 6 倍，是蛇類資源非常豐富的地區，這也是為什麼臺灣這麼容易見到蛇的原因之一。
臺灣陸生蛇類的組成包含盲蛇科 1 種、黃頷蛇科 30 種、鈍頭蛇科 1 種、水蛇科 2 種、
眼鏡蛇科 5 種及蝮蛇科 6 種。眼鏡蛇科及蝮蛇科共 11 種都是有劇毒的蛇，但除了赤尾青竹絲、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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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湖山水庫周邊地區爬行類動物名錄
龜殼花、眼鏡蛇及雨傘節較為常見外，其他的 7 種毒蛇則只分布在原始森林、高山或極少數
特定區域，一般人很難見到，剩下的 34 種大部分都是無毒蛇，僅少數具輕微毒性。國內目
前備有 4 種抗蛇毒血清，民眾若不慎遭到咬傷，只要保持傷口完整、維持心情穩定、不相信
道聽塗說的偏方並盡速就醫接受正確劑量的抗蛇毒血清治療，都能獲得良善醫治而痊癒 ( 以
下網址可查詢各醫療院所抗蛇毒血清現況 https://mis.cdc.gov.tw/PLC/PLC_QR001.aspx)。
5 種龜 類中，除了斑龜和 數量較多 ( 但多為養殖個體，野外族群同樣日漸稀少 )，食
蛇龜、柴棺龜及金龜因為族群數量少，加上近年來盜獵走私嚴重及棲地破壞，其生存已汲汲
可危，極需國人的重視和保護，目前這 3 種都是公告的保育類物種。臺灣原產 36 種蜥蜴在
分類上分屬於守宮科、正蜥科、舊大陸鬣蜥科及石龍子科，其中 14 種是特有種、3 種特有
亞種，特有性比例高達將近 5 成，這在臺灣的脊椎動物中是非常特別的現象，特別是舊大陸
鬣蜥科的 5 種攀木蜥蜴，全是特有種 ( 或特有亞種 )，正蜥科的草蜥也有 7 成 5 是特有種。

■ 湖山水庫周邊地區的爬行類概述
湖山水庫計畫區位於雲林縣斗六市東南方約 10 km 處之斗六丘陵，斗六丘陵地為開發已
久的麻竹筍產區且鄰近市郊，但其耕種形態並非密集農業，而且竹林底層的落葉層厚，提供
許多昆蟲及爬行類重要的生存、躲藏及覓食場所；稀疏的竹葉則提供了高穿透性的光線，增
加爬行類活動所需的日照曝曬位置（basking site）。因此，雖然整個斗六丘陵地緊鄰市區，
而且植被種類較為單一，但卻孕育有 2 目 9 科 38 種的爬行類，其中包含 3 種龜鱉類、12 種
蜥蜴及 23 種蛇類（表 1），這對地處低海拔的嘉南平原來說，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寶地。其
中屬於特有種的爬行類 6 種，為臺灣滑蜥、臺灣草蜥、蓬萊
草蜥、斯文豪氏攀蜥、斯文豪氏頸槽蛇及臺灣鈍頭
蛇；特有亞種 4 種，中國石龍子臺灣亞種、臺灣
黑眉錦蛇、過山刀及環紋赤蛇。保育類
共有 8 種，其中食蛇龜為二級保育類，
龜殼花、雨傘節、眼鏡蛇、環紋赤蛇、
錦蛇、鉛色水蛇及斯文豪氏頸槽蛇等 7 種為
三級保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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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科
地澤龜科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中華
Pelodiscus sinensis
食蛇龜
Cuora ﬂavomarginata ﬂavomarginata
II
斑龜
Mauremys sinensis
舊大陸鬣蜥科 斯文豪氏攀蜥
Japalura swinhonis
特有
壁虎科
鉛山壁虎
Gekko hokouensis
無疣蝎虎
Hemidactylus bowringii
疣尾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史丹吉氏蝎虎
Hemidactylus stejnegeri
正蜥科
臺灣草蜥
Takydromus formosanus
特有
蓬萊草蜥
Takydromus stejnegeri
特有
古納氏草蜥
Takydromus kuehnei kuehnei
石龍子科
中國石龍子臺灣亞種 Plestiodon chinensis formosensis
特亞
麗紋石龍子
Plestiodon elegans
臺灣滑蜥
Scincella formosensis
特有
印度蜓蜥
Sphenomorphus indicus
黃頷蛇科
梭德氏游蛇
Amphiesma sauteri
花浪蛇
Amphiesma stolatum
大頭蛇
Boiga kraepelini
青蛇
Cyclophiops major
紅斑蛇
Dinodon rufozonatum rufozonatum
王錦蛇
Elaphe carinata
白梅花蛇
Lycodon ruhstrati ruhstrati
赤背松柏根
Oligodon formosanus
紅竹蛇
Oreocryptophis porphyracea nigrofasciata
臺灣黑眉錦蛇
Orthriophis taeniura friesi
特亞
III
細紋南蛇
Ptyas korros
南蛇
Ptyas mucosus
斯文豪氏頸槽蛇
Rhabdophis swinhonis
特有
III
黑頭蛇
Sibynophis chinensis chinensis
草花蛇
Xenochrophis piscator
過山刀
Zaocys dhumnades oshimai
特亞
水蛇科
鉛色水蛇
Enhydris plumbea
III
鈍頭蛇科
臺灣鈍頭蛇
Pareas formosensis
特有
眼鏡蛇科
雨傘節
Bungarus multicinctus multicinctus
III
中國眼鏡蛇
Naja atra
III
環紋赤蛇
Sinomicrurus macclellandi swinhoei
特亞
III
蝮蛇科
龜殼花
Protobothrops mucrosquamatus
III
赤尾青竹絲
Viridovipera stejnegeri stejnegeri
II：珍貴稀有野生動物；III：其他應予保育類（依據 2008 年農委會最新公告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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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兩棲類

■ 兩棲類的演化
大部分的科學家都相信，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來自於汪洋大海，經
過億萬年的自然演化，才逐漸突破水平面的限制，由水生環境演變到陸地生
活，而兩棲類動物正是這個關鍵時刻的代表性物種。直到現在，在牠們一生
的成長週期中，依然必須歷經水生及陸地兩種生活環境的挑戰及適應。
蛙類是一般人最熟悉的兩棲類動物，剛孵化的蛙類蝌蚪主要以外鰓來
呼吸，並輔以皮膚表面進行部分氣體交換。在其成長的過程中，首先冒出後
肢，然後伸出前肢，一直要到即將離開水面之際，才開始改用肺來呼吸。然
而，儘管如此，以皮膚進行氣體交換的功能，仍未消失。在此同時，體內其
他器官為了適應陸地上的生活，也必須進行重組。這樣的轉變過程，我們稱
之為「變態」，意指其器官或形態上有著重大的轉變。牠們一生既奇妙又富
變化的成長過程，充分顯現出地球上的動物從水中生活進入陸地生活的過度
性。也因為兩棲類的祖先當年勇敢突破水面的一小步，才營造出今天陸地上
多采多姿的動物世界。

■ 臺灣的兩棲類動物
目前臺灣的兩棲類動物共分為 38 種，分別屬於有尾與無尾兩目。有尾
目的兩棲類動物在臺灣共有五種，即臺灣山椒魚、阿里山山椒魚、楚南氏山
椒魚、觀霧山椒魚和南湖山椒魚；山椒魚的特徵是具有四隻腳而且長有尾巴，
在生殖的方面則採行體外受精方式；由於臺灣產的山椒魚，為世界上山椒魚
分布的最南界，所以牠在動物地理上所扮演的角色，格外地引人注目。
臺灣的無尾目兩棲類則分為六類：若成蛙經常在樹上活動，手、腳指
( 趾 ) 端或掌面具有吸盤的構造而且善於攀爬者，我們稱牠為樹蛙科動
物。該科動物的皮膚表面通常具有扁平型顆粒，部分的個體體背
有如青竹嫩葉般的翠綠，牠們均屬於臺灣特有種，如莫氏樹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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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樹蛙、台北樹蛙、諸羅樹蛙及橙腹樹蛙；

■ 湖山地區的兩棲類動物

而另一部分的個體體色則呈現出褐色或黃色，

野生動物群聚組成及分布常隨著時間及空間的因素而改變，因此了解兩棲類種類與數

如日本樹蛙、褐樹蛙、艾氏樹蛙、面天樹蛙和

量在不同時間及與環境的分布情形，為進行兩棲類保育行動之首要基礎工作。目前湖山水庫

布氏樹蛙等。此外，在馬祖地區也有斑腿樹蛙

及其鄰近地區所記錄到的兩棲類共有 1 目 6 科 21 種。其中特有種兩棲類有 8 種，分別是史

的分布，總計臺灣的樹蛙科動物共有 11 種。

丹吉氏小雨蛙、諸羅樹蛙、莫氏樹蛙、面天樹蛙、褐樹蛙、盤古蟾蜍、梭德氏赤蛙及斯文豪

而其中原本廣泛分布於臺灣本島的白頷樹蛙

氏赤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於 2011 年已由

其中史丹吉氏小雨蛙因僅在下雨時候才大量出現且其鳴聲似蟲鳴，一般野外觀察人員

Muraishi 及 Matsui 等人以分子生物的研究，以

並不易發現，因此在 2008 年之前被歸類為珍貴稀有的保育類野生動物，並被指定為湖山水

及重新標本檢視與分析聲紋等方式，將牠更

庫開發計畫中應優先關注研究的指標物種。史丹吉氏小雨蛙分布於水庫淹沒線以上及下游地

名為布氏樹蛙（Polypedates braueri）。

區、北勢坑溪、湖山壩導水路的入出口處、鯉魚國小附近及梅林橋旁等處。調查期間，於非

至於喜歡生活在比較乾燥環境的蟾

下雨日幾乎無法發現任何史丹吉氏小雨蛙個體，然而一旦逢雨，即大量出現。2008 年保育

蜍，牠的特徵是眼睛後面具有隆起的腮

類野生動物名錄修正，史丹吉氏小雨蛙未再被歸類為保育類野生動物，該地區的保育類兩棲

腺，體表通常十分乾燥，且散布著許多火山狀的

類物種僅有諸羅樹蛙。

小突起，本島有兩種分別為盤谷蟾蜍與黑眶蟾蜍。此外還有一類綠色的樹蛙，因為其骨

諸羅樹蛙（Rhacophorus arvalis）屬於臺灣特有的兩棲類，為 1995 年由師範大學呂光洋教

骼結構與蟾蜍很類似，但不具腮腺、善於爬樹，在分類學上則被歸屬於樹蟾科。在本島只

授鑑定且發表（Lue et. al 1995），在近年被列為 IUCN（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紅皮書之瀕危物

