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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生態資料收集
本案經整理鄰近調查區域之相關參考文獻，可初步得知相關生物資源概況(表一)。
表一、文獻回顧表-萬代橋二仁溪
文獻名稱

二仁溪河川
情勢調查報
告

二仁溪下游
河段生態調
查與整治生
態效益評估

植物相關敘述

動物相關敘述
水域生物相關敘述
物種組成：
哺乳類：共記錄有 4 目 6
科 9 種 464 隻次
鳥類：12 目 35 科 72 種
6684 隻次
爬蟲類：2 目 7 科 20 種 286
隻次
兩棲類：1 目 5 科 11 種
物種組成：
1,184 隻次
共計記錄維管束植物 71 科 189
‐
昆蟲(蝶及蜻蜓類)：2 目
屬 222 種，無記錄稀有植物
12 科 78 種 2,272 隻次
保育類：
Ⅱ：魚鷹、鳳頭蒼鷹、大
冠鷲、紅隼、環頸雉、台
灣畫眉
Ⅲ：紅尾伯勞、燕鴴、雨
傘節、中國眼鏡蛇、龜殼
花
物種組成：
物種組成：
物種組成：
共計記錄魚類及加
共計記錄維管束植物 14 科 21 鳥類調查記錄有 6 種 56
蟹螺貝類 15 種 354
種，無記錄稀有植物
隻次
隻次
無發現稀特有種

臺南世界貿
易展覽會議
中心興建計 物種組成：
畫委託辦理 共計記錄維管束植物 42 科 97
綜合規劃、環 屬 117 種，無記錄稀有植物
境影響評估
報告書

大台南會展
中心基地與
周邊生態調
查成果報告

‐

物種組成：
鳥類：共記錄 12 目 31 科
58 種。
物種組成：
哺乳類：共記錄 3 目 3 科
共計記錄維管束植物 47 科 109
3 種。
屬 129 種，無記錄稀有植物
兩棲類：共記錄 1 目 5 科
7種
爬蟲類：共記錄 2 目 4 科
1

‐

‐

文獻名稱

植物相關敘述

動物相關敘述
5種
蝶類：共記錄 1 目 4 科 24
種
保育類：
Ⅰ：黃鸝
Ⅱ：紅隼、環頸雉、水雉、
彩鷸、大冠鷲、黑翅鳶及
鳳頭蒼鷹
Ⅲ：紅尾伯勞

註：Ⅰ: 瀕臨絕種保育類野生動物Ⅱ: 珍貴稀有保育類野生動物；Ⅲ: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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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生物相關敘述

貳、生態調查方法
一、陸域植物
於選定調查範圍內沿可及路徑進行維管束植物種類調查，包含原生、歸
化及栽植之種類，依據土地利用現況及植物社會組成分布，區分為 0~5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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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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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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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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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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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次生林地：包括未經破壞之樹林，以及曾遭人為干擾後漸漸
恢復之植被，即植物景觀、植物社會之組成與結構均頗穩定，如不受干擾其
組成及結構在未來改變不大。
植物名稱及名錄製作主要參考「Flora of Taiwan」(Huang et al.,
1993-2003)。將發現之植物種類一一列出，依據科屬種之學名字母順序排序，
附上中名，並註明生態資源特性(徐國士，1987，1980；許建昌，1971，1975；
劉棠瑞，1960；劉瓊蓮，1993)。稀有植物之認定則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中
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9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46151 號)中所認定珍貴稀有植
物、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初評名錄(
王震哲等，2012)以及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
範」(2002/3/28 環署綜字第 0910020491 號公告)所附「臺灣地區稀特有植物
名錄」。
二、陸域動物
(一). 哺乳類
1、痕跡調查法：A.調查路徑：沿調查範圍內可及路徑行進，調查人員
手持 GPS 定位所經航跡。B.記錄方法：尋覓哺乳類之活動痕跡，包括足跡、
排遺、食痕、掘痕、窩穴、殘骸等跡象，據此判斷種類並估計其相對數量。
於夜間則以強力探照燈搜尋夜行性動物之蹤跡，並輔以鳴叫聲進行記錄。
C.調查時段：日間時段約上午 7~9 點，夜間時段約 7~9 點。
2、陷阱調查法：於每季(次)調查各使用 10 個台灣製松鼠籠陷阱、20 個
薛曼氏鼠籠(Sherman’s trap)進行連續三個捕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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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蝙蝠調查法：針對空中活動的蝙蝠類，調查人員於傍晚約 pm5:00
開始至入夜，觀察調查範圍內是否有蝙蝠飛行活動，若發現飛翔的蝙蝠，則
藉由體型大小、飛行方式，再配合蝙蝠偵測器(Anabat SD1 system)偵測到頻
率範圍辨識種類及判斷數量。
4、訪查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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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名錄製作及物種屬性判別：所記錄之哺乳類依據 A.臺灣生物多樣性
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7)，B.鄭錫奇等所著「臺灣蝙蝠圖鑑」(2015)，C.
祁偉廉所著「臺灣哺乳動物」(2008)以及 D.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
106 年 3 月 29 日農林務字第 1061700219 號公告之「保育類野生動物名錄」，
進行名錄製作以及判別其稀有程度、特有種及保育等級等。
(二).

