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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3 107 年斗六堰魚道魚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圖 4-44 107 年斗六堰魚道蝦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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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5 107 年斗六堰魚道入口魚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圖 4-46 107 年斗六堰魚道入口蝦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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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7 107 年斗六堰下游魚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圖 4-48 107 年斗六堰下游蝦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4-39

圖 4-49 107 年全年斗六堰不同習性魚、蝦在各測站之個體數量

圖 4-50 107 年斗六堰全年不同習性魚、蝦在各測站之物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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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底棲性魚種高身小鰾鮈上游佔 11.1%、魚道入口佔 13.7%、下

游佔 20.9%；明潭吻鰕虎魚上游佔 16.8%、魚道佔 4.3%、魚道入口佔

9.5%、下游 7.3%。蝦類則有大和沼蝦出現在上游測站佔 100.0%、魚道

佔 94.6%、魚道入口 65.2%、下游 1.9% (圖 4-1、4-2、4-9、4-10、4-17、

4-48、4-25、4-26、4-33、4-34)。

第 2 季降雨量較第 1 季多，彙整生物調查結果發現在各測站中皆

有同種魚種的出現，其中游泳性魚種台灣石出現在上游測站佔

28.5%、魚道佔 11.1%、下游 2.8%；粗首馬口鱲出現上游測站佔 45.7%、

魚道入口 59.9%、下游 67.6%。底棲性魚種高身小鰾鮈上游佔 0.3%、

魚道佔 33.3%、魚道入口佔 13.4%、下游佔 4.6%；明潭吻鰕虎魚上游

佔 5.5%、魚道佔 11.1%、魚道入口佔 6.3%、下游 6.5%。蝦類則有大和

沼蝦出現在魚道測站佔 100.0%、魚道入口 25.0%、下游 27.3%；粗糙

沼蝦出現在上游測站佔 85.7%、魚道入口 30.0%、下游 18.2% (圖 4-3、

4-4、4-11、4-12、4-19、4-20、4-27、4-58、4-35、4-36)。

第 3 季降雨量較第 1、2 季大，河床大多較寬，彙整生物調查結果

發現在各測站中皆有同種魚種的出現，其中游泳性魚種台灣石出現

在上游測站佔 3.4%、魚道佔 3.3%、魚道入口 0.9%、下游 2.7%；粗首

馬口鱲出現上游測站佔 20.3%、魚道佔 18.5%、魚道入口 23.6%、下游

41.1%；何氏棘鲃出現在上游測站佔 37.3%、魚道佔 14.1%、魚道入口

25.5%、下游 19.6%。底棲性魚種明潭吻鰕虎魚上游佔 10.2%、魚道佔

7.6%、魚道入口 3.8%；高身小鰾鮈出現在上游測站佔 5.1%、魚道佔

18.5%、魚道入口 10.4%、下游 18.8%。蝦類則有粗糙沼蝦出現在上游

測站佔 37.1%、魚道佔 15.4%、魚道入口 70.8%、下游 33.3% (圖 4-5、

4-6、4-13、4-14、4-21、4-22、4-29、4-30、4-37、4-38)。

第 4 季降雨量較第 3 季小，彙整生物調查結果發現在各測站中皆

有同種魚種的出現，其中游泳性魚種台灣石出現在上游佔 44.0%、魚

道 11.9%、魚道入口 1.2%、下游 0.9%；粗首馬口鱲出現上游測站佔

8.0%、魚道 16.8%、魚道入口 18.1%、下游 58.5%。底棲性明潭吻鰕虎

魚上游佔 3.2%、魚道 4.0%、魚道入口佔 19.3%、下游 9.4%；埔里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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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岩鰍上游佔 9.6%、魚道入口佔 2.4%。蝦類則有大和沼蝦出現在上游

