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前言】

　　為配合規劃2006年國科會科學季：「多樣性臺灣」之特展活動，生物

多樣性展示部分共有九項主題。其中，生物多樣性之「劫」的展示，除了

有兩台大型螢幕播放臺灣的生物多樣性遭受破壞的原因與現況外，特別佈

置了一個放映臺灣應已消失或已瀕危物種的紀念堂，來提醒大家其實有許

許多多臺灣的原生物種在過去的三、四十年來，由於我們過度之開發及利

用資源、污染環境、引進外來種及不當放生，而應已從臺灣這塊土地上消

失。希望能藉此次展覽來喚起大家對生態保育的重視，共同努力來挽救臺

灣生物的多樣性。

　　臺灣到底有多少種生物已經滅絕或瀕危？這是非常困難回答的問題。

主要是因為臺灣的分類專家太少，且缺乏足夠的人力及物力去進行有系

統、長期性的完整調查，以致於缺乏足夠的資料來讓專家們去判定究竟哪

些物種之族群數量及其分佈範圍已經銳減，而有瀕臨滅絕之虞，或是能夠

百分之百地去斷定他們已經從臺灣這塊土地上完全消失。換言之「滅絕」

及「瀕危」之定義，雖有IUCN之標準，但卻很難去實際應用及操作。也因

此是否應該把某些物種提列到瀕危或保育名錄內，經常是在每人心中各有

一把尺，有的較保守、有的較寬鬆。許多學者也不敢或不願貿然去提列名

單，擔心會受到其他較保守的學者所質疑。

　　也因此規劃單位當初在發出公開信給國內各生物類群的分類專家，希

望他們能同時提供最近一年內所新發現的物種，以及在臺灣應已消失或瀕

危的物種名單時，提供前項資料的非常踴躍，但提供後者的卻非常少。兩

個月下來前者收集到200多種，後者只勉強收集到24種可能已滅絕（包括19

種動物，5種植物）；以及79種應已瀕危（含56種動物，23種植物）。這些

物種大多數均和目前農委會所公佈的野生動物保育名錄有所不同，主要是

因為許多應已瀕危之物種，但卻沒有專家提供名單，也可能是有不少原列

入瀕危或保育類動物的物種，多年來已發揮保育成效，故族群數量已明顯

恢復的緣故。換言之本手冊所列的103種動植物大部份均是新增列的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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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0�

　　其實臺灣真正已滅絕或正瀕危的物種數應遠超過此一數目，此乃因許

多生物類群沒有分類人才或是完全沒有調查，完全沒有紀錄時，也就不會

知道到底被我們消滅了多少種。此外許多體型小，不易被調查到的生物更

是容易無聲無息地被我們所趕盡殺絕。因此編列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已滅

絕或已瀕危的物種，其目的並不在乎多一種或少一種的問題，主要是要發

揮示範性的旗艦作用，以便能協助生態保育的教育和管理工作。也因此全

球性保育組織IUCN或是各個國家都紛紛展開本國「紅皮書」之編撰工作。

臺灣第一本紅皮書是去年由農委會補助中華鳥會編撰，貓頭鷹出版社出版

的《臺灣受脅鳥種圖鑑》，共列舉出各29種全球受脅及臺灣受脅的58種鳥

種。臺灣淡水魚類的紅皮書則可望在農委會之支助下，委由中華民國魚類

學會負責來編撰，預訂於2007年底出版。

　　最後我們要感謝提供本手冊103種物種名錄及豐富圖文資料的所有學

者，沒有他們的熱心協助及提供，我們就無法完成這項展品的展示。又因

為參觀特展的遊客們在每個展品所停留的時間有限，許多生態保育之知識

應廣為流傳，我們除了會將這些資料掛在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網 TaiBNET

（http://taibnet.sinica.edu.tw）及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入口網 TaiBIF

（http://taibif.org.tw）外，並印行摺頁或小冊子在會場分送供大家攜回參

考。最後，我們要強調此本手冊之內容並未經過嚴謹的學術審查，而只是

為了配合特展所特別印製的宣導品，經費均由國科會贊助。在此也特別聲

明，此手冊內容之版權均屬原提供者所有，如需轉載或引用亦請徵求各種

資料提供者之同意。

邵 廣 昭  謹 識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2006.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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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邱文良、鐘詩文．圖：鐘詩文