有一屬一種，那就是長得很像蒙面俠的中國樹蟾。

種。由於諸羅樹蛙低海拔分布的特色且繁殖地點多在人類的農耕地中，與人類活動範圍相

此外，若成蛙經常在溪流或草澤裏活動，皮膚表面較為溼滑者，屬於赤蛙科，在臺灣

近，農耕地作物的改變也可能間接影響產卵的成功與否，環境中若能增加其庇護，有利於農

共有 10 種，如腹斑蛙、牛蛙、貢德氏赤蛙、拉都希氏赤蛙、長腳赤蛙、金線蛙、豎琴蛙、

作改變時暫供蛙類躲藏之用。此外，農藥過分使用也可能導致卵或蝌蚪的畸型或死亡，因此

梭德氏赤蛙、斯文豪氏赤蛙和台北赤蛙等。其中牛蛙為民國 13 年由日本引入臺灣，當做

推廣有機農業或農藥減量的方式，如同過去由莊孟憲老師或陳清圳老師於各地所推動的諸羅

食用的蛙類，後來因逃逸或不當放生才在野外部分地區有被發現的紀錄。此外，近年藉由

樹蛙棲地保護活動，或雲林野鳥學會所推廣的生態標章認證等活動，都是直接保護該蛙的良

分子生物之研究，將原本屬於赤蛙科 (Family Ranidae) 之部分成員再區分為叉舌蛙科 (Family

好方式。

Dicroglossidae)，該科蛙類的生態特徵為長時間活動或浸泡在水漥中，例如：福建大頭蛙、

湖山水庫及鄰近地區之棲地類型大多是竹林、果

澤蛙、虎皮蛙和海蛙等。其中原本稱為古氏赤蛙 (Limnonectes kuhlii) 的種類，已於 2010 年由

園、農耕地佐以小溪及溝渠，適合多數兩棲類生

Matsui 等人發表後更名為福建大頭蛙 (Limnonectes fujianensis)。

存。因此全臺灣 33 種蛙類中，這裡可以看到

最後還有一群體態嬌小，如人手指頭尖端一般大小的狹口蛙，這種青蛙經常彈跳在落
葉層間，本島有 4 種，分別為小雨蛙、黑蒙希氏小雨蛙、史丹吉氏小雨蛙和巴氏小雨蛙。

21 種，走訪這裡，將有機會看到全臺灣超
過一半以上的青蛙種類呢！

另外還有一種入侵於南臺灣的外來種－亞洲錦蛙，目前僅分布在高雄及屏東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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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介紹

龜 類
Tur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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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 目 Testudines． 科 Trionychidae

中華
Pelodiscus sinensis (Weigmann, 1834)
◎英 名：Chinese Soft-Shelled Turtle
◎別 名：甲魚、王八

【辨識特徵】
的體型較龜類扁平，體表不具有角
質的盾片，全身由皮膚所包覆也與龜
類不同。體背主要為灰黑色或灰色，
部分個體背部會有少許點狀黑斑，腹

尖狀，鼻孔位於吻端最前面②，為了
適應水中生活，眼睛於頭部頂端兩側
明顯外突③。尾巴很短④。

遷移時會上陸。冬季會躲藏於水域環境的底層不
活動。生性兇悍，被捕捉時會有強烈攻擊噬咬的

②

行為，必須非常小心。由於傳統觀念中， 是冬
季養生滋補的重要食材，因此成為臺灣早期水產

類

利於水中快速移動。吻鼻明顯突出呈

偏好水底泥沙較多的淺水域環境，偶而在池塘間

龜

部為白色。四肢為明顯的蹼狀①，以

③

生態習性：完全水生，主要生活於池塘與溪流中，

養殖主要物種之一，除了供應國內市場，也大量
出口至中國大陸等其他地區。野外族群因遭受長
期獵捕壓力，目前難以在野外發現。
分布：全島低海拔水域環境都有分布，但數量稀
少不常見。研究人員在林內鄉湖本村白馬寺旁的
小溪流曾發現其蹤跡。除臺灣之外，中國大陸、
韓國及日本也有分布。

①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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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 目 Testudines．地澤龜科 Geoemydidae

食蛇龜
Cuora flavomarginata flavomarginata
(Gray, 1863)
◎英 名：Yellow-Margined Box Turtle,
Snake-Eating Turtle
◎別 名：黃緣閉殼龜、山龜、蛇龜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主要生活於闊葉林底層，屬於森林性

眼睛後方有一明顯的鮮黃色縱帶①，
狀似綁著黃色頭巾。背甲為黑褐色，
但腹面邊緣為黃色②，背甲中央有一

有明顯的年輪。最重要的特徵是其腹

的腹甲可以向上而和背甲閉合，讓頭
和四肢完全隱藏在龜殼中，就像是一
個密合的箱子，所以國外又稱這一類
的烏龜為「箱龜— box turtle」，但以

的食物，昆蟲、蚯蚓、青蛙、魚類甚至老鼠也都
吃，特別的是食蛇龜也會吃動物死亡後的屍體，
包含蛇的屍體，可能因此讓其有了食蛇龜的名
號。斗六丘陵地仍保有臺灣西部少見的食蛇龜大
量族群，然而也因此遭來獵人的大肆捕捉，每年
春夏的獵捕壓力極大，若是再不好好加以保護，
恐怕在人們深不見底的胃口需求及寵物市場下，
食蛇龜很快的就會從臺灣消失殆盡。

分布：廣泛分布於臺灣全島低海拔山區，斗六丘

③

陵地的各個溪谷地區及乾河床有穩定族群；此外
在中國南部的福建、廣西、海南島及日本的琉球

「完全的縮頭烏龜」來形容也許會更

③

貼切些。

類

板有一橫向韌帶④，所以其前後兩半

食性，喜愛吃姑婆芋的果實、各式水果及味道重

龜

明顯的稜脊③，每一背甲的盾片上都

物種，是臺灣原生烏龜中最偏陸棲性的一種。雜

本島、西表島、石垣島也有分布，但分屬不同亞
種。

②

①
④
食蛇龜的背板盾片

②
24

食蛇龜腹部

25

龜 目 Testudines．地澤龜科 Geoemydidae

斑龜
Mauremys sinensis (Gray, 1834)
◎英 名：Common thread turtle,
Chinese Stripe-Necked Turtle
◎別 名：花龜、綠龜

【辨識特徵】

平行縱走條紋①。背甲為棕黑色，腹

等環境，為真正的「水龜」。草食性為主，但基

板為黃褐色，每一腹甲盾片上都會有

本上仍是雜食性，生殖力及適應力都很強，是目

一顏色較深的黑褐色斑②。斑龜是臺

前臺灣分布最廣、最常見的龜鱉類，在許多魚池、

灣產烏龜中體型最大的烏龜，背甲長

埤塘、水庫、沼澤或河流都有，甚至公園水池及

最大可達 27 公分，雌龜體型較雄龜大

廟宇的許願池也能生存。由於體型大，在中國大

許多。雌龜尾基細小，泄殖腔開口靠

陸及東南亞地區常被拿來當作蛋白質來源之一，

近內側，雄龜尾基粗大，泄殖腔開口

因此在臺灣南部及大陸東南沿海都有大量人工繁

超出背甲外緣。

殖。

①

類

生態習性：主要生活於池塘、魚池、沼澤或河流

龜

主要辨識特徵是頭頸部有許多黃綠色

分布：全島低海拔廣泛分布，中國大陸東南沿海
的上海市、廣東、廣西、浙江、福建、海南島及
東南亞的寮國、越南都有分布。

①

②
②

26

斑龜及巴西龜

②
斑龜腹面

27

物種介紹

蜥蜴類
Lizard

28

29

有鱗目 Squamata．舊大陸鬣蜥科 Agamidae

④

斯文豪氏攀蜥

③

Japalura swinhonis Günther, 1864
◎英 名：Swinhoe’s Japalura
◎別 名： 肚定 ( 台語 )、竹虎 ( 台語 )、
山狗太 ( 客語 )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雄性領域性極強，常會攀爬於高處警

吻 肛 長 2 倍， 不 會 自 割 (autotomy，

戒，見到入侵者時，頸背鬣鱗和喉垂會張開，並

當動物受到驚嚇或遭受生命危險時，

有伏地挺身及點頭的動作，甚至常會有追咬及驅

所採用的自保逃命方式 )。體背以褐

逐的行為。夏天生殖，卵生；雌蜥會自行挖洞後

色為主，側邊常有黃色或黃綠色縱斑

將卵產於洞中並埋藏。夜間會在細枝條或大型葉

①，但會隨環境顏色而有快速的深淺

面上睡覺④。
雄性斯文豪氏攀蜥的頸背部有明顯鬣鱗，具有喉垂。

變化。張嘴時可見其口腔外緣和舌頭
為白色、內部為黑色，下頷會有許多

蜥蜴類

最 大 吻 肛 長 約 9 公 分， 尾 巴 長 度 約

分布：喜好在樹林邊緣活動，對於人為干擾的忍

顯眼的白色斑點②。雄蜥頸背部有明

受力高，所以也常出現在住家花園、學校、公園

顯的鬣鱗③，且有喉垂④。

等環境，全島低海拔都有分布，一般只要有樹的
地方都能找到。

②

①
斯氏攀蜥下頷的白色斑點

斯文豪氏攀蜥睡在葉子上

30

31

有鱗目 Squamata．壁虎科 Gekkonidae

史丹吉氏蝎虎
Hemidactylus stejnegeri Ota &
Hikida, 1989

①

◎英 名：Stejeger’s Gecko
◎別 名：鋸尾蝎虎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孤雌生殖，雌蜥在產卵前頸部兩側的
吻肛長最大約 6 公分，體色以灰色至
褐色為主，會隨棲息環境而有顏色的
深淺變化，體背有許多淺色圓形小斑

兩側鱗片特化成鋸齒狀②。趾下皮瓣

現於中南部低海拔山區，在谷關地區有和鉛山壁
虎、疣尾蝎虎及無疣蝎虎共域在同一片路邊擋土
牆的現象。因研究資料缺乏，許多生態習性仍不

蜥蜴類

點①，最重要的特徵是其尾巴扁平且

淋巴囊會有腫大現象。在臺灣的數量稀少，僅發

明。

為雙行③，每一趾皆有爪。腹面很平
坦而且常帶有黃色。

②

分布：主要見於竹林底層的石縫下，黃昏及夜間
會在山邊房舍附近活動，溪邊小道路上偶而也可
見其蹤影。在臺灣的分布零星，主要集中在南投
縣以南的低海拔丘陵地。

③

32

33

有鱗目 Squamata．壁虎科 Gekkonidae

疣尾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Duméril &
Bibron, 1836
◎英 名：Common House Gecko
◎別 名：蝎虎、善蟲 ( 台語 )

【辨識特徵】
吻肛長最大約 6 公分，體色主要為灰
褐色，但會隨著環境而有顏色的深淺
變化。背部有 3 條深色縱線，中央線
為虛線狀且前端為「Y」字型①，體

多排列成環形的櫛刺狀鱗②。趾下皮
瓣雙列③，每一趾都具有爪子，雄性
具有股孔及肛前孔④。

②

附近捕食飛蟲，屬於主動捕食型的壁虎，會發出
「嘖—嘖—嘖—嘖—」的叫聲，卵生，一次產卵
2 顆。偏好炎熱環境，主要生活於中南部地區，
北部稀少，此現象正好與「無疣蝎虎」相反，無