測站佔 33.3%、魚道 47.0%、魚道入口 25.6%。部分生物可同時在上下

游出現等，故可推論魚道環境由不同棲性的魚類利用，惟可能因周遭

棲地環境變化等因素，部分魚種因而並未在各測站同時出現(圖 4-7、

4-8、4-15、4-16、4-23、4-24、4-31、4-31、4-39、4-40)。

若以全年度所捕獲的資料做比較，則更可清楚發現在各測站中皆

有同種魚種的出現，其中游泳性魚種台灣石出現在上游測站佔

26.7%、魚道佔 10.7%、魚道入口 0.9%、下游 4.6%；粗首馬口鱲出現

上游測站佔 35.3%、魚道佔 21.7%、魚道入口 40.6%、下游 52.8%；鯽

魚上游測站佔 1.0%、魚道佔 8.8%、魚道入口 6.3%、下游 1.6%；外來

種何氏棘鲃出現上游測站佔 17.3%、魚道佔 7.4%、魚道入口 8.2%、下

游 11.5%。底棲性魚種短臀擬鱨上游佔 0.7%、魚道佔 2.6%、魚道入口

0.5%；底棲性明潭吻鰕虎魚上游佔 8.9%、魚道佔 5.5%、魚道入口佔

8.9%、下游 5.7%；高身小鰾鮈出現在上游測站佔 4.3%、魚道佔 7.4%、

魚道入口 10.6%、下游 11.7%；陳氏鰍鮀上游測站佔 0.4%、魚道佔

13.6%、魚道入口 0.9%、下游 4.4%；埔里中華爬岩鰍出現在上游測站

佔 1.9%、魚道佔 5.9%、魚道入口 6.1%、下游 1.6%。蝦蟹類則有大和

沼蝦出現在上游測站佔 4.4%、魚道佔 70.1%、魚道入口 33.9%、下游

4.9%；粗糙沼蝦出現在上游測站佔 43.5%、魚道佔 13.4%、魚道入口

38.5%、下游 25.9% (圖 4-41～4-50)。這些生物都可同時在上下游出現

等，故可推論魚道環境可由不同棲性的魚蝦類利用以及上溯。

4.2 與歷年調查成果比較分析

一、斗六堰上游測站

第 1 季(1～3 月)：歷年第 1 季資料比較發現，99～103 年間魚類數

量不斷上升，在 103 年為歷年來魚類族群量最豐富，104～106 年則逐

年些微下降。魚種數則是 104 年為捕獲種類最多，105 年第 1 季的魚類

種數較 104 減少 2 種，較 103、102、101 年增加 1 種，106 年魚種數則

又較 105 年增加 1 種，107 年上游的數量則是持平，與 106 年第 1 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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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相近，107 年上游物種數則是減少 3 種。整體來說物種數量呈現消