鳥類
1、調查方法：採用圓圈法，由觀察者選定觀察定點後，以單筒或雙筒
望遠鏡來掃視計數某一固定區域中的鳥種和數量。調查人員手持 GPS 標定
定點座標。每次調查均進行三次重複。
2、調查時段：陸鳥於白天時段於日出後三小時內完成，夜間時段則於
7~9 點完成。
3、記錄方法：主要以目視並使用 10×25 雙筒望遠鏡輔助觀察，並輔以
鳥類之鳴唱聲進行種類辨識，記錄所發現之鳥種及數量。有關數量之計算需
注意該鳥類活動位置與行進方向，以避免對同一隻個體重複記錄。以鳴聲判
斷資料時，若所有的鳴叫均來自相同方向且持續鳴叫，則記為同一隻鳥。夜
間觀察時以大型探照燈輔以鳥類鳴聲進行觀察記錄。
4、輔助訪查：對當地居民或工人等進行訪查，了解是否有中大型鳥類
活動，以作為參考資料。
5、名錄製作及物種屬性判別：所記錄之鳥種依據 A.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鳥類紀錄委員會審定之「2017 年台灣鳥類名錄」(2017)、B.行政院農業委員
會於中華民國 106 年 3 月 29 日農林務字第 1061700219 號公告之「保育類野
生動物名錄」，進行名錄製作以及判別其稀有程度、居留性質、特有種、水
鳥別及保育等級等。鳥類生態同功群主要係採用林明志(1994)之定義，並參
考尤少彬(2005)、池文傑(2000)、戴漢章(2009)研究。

(三).

兩棲類及爬蟲類
1、調查方法：採隨機漫步(Randomized Walk Design)之目視遇測法(Visual
Encounter Method)，並以徒手翻覆蓋物為輔，每次調查均進行三次重複。
2、調查時段：日間時段約上午 8~10 點，夜間時段約 7~9 點。
3、調查路徑及行進速率：沿調查範圍內可及路徑行進，行進速率約為
時速 1.5~2.5 公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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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記錄方法：A.日間調查：許多爬蟲類都有日間至樹林邊緣或路旁較
空曠處曬太陽，藉此調節體溫之習性，因此採目視遇測法為主，徒手翻掩蓋
物為輔；兩棲類除上述方法，另著重於永久性或暫時性水域，直接檢視水中
是否有蛙卵、蝌蚪，並翻找底質較濕之覆蓋物，看有無已變態之個體藏匿其
下，倘若遇馬路上有壓死之兩爬類動物，亦將之撿拾、鑑定種類及記錄，並
視情形以 70%酒精或 10%甲醛製成存證標本。B.夜間調查：同樣採目視遇測
法為主，徒手翻掩蓋物為輔，以手電筒照射之方式記錄所見之兩爬類動物。
若聽聞叫聲(如蛙類及部分守宮科蜥蜴)亦記錄之。
5、名錄製作及物種屬性判別：所記錄之種類依據 A.台灣生物多樣性入
口網 http://taibif.tw/ (2017)，B.呂光洋等所著「台灣兩棲爬行動物圖鑑(第二
版)」(2002)，C.楊懿如所著「賞蛙圖鑑-台灣蛙類野外觀察指南(第二版) 」
(2002)、D.向高世等所著「台灣兩棲爬行類圖鑑」(2009)、E.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於中華民國 106 年 3 月 29 日農林務字第 1061700219 號公告之「保育類
野生動物名錄」進行名錄製作以及判別其稀有程度、特有種及保育等級等。
(四).

蝴蝶類
(1)調查方法：採用沿線調查法，每次調查均進行三次重複。
(2)調查時段：於上午 8~10 點完成。
(3)調查路徑及行進速率：沿調查範圍內可及路徑行進，調查人員手持
GPS 定位所經航跡。行進速率約為時速 1.5~2.5 公里。
(4)記錄方法：主要以目視、捕蟲網捕捉並使用 10×25 雙筒望遠鏡輔助
觀察，進行種類辨識。
(5) 名錄製作及物種屬性判別：所記錄之種類依據 A. 台灣生物多樣性
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7)、B.徐堉峰所著之「台灣蝶圖鑑第一卷、第二卷、
第三卷」(2000, 2002, 2006)、C.濱野榮次所著「台灣蝶類生態大圖鑑」(1987)、
D.張永仁所著之「蝴蝶 100：台灣常見 100 種蝴蝶野外觀察及生活史全紀錄
（增訂新版）」(2007)、E.徐堉峰所著之「臺灣蝴蝶圖鑑(上)、(中)、(下)」
(2013)以及 F.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 106 年 3 月 29 日農林務字第
1061700219 號公告之「保育類野生動物名錄」，進行名錄製作以及判別其
稀有程度、特有種及保育等級等。

三、水域生物
(一). 魚類
1、採集方法：魚類之採集方式視選定測站實際棲地狀況而定，適合本
案之方法為手拋網採集法及蝦籠誘捕法採集，調查方法詳述如下。
(1)手拋網採集法：適用於水量較小，底質為沙質且流速較緩的水域。
各測站以 10 網為努力量，手拋網規格為 5 分 12 呎。
(2)蝦籠誘捕：於籠內放置餌料(狗罐頭)以吸引魚類進入，於各測站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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