蜥蜴類

背會有許多大型疣鱗，尾巴上具有許

生態習性：夜行性蜥蜴，夜間常聚集出現在燈源

疣蝎虎不會鳴叫，偏好溫度稍低的環境，主要分
布於台中以北，台中以南少見；此兩種蜥蜴的外
型極為相似，且都常出現在住家中，因而常被誤
認為同一種。兩者差異在於無疣蝎虎的尾巴沒有

分布：常見於全台低海拔住家環境，森林中反而

環形櫛鱗，體背也沒有大型疣鱗。

較少見；善於利用人造棲地，常躲藏於屋簷下、
傢俱甚至電器縫隙中，擋土牆、排水管、水泥裂
縫、電線竿、路邊標示牌或路燈下都非常容易找
到牠的蹤影。容易隨著人們搬家而四處擴散。

蝎虎尾部的刺狀櫛鱗排列成環狀

③
34

蝎虎趾下皮瓣為雙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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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鱗目 Squamata．壁虎科 Gekkonidae

鉛山壁虎

①

Gekko hokouensis Pope, 1928
◎英 名：Hekou’s Gecko
◎別 名：守宮、善蟲 ( 台語 )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夜行性蜥蜴，尾巴容易自割，主要居

的短斑縱行至尾部①，體色主要為灰

住在森林或低度開發的鄉下，常躲藏於農舍縫

褐色，但會隨著環境而有顏色的深淺

隙、擋土牆的排水洞內、樹皮或樹洞中。一次產

變化，背部鱗片夾雜有許多大型疣鱗

2 顆鈣質卵，因為有聚集生殖現象，常可在洞穴

②。趾下皮瓣為單列③，第一趾無爪。

頂端、擋土牆排水管或農舍縫隙中見到兩兩相連

有明顯之肛後突④。

的卵聚集。

蜥蜴類

體背中央有一條深淺交錯像是粗虛線

分布：全島低海拔山區、蘭嶼及綠島都有分布。

③

④

36

②

37

有鱗目 Squamata．正蜥科 Lacertidae

古納氏草蜥
Takydromus kuehnei kuehnei Van
Denburgh, 1909

①

◎英 名：Kühne’s Grass Lizard
◎別 名：古納氏草蜥指名亞種、臺
灣地蜥

③
【辨識特徵】
吻肛長最大約 6 公分，下頷具有 4 對
頦片①，體背鱗片有明顯稜脊②，故
外表看起來較為粗糙，身體側邊有一

古氏草蜥下顎頦片

且黑色縱帶上會雜有淺色圓斑③，具

生態習性：日行性蜥蜴，常會在雜草、蕨類、姑

有 3 對以上鼠蹊孔④。身體以土黃色

婆芋或矮灌叢上四處攀爬或曬太陽，尾巴細長且

調為主，在枯枝上攀爬時有極佳的保

可以纏繞，有助於身體平衡和攀爬枯枝細葉，夜

護色效果。

間會在草上或細枝條上睡覺，卵生，每次產卵 1

古氏草蜥側面照

蜥蜴類

條黑色縱帶自吻端延伸至尾基部，而

分布：主要分布於全島 1000 公尺以下的山區。 常
見於斗六丘陵地的麻竹林下，與印度蜓蜥、麗紋

至 2 顆。

石龍子有共域的情形，檳榔園及闊葉林下的矮灌
叢上亦常見到，在斗六丘陵地的數量僅次於印度
蜓蜥及麗紋石龍子。

④

②

古氏草蜥鼠蹊孔

38

古氏草蜥特寫鱗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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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鱗目 Squamata．正蜥科 Lacertidae

蓬萊草蜥
Takydromus stejnegeri Van Denburgh,
1912
◎英 名：Stejneger’s Grass Lizard
◎別 名：史丹吉氏草蜥

③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日行性蜥蜴，主要在灌叢或雜草堆底
下頷具有 3 對頦片①，體背鱗片有明

層活動，行動快速不易捕捉。夜間常於禾本科植

顯稜脊，鼠蹊孔 1 對②，體側為淺黃

物上睡覺，卵生，每次產卵 1 至 2 顆。

或淺綠色，部分個體體側會有兩條白

蜥蜴類

色縱帶延伸至尾基部③。

分布：主要分布於全島 1000 公尺以下，常見於農
耕地或鄉下住宅旁草叢。

①
蓬萊草蜥的保護色很好

蓬萊草蜥的頦片有 3 對

②

40

蓬萊草蜥的鼠蹊孔 1 對

蓬萊草蜥睡在葉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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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鱗目 Squamata．石龍子科 Scincidae

中國石龍子臺灣亞種
Plestiodon chinensis formosensis (Van
Denburgh, 1912)
◎英 名：Formosan Chinese Skink
◎別 名：臺灣中國石龍子、臺灣石
龍子

①
生態習性：為日行性蜥蜴，主要捕食昆蟲，喜好

【辨識特徵】

陽光充足的環境，耐乾旱及干擾，所以能生存於
開墾地、路邊草叢、住宅邊、都會公園或校園內，

公分，背部鱗片光滑有數道微弱不明

斗六丘陵地的麻竹林及闊葉林底層反而較少見。

顯的稜脊①，成體顏色以黃土色至淡

由於族群密度較為稀疏且生性隱密，平常不易見

褐色為主，每一鱗片的邊緣幾乎都帶

到。行動快速，尾巴容易自割。產卵於土洞、石

有黑色，體側在吻端到前肢之間會有

頭或枯枝等遮蔽物下。

橘紅色小斑點②。幼體顏色以黑褐色

吻端～前肢間的橘紅斑點

蜥蜴類

身體呈長圓筒狀，吻肛長最大約 13

為底，背部隱約可見 3 條黃土色斑點
排列成的縱線③，自頭部延伸至尾基
部，體側及四肢雜有許多乳白色圓斑
④，尾巴後半段略帶藍色。

分布：廣泛分布於臺灣低海拔地區，但主要在中
部以北，南部較為稀少。斗六丘陵地區的分布則
是集中在山腳下的村莊區域，進入丘陵地和水庫
區後則未曾見其蹤跡。

④

中國石龍子臺灣亞種幼蜥

①

中國石龍子幼體

42

鱗片特寫

③

中國石龍子臺灣亞種成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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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鱗目 Squamata．石龍子科 Scincidae

印度蜓蜥
Sphenomorphus indicus (Gray, 1853)
◎英 名：Indian Forest Skink
◎別 名：肥豬 ( 台語，臺灣中部 )、
蝘蜓、銅蜓蜥、四腳蛇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為日行性蜥蜴，主要捕食昆蟲。喜好

分，全身鱗片光滑沒有任何稜脊，成

略為潮濕的環境，常見於森林底層、落葉堆下或

體顏色以黃褐色為主，體側有一深褐

樹林邊緣，亦常見於河床及山區水溝中，白天常

色縱帶①從吻端延伸至尾基部，腹部

會在路邊或落葉堆上曬太陽，但不會離遮蔽物太

常帶有淡黃色，背部會有一些黑色小

遠，遇有驚擾便會鑽到落葉下或草叢中躲藏，尾

斑點，幼蜥尾巴略帶紅棕色。

巴容易自割，被捕捉時會以極力扭轉身體的方式

蜥蜴類

身體呈長圓筒狀，最大吻肛長約 9 公

在落葉堆爬的印度蜓蜥

掙扎。為臺灣原生種蜥蜴中唯一胎生的蜥蜴，
在斗六丘陵地的活動高峰是每年 3 月，幼體約於
7 月產出。中南部的冬天偶而仍可見零星個體活

分布：此物種廣泛分布於中國大陸、馬來半島及

動。

印度；在臺灣的分布主要在全島 1500 公尺以下區
域，龜山島及馬祖也有。是湖山水庫數量最多的
蜥蜴，整個斗六丘陵地都可見其蹤影，特別是麻
竹林底層及落葉堆最易見到，族群密度高。

①

44

體側的縱帶為深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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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鱗目 Squamata．石龍子科 Scincidae

麗紋石龍子
Plestiodon elegans (Boulengr, 1887)
◎英 名：Elegant Five-Lined Skink,
Elegant Skink
◎別 名：藍尾石龍子

①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日行性蜥蜴，喜好曬太陽，常會在石

為黑色底鑲上五條金色縱紋，背中央

頭上、駁坎或石縫中探頭出來做日光浴，尾巴容

的金色縱紋在頭部常會呈”Y”字型

易自割，除了躲藏在現成的石縫或土洞外，也會

①，由於對比強烈，是一般人印象最

自行挖掘洞穴；卵生蜥蜴，母蜥會有護卵及護幼

深的美麗蜥蜴。成體最大吻肛長約 9

行為。冬天會休眠，直到約 4 月才開始出來活動，

公分，身體呈短胖圓筒狀，全身鱗片

湖山水庫地區的族群活動高峰是 5、6 月。

②

成體的體側具有紅棕色縱帶

沒有任何稜脊，成體顏色一般為灰褐

蜥蜴類

幼蜥尾巴具有鮮艷的寶藍色，體背則

色或土黃色，體側會有紅棕色縱帶②
從眼後延伸至後腿基部，腹部白色，

分布：常見於山區林道邊緣、農墾地、空曠草生

背部顏色均一，大腿股部具有排列不
規則的大型鱗片③。

地，甚至於住家小花園或都會公園中，對於低溫
麗紋石龍子幼蜥身上有 5 條金黃
色縱線，尾巴為鮮艷的藍色

的適應性佳，臺灣全島海拔 2500 公尺以下皆有分
布，澎湖、金門、馬祖及龜山島亦有；在中國西
南部省份、越南及日本沖繩也有。
麗紋石龍子幼體

③
46

麗紋石龍子幼體
麗紋石龍子股部鱗片特寫

麗紋石龍子成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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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鱗目 Squamata．石龍子科 Scincidae

臺灣滑蜥
Scincella formosensis (Van Denburgh,
1912)
◎英 名：Taiwan Smooth Skink,
Formosan Smooth Skink

【辨識特徵】
臺灣滑蜥是臺灣最小的石龍子科蜥
蜴，最大吻肛長僅約 4 公分，細長瘦
小的體型比麗紋石龍子的幼蜥還要

體①，體背顏色為淡褐色雜有少許黑
色小斑點，體側與體背面相接處有一

②

草叢中，個體小且行動較緩慢，較常在落葉堆或
草叢中穿梭，喜好略微潮溼環境，日行性卵生蜥
蜴，一次可生 2 顆卵，主要活動週期為冬天和春
天，夏、秋兩季較不易見到。雖然體型小，但捕