長趨勢，其變動幅度不大。蝦類多棲息於底質為礫石或草澤之水域環

境，所以在蝦類方面則因斗六堰上游測站範圍內棲地環境的改變(受斗

六堰蓄水影響，底質由礫石之流水域逐漸轉變成為底質為泥砂之靜水

域)，造成 96 年度調查到之蝦類數量不多。97 年度則將斗六堰上游測

站往上游移動約 100 公尺，避開淹沒區至底質為礫石的流水區，再次

發現蝦類的蹤跡，惟數量較 96 年度少。98 年度調查開始僅於上游測站

發現一隻蝦類蹤跡，其原因為環境改變，蝦類族群仍在恢復，故族群

量尚未有明顯增加之趨勢。於 99 年度第 1 季開始蝦類族群量則有較大

成長，100 年度蝦類蝦類數量再度下滑，101 年度數量則是大幅增加，

102 年度蝦類數量則有消長之趨勢，103 年度未發現有任何蝦類族群，

104 年度僅發現少數族群量，105 年度蝦類數量為歷年最高，106、107

年上游測站則與 104 年像似，僅發現少數族群量，就整體而言上游測

站的蝦類族群並不多(圖 4-51)。

第 2 季(4～6 月)：歷年第 2 季資料比較發現，96 及 97 年第 1 季皆

利用臨時導水路將右岸之溪水導向左岸，水量較 95 年增加許多，因此

96 年魚類種類及數量皆有增加。97 年因魚道改修工程完工，生態廊道

順暢，因此魚類的種類與數量持續增加。99 年斗六堰魚道 5、6 月間進

行年度歲修，魚道內無通水，魚類無法利用魚道進行上溯，影響到上

游的魚類族群數目。100 年度整體環境變動不大，魚群數量有明顯回

升，較 99 年增加了 1.3 倍，101 年因 4、5 月遭遇較大的水量，因此數

量略減，102 年降雨量大，使得魚類族群數量較 101 年數量及種類皆有

大幅增加的趨勢。103 年度水量充沛，棲地穩地，環境變動因子不大，

魚類在數量及種數上為歷年最高，104～106 年在數量上則逐年下降，

種類則是類似，107 年則是數量有所上升，與 104 年相近，種數則是減

少 2 種。蝦類部分自 98 年起，逐年增加，101 年度數量較 100 年增加

22%，且為歷年最高。102 年第 2 季因大水將上游河的植物沖毀，造成

蝦類無處躲藏，使得蝦類族群較 101、102 年度同季少，整體蝦類族群

量呈現消長趨勢。103 年度第 2 季蝦類族群量有下降趨勢，可能因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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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1 斗六堰歷年第 1 季生物趨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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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沛，對蝦類的棲地擾動較大，造成族群量有下降趨勢。104 年度因降

雨量減少，許多河段都出現伏流，上游河段魚、蝦類族群數量都較去

年度有大幅減少趨勢。105 年度魚種數量較 104 年增加 1 種，但整體數

量延續 103 年以來的趨勢呈現下滑。105 年蝦類數量較 104 年多，但種

類數一樣只記錄到 2 種。106 年度蝦類數量下降，與 104 年相似。107

年則蝦類數量與種數都較 106 年為增加。蝦類由於上游有段時間成為

靜水域，僅發現少數族群量，就整體而言上游測站的蝦類族群並不多(圖

4-52)。

第 3 季(7～9 月)：歷年第 3 季資料比較發現，103 年第 3 季的魚類

種類與 102 年度種數相似，惟數量則較 101 及 100 年有下降趨勢。104

年度與 95～103 年度第 3 季資料比較發現，本季上游魚類數量較去年

下降約一半以上，可能是因為 104 年的枯水期時間較長，水量分配不

均造成環境棲地受到擾動，影響魚類族群量。105 年度的魚類數量與種

數則是稍微回升，在數量上仍不像 100 年第 3 季那樣多，而物種數則

是近幾年來都差別不大。106 年第 3 季由於 8 月份上游測站受之前大雨

影響，流心改變，水量極少，調查時沒有魚蝦類的記錄，導致 106 年

的物種數以及數量都較 105 年為下降，107 年在物種數以及數量上都有

所上升。歷年第 3 季的資料顯示何氏棘鲃於 102 年開始出現在斗六堰

上游，之後陸續在上游發現魚類族群，其族群數量有逐年增加趨勢，

107 年本季記錄有 22 尾，已成為本測站本季次的優勢魚種。由於蝦類

多棲息於底質為礫石或草澤之水域環境，所以在蝦類方面則因測站範

圍內棲地環境的改變(受斗六堰蓄水影響，底質由礫石之流水域逐漸轉

變成為底質為泥砂之靜水域)，造成 96 年度調查到之蝦類數量不多。97

年度則將測站往上游移動約 100 公尺，避開淹沒區至底質為礫石的流

水區，再次發現蝦類的蹤跡。99 年蝦類有較大的成長，100 年蝦類蝦

類數量下降許多，101 年較 100 年增加，惟仍未達 99 年的數量，102

年度在蝦類族群量則有減少趨勢。103 年蝦類族群量即組成與 102 年相

似，104 年度蝦類族群量較 103 年有小幅增加，但整體而言上游測站的

蝦類族群並不多，而 105 年度所記錄的種類及數量則又較 104 年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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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2 斗六堰歷年第 2 季生物趨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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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的數量才又稍微上升，而物種數則維持不變，107 年在物種數