臺灣破傘菊 學名：Syneilesis intermedia

【瀕危狀態、現況】96年前，日人 Sasaki 在

苗栗縣通宵淺山的一開闊森林草地上，發現

了這獨特的植物後，再也沒有人看過它的樣

子，經過近百年的開發及棲地的改變，這植

物恐已在世界上消失了。

【形態特徵】多年生草，莖高 80-110 m。下

部莖葉約2片，圓形，直徑 15-35 cm，掌狀

分列或深裂，裂片 5-9，具長柄。葉上表皮

無毛，下表皮被毛。具副萼片，小花花冠白

色，冠毛長8-9 mm。

【棲所生態】苗栗低海拔闊葉林內的草地

上，海拔約 300 至 500 公尺。

【分布】臺灣特有種。僅知分布於苗栗縣淺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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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邱文良、鐘詩文．圖：鐘詩文

【滅絕植物】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0�

臺灣狗舌草 學名：Tephroseris taitoensis

【瀕危狀態、現況】1914年1月Sasaki於南澳

採集到一新的菊科植物，後經Hayata命名為

Senecio taitoensis，命名的模式標本現存於林試

所植物標本館中，除了模式標本外，八十餘年來

從未有人在看到它了，研判當初南澳的生育地己

被破壞，其很有可能己經滅絕了。

【形態特徵】草本。莖高30-90 cm。基部葉蓮座

狀，長橢圓形，長10-30 cm，寬3.5-8 cm，先端

鈍，葉近全緣或齒緣。莖葉少，向上漸少。頭花

直徑2.5-3 cm，多數繖房狀排列。

【棲所生態】沒有任何資料。

【分布】南澳。



【瀕危狀態、現況】為日治時

期台北帝大工藤祐舜博士與佐

佐木舜一在日月潭進行蓄水發

電設施建設之前，至該地進行

植物調查時所發現的眾多新種

或新紀錄植物之一，並由工藤

於1930年發表為新種。日月潭

昔稱水社湖，是臺灣面積最大

的淡水湖泊，早期擁有極為豐

富的水域植物社會，除眾多水

生植物存在於水域環境，湖泊

周邊亦擁有範圍遼闊，濕潤程

度不一的草澤地帶，而湖面上

更有溼生草木根系交纏構成的

特殊浮島景觀。許多全台僅見

的植物種類便分布於水域與草

澤地帶的不同角落，明潭羊耳

蒜即是一例。然而，在引水築

壩之後，水位遽增淹沒了原有

的草澤環境，後來引進馴養的

的草食魚類更將水生植物啃蝕

殆盡。環境變化造就了現今遼

闊明鏡般的觀光勝地日月潭，

曾經繁盛的水域生態寶地卻也

就此一去不反，只能經由標本

館內那些久遠泛黃的標本，來

憑弔以往的盛況。明潭羊耳蒜

除了一份模式標本，再也沒有

留下任何存在的蹤跡。

【形態特徵】多年生草本。株高４０～６０

公分。假球莖卵形；葉３～４枚，線狀長橢

圓形，基部漸縮成柄，長１６～３０公分，

寬１～１.５公分。總狀花序頂生，長約５０

公分；花疏列。上萼片與花瓣線形，長約９

公釐，側萼片較寬短，反折；唇瓣肥厚，卵

狀橢圓形，末端微凹；蕊柱拱形，長約５公

釐。

【棲所生態】在演替後期，草澤生境植物繁

盛的湖沼常可見浮島景觀。浮島最初由湖畔

強勢草本密集生長形成厚實之草毯構成，有

時與湖畔植被分離後便成片隨水漂浮；隨著

草毯中枯枝敗葉的堆積，累積較豐養分之

後，其他草本植物甚至是較耐濕潤的小型木

本會逐漸進駐而形成「水上森林」之浮島景

觀，而明潭羊耳蒜最初的發現地就在浮島的

草叢之中。如今日月潭的水生植被與浮島景

觀早已完全消失，類似生境可見於宜蘭之雙

連埤，但該地並無明潭羊耳蒜之蹤跡。

【分布】臺灣特有，僅分布於南投日月潭。

文：邱文良、許天銓．圖：許天銓

明潭羊耳蒜 學名：Liparis henso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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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邱文良、許天銓．圖：許天銓