蜥蜴類

小，身體外觀乍看下略呈四方型柱狀

生態習性：為森林性的蜥蜴，活動於樹林底層或

捉時常會有咬人的抵禦行為。

深褐色的細縱帶②，會讓其身體看起
來較為有稜有角，初生幼蜥尾巴為灰

分布：主要分布於臺灣西部，斗六丘陵地麻竹林

褐色③，不會像印度蜓蜥的幼蜥帶有

下的豐厚落葉層是其常出現的地方，整個丘陵地

紅色。

都有分布，在小溪谷中也常見到，雖然數量比印
度蜓蜥及麗紋石龍子少，但 12 月、1 月及 2 月反
而較常發現其蹤跡。

臺灣滑蜥幼蜥

①
③

48

身體略呈四方柱狀

臺灣滑蜥幼蜥

49

物種介紹

蛇類
Sn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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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鱗目 Squamata．黃頷蛇科 Colubridae

梭德氏遊蛇
Amphiesma sauteri (Boulenger, 1909)
◎英 名：Sauter’s Keelback
◎別 名：梭德氏腹鏈蛇、棕黑腹鏈
蛇

③
唇鱗邊緣黑色

【辨識特徵】
小型蛇類，最大體長約 50 公分。頸

生態習性：夜行性活動為主，但偶而也可在白天

部具白色或淡黃色略呈 V 字形的斑紋

見到其活動，性情非常溫馴的小型蛇類，主要以

①，背部及腹部鱗片都具有強稜脊，

小型蛙類或蚯蚓為食物來源。主要生活於樹林底

腹部為白色至黃色，腹部兩側各有一

層、邊緣及水域旁。

①

為黑色③，身體背部兩側會雜有少許
頸部有淡色 V 字斑紋

小淺黃色斑④。

蛇 類

條鏈狀黑色斑點②，唇鱗白色但邊緣

分布：全島 1500 海拔以下的平地及山區都有分布，

④

少見。

②
腹部有鏈狀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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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鱗目 Squamata．黃頷蛇科 Colubridae

花浪蛇
Amphiesma stolatum (Linnaeus, 1758)
◎英 名：Striped Keelback, BuffStriped Keelback
◎別 名：土地公蛇、草腹鏈蛇、草
尾蛇 ( 台語 )

④
眼前、後、下方鱗片都有黑線

【辨識特徵】
小型蛇類，最大體長約 90 公分。身

生態習性：以青蛙和魚類為食物，故主要生活於

體背部前半段的黑色橫帶排列成鐵軌

水邊，常活動於溪流河床芒草叢或沼澤區。日行

狀①，後半段的黑色橫帶則不明顯，

性蛇類。卵生。因為不太怕人，所以在很多的農

取而代之的是 2 條顯眼的黃褐色縱帶

耕地都可見其活動。

蛇 類

①

②。頭頂部會有似 W 型的黑色斑紋
③，眼睛前、後及下方鱗片邊緣會有

身上有鐵軌狀花紋

4 條黑線④。

分布：全島低海拔都有分布，族群數量頗多，是
常見蛇種。主要分布於山區、丘陵及農墾地。在
低海拔小溪邊或沒有使用農藥的水稻田、筊白筍
田、菱角田、水庫、埤塘等地方都可以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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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浪蛇正在捕食蟾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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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鱗目 Squamata．黃頷蛇科 Colubridae

大頭蛇
Boiga kraepelini Stejneger, 1902
◎英 名：Kraepelin’s Cat Snake
◎別 名：科列普林氏貓眼蛇

②
瞳孔為直立狀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夜行性蛇類，大部分時間都待在樹枝

部細故頭部顯得特別大，因而稱為大

上，主要以鳥類和蜥蜴為食。在繁殖季節或冬天

頭蛇。身體略呈側扁狀。體色多為黃

來臨前，會因移動需要而下到地面，由於行動緩

褐色，部分個體為淺灰色。背部散布

慢加上身體細長，穿越道路所需時間較久，常因

許多深色圓斑①。眼後及上方各具一

此成為許多路段的路死 (roadkill) 主要物種。

①

條深色縱行斑。瞳孔為直立狀②。尾
身體比例細長

部極細長，利於纏繞樹枝。

蛇 類

中型蛇類，最大全長約 150 公分，頸

分布：全島 1500 公尺以下山區森林邊緣都可見其
蹤跡，屬於常見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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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鱗目 Squamata．黃頷蛇科 Colubridae

青蛇
Cyclophiops major (Günther, 1858)
◎英 名：Greater Green Snake
◎別 名：翠青蛇
瞳孔圓形

【辨識特徵】
中型蛇類，最大全長約 130 公分，全

生態習性：主要以蚯蚓或昆蟲的幼蟲為食，所以

身均一的翠綠色，沒有任何斑點，腹

多生長在潮溼、植被完整、多腐植質的樹林下。

部略帶黃綠色。瞳孔圓形，鱗片沒有

性情非常溫和，是低海拔山區常見的蛇種。卵

稜脊。體形細長，頭部為橢圓形。

生。平常在樹林底下的草叢中穿梭，但夜間常
蛇 類

會在樹上休息。由於體色和赤尾青竹絲極為相
似，常因被誤認而招來殺身之禍。

分布：全島 1500 公尺低海拔潮濕的森林底層，
或是落葉層、腐植質豐厚的樹林下。

腹部黃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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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鱗目 Squamata．黃頷蛇科 Colubridae

紅斑蛇

①

Dindon rufozonatum rufozonatum
(Cantor, 1842)
◎英 名：Red Banded Odd-Tooth
Snake, Red Banded BigTooth Snake
◎別 名：赤鏈蛇 ( 中國大陸 )

頭部有明顯箭矢狀黑斑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夜行性蛇類，食性廣，包含蛙類、蟾蜍、
魚、蜥蜴、蛇、鳥和老鼠都會捕食。是臺灣低海

部寬扁，身體底色以紅棕色為主，背

拔最容易發現的蛇類，特別是在有青蛙聚集生殖

部有許多大型的黑色寬橫斑分布於

的地方，除了容易見到赤尾青竹絲外，紅斑蛇也

全身，紋路分布有點類似雨傘節，只

常是不會缺席的。卵生。攻擊性強，被捕捉時會

是雨傘節是黑白相間，紅斑蛇則是置

由泄殖腔排出惡臭的分泌物以禦敵。

蛇 類

中型蛇類，最大全長約 120 公分，頭

換為黑紅相間，所以也有人將之稱為
「紅雨傘節」。頭部有明顯箭矢狀黑
斑①，腹部鱗片為單列白色，尾下鱗

分布：全島海拔 2000 公尺以下山區都可見，農耕

雙列帶有明顯黑斑。

地、樹林、溪流等較為潮溼的地方比較容易見到。

身上花紋為紅黑相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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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鱗目 Squamata．黃頷蛇科 Colubridae

② ①

紅竹蛇
Oreocryptophis porphyracea
nigrofasciata (Cantor, 1839)
◎英 名：Red Bamboo Rat Snake
◎別 名：紅竹蛇黑線亞種、紅竹山
錦蛇黑線亞種、紫灰錦蛇

眼後黑色縱帶延伸至後方

③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以老鼠為主要食物，夜行性，卵生。
中小型蛇類，最大全長約 110 公分，

攻擊性弱，沒有毒。數量少，不易見到，偶而可

全身棕紅色或棕灰色，頭頂中央有一

在山區道路旁發現。由於缺乏研究，相關生態資

條短黑色縱帶①，另外在雙眼後方各

料不足。
蛇 類

有一條長黑色縱帶一直延伸至尾巴
②，身體有約 10 個灰黑色橫紋③等距
分布全身，每一個橫紋間距很遠，不

身上橫紋間隔很遠

若雨傘節等物種的橫紋密集，是一漂
亮的蛇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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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全島低海拔山區樹林底層，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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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鱗目 Squamata．黃頷蛇科 Colubridae

有鱗目 Squamata．黃頷蛇科 Colubridae

①

臺灣黑眉錦蛇

白梅花蛇

Orthriophis taeniura friesi(Werner,
1926)

Lycodon ruhstrati ruhstrati (Fischer,
1886)

◎英 名：Taiwan Beauty Rat Snake,
Taiwan Striped-Tailed Rat
Snake
◎別 名：黑眉錦蛇、錦蛇

【辨識特徵】

◎英 名：Ruhstrat’s Wolf Snake
◎別 名：黑背白環蛇、梅花蛇
眼睛後方黑色過眼線

生態習性：以蛙類、蜥蜴和昆蟲為主要食物來源，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性情溫和，但略具攻擊性。主要捕食
鼠類、鳥類和青蛙，而且不太怕人，因此常侵

眼睛後方有一粗黑過眼線①，看似畫

入民宅捕食老鼠或躲藏蛻皮，是消防隊常獲報

上黑色濃眉毛。身體主要為橄欖色，

捕捉的蛇類。

前半段有許多黑棕色大斑點②分布，

分布：全島海拔 2000 公尺以下山區、農耕地或

後半段背側有 2 條深色縱紋延伸至尾

郊區村莊房舍內常見。

外表酷似雨傘節，但黑白斑紋邊緣較
為破碎而略呈鋸齒狀①，白色環紋在
身體後段會逐漸變成淡褐色，寬度也
越來越寬。幼蛇的頭頂常會有一明顯

蛇類。攻擊性不強，無毒性。由於體色和雨傘節
很像，很容易被誤認。卵生。
分布：全島海拔 1500 公尺以下山區都有分布，常
見於山區小溪流旁。
蛇 類

大型蛇類，最大全長超過 250 公分，

身體和尾巴都屬於細長型，故利於攀爬。夜行性

大塊的白色斑點②。身體較為細長，
尾巴細小狹長。中小型蛇類，最大體

巴③，而且夾雜有一些細橫紋分布。

長約 100 公分。

②

①

身體前端有黑棕色斑點
身體後段則是縱紋

斑紋邊緣呈鋸齒狀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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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鱗目 Squamata．黃頷蛇科 Colubridae

③

赤背松柏根
Oligodon formosanus (Günther, 1872)
◎英 名：Taiwan Kukri Snake
◎別 名：臺灣小頭蛇、花秤悍

①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主食爬行動物的卵，其牙齒特化成鐮

很小，體型圓胖，頭部後方有一明顯

刀狀，便於割破革質卵殼，再將頭伸入卵殼內

黑褐色人型斑紋①。最顯著的特徵是

舔食，與一般大型蛇類如錦蛇、臭青公是整個

成體背部常會有一條橘紅色或黃褐色

吞入的方式不同。蘭嶼的赤背松柏根在夏天海

的縱帶②，從頭頸部延伸至尾巴，在

龜上岸產卵後，會在夜間聚集到沙灘上然後鑽

縱帶的兩側會有許多黑褐色波浪狀斑

入沙中吃食海龜卵。赤背松柏根偶而也會捕食

紋③。腹部白色，幼蛇腹部會略帶橙

青蛙等小動物。被捕捉時的攻擊性頗強，雖然

紅色。

其上頜齒很小，但被其鋒利的牙齒劃過，常會
流血不止。

②
蛇 類

小型蛇類，最大不超過 100 公分。頭

①頭後方有人型斑紋，②背部有一條橘紅色或黃褐色的縱帶

分布：全島低海拔山區、農墾地、溪流旁甚至
於防風林內都有分布，為常見物種。也是蘭嶼
和綠島島上主要蛇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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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鱗目 Squamata．黃頷蛇科 Colubridae