以及數量上都有所上升(圖 4-53)。

第 4 季(10～12 月)：歷年第 4 季魚類資料比較發現，整體物種組

成相似，96 年數量最低，之後逐年攀升，100、101 年為魚類數量的高

峰，之後則逐年下降，但在物種數方面則是 103、105 年為高峰。106

年的種類較 105 年為降低，但數量有所上升，107 年數量持平，種類數

上升跟 105 年一樣多種。蝦類的分布範圍主要以下游為主，上游測站

數量以 104 年度最多，96～98 年度所捕獲物種及數量皆較少，99、101

年度在物種及數量上都有恢復之趨勢。蝦類族群數 95 年調查以來，族

群量一直不多，惟 104 年在數量及種數達歷年最高達歷年，其中 10、

11、12 月份以 10 月份的捕獲量最高，主要是因為 10 月份左岸上游缺

水，改至右岸上游進行生態調查，故其族群量突然增加之原因。105 年

度所調查到的數量則是較為接近 99、101 年，而 106 年的種類與 105

年一樣，數量較 105 年為降低，107 年數量持平，種類數上升跟 104 年

一樣多種(圖 4-54)。

歷年 1～12 月：將歷年 95～106 年 1～12 月資料比較結果發現，

魚類在 95 年時，在數量及種數皆為歷年來最少的一年，自 96 年開始

數量開始增加，至 98 年達到一個高點，99 年度因魚道歲修造成魚類無

法上溯，影響魚類數量，次年 100 年開始魚類族群數量逐漸恢復，103

年為歷年來數量之高峰，104～106 年度有下降的的趨勢，107 年則稍

微回升，種類數也有所增加。蝦類經歷年資料顯示，大多群居於下游

地區，上游調查到的數量不多，自 95 年開始於上游調查到的數量就不

多，其數量呈現消長，101 年度因大水因素，造成棲地改變，促使蝦類

被迫移動或躲藏至沿岸，增加電捕的機會，故該年度之底棲生物數量

達歷年最高，之後至 103 年捕獲數量逐漸變少，104 及 105 年又逐漸增

加，而 106 年的種類與數量都較 105 年為降低，107 年種類與數量皆稍

有回升(圖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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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3 斗六堰歷年第 3 季生物趨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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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4 斗六堰歷年第 4 季生物趨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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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5 斗六堰歷年全年生物趨勢變化