【滅絕植物】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0�

桃園石龍尾 學名：Limnophila taoyuanensis
 俗名：桃園菊藻

【瀕危狀態、現況】為1997年楊遠波與顏聖

紘所發表的石龍尾屬新種，為一挺水性的水

生植物。其子房在花後均萎縮，尚未有結果

記錄，因此有可能是一雜交起源之物種，僅

靠營養繁殖散布。本種模式標本採於桃園龍

潭，並於桃園八德、南投竹山與嘉義大埔有

發現紀錄；唯這些曾發現過的地點多屬私人

用地或人工環境，目前已全數因棲地改變而

消失，近幾年除了少數人為流放的棲地（如

宜蘭福山植物園水池）， 已無確定的野外生

育地，故列為野外滅絕之物種。水生植物可

說是植物界中的流浪民族，許多種類的棲息

環境與人類活動範圍交疊，因而在土地持續

開發、農耕型態改變與環境變遷等影響下，

均與桃園石龍尾面臨相似的滅絕危機，對其

多樣性的維護工作，至為必要。

【形態特徵】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莖沉水

部分呈綠色，挺水部分紫色，稍被毛至光

滑。沉水葉輪生，細裂，裂片呈毛細管狀。

挺水葉輪生，深裂至近全緣，裂片頂端鈍形

至圓形。小苞片常缺。花單生於挺水莖葉

腋，無柄或近無柄，白色而基部黃色，內面

具絨毛；花二唇狀，上唇白色或淡粉紅色具

２粉紅斑，圓形，頂端凹入；下唇白色，３

裂。未有結果記錄。

【棲所生態】低海拔靜止或流動水域，如邊

坡未水泥化之池沼周邊或灌溉溝渠，需要水

質乾淨，無福壽螺之環境。

【分布】臺灣特有，零星分布於西半部地區

之水域環境。



文：邱文良、鐘詩文　　圖：鐘詩文

烏來杜鵑 學名：Rhododendron kanehirai

【瀕危狀態、現況】烏來杜鵑特產臺灣北部，其

生育地侷限於北勢溪沿岸之岩隙間，鷺鶿潭為主

要產地，隨著翡翠水庫的建立，其生育地即淹沒

於水間，因此它的野外族群就滅絕了。

【形態特徵】常綠灌木；高１～２公尺，幼枝密

被棕色粗毛。葉紙質，披針形至長橢圓狀披針

形，長３～４.５公分，先端銳形至漸尖，基部漸

狹；花１～３朵頂生；花萼5裂，裂片三角形，被

粗毛；花冠漏斗狀，粉紅色，徑３～５公分，５

裂。蒴果卵形，長約１公分，表面有柔毛。

【棲所生態】生於北勢溪沿岸之岩隙間。

【分布】北勢溪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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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危狀態、現況】馬尼拉薄