南蛇
Ptyas mucosus (Linnaeus, 1758)
◎英 名：Common Rat Snake
◎別 名：山瀨仔 ( 台語 )、華錦蛇、
華鼠蛇

②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日行性蛇類，行動快速，攻擊性強，

上。體型粗且長，眼睛很大，為了便

屬於四處遊獵尋捕食物的蛇類，常可在山區道

於尋找獵物，四處爬行時常將頭部略

路遇見。由於生長快、體型大，而且經常活動

微抬起。全身體色以橄欖色或黑褐色

於住宅附近，故常被山區民眾捕捉而成為桌上

為主，身體前中段雜有許多白色斑點

佳餚。其食性廣泛，青蛙、蛇、蜥蜴、鳥類或

呈細波浪橫紋①。主要辨別特徵是其

老鼠都吃。

蛇 類

大型蛇類，最大全長可達 250 公分以

上下的唇鱗邊緣為黑色②，像是有黑
色鬍子般。

分布：全島海拔 1500 公尺以下陽光充足的山區
開墾地、果園、郊區村莊附近常可見到。

①
身上雜有白色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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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鱗目 Squamata．黃頷蛇科 Colubridae

斯文豪氏頸槽蛇
Rhabdophis swinhonis (Günther,
1868)
①
◎英 名：Swinhoe’s Keelback
◎別 名：臺灣頸槽蛇、斯文豪氏遊
蛇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臺灣特有種。攻擊性弱，受刺激時會

日行性的小型蛇類，最大體長約 70 公

將頸部擴張變扁威嚇敵人。主要捕食蚯蚓、昆蟲

分。身體以棕褐色為主，主要辨別特

和蛙類，故常出現在潮溼草叢附近。卵生。主要

徵是其頸後明顯的寬黑斑①，從側面

活動季節在夏天。
蛇 類

看略呈 V 字型，眼睛下方和嘴角上方
各有一個黑色大斑塊②，也是重要的
斯文豪氏頸槽蛇頭部特寫

特徵。

②

斯文豪氏頸槽蛇頭部特寫

分布：全島 1800 公尺以下低海
拔山區，潮溼的樹林底層或草
叢，數量稀少，不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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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鱗目 Squamata．黃頷蛇科 Colubridae

黑頭蛇
Sibynophis chinensis chinensis
(Günther, 1889)
◎英 名：Black-Headed Snake,
Chinese Mountain Snake
◎別 名：黑頭劍蛇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主要捕食蜥蜴和其他蛇類的幼蛇。日
行性的蛇種，攻擊性弱，無毒。常活動於陽光充

為細長型。體色為均一褐色，但是頭

足的開闊樹林底層。斗六丘陵地因為孕育有族群

頂部為明顯的灰黑色①，頸部有一白

量龐大的印度蜓蜥等蜥蜴，對於黑頭蛇來說食物

色細橫紋②，上唇有一黃白色縱斑③

充足，故容易見到此蛇種。

②
蛇 類

小型蛇類，最大體長約 70 公分，身體

自吻端延伸至頸部，像是擦了白色唇
頸部有白色橫紋

膏。鱗片無稜脊。

①
分布：全島平地至海拔 1500 公尺以下山區樹林底
層。

③
頭部特寫

72

73

有鱗目 Squamata．黃頷蛇科 Colubridae

王錦蛇

②

Elaphe carinata (Günther, 1864)
◎英 名：Chinese Keeled Rat Snake,
Stink Rat Snake
◎別 名：臭青公、臭青母 ( 台語 )、
中國臭蛇
臭青公頭部特寫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攻擊性強，主要捕食鼠類、鳥類和蛙

體色為棕褐色，身體前半段夾雜有許

類，也會捕食其他蛇類。不太怕人，對環境適應

多黑、白色橫斑紋①。頭頂部每一鱗

性強，常侵入民宅。被捕捉時會由泄殖腔排出強

片的邊緣都為黑色②，從正上方看來

烈惡臭的體液，藉此驅逐敵人。由於體型大、數

像是「王」字，故稱「王錦蛇」。全

量多，故也常成為山區民眾的佳餚。

①
蛇 類

大型蛇類，最大全長將近 250 公分，

身鱗片幾乎都有強稜脊。幼蛇全身為
前半段有黑、白條紋

淡褐色，身上斑紋稀少③。

分布：全島海拔 2000 公尺以下山區雜木林、開墾
地、草叢、果園、郊區村莊附近都可見到。

③
74

臭青公幼蛇

75

有鱗目 Squamata．水蛇科 Homalopsidae

鉛色水蛇
Enhydris plumbea(Boie, 1827)
①
◎英 名：Plumbeous Water Snake
◎別 名：水蛇

【辨識特徵】

鉛色小蛇的鼻孔和眼睛都上移至頭頂

生態習性：完全水生的蛇類，主食魚類和青蛙，

為均一的鉛灰色或深橄欖色。為了適

具有後溝毒牙，對於人類來說毒性不強，但對於

應水生生活，鼻孔和眼睛都上移至頭

泥鰍等小魚來說，足以將之麻痺而方便吞食，屬

頂部①，而且鼻孔有瓣膜防止水進入

於夜行性蛇類，但也常在傍晚時分活動。目前在

鼻腔。背部鱗片的邊緣顏色較深②，

臺灣的數量已非常稀少，不易見到，僅在山區沒

粗看之下很像是黑色網紋。

有污染的水域尚有可能找到。

蛇 類

小型蛇類，最大體長約 70 公分。體色

分布：分布於臺灣西半部海拔 500 公尺以下池塘、
水田、山間溪流等水域環境，不常見。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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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鱗目 Squamata．鈍頭蛇科 Pareatidae

臺灣鈍頭蛇
Pareas formosensis (Van Derburg,
1909)
◎英 名：Formosan Slug Snake
◎別 名：脊高蛇

③
臺灣鈍頭蛇頭部特寫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在臺灣的蛇類中，食性屬於較為特別
的物種，主要捕食蝸牛和蛞蝓，其捕食蝸牛的

以黃褐色為主，全身散布有許多棕褐

方法並非整個吞入，而是以牙齒刺入蝸牛肌肉

色不規則斑紋①，頸部細、身體略呈

後，以下頷逐步將蝸牛拖出殼外再吞入。行動

側扁，頭頸部有「W」型黑斑②。眼

緩慢，溫和、攻擊性極弱。

①

蛇 類

小型蛇類，最大體長約 70 公分。體色

睛後方有兩條黑色細線③。眼睛略微
突出，瞳孔垂直。尾巴細長便於纏繞
及攀爬樹枝。

分布：全台海拔 2000 公尺以下山區潮溼樹林內。

②

臺灣鈍頭蛇的食物 - 蝸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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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頸部 W 黑斑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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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鱗目 Squamata．眼鏡蛇科 Elapidae

雨傘節
Bungarus multicinctus multicinctus
Blyth, 1861
◎英 名：Many-Banded Krait
◎別 名：白節仔 ( 台語 )、百節蛇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雨傘節的單位毒性是臺灣原產陸棲性
毒蛇中最強的，但牠的攻擊性不強，甚至於有些

全身體表具有黑白相間的環紋①，每

害羞，每當遭遇干擾或驚嚇時，常會將頭埋藏在

一節黑色環紋的寬度約略相等，背中

身體下③，有點類似「駝鳥心態」的感覺。被其

央列的鱗片特大，呈六角型②。白色

咬傷後常不痛不腫而被疏忽，但仍需極為小心、

環紋較窄、黑色環紋較寬。體色對比

盡快就醫，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主要捕食青蛙、

強烈非常容易辨認，是最為人們所熟

蜥蜴及鼠類。卵生。

蛇 類

中型蛇類，最大體長約 180 公分，其

雨傘節把頭埋在身體下

知的蛇種之一。

分布：全島 1000 公尺低海拔以下都有，澎湖、金
門、馬祖及小琉球亦有分布。喜好略微潮溼的山

①

區開墾地，常於雨後夜間的山區道路見其出來活
動，是斗六丘陵地常見蛇種之一。

雨傘節背中央的鱗片特別大而且呈六角形，是重要的辨認
依據。

②
身上環紋為黑寬白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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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鱗目 Squamata．眼鏡蛇科 Elapidae

中國眼鏡蛇
Naja atra Cantor, 1842
◎英 名：Chinese Cobra
◎別 名：飯匙倩、蝙蝠蛇、眼鏡蛇
生氣時會有擴張頸部的行為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日行性蛇類，常活動於每年的春天至

細的灰白色環紋①，頸部白色環紋寬

秋天。最大全長約 165 公分。主要捕食青蛙、魚、

而且明顯，當其生氣或警戒張開時略

蜥蜴、老鼠和鳥類。平時活動或躲藏於草叢中，

呈眼鏡狀②（或飯匙狀），因此易於

故夏秋季節人們容易因野外活動時，不慎踩到牠

辨識而得名；平時頸部未擴張時，頭

們而被咬傷。屬於遊獵型的捕食方式，常因侵入

部外型與一般常見蛇類相同，為橢圓

民宅而被發現，是消防隊最常接獲通報捕捉的蛇

型，因此不能以頭部是否呈三角形來

種之一。

蛇 類

體背以黑色為主，全身間雜約 10 多條

判斷蛇類是否具有毒性！

分布：全島 1000 公尺以下山區常見物種，喜好略
微乾燥的山區開墾地草生環境。

②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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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鱗目 Squamata．眼鏡蛇科 Elapidae

環紋赤蛇

②

Sinomicrurus macclellandi swinhoei
(Van Denburgh, 1912)
◎英 名：MacClelland’s Chinese
Coral Snake
◎別 名：麗紋蛇、麥氏華珊瑚蛇、
環紋華珊瑚蛇臺灣亞種

【辨識特徵】

環紋赤蛇頭部特寫

生態習性：森林性，卵生，以蜥蜴和小型蛇類為
食的夜行性蛇類。族群數量稀少，不易發現。

身體底色為紅棕色，並有許多黑色小

個性非常溫和，動作緩慢，雖然沒有攻擊人的

環紋①平均分布全身，頭部有一明顯

記錄，但因單位毒性非常強，仍需小心。由於

較寬的白色環帶②，顏色對比強烈，

族群數量少，缺乏研究資料，故許多資訊仍不

是非常漂亮的蛇種。鱗片平滑沒有稜

明。

①

蛇 類

小型蛇類，最大全長小於 100 公分。

③

脊。尾部鈍尖狀，末端有角質的尾刺
③。

分布：臺灣西部及宜蘭低海拔山區森林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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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鱗目 Squamata．蝮蛇科 Viperidae

①

龜殼花
Protobothrops mucrosquamatus
(Cantor, 1839)
◎英 名：Chinese Habu, PointedScaled Pit Viper
◎別 名：烙鐵頭、牛角花 ( 台語 )