4-50

二、斗六堰魚道測站

第 1 季(1～3 月)：歷年第 1 季資料比較發現，95 年度第 1 季期間

魚道內部並未通水，96 年度僅有第 1 季之 3 月份通水，97 年度則因進

行魚道改修工程，所以魚道通水情況依然相當不穩定。98 年度魚道改

修完成，調查到的數量同時為歷年最多。100 年度魚類數量也較 99 年

度成長 1.4 倍。從魚道改修完成後，魚道內也開始發現蝦類，雖然數量

不多，惟持續增加，103 年為歷年來魚類族群量最豐富，與 102 年相較

成長 240.18%。104 年度因受水量影響，造成生物族群量有明顯下降趨

勢，較 103 年族群量下降超過一半以上。105 年不論是物種種數或是數

量都較 103、104 年有下降趨勢。106 年數量又較 105 年為少，但魚種

數則較 105 年增加 2 種，107 年魚類數量有所上升，與 105 年相似，魚

種數則是持平與 106 年一樣。蝦類調查於 102 年度第 1 季，調查期間

都在魚道中發現大量的蝦類，且為歷年最豐富，103 年、104 年明顯受

季節及天氣的影響造成生物數量變少，105 年度蝦類族群有小幅回升的

趨勢，106 年數量則更加大幅回升，為歷年數量第二豐富的一年，而

107 年蝦類數量則又下降，與 105 年相似，但 105、106、107 年物種種

數皆為歷年最高(圖 4-51)。

第 2 季(4～6 月)：歷年第 2 季資料比較發現，96 及 97 年第 1 季皆

利用臨時導水路將右岸之溪水導向左岸，水量較 95 年增加許多，因此

96 年魚類種類及數量皆有增加。97 年因魚道改修工程完工，生態廊道

順暢，因此魚類的種類與數量持續增加。99 年斗六堰魚道 5、6 月間進

行年度歲修，魚道內無通水，魚類無法利用魚道進行上溯，影響到上

游的魚類族群數目。100 年度整體環境變動不大，魚群數量有明顯回

升，較 99 年增加了 1.3 倍，101 年因 4、5 月遭遇較大的水量，因此數

量略減，102 年降雨量大，使得魚類族群數量較 101 年數量及種類皆有

大幅增加的趨勢。104 年水量充沛，棲地穩地，環境變動因子不大，故

104 年度第 2 季魚類在數量及種數上為歷年最高，105 年度則在種類及

數量上皆與前幾年相似，106 年雖然魚種數增加 2 種，但數量上則較

105 年為少，107 年第 2 季由於 5 月斗六堰引水道排砂，魚道無水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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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因此魚類的種類與數量都較 106 年為減少。蝦類部分自 98 年起，

逐年增加，101 年度數量較 100 年增加 22%，且為歷年最高。102 年第

2 季因大水將上游河段的植物沖毀，造成蝦類無處躲藏，使得蝦類族群

較 101、102 年度同季少，整體蝦類族群量呈現消長趨勢。103 度第 2

季蝦類族群量有較 102 年數量有上降趨勢，104 年為魚蝦類歷年來捕獲

數量最高峰，其中魚類捕獲數量較去年多出 4 倍，主要是因為 6 月份

捕獲大量的粗首馬口鱲，推估可能是調查當日上游正進行水量調撥，

使得較多的魚類聚集在中段河道。而 105 年的蝦類數量則較 104 年為

少，種數也比 104 年減少 3 種，106 年則是不管在種類以及數量上都較

105 年為多，107 年的蝦類種數與數量則又下降，與 98、99 年相似(圖

4-52)。

第 3 季(7～9 月)：歷年第 3 季資料比較發現，97 與 98 年度魚道所

捕獲魚類數量較豐富，於 99 年度開始至 101 年則呈現下降趨勢，102

年度魚類族群量逐漸有恢復趨勢，103 年度魚類族群量及物種數達歷年

高峰，104 年魚種數跟數量都較 103 年為低，105 年度第 3 季整體的調

查數量與魚種數又較 104 年為低，106 年則在物種數以及數量上都有所

提升，107 年在種類與數量上更加提升，尤其是所記錄到的種類數為歷

年最多。歷年第 3 季的資料顯示何氏棘鲃於 103 年開始出現在斗六堰

魚道，之後 104 年在魚道也有發現魚類族群，惟 105 年度第 3 季並未

有何氏棘鲃的記錄，106 年則是記錄有 10 尾，107 年記錄有 13 尾，為

本測站本季次數量第二多的游泳性魚類。從魚道改修完成後，魚道內

也開始發現蝦類，自 98 年度開始魚道蝦類數量有增加趨勢，但於 99

年及 100 年因環境因子造成族群量下降。101 因棲地穩定，蝦類族群量

有提升，於 103 年大幅提高達歷年來高峰，104 年度 9 月因蘇迪勒颱風

造成河道流心靠右，再加上斗六堰水門進行維修，故自左岸導水路開

始就缺水，造成 9 月無法進行魚道內部生態監測，故 104 年魚蝦類數

量較 103 年度相較下有小幅下降趨勢，105 年則同樣由於 7 月尼伯特強

颱造成的河道改變，使得魚道無水，魚蝦類數量仍低，但整體而言物

種組成差異不大。106 年第 3 季蝦類數量持平，種類較 104、105 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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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107 年第 3 季由於魚道通水正常，因此蝦類數量雖然沒有上升，但