翅天牛是Newman在1842年根

據採自菲律賓呂宋島所採集的

標本所命名的。Rhaphipodus 

屬的種類廣泛分布在東方區的

熱帶地區，臺灣的首度記錄則

是日本博物學家鹿野忠雄在 

1930年代，進行蘭嶼島的動物

相及達悟族文化的相關研究時

所採集到的。本來蘭嶼島上就

盛產各種菲律賓系統的昆蟲，

因此記錄到這種天牛應該是不

足為奇的。但是除了鹿野忠雄

的記錄之外，這七十餘年間卻

再也沒有任何的採集記錄了。

蘭嶼島的昆蟲研究與採集在

近三十年間可以說是相當頻繁

的，為何這種大型的天牛就如

同憑空消失一般，再也不見於

蘭嶼島上？以這種天牛的習性

來看，其最有可能出現的地方

應該是低地的海岸林中，這類

大型的天牛幼蟲生活在具大的

潮濕腐朽倒木中，而在鹿野忠

雄造訪蘭嶼的年代，島上應該

還保有許多生長著巨木的海岸

林吧！由於島上的海岸地區原

始林多已被遍植的木麻黃所取

代，木麻黃的倒木向來就不被

這類大型的天牛所利用，這種

蘭嶼島上體型壯碩的天牛族群

極可能已經滅絕了。

【形態特徵】體型粗壯，雌蟲

翅鞘比例略較雄蟲長；體長３～４公分，體

色深棕色至黑色具光澤，複眼發達，大顎強

壯，前胸外緣具細齒，雄蟲前胸表面具不規

則瘤狀隆起，雌蟲前胸較光滑，後緣皆具尖

刺，雄蟲前足腿節布滿突起之顆粒，雌蟲前

足脛節外緣具細小鋸齒。

【棲所生態】棲息在海岸林中，由於數量極

為稀少，相關生態習性不明，成蟲可能具有

趨光性。

【分布】臺灣、菲律賓；臺灣目前只在蘭嶼

島上有一筆記錄。

圖、文：周文一

馬尼拉薄翅天牛 學名：Rhaphipodus manill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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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周文一

溝翅薄翅天牛 學名：Megopis sulcipennis

【瀕危狀態、現況】溝翅薄翅

天牛是由White在1853年時，根

據緬甸中部的田納塞林山（Mt. 

Tenasserim）所採獲的標本所命

名的。臺灣所知的唯一標本，是由

日本東京國立科學博物館所收藏，

由鹿野忠雄在阿里山所採集的個

體。阿里山所產的個體，在形態上

很容易與緬甸所產的區別，其差異

在於阿里山所產的個體體色較深，

翅鞘上的縱脊明顯較寬大。臺灣產

的溝翅薄翅天牛，在1930年代初

期由鹿野忠雄採到第一隻標本後，

到現在已經歷了80餘年，再也未

有任何的採集記錄，目前國內各大

蒐藏昆蟲標本的單位也未發現此種

標本，相信這種大型的天牛極可能

因為阿里山的原始森林被全面的砍

伐，已經從臺灣這塊土地上消失

了。 

【形態特徵】溝翅薄翅天牛最明顯

特徵在於翅鞘上明顯縱脊。體長約

３公分，體色黃褐色，體表布滿金

色短毛，頭部中央具一道明顯縱

溝，雄蟲觸角約達到翅鞘末端，雌

蟲觸角略超過翅鞘長度的一半。

【棲所生態】棲息在中海拔地區，

相關生態習性不明，成蟲可能為夜

行性且具有趨光性。

【分布】臺灣、緬甸；在臺灣僅有

一筆產自阿里山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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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周文一

黑尾螢花天牛 學名：Ephies apicalis

【瀕危狀態、現況】黑尾

螢花天牛是臺灣特有種，

由日本博物學家鹿野忠

雄，在1933年根據其在

阿里山沼平所採獲的一隻

雄蟲標本所命名的，命名

迄今已歷經73載，目前除

了保存於日本東京國立科

學博物館的單一正模式標

本之外，就再也沒有任何

的採集記錄。

螢花天牛屬被認為擬態有

毒的紅螢，廣泛分布在東

方區的熱帶地區，亞熱帶

地區種類極少，黑尾螢花

天牛出現在2,000公尺高

的阿里山更顯得特別，可

是由於阿里山此海拔高度

的天然林早已砍伐殆盡，

花天牛大部份的種類幼生

期需在腐朽的闊葉樹木中

生長，該地區現今已完全

被人工針葉林取代，環境

根本不適合這物種的生

存，推測極有可能已經滅

絕。 

【形態特徵】外觀酷似

紅 螢 科 的 昆 蟲 ， 體 長

１ .２５公分，體表為鮮

艷鮮紅色，頭部黑色，頭

頂略帶紅色，觸角黑色呈

鋸齒狀，前胸背板中央具1道黑色縱紋，翅鞘

紅色，近基部處具暗色斑，末端約１／６處

黑色，翅鞘表面佈滿絨毛，翅鞘末端外緣具

刺，各足黑色。

【棲所生態】棲息在2,000公尺左右的針闊葉

混合林中，成蟲６月份出現，應該具有訪花

的習性。

【分布】僅知分布於阿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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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周文一