④
龜殼花的頰窩

【辨識特徵】

②

生態習性：攻擊性強，具有出血性毒液，卵生，
夏季產卵，每窩最多可達 21 顆，母蛇有護卵行為，

部大且為明顯箭矢型（尖銳等腰三角

是春、秋兩季低海拔山區常見的蛇類。捕食老鼠、

型）①，身體背部及側面有許多不規

青蛙、蜥蜴和鳥類為主。由於體色的斑紋讓其在

則的大型黑褐色斑塊②，眼後有一細

落葉或枯木堆中具有很好的保護色，人們常因此

長黑褐色縱帶③，眼睛和鼻孔間有感

疏忽而被咬傷。
背部有大型黑褐色斑塊

熱頰窩④。體背鱗片有明顯稜脊，尾

蛇 類

中型蛇類，最大體長約 120 公分。頭

部帶有紅色調及黑色環狀紋路⑤。

分布：喜好棲息於山區潮溼處，躲藏在廢棄房舍、
農舍、枯木堆環境中，全台海拔 1500 公尺以下山
區常見。在斗六丘陵地一些樹林茂密、大型石塊
密佈的小溪谷常可見到，是此區常見毒蛇之一。

⑤背部鱗片有稜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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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87

①

有鱗目 Squamata．蝮蛇科 Viperidae

赤尾青竹絲
Viridovipera stejnegeri stejnegeri
(Schmidt, 1925)
◎英 名：Green Bamboo Tree Viper,
Stejneger’s Bamboo Pit
Viper
◎別 名：竹葉青、焦尾巴 ( 台語 )、
青竹絲

【辨識特徵】

④
青竹絲頭部特寫

生態習性：樹棲性蛇類，常盤繞於樹枝上，以青
蛙、蜥蜴、鳥類和老鼠為主要食物。其捕食方式

殼花一樣，頭部都很大且為明顯箭矢

屬於坐等型，換句話說是停棲於河邊或池塘邊環

型①，身體為均一的翠綠色，身體和

境，等待青蛙等小動物經過後加以捕食，而不

腹部交接處會有一條白色細縱線，雄

是四處遊走尋走獵物，也因此同一個體常多日出

蛇則還有一條緊鄰的紅色細縱線②。

現在同一處。是臺灣也是斗六丘陵地最常見的毒

眼睛為棕紅色，瞳孔垂直。尾巴後段

蛇。由於咬傷人的機率高，一般大型醫院常備有

為棕褐色③。眼睛和鼻孔間有感熱頰

赤尾青竹絲及龜殼花二合一抗毒血清。

窩④。背部鱗片有明顯稜脊。

③
蛇 類

小型蛇類，最大體長約 90 公分。和龜

分布：普遍分布於全島海拔 2000 公尺以下山區，
綠島及蘭嶼數量亦很多。常見於溪流河床、水塘
邊棲枝、林道路邊或山區排水溝旁的樹上，亦常
出現在一些溪流相關的人工構造物上，例如攔沙

②

壩、梳子壩、蓄水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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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介紹

蛙類
Frog

90

91

無尾目 Order Anura．蟾蜍科 Family Bufonidae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英 名：Spectacled toad
◎別 名：癩蛤蟆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喜棲息於較乾燥的陸域，尤其在鄉下

蛙 5-8 公分，眼睛周圍的黑眶及耳後

古厝的樑柱下，常可發現牠們固定的藏匿地點。

的腮腺是牠辨識上的最主要特徵。體

鳴叫起音時，先由一隻雄蟾蜍發出較慢且為嘗試

背布滿大大小小的腺性顆粒，與耳後

性的「ga-ga-ga」，待其合唱後，叫聲變大且十分

腮腺共同形成禦敵的毒腺。蝌蚪頭部

地急促，此時就無法再分辨單隻的鳴叫聲。雌雄

略呈菱形，體色深黑且散布著許多細

蛙配對後會在靜止水域的底部產卵，卵魚貫地排

紋，尾鰭的顏色則較淺，甚至透明，

列在長條狀的膠質內，兩兩並列；每次產卵約5,000

藉此可與全身黝黑的盤谷蟾蜍蝌蚪區

顆。

別。

蛙 類

屬大型蛙類，雄蛙體長 5-6 公分，雌

分布：本島海拔 500 公尺以下經常出現，屬於臺
灣低海拔地區常見的兩棲類。湖山地區則分布於
湖本、詔安寮、湖山水庫 ( 水庫淹沒線以上及下
游地區 )、湖南壩導水路出口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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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尾目 Order Anura．蟾蜍科 Family Bufonidae

盤古蟾蜍
Bufo bankorensis
◎英 名：Gentral Formosan toad
◎別 名：癩蛤蟆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可在乾燥的道路或林道中活動，有時

具有腮線，體表滿布著腺性的瘤狀突

也會在山區的路燈下捕食昆蟲。繁殖季時會選擇

起，身體的顏色變化多端，可為紅褐

溪流中的淺水平瀨區產卵，每產一次卵約花費 4

色、褐色、灰色或黑色。雄蟾蜍鳴囊

個小時；每次產卵約 9,000 個，常雙行排列於長

並不明顯，但在人為干擾或被其他異

形卵串中。

蛙 類

屬 大 型 蛙 類， 體 長 6-11 公 分。 眼 後

種蛙類誤抱時，則會發出短暫的連聲
「ㄍㄡ、ㄍㄡ、ㄍㄡ」，以試圖掙脫
開來。蝌蚪全身體色深黑，尾鰭外型
類似人手指頭，只是較為側扁。

分布：本島從平地到海拔 3,000 公尺以下都有分布。
湖山地區則分布於湖南壩導水路出入口、湖本、
弘德橋、大埔溪床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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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無尾目 Order Anura．樹蟾科 Family Hylidae

中國樹蟾
Hyla chinensis
◎英 名：Chinese treetoad
◎別 名：雨怪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繁殖季時活動於竹林、樹幹及其鄰近

雌蛙約 4 公分，從吻端到前臂上方的

的水池邊，白天則停棲在樹叢的枝枒葉片間，

黑眼罩是外型辨識上的重要特徵。體

不易發現。喜歡在下雨時集體鳴叫後產卵，並

色翠綠，鼓膜明顯，從體側到大腿內

選擇水域中的水草底下或石頭邊緣為巢，卵粒

側 為 黃 色， 並 散 布 著 黑 色 斑 點。 指

彼此分散開來，每次產卵約 60 個。

蛙 類

屬小型蛙類，體長雄蛙 2.5-3 公分，

( 趾 ) 具明顯之吸盤，善於爬樹。雄樹
蟾具單鳴囊，通常在雨後集體鳴叫，
故名「雨蛙」。合唱的時間持續 1-2

分布：本島海拔範圍 1,000 公尺以下均有分布，

分鐘，然後會休息個 2-3 分鐘或更久，

但主要在海拔 500 公尺以下出現，以臺灣北部

以此韻律重複的合唱。蝌蚪背面為黑

地區較多，南部地區則較少。湖山地區則主要

色，但體背有兩條金黃色的縱紋，極

分布於北勢坑溪、湖本、南勢坑溪中下游段、

易辨識。

湖山水庫 ( 水庫淹沒線以上及下游地區 ) 等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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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尾目 Order Anura．樹蛙科 Family Rhacophoridae

日本樹蛙
Buergeria japonica
◎英 名：Japanese Buerger's frog
◎別 名：溫泉蛙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雖為樹蛙科的一員，但極少爬樹，大

體色多變，呈現鉛灰色、褐色或藍灰

部分的時間，是在溪流及水溝附近活動。繁殖季

色。背部中央肩胛處有一對倒八字型

時，牠們會集體出現在山區路旁，通常只要有一

的短棒狀突起，為該種蛙類辨識的主

些淺水域，便可配對產卵，其卵分散在略為流動

要特徵。雄蛙鳴唱時鳴囊快速地小幅

的淺水底部，每次產卵約 500 顆。

蛙 類

屬小型蛙類，體長約只有 3.5 公分，

振動，但未見其腹部明顯的鼓脹與大
力的收縮，其鳴聲為一連續快速的抖
音「飛………」聲。若俯視日本樹蛙

98

蝌蚪的尾鰭會看到黑色的橫斑；側看

分布：本島海拔 1,500 公尺以下均有分布，但主要

蝌蚪的尾鰭，其上方有黑斑，而下方

族群在海拔 1,000 公尺以下出現。湖山地區則主

較為透明；至於腹部則為不透明的金

要分布於湖南壩導水路出入口、北勢坑溪、湖本、

色。

大埔溪床等地區。

日本樹蛙卵

99

無尾目 Order Anura．樹蛙科 Family Rhacophoridae

褐樹蛙
Buergeria robusta
◎英 名：Robust Buerger's frog
◎別 名：壯溪樹蛙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該蛙的棲地多變，繁殖季時則下降到

蛙為 7-8 公分，雌雄體型及體色差異

溪流配對產卵，每年十月份左右，可看到小蛙重

大。指 ( 趾 ) 尖吸盤很大。眼睛虹彩

返溪流旁的樹叢中活動；到了十二月份，環境乾

為黃色，但在瞳孔兩側的虹彩則各有

燥，牠們則躲入姑婆芋或山蕉葉柄基部的積水處

一塊褐色斑塊；兩眼間有一塊倒三角

休息。繁殖季時，會在石塊上鳴叫求偶，待取得

的 斑 紋， 腹 部 白 色。 其 棲 息 在 溪 流

配對權後，則直接在石頭下方產卵。卵粒黏於溪

的環境中，因此較不易察覺雄蛙的叫

流石塊底下，一顆顆獨立地分散開來，每次產卵

聲。蝌蚪呈現紅棕色，體背散布著許

約 1500 個。

多金黃色的斑點，腹部透明；尾肌粗
大，能適應急流的環境。

蛙 類

屬大型蛙類，雄蛙體長 4-5 公分，雌

分布：本島海拔 1,300 公尺以下均有分布，但主要
在海拔 1,000 公尺以下出現。湖山地區則主要分
布於湖山水庫 ( 水庫淹沒線以上及下游地區 )、北
勢坑溪、大埔溪床、南勢坑溪等地區。

出現於溪流淺灘的褐樹蛙蝌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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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尾目 Order Anura．樹蛙科 Family Rhacophoridae

艾氏樹蛙
Kurixalus eiffingeri
◎英 名：Eifﬁnger's treefrog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繁殖季時，任何積水的小容器都有可