種類較 106 年增加，為歷年最多，也有記錄到洄游性蟹類合浦絨螯蟹(圖

4-53)。

第 4 季(10～12 月)：歷年第 4 季資料比較發現，歷年以 103 年度

的數量及種數最為豐富，100 年度次之。自 96 年開始到 103 年之間，

於魚道所發現之魚類族群量及種數皆有上升之趨勢。104 年度魚類數量

有較 103 年度下降趨勢，主要原因是因為 10 月份因魚道缺水故未進行

生態調查，導致數據資料較不完整，而 105 年度第 4 季由於 10 月以及

11 月魚道受 9 月底梅姬颱風的影響，魚道無水，僅 12 月有記錄，故調

查到的種類與數量比起 103 及 104 年大幅降低，106 年則是在種類與數

量上皆有稍微提升，107 年更加回升。蝦類族群量 101 年數量為歷年最

高，103 與 104 年則是種類為歷年最高，在數量上 104 年較與 103 年度

數量有小幅下降，但種數相同，105 年則由於魚道無水，僅 12 月有記

錄，調查到的種類與數量比起 103 及 104 年大幅降低，106 年則是在種

類與數量上皆有提升，107 年數量稍微下降，種類數則上升為歷年最多

種，有記錄到洄游性蟹類合浦絨螯蟹(圖 4-54)。

歷年 1～12 月：將歷年 95～106 年 1～12 月資料比較結果發現，

95 年因魚道整修，發現該年之魚道生物數量較少，100 年因魚道通水

正常其生物族群量也逐漸恢復，惟 101～102 年度受天氣影響，降雨量

大幅增加，影響魚類利用魚道不易，故數量較 100 年少，自 103 年度

開始數量有大幅增加趨勢，捕獲數量以及種類數達歷年最高，因 6 月

份調查時於魚道捕獲大量的粗首馬口鱲，可能是因為上游進行水量調

撥，造成較多魚類棲息於中段河道。104 年數量及種類較 103 年稍微降

低，105～106 年則又較 104 年為低，但魚種數則僅稍有變動，107 數

量僅較 106 年上升一些，但種類數則增加為歷年最多種。蝦類自 95 年

度開始，蝦類族群較少出現在魚道，近年來族群數量呈現消長趨勢，

自 101 年度開始至 106 年度蝦類族群數量皆有增加趨勢，107 年數量稍

減，但種類數上升，大部分的蝦子都會躲在魚道前端與消波塊的交接

處(圖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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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斗六堰下游測站