姬藍星天牛 學名：Rosalia lameerei

【瀕危狀態、現況】姬藍星天牛是廣泛分布

在中國西南部及中南半島的種類。在臺灣，

過去曾經活躍在中部山區，埔里木生昆蟲館

館長余清金先生指出，數十年前這一帶山區

有著廣袤的原始林，當時這種天牛在此區不

算是相當稀少的種類。埔里錦吉昆蟲館館長

羅錦吉先生指出，其父親在現在梅峰農場的

位置也曾經數度採集到這種天牛。如今，已

經超過30個年頭，再也沒有任何人在此區

域看到這種天牛，臺灣在此區域外的其他地

區，也不曾有過任何發現的記錄。當初被採

獲的所有標本，皆已經渡海散布在國外許多

業餘收藏家的手中，而松崗至梅峰一帶的山

區，早已被開發的滿目瘡痍而面目全非，且

這一帶山區，向來是昆蟲研究者、業餘昆蟲

愛好者及職業昆蟲採集者極度活躍的山區，

如果這種天牛還存在，沒有理由不會被發

現，所以這種美麗的天牛應該已經從臺灣這

塊土地上消失了。 

【形態特徵】體長２.５～３.６公分，體色淡

藍色，整體有絨布般的質感，雄蟲大顎極端

發達，雄蟲觸角末６節超越翅鞘末端，雌蟲

觸角末4節超越翅鞘末端，各節觸角末端具黑

色毛簇，前胸球形，近端部具大塊倒梯形黑

色斑紋，翅鞘具４道橫向有時不相連之黑色

寬紋。

【棲所生態】棲息在闊葉林中，成蟲會

在森林邊緣開闊地飛翔，幼蟲以殼斗科

（Fagaceae）櫟屬（Quercus）植物的枯立

木為食。

【分布】臺灣、中國西南部及中南半島；在

臺灣分布在南投縣的松崗至梅峰一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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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周文一

山保氏瘤叉尾天牛 學名：Mesechthistatus yamahoi

【瀕危狀態、現況】山保氏

瘤叉尾天牛是後翅退化無法

飛行的種類，是由日本的天

牛分類學者水戶野武夫在

1943年根據山保禮助在台

東阿塱衛所採集到的單一雄

蟲所命名的。瘤叉尾天牛屬

（Mesechthistatus）曾被

認為是日本的特有屬，山保

氏瘤叉尾天牛則是分布在日

本以外唯一的瘤叉尾天牛屬

種類。隨後，法國的粗天牛

亞科（Lamiinae）分類權威 

Breuning 曾經在1960年代

其著作中圖示並簡述該種雌

蟲，是這種天牛再度被發現

的記載，也是雌蟲首度被報

導。到今日，距離此天牛再

度被發現已經40餘年，其僅

知的棲息地台東阿塱衛，也

就是現在台東縣達仁鄉的安

朔村，由於環境已經完全被

開發，除了廣植檳榔以外，

附近綿延的低山區也全部被

相思樹的造林地所取代；在

日本同屬的所有種類皆棲息

於陰暗潮濕的原生林中，且

這屬天牛不具飛行能力，在

棲地森林被全面砍伐的情況

下，可說是毫無能力避難，

山保氏瘤叉尾天牛在臺灣的

滅絕等於世界性的滅絕，也意味著瘤叉尾天

牛屬整個屬在臺灣的區域性滅絕。 

【形態特徵】體長１.６公分，體色褐色，前

胸具瘤狀突起，側緣具明顯鈍刺，翅鞘前半

部具稀疏瘤狀顆粒，中後方具明顯近三角形

黑色斑紋，後翅完全退化，僅在翅基部具有

不明顯的翅芽。

【棲所生態】棲息在300公尺左右的闊葉林

中，成蟲11月份出現，應該有躲藏在枯枝葉

間的習性。

【分布】臺灣特有種；自1960年代再度被

發現後就未曾再有採集記錄，台東縣阿塱衛

（即現今的達仁鄉安朔村）是僅知的唯一產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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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堉峰