樹蛙外型很相似，體背均有 X 型的深

能成為雄蛙占據的棲所，目前以樹洞、竹筒最

色斑紋且散布著許多小型顆粒，後腳

常被牠們利用。產卵棲所根據資料顯示是在樹

關節處也有凸起的白色小點，但艾氏

洞中，但在本島中部地區有很多類似樹洞的竹

樹蛙體色會變綠，俯視其吻端較鈍，

筒棲地，艾氏樹蛙便利用此環境來進行其生殖

體型也較大。雄蛙具有單一鳴囊，叫

的行為。配對中的艾氏樹蛙會將卵產在竹筒的

聲為單音「ㄅ一！」。蝌蚪口器位於

內壁，一顆顆地呈面狀分散開來，每次產卵約

頭部前端，以利於吸食母蛙所排出的

80 個。

未受精卵。

蛙 類

屬小型蛙類，體長 3-5 公分，與面天

公蛙護卵

分布：本島海拔 2,500 公尺以下均有分布。湖山地
區則主要分布於湖南壩導水路出口、北勢坑溪、
湖本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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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變態完成的蝌蚪

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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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尾目 Order Anura．樹蛙科 Family Rhacophoridae

面天樹蛙
Kurixalus idiootocus
◎英 名：Meintein treefrog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繁殖季時，雄蛙常聚集在溪溝或水池

蛙約 4 公分，體背呈暗褐色，體表散

旁的芒草叢中活動、鳴叫；而非繁殖季時，則會

布著許多顆粒狀的小突起，前肢腹面

躲進植株葉柄積水處休息。雌雄蛙完成配對後，

近腋下左右各有一黑斑，藉此斑點可

雌蛙便背著雄蛙，選擇鬆軟的地面挖掘成一凹

以與艾氏樹蛙區別。雄蛙具有單一鳴

巢，然後在巢中產卵；產卵後，雌蛙會利用附近

囊，鳴聲為連續的「ㄅ一、ㄅ一、ㄅ

的泥土碎屑等，將巢穴掩蓋，直到一場大雨才會

一……」。蝌蚪體背為淡褐色，尾鰭

再度將卵沖入水中發育、孵化；每次產卵約 180

呈現半透明狀。

個。

蛙 類

屬小型蛙類，雄蛙體長約 3 公分，雌

分布：本島海拔 1,200 公尺以下山區可見。湖山地
區則主要分布於湖南壩導水路出入口、南勢坑溪
中游、崙尾坑、土地公坑溪中上游段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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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尾目 Order Anura．樹蛙科 Family Rhacophoridae

布氏樹蛙
Polypedates braueri
◎英 名：Brauer's treefrog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經常棲息在溪邊的樹上或是山區積水

約 7 公分，體色呈黃褐色，背上有三

處的芒草叢上配對、產卵。產卵的地點在水池內

到四條深色縱帶，但也有少部分個體

壁上方或是枝葉上。卵泡的形狀為直徑 7 公分之

沒有縱帶，眼鼻間到鼓膜上方有一皮

團塊，剛產出時呈白色，約數十分鐘後漸轉為土

褶，皮褶下有一條黑線。另外大腿內、

黃色，每次產卵約 350 個。

蛙 類

屬 大 型 蛙 類， 雄 蛙 約 5 公 分， 雌 蛙

外兩側具有網格狀的黑色花紋，是布
氏樹蛙的重要辨識特徵。雄蛙具有單
鳴囊，其叫聲如同人用手指關節連續
敲擊桌面所發出的聲響，每次連續約

分布：本島海拔 1,100 公尺以下可見，但主要出

四、五個音節，而每發出一音節其強

現在海拔 500 公尺以下之山區。湖山地區則主要

度逐漸消減。蝌蚪尾鰭高且薄，吻部

分布湖南壩導水路進口上游段、南勢坑溪中下游

尖端具有一白色斑點，極易辨認。若

段、北勢坑溪、湖本等地。

是仔細觀察蝌蚪，可發現從鼻端經眼
眶到體側，具有金黃色的側線。

附記
原本廣泛分布於臺灣本島的白頷樹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於
2011 年已由 Muraishi 及 Matsui 等人
以分子生物的研究，以及重新標本檢
視與分析聲紋等方式，將牠更名為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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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樹蛙（Polypedates brau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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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尾目 Order Anura．樹蛙科 Family Rhacophoridae

諸羅樹蛙
Rhacophorus arvalis
◎英 名：Farmland treefrog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棲息的地點都與人類農耕有關，如荔

色，腹面白色，由吻端至四肢全緣均

枝園、芒果園、甘蔗園、鳳梨園、麻竹林、番石

鑲上白邊。雄蛙具單一鳴囊，叫聲極

榴園、香蕉園、柑桔園、檳榔園及水田等。配對

為清徹響亮。蝌蚪外型較為圓鈍，體

後產卵的地點都是在農耕地的積水處，尤其是有

背呈現褐色且散布著不規則形狀的黑

草本植物或落葉覆蓋的遮蔽下；雌雄蛙合力用後

斑，而腹部則為銀白色。

腳踩打出直徑約 7 公分的圓形白色卵泡，厚度約

蛙 類

屬中型蛙類，體長 4-6 公分。體背綠

4 公分，而受精卵則產於其中；每次產卵約 400 個。
分布：目前本島分布的地點僅侷限在雲林、嘉義、
臺南等縣市，主要分布在海拔 160 公尺以下之農
耕地。湖山地區則主要分布湖山水庫 ( 水庫淹沒
線以上及下游地區 )、湖本、湖南壩導水路出入
口、北勢坑溪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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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羅卵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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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尾目 Order Anura．樹蛙科 Family Rhacophoridae

莫氏樹蛙
Rhacophorus moltrechti
◎英 名：Moltrecht's treefrog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常出現於水池或人工蓄水池附近，尤

綠色，腹面為白色。與其他綠色樹蛙

其是池邊有水草或是姑婆芋的環境。雌雄蛙配

辨識上的最主要特徵為鼠蹊部及大腿

對後會鑽入土洞或落葉層中配對產卵，然後將

內側為鮮紅色，且散布著大大小小的

受精卵包藏在泡沫狀的白色膠狀物中。其卵粒

黑斑，其次眼球的虹彩及蹼膜亦為鮮

為乳白色，大約經過 2 個星期，卵泡酸化，剛

紅色。雄蛙具有單鳴囊，經常躲在土

孵化的小蝌蚪便會從卵泡底部流入水中，每次

洞或姑婆芋葉面上鳴叫，叫聲為連續

產卵約 350 個。

蛙 類

屬中型蛙類，體長 4-5 公分，體背墨

拉長的「嘓－，嘓、嘓、嘓」聲。蝌
蚪全身為深褐色，有點像盤谷蟾蜍的

分布：本島海拔 2,500 公尺以下之山區均有分

蝌蚪，只是莫氏樹蛙蝌蚪的尾鰭較大

布。湖山地區則主要出現於湖山壩導水路出

片，邊緣略呈波浪狀。

口、土地公坑溪中上游段、湖本、茄苳溪床等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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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尾目 Order Anura．赤蛙科 Family Ranidae

腹斑蛙
Babina adenopleura
◎英 名：Olive frog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大部分的腹斑蛙喜歡棲息在水塘、湖

顯的背側褶且褶線下方還有一條黑

泊及草澤中，但偶爾在溪流河床兩側也會發現

線；上唇具有一明顯的白線。雄蛙具

牠的蹤跡。腹斑蛙產卵的地點會選擇靜止的小

有雙鳴囊，位於下巴正下方。一般採

水域，如水田、池塘或水溝等處。卵粒成片狀

取集體鳴叫的方式，叫聲為明亮、上

地飄浮在水面上，若仔細觀察可發現，每個膠

揚的「給！給！給！」，許多的個體

膜內包著 2 到 5 個卵，每次產卵約含 20 幾個膠膜；

會躲在土洞或水塘邊鳴叫，尤其是雨

每次產卵約 80 個。

蛙 類

屬中型蛙類，體長 4-6 公分，具有明

天，鳴叫會更加地響亮。蝌蚪的體型
較大，全長可達 6 公分左右。

分布：本島海拔 1,200 公尺以下均有分布，但主
要在海拔 1,000 公尺以下之山區。湖山地區則
主要分布在湖山水庫 ( 水庫淹沒線以上及下游
地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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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尾目 Order Anura．赤蛙科 Family Ranidae

貢德氏赤蛙
Hylarana guentheri
◎英 名：Guenther's frog
◎別 名：沼蛙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白天躲在石洞或草叢裏，晚上則會入

滑，腹面為白色，具有明顯的背側褶

池，半浮半沉於水中植物間鳴叫。繁殖季時會選

( 但其厚度介於拉都希氏赤蛙與梭德

擇山區裏流速較緩且乾淨的排水溝，卵塊成片狀

氏赤蛙之間 )，褶線下方有黑色縱帶，

地漂浮在水面上，且與旁邊的植物體黏在一起。

鼓膜外圍有一圈白色紋路。雄蛙具有

卵粒呈現黑色，彼此間以透明膠質凝聚成一片，

一對外鳴囊，位於下巴兩側。叫聲厚

每次產卵約 5,000 個。

蛙 類

屬大型蛙類，體長 6-8 公分，身體光

實有力，單音「貢！」一聲，有如狗
吠，經常成群出現在水塘中鳴叫。蝌
蚪屬於靜水域的蝌蚪，尾肌不發達。

分布：本島海拔 800 公尺以下均有分布，但主要

體背呈現灰綠色，雜有細斑點，而尾

在海拔 300 公尺以下之水田、水池等處。湖山地

背則有雲斑。

區則主要分布在湖南壩導水路出入口、南勢坑溪
中游、湖本生態村等地區。

貢德氏赤蛙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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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尾目 Order Anura．叉舌蛙科 Family Dicroglossidae

福建大頭蛙
Limnonectes fujianensis
◎英 名：Fujian large-headed frog
◎別 名：大頭蛙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喜歡躲在有落葉的水域中蟄伏不動，

雌蛙 5-6 公分，雄蛙的體型較雌蛙大，

且將上半身露出水面以逸待勞地坐等食物送上門

尤其是雄蛙眼部後方肌肉更是發達。

來。配對後產卵的地點會選擇在溪澗的靜水處或

另外暗紅色的菱形瞳孔、W 型隆起的

是路旁的水溝，一旦形成配對，大約在半小時左

體背等，都是牠們外型辨識上的重要

右就會產卵，且由於雄蛙體型較大，配對後的雌

特徵。野外雄蛙的壽命最長約可活 7

蛙無法爬行太遠，因此從配對地點到產卵的位置

年。雄蛙無鳴囊，只能偶爾發出小聲

其距離通常十分接近。其卵一顆顆分散在水底或

且低沉的「古、古、古、古」聲。蝌

是黏在水中落葉上，每次產卵約 60 到 100 個。

蛙 類

屬中大型蛙類，成熟雄蛙約 5-7 公分，

蚪的頭部較為圓胖，身體的背面及尾

分布：本島海拔 1,200 公尺以下可見，但主要在海

部散布著黑色細點。

拔 500 公尺以下出現。湖山地區則主要分布在湖

附記

本、北勢坑溪等地區。

在 臺 灣 原 本 稱 為 古 氏 赤 蛙
(Limnonectes kuhlii) 的種類，於 2010
年已由 Matsui 等人發表後更名為福建
大頭蛙 (Limnonectes fujianensis)。