第 1 季(1～3 月)：歷年第 1 季資料比較發現，由於 95、96 年度測

站棲地環境變動不大，所以在魚蝦類組成(種類及數量)方面相似，97

年度則因流量減少，使魚類可利用之棲地減少魚類較為集中，因此有

較多的捕獲量。98～99 年度因棲地環境變動較大，造成族群數量較 97

年大幅減少約 1 倍。100 年度則發現有較多的魚群數量，且是歷年來之

最。101 年度數量較 100 年度減少約一半，此情形發生應與天氣及季節

性的影響有較大的關係。102 年度之魚類則群量較 101 年度增加約 1 倍

以上，推估原因可能環境較穩定，故魚類族群量大幅增加。103 年之魚

類族群量與去年相似。104 年度因降雨量變少，河道變窄，使得魚類聚

集在水門下方的深潭，造成魚類族群量大幅增加趨勢。105 因下游施

工，調整河道、下游水門放水，造成 3 月份時無法進行生態調查，故

魚類族群數量有小幅下降，物種種數則是與 104 年度相同。106 年因下

游水門時常放水，樣站改至魚道下游約 150 公尺處之主河道進行調查，

數量上較 105 年為降低，但魚種數則是持平，107 年下游數量較 106 年

為上升，但魚種數則是持平。蝦類的分布範圍主要以下游為主，且第 1

季屬於洄游性蝦類的洄游期，因此於測站範圍內可以發現上百隻的蝦

類，其中以洄游性之台灣沼蝦及大和沼蝦為主。98 年度蝦類數量大幅

減少，最近幾年逐漸恢復，100 年度發現的蝦類數量達到 199 隻個體，

為 99 年度同時期之 2.6 倍，顯示蝦類族群數量已有回復現象。102 年

度蝦類族群量有小幅增加，但於 103 年、104 年蝦類族群量有減少趨勢，

推估原因為斗六堰魚道的水量不足以與下游河道連接，易造成下游水

量較少，影響棲地環境，易造成蝦類族群量不穩定，105 年蝦類數量有

小幅增加，且物種數較 104 增加 1 種。106、107 年蝦類數量則稍為減

少，但仍比 104 年為多，蝦類物種數則是與 105、106、107 年都相同(圖

4-51)。

第 2 季(4～6 月)：歷年第 2 季資料比較發現，95、96 年測站棲地

環境變動不大，因此魚蝦組成類似。97 年因流量較前兩年減少許多，

魚類可利用之棲地減少，使得魚類集中，魚類數量增加許多。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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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因為流量較大，魚類資源較為分散，因此要比 97 年要來得少，100

年度則發現有較多的魚類數量，且是歷年最高。101 年及 102 年連續兩

年下游的魚類數量及種數都相似，皆同樣受限於大水影響，數量較 100

年度大幅減少，103、104 年度數量開始有恢復趨勢。105 年 4、5 月因

下游施工，調整河道、下游水門放水，無法進行生態調查，故魚類族

群物種及數量皆下降，106 年在魚種數上較 105 年多了 2 種，數量也較

為增加，107 年則數量較 106 年略為減少一些，但魚種數則增加 1 種。

蝦類數量在 100 年則有大幅的成長，較 99 年增加了 10.53 倍，是過去

幾年來的最高數量，101～107 年則是都只有不到 50 尾的記錄(圖 4-52)。

第 3 季(7～9 月)：歷年第 3 季資料比較發現，由於 95、96 年測站

棲地環境變動不大，所以在魚蝦類組成(種類及數量)方面相似，97 年

度則因流量減少，使魚類可利用之棲地減少魚類較為集中，因此有較

多的捕獲量，之後則逐年減少，101 年在此測站捕獲到的物種為歷年最

多，數量上亦較前幾年增加，惟仍低於 96 年與 97 年，102 年度在族群

數量較 101 年度增加，在族群種數則有大幅下降之趨勢，103 年在族群

量及種數量皆有下滑趨勢，104 年相較 103 年第 3 季魚類族群量有大幅

提升趨勢，105 的魚種跟數量都較 104 更高，在數量上已經僅次於 97

年，為歷年第二高，種類則是與 97 年一樣多，為歷年第三高，僅次於

101 年級 100 年度，106 年種類數與 105 年持平，但數量上則稍微下降，

107 年則種類與數量上都較 106 年些微下降。歷年第 3 季的資料顯示何

氏棘鲃自 97 年開始出現在斗六堰下游，之後陸續接在下游發現魚類族

群，且魚類族群數量有逐年增加趨勢，106 年第 3 季共捕獲 26 尾個體，

107 年第 3 季共捕獲 22 尾個體，為本測站本季次數量第二多的游泳性

魚類。蝦類的分布範圍主要以下游為主，前期數量以 95 年度較多，96

年至 100 年所捕獲數量皆較少，惟物種組成上較多，101 年度在此測站

僅捕獲 1 種蝦類，數量則逼近 95 年度所記錄，惟所捕獲的個體多但不

大，102 年所記錄到的蝦類族群種數較 101 年多，但數量則有大幅減少

之趨勢，103 年因環境擾動因子較少且棲地穩定，下游蝦類族群量於

103 年達歷年最高峰，104 年蝦類族群則大幅下降許多，105 年所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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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較 104 為低，但蝦種數則增加 2 種，106、107 年數量仍低，而所