熱帶蘭灰蝶 學名：Hypolycaena othona

　　臺灣的蘭花產業向來聞名全球，其中的蝴蝶蘭更是馳名國際、日久彌新的花卉產品。國

人愛蘭風氣由來已久，養蘭、採蘭風氣迄今不衰，這從眾人傳唱的民歌「蘭花草」歌詞：

「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便可得見一斑。然而，人們或許不曉得，在我們引以為傲

的臺灣四百種蝴蝶資源當中，有些蝴蝶是專以蘭花作為其幼蟲食物的，那便是蘭灰蝶屬 

Hypolycaena（又被稱為雙尾琉璃小灰蝶）的兩種蝴蝶，分別是數量較多的蘭灰蝶 H. kina 

inari 及極其稀有的熱帶蘭灰蝶。

　　蘭灰蝶原本廣泛分佈於臺灣全島的山區，連台北近郊的烏來地區都頗為常見，但是現在

卻已經變得十分少見了，愛蝶人偶而見到一隻，往往便高興得拍照貼在網路上展現自己內心

的喜悅。至於熱帶蘭灰蝶就更如鳳毛麟角了，牠在臺灣僅有的記錄一共只有三隻，其中一隻

於一九一九年採自埔里，另外兩隻於一九四○年採自台北烏來信賢，在那之後便沒有任何人

觀察、採集過這種蝴蝶。

　　關於蘭花的著作常提到早年臺灣地區採取野生蘭花販售的風氣極盛。烏來地區原本遍佈

野生蘭，而在長年累月的竭澤而漁之後，在烏來偶爾見到一株野蘭花都算是好運氣了，可以

想見，熱帶蘭灰蝶這種珍貴的蝴蝶之所以失蹤多年，與野生蘭族群量銳減一定高度相關。遺

憾的是，由於時日久遠，過去累積的標本及其他相關資料太少，我們就連熱帶蘭灰蝶在臺灣

究竟以哪一種蘭花為寄主植物都不曉得，也許，牠所依賴的蘭花也已經變得極其稀有，甚至

已經從大自然中滅絕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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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徐堉峰

單點藍灰蝶 學名：Famegana alsulus taiwana 

　　單點藍灰蝶的翅背面有著可愛的藍色光

澤，腹面則在後翅有一枚小黑點，因此被稱

為單眼藍灰蝶，牠還有「黑星姬小灰蝶」的

別稱。

　　單點藍灰蝶在臺灣的記錄很少，可考的

只有1912年於蘭嶼採集的1隻及1932年於員

林採集的8隻標本，這麼稀少的記錄令人懷

疑單點藍灰蝶究竟是否真的是臺灣原生的蝴

蝶。意外的是，經過英國自然史博物館學者

考據，發現華萊士及摩爾在1866年發表的生

驅性論文中，其實已經提到臺灣有這種蝴蝶

棲息，這說明單點藍灰蝶可能原先臺灣真的

有族群存在。然而，這種蝴蝶在1932年以後

便沒有人再見到也是事實，從往昔的採集記

錄及國外族群的生態習性來判斷，單點藍灰

蝶應該是分佈在平地、低海拔地區，而以豆

科植物的花、果、芽為食的種類，牠的消失

很可能與西部平原及離島的高度農業開發有

關。

　　國人在談論保育的時候，往往把目光焦

點集中在美麗又大型的種類，像是優雅的曙

鳳蝶 Atrophaneura horishana 或是華麗的黃

裳鳳蝶 Troides aeacus 等，其實許多小巧細

緻的種類，常因我們的不經心而走進滅絕的

死胡同，令人不勝噓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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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徐堉峰

罕波眼蝶 學名：Ypthima norma posticalis

　　罕波眼蝶是臺灣產的波眼蝶屬Ypthima中

最小型的種類，牠還有「無斑波紋蛇目蝶」

之別稱。然而，其實這種蝴蝶的後翅腹面總

是有三枚明顯的眼狀紋，所謂的「無斑」指

的其實是後翅背面有時會沒有斑紋，不過有

斑紋的情形也不少。然而，就是因為這樣的

名稱，使許多人誤以為後翅腹面沒有斑紋的

波眼蝶就是這種蝴蝶。

　　不幸的是，同屬的小波眼蝶 Y. baldus 因

為體型小，而且在冬季後翅腹面常常沒有眼

紋，導致近年來許多觀察、研究記錄等誤報

本種的存在。然而，仔細檢視這些記錄卻發

現它們全部都沒有可靠的存證標本，而現有

的臺灣產罕波眼蝶標本全部是一九三○年代

採集遺留下來的古老標本，也就是說，罕波

眼蝶已有六十年以上的時光沒被人見到了。

　　一九三○年代留下的標本全部採自台北

北投、士林一帶，據文獻記載，當時在這個

地區罕波眼蝶族群數量並不少。今天，這些

地區早已成為大台北市都會區的一部份，而

且已高度都市化了。罕波眼蝶在世界的其他

地區已知是棲息在陽性草原環境的種類，可

以想見，這樣的棲息環境早就在都市化的過

程中消失了，罕波眼蝶可以說是人類環境開

發浪潮下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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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堉峰．圖：顏聖紘