福建大頭蛙的卵粒

福建大頭蛙蝌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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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尾目 Order Anura．赤蛙科 Family Ranidae

拉都希氏赤蛙
Hylarana latouchii
◎英 名：Latouche 's frog
◎別 名：闊褶蛙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頗能適應人造的棲地，如人工水池、

側肥厚的皮褶，以及黃色的上頜唇緣

下過雨的馬路、鄉間的石子路等。但到了繁殖季

為其最主要的特徵。體背為紅褐色，

時牠們會選擇在水池、水田或溪流旁的淨水處配

腹側則散布著許多黑色的斑紋。雄蛙

對產卵。卵塊為長條狀，纏繞在水中植物的莖部；

具有內鳴囊，叫聲如低沉的鼻音「嗯」

一隻雌蛙每年約有兩次產卵的能力，每次產卵約

一聲。蛙蝌蚪呈褐色，尾鰭透明無斑

1,000 個。

蛙 類

屬中型蛙類，體長約 5 公分。背部兩

紋。

分布：本島海拔 2,000 公尺以下均有分布，但主要
在海拔 1,000 公尺以下之山區出現。湖山地區則
主要分布於湖山壩導水路出口、大埔溪中上游溪
床、湖本生態村、南勢坑溪中游等地區。

拉都希氏赤蛙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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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尾目 Order Anura．叉舌蛙科 Family Dicroglossidae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英 名：Indian rice frog
◎別 名：田蛙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經常出現山區或水田間，由於分布很

外表顏色多變，可為綠色、褐色，或

廣，不管任何棲地都有出現的可能。配對後的產

灰黑色。體背部具有斷斷續續縱行的

卵地點大部分在水田中，卵塊呈片狀地漂浮在水

隆起，其間雜有許多黑色花紋，而左

面上，且黏著於植物體的莖部。卵粒呈現灰色，

右眼間具有 V 字形的花紋。部分的

彼此呈片狀地分散開來，每次產卵約 2,000 個。

蛙 類

屬中小型蛙類，體長約只有 5 公分，

個體有粗細不等的背中線，牠們的外
型與虎皮蛙類似，只是虎皮蛙體型較
大，後肢蹼也較為發達。雄蛙具有雙
鳴囊，叫聲為「聒、聒、聒…」。蝌

分布：本島海拔 1,200 公尺以下均有分布。湖山地

蚪生活在水田裡或水溝中。從側面看

區則主要分布於湖山水庫 ( 水庫淹沒線以上及下

蝌蚪，其尾鰭末端外緣較黑。蝌蚪的

游地區 )、北勢坑溪、 湖本、鯉魚國小。

腹部除了口部下方略為透明外，其他
地方則為不透明的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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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尾目 Order Anura．赤蛙科 Family Ranidae

斯文豪氏赤蛙
Odorrana swinhoana
◎英 名：Swinhoe's frog
◎別 名：尖鼻赤蛙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屬於標準的溪流型蛙類，喜歡躲在石

雖然被歸類為赤蛙，然而為了適應急

縫間，或是溪流的石塊上鳴叫。雌雄配對後產卵

流中的環境及攀爬石壁，其指（趾）

於溪流岸邊植被較茂密的陰暗處或是石縫中，或

端 膨 大 為 吸 盤 狀。 體 背 為 綠 色 與 褐

是在滲水的洞穴底部產卵。卵粒呈現白色或淡乳

色交雜的斑塊，其上唇邊緣及腹面均

黃色，黏著於溪流的石塊間或落葉上，每堆通常

為白色。鼓膜透明。雄蛙具有一對雙

5 到 10 顆聚集在一起，每次產卵約 20-30 顆。

蛙 類

屬大型蛙類，吻肛長最大可達 9 公分。

鳴囊，叫聲為響亮且拉長的單音，牠
們喜歡單獨地躲在石壁或石縫中發出
「啾－！」聲。蝌蚪的腹面皮膚透明，

分布：本島海拔 2,500 公尺以下之溪流均有分布。

可以清楚地看到螺旋狀的腸道以及鮮

湖山地區則主要分布於湖山水庫 ( 水庫淹沒線以

紅色的心臟及鰓絲。

上及下游地區 )、北勢坑溪、湖本等地區。

斯文豪氏赤蛙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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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豪氏赤蛙蝌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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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尾目 Order Anura．叉舌蛙科 Family Dicroglossidae

虎皮蛙
Hoplobatrachus rugulosus
◎英 名：Chinese bullfrog
◎別 名：虎紋蛙

【辨識特徵】
體型巨大，雌蛙最大可達 14 公分。體

生態習性：常棲息在水田、水潭、果園、溝渠或

背具縱行的條狀隆起，其上有黑點；

農耕地區。其後肢趾間的蹼膜明顯，可在水中迅

鼓膜大，頭側及體側有深色不規則斑

速游動，動作相當敏捷。卵塊成團狀黏浮在水邊，

紋；身體腹面白色但雜有黑褐色斑點。

每次產卵約 10,000 個。
蛙 類

雄蛙具有一對外鳴囊，叫聲為低沉且
快速振動的「嗡……」。蝌蚪成長的
中後期全長 ( 從頭部到尾巴 ) 約有 6
公分，而頭部長約 2 公分，背部呈綠
褐色且雜有黑色小點；在蝌蚪發育中

分布：本島海拔 800 公尺以下可見，但主要在海

期已經可見背上隆起的條紋；頭部略

拔 500 公尺以下的農耕地。湖山地區則主要分布

呈三角型，眼睛較其他類蝌蚪大且凸

於湖南壩導水路出入口、鯉魚國小等地區。

出，其下方及口吻兩側具有金黃色斑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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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尾目 Order Anura．赤蛙科 Family Ranidae

梭德氏赤蛙
Rana sauteri
◎英 名：Sauter's frog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在非繁殖季時，主要躲在樹林底層活

蛙 5-6 公分，雖然不是樹蛙，但其指

動，到了繁殖季 ( 各海拔繁殖季不同 )，則明顯

( 趾 ) 尖則略為膨大成吸盤狀，以適應

地從樹林移到溪流中，採集體求偶的方式。雌雄

急流的環境，藉此特徵可以與跟牠長

配對後一般會將卵產在大石頭的水面下約 5 公分

得很像的長腳赤蛙區別。雄蛙為內鳴

處，一個好的產卵點通常也會聚集很多的卵塊。

囊，鳴叫時鳴囊雖有鼓起但不明顯，

卵粒藉著膠質聚合成球狀，每次產卵約 500 個。

蛙 類

屬中型蛙類，雄蛙體長 4-6 公分，雌

其叫聲為「梭、梭、梭」十分小聲。
其蝌蚪為了適應急流的環境，腹面介
於口及肚子中間凹陷成吸盤狀。在白

分布：本島海拔 3,300 公尺以下之山區均有分布。

天蝌蚪看起來為黑色，但晚上打燈觀

湖山地區則主要分布於湖南壩導水路出入口、幽

察時，因蝌蚪身體透著光，看起來則

情谷、大埔溪床、茄苳溪床等地區。

呈現灰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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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尾目 Order Anura．狹口蛙科 Family Microhylidae

黑蒙西氏小雨蛙
Microhyla heymonsi
◎英 名：Heymon's narrow-mouthed
frog
◎別 名：小弧姬斑蛙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棲息的環境為闊葉林底層的落葉堆或

線的中央有一黑色的括弧，體背光滑

水邊的草叢中，繁殖季時會移入水池、水溝或陸

呈現黃褐色，而身體兩側有一明顯黑

邊積水的泥地中活動。雌雄配對後將卵粒粘著於

帶，由吻端延伸到鼠蹊部。繁殖季時，

水草旁且漂浮在水面上，卵粒上方呈現褐色，下

雄蛙的喉部會變黑，具有單一鳴囊。

方為乳黃色，約一個星期可孵化成為蝌蚪，每次

叫聲為連續的「答、答、答」聲。蝌

產卵約 600 個。

蛙 類

屬小型蛙類，體長約 2.5 公分，背中

蚪身體透明，口部呈漏斗狀，覓食時
身體必須貼緊水面游動，才能濾食水
表面的浮游性生物。

分布：本島海拔 1,500 公尺以下均有分布，但主要
出現在海拔 1,000 公尺以下。湖山地區則主要分
布於湖本、北勢坑溪、湖山壩導水路入口、坪頂
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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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浮於靜水域水表的黑蒙希氏小雨蛙蝌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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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尾目 Order Anura．狹口蛙科 Family Microhylidae

小雨蛙
Microhyla fissipes
◎英 名：Ornate ricefrog
◎別 名：飾紋姬蛙

【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白天會躲在石頭或泥土縫隙中，到了

具 有 對 稱 的 深 棕 色 花 紋， 自 兩 眼 間

晚上則在草地上活動，或者是躲在落葉層中鳴

斜 行 到 大 腿 基 部， 部 分 個 體 具 有 背

叫，待其取得配對權後，才會移入水池或水田中

中線。雄蛙鳴叫聲為快速振動且音調

產卵。雌蛙會將卵黏在池中植物體的莖上，成片

上揚的「達、達、達…」聲。蝌蚪除

狀的漂浮在水面上，每次產卵約 500 個，歷時約

了眼珠和腸子之外，身軀幾乎是透明

35 小時就可孵化成小蝌蚪。

蛙 類

屬小型蛙類，體長約 2.5 公分，體背

的。

分布：本島海拔 1,300 公尺以下均有分布，但
主要在海拔 500 公尺以下之山區。湖山地區則
主要分布於湖山壩導水路出入口、南勢坑溪中
游、湖本、山頂仔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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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蛙蝌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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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尾目 Order Anura．狹口蛙科 Family Microhylidae

史丹吉氏小雨蛙
Micryletta steinegeri
◎英 名：Stejnger's narrow-mouthed
frog

【辨識特徵】
屬小型蛙類，體長約 2.5 公分，沒有
背中線，體背色調為褐色、淺黃色或
淺灰色；從側面看，自吻端經臉頰沿
著腹側有斑駁的黑色縱紋。另外部分

生態習性：繁殖季時會在水池、水溝中出現，其
出現與下雨與否有明顯的相關。雌雄配對後會在
水池，水溝或竹林的積水處配對產卵。卵粒聚集
成整片，飄浮在水面上，每次產卵約 300 粒。
蛙 類

地區個體具有乳黃色或橘色的上臂，
也是提供辨識的依據。雄蛙為單一鳴
囊，下頷於繁殖季節會變黑，叫聲為
急促振動的長鳴「吉…」，通常會在
水溝或草澤中集體鳴叫。俯視蝌蚪的
頭部幾近圓形，其色澤呈現褐色，但
不如小雨蛙般透明；側視尾鰭，越是
末端越寬扁，而尾尖則呈現絲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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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本島中部、南部與東南部可見，海拔範圍
在 800 公尺以下，但主要在海拔 250 公尺以下出
現。湖山地區則主要分布於湖南壩導水路出入
口、北勢坑溪、湖本、湖山水庫 ( 水庫淹沒線以
上及下游地區 ) 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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