記錄到的種類數較 105 年減少 1 種(圖 4-53)。

第 4 季(10～12 月)：歷年第 4 季資料比較發現，由於 96～107 年

度測站棲地環境變動不大，所以魚蝦類組成(種類及數量)方面相似。95

年度則因魚道整修，使魚類無法上溯，魚類較為集中在下游，因此有

較多的捕獲量，數量為歷年最高，105 年由於棲地受梅姬颱風影響，左

岸水量極小魚道無水，在數量上較 104 年下降，種類則稍微增多，106

年則是數量稍微增加，但種類略有減少，107 年數量略微下降，種類數

則稍有上升。蝦類的分布範圍主要以下游為主，其數量以 95 年度最多，

96～98 年度所捕獲物種及數量皆較少，99～101 年度在物種及數量上

都有恢復之趨勢，惟 102 年～103 年族群量有小幅下降，104 年度數量

有大幅提升，105 年由於棲地受梅姬颱風影響，左岸水量極小魚道無

水，在數量上較 104 年大幅下降，種類上則是持平，106 年則數量與種

類較 105 年減少許多，107 年蝦類紀錄仍少，只比 106 年稍有回升(圖

4-54)。

歷年 1～12 月：將歷年 95～107 年 1～12 月資料比較結果發現，

自 95 年開始魚類數量呈現消長趨勢，其中歷年捕獲數量以 97 年度最

高，惟 98～103 因氣候影響，降雨量大，造成數量有減少之趨勢，104

年度因環境因子擾動不大，族群量有恢復趨勢，104 年度因降雨量少，

但下游環境特殊，水門下有一潭魚體可躲避，且下游主要水源來自水

門放水，104 年度的少量降雨對下游魚類數量組成影響較不大，且都較

103 年度有大幅增加趨勢，105 年由於 3 月開始下游水門持續大量放水

排砂，因此點改至魚道下游約 100 公尺處，所調查到的數量較 104 年

少，但種類則較 104 年為多，106 年魚種數又略微增加，但數量則稍減，

107 年種類與數量都較 106 年稍微減少。蝦類自 95～97 年數量及種數

皆豐富，但自 98 年度族群量開始呈現下滑趨勢，100 年度族群數量才

逐漸恢復，102 年因氣候影響，造成數量有減少之趨勢，103、104 年

度族群量仍少。105 年則因 3 月～5 月之間下游施工，調整河道、下游

水門放水，無法進行生態調查，後則改至魚道下游約 100 公尺處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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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蝦類族群物數量略有下降，106 年在數量上則又更少，107 年稍有回

升，但種類數則 102～107 年皆持平(圖 4-55)。

根據長期的研究資料統計結果發現，斗六堰周邊河段的高身小鰾

鮈的成魚洄游高峰期在 2 至 6 月；明潭吻鰕虎的成魚洄游高峰期在 3

至 6 月；台灣石在 11 至隔年 4 月時也是成魚上溯產卵的時期；粗首

鱲在 11 至隔年 6 月是成魚上溯繁殖的時期；埔里中華爬岩鰍在 9 至 11

月為幼魚上溯尋找棲地的高峰期。斗六堰周邊河段的優勢魚種都是淡

水域洄游魚種，顯示維持斗六堰魚道之暢通對於當地河川生態相當重

要，且每年中從 9 月至隔年 6 月都有魚類洄游高峰期的分佈，因此建

議在這段期間應盡量避免人為的擾動並維持魚道良好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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