大紫斑蝶 學名：Euploea phaenareta juvia

　　在已滅絕的臺灣產蝴蝶當中，最教人覺得惋惜的

種類恐怕便是大紫斑蝶了，近年來，由於紫斑蝶類有

遷移集中越冬的習性，引發了研究紫斑蝶的風潮，不

過可惜的是，這許多為紫斑蝶著迷的朋友卻無緣與臺

灣原生的最大型紫斑蝶，也就是大紫斑蝶邂逅了。

　　大紫斑蝶早於 1 9 0 8年便由德籍蝶類專家 

Fruhstorfer 命名記述，早年這種蝴蝶算是南部地區

頗為常見的種類，斑蝶類的飛行能力本來便強，而大

紫斑蝶作為臺灣產紫斑蝶屬 Euploea 中最大型的種

類，移動能力更是不在話下。由於這項能力，其實在

日據時代大紫斑蝶在臺灣全島各地都有觀察、採集記

錄，當時就連台北市的草山（陽明山）有時都能見到

其雄壯有力的飛行姿態，甚至離島澎湖、蘭嶼都有觀

察記錄！然而，這種美麗的景象沒能長久留駐。牠在

1960年代突然消聲匿跡，雖然熱心蝴蝶保育的人們

努力尋覓仍末能再發現這種蝴蝶，我們不得不下一個

悲觀的結論，那便是這種蝴蝶已經完全滅絕了。這種

蝴蝶的滅絕可以說是臺灣蝴蝶滅亡紀錄中最令人感到

痛心的，因為大紫斑蝶不但是臺灣產的紫斑蝶當中體

型最大，最華麗的種類，而且牠在臺灣的族群被認為

是世界各地產的大紫斑蝶當中翅面紫色光澤最美麗

的，並被視為臺灣特有亞種。牠的消逝實在是我們自

然資源的一項重大損失。

　　大紫斑蝶從一種遍佈全台的種類到1960年代滅

絕經過的時間很短。至於牠們為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滅絕，是一項十分值得討論的問題。在臺灣以外的地

區所分布的大紫斑蝶幼蟲植物均是夾竹桃科的海檬果 

Cerbera manghas，對濱海植物稍有認識的人都知

道海檬果在各地的海邊均是頗為常見的植物，因此問

題不是出在寄主植物的缺乏。那麼問題出在哪呢？根

據國外的研究資料，大紫斑蝶本身屬於紅樹林蝶種，

一般棲息在紅樹林中，因此大紫斑蝶臺灣亞種的滅絕

與此可能有關，因為臺灣地區雖然現在仍有不少紅樹

林，但是唯一的熱帶性紅樹林卻位於今日高雄港所在

位置，所以大紫斑蝶的失去也許直接的原因便是高雄

港的開發。近年的研究已知許多斑蝶須取食特定植物

的花蜜才能合成求偶時使用的費洛蒙，也許高雄港昔

日曾擁有扮演這種角色的植物，不論如何，真相已隨

著這種華麗的大型斑蝶而逝去，永遠無法獲得確切答

案了，而大紫斑蝶也便成了臺灣蝴蝶保育史上最令人

痛心的一頁。



0�0．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滅絕蝴蝶】

圖、文：徐堉峰

珀豹蛺蝶 學名：Boloria pales yangi

　　珀豹蛺蝶在臺灣的發現可以說是傳奇中

的傳奇，在牠被正式發表時，其實已經沒有

人知道牠是否仍然健在了。

　　故事的緣起開始於一筆老記錄。日人山

中正夫氏在1970年代著手編纂臺灣蝶類的

分布資料，當他於1975年發表蛺蝶科部份

時，特地在目錄中註明中興大學昆蟲系標本

館有兩隻從梨山採集的佛珍蛺蝶 “Argynnis 
asahidakeana Matsumura”【= Clossiana 
freija（Thunberg）】，由於這種蛺蝶是環

繞北極地區的高冷蝶種，山中氏不相信臺灣

會有這種蝴蝶棲息，於是將其排除並懷疑標

本來源的真偽。然而，當民國八十三年現任

中山大學生科系教授的顏聖紘博士在中興大

學就讀昆蟲學系時卻發現那兩隻標本是人人

敬仰的半翅目（同翅目）大師楊仲圖博士於

1963年採集的，而當顏博士將標本借出來寄

給當時在加州大學攻讀學位的筆者時，筆者

驚覺山中氏的鑑定並不正確，那兩隻標本並

非佛珍蛺蝶，而是分布於歐洲至華西地區的

珀豹蛺蝶 Boloria pales，而臺灣高海拔的生

物相與亞洲大陸西南部關係密切是眾所周知

的事情，因此臺灣高山有珀豹蛺蝶分布便不

顯得突兀了。另外，以當時的國內經濟、政

治環境，楊博士也不可能前往歐洲或中國大

陸採集昆蟲標本。經過和許多地區標本樣品

的比較，這兩隻標本後來於1997年被發表為

新亞種，亞種名便為了記念楊仲圖博士而取

為 yangi，所以這種蝴蝶也有「楊氏淺色小豹

蝶」的別名。

　　可惜的是，除了這兩隻標本之外，沒有

人再發現這種蝴蝶，也許高山地區溫帶水果

及高冷蔬菜的開發種植已經把珀豹蛺蝶的棲

地破壞了。



【滅絕蝴蝶】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1

文：徐堉峰．圖：顏聖紘

帝王斑蝶 學名：Danaus plexippus

　　在臺灣地區，號稱已經滅絕的蝴蝶之

中，帝王斑蝶是個有趣的特例。這種蝴蝶

又被叫作「大樺斑蝶」，由於飛行姿態

強而有力，有君王之姿，因此被冠上帝王

「monarch」之名。

　　雖然遠在1866年臺灣有史上第一篇蝴

蝶文獻出世時便提到臺灣有帝王斑蝶，而

1903至1908年英人 A. E. Wileman 來台採集

時，形容帝王斑蝶在台南關子嶺很常見，這

種蝴蝶本來在臺灣卻可能是一種「史前外來

種」。這只因為帝王斑蝶是原產於美洲的蝴

蝶，在19世紀突然作全球性的瘋狂大擴張，

1840年到達夏威夷之後席捲太平洋大多數

地區，甚至遠至西歐、澳大利亞等地，包括

臺灣在內的琉球、菲律賓等地也被牠拓殖。

這種現象引起生物學家討論是什麼原因引發

這樣的大規模擴張，甚至有英籍學者提出一

項「哥倫布假說」來說明帝王斑蝶的擴大分

佈可能與白種人的殖民擴張有關，因為歐洲

人在殖民擴張的同時，往往改變了殖民地的

環境，並帶去他們喜愛的奇花異草，包括帝

王斑蝶幼蟲喜愛食用的尖尾鳳（馬利筋）類 

Asclepias spp. 植物，為帝王斑蝶的擴張鋪好

了路。

　　不過，由於牠的幼蟲食物完全依賴這些

人類帶去的美洲原產植物，而這些植物在世

界各地野生化程度不一，因此許多先前被帝

王斑蝶「殖民」的地區，包括我們臺灣在

內，後來這種大型斑蝶便又滅絕了。



0��．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滅絕魚類】

文：邵廣昭．圖：鄭義郎

臺灣下鱵 學名：Hyporhamphus taiwanensis
俗名：補網師、水針

【瀕危狀態、現況】臺灣下鱵是美國魚類學

家 Collette 在進行遠東地區鱵科魚類總整理

時，根據過去外人來臺灣採集標本而流失在

國外標本館（美國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美

國華盛頓Smithsonian Institution博物館，

及日本東京大學動物系博物館）的標本，在

1986年所正式發表的新種。根據他們的報告

記載，這種魚的標本分別於1908、1943、

1956、1969年，由淡水河的挖仔尾以及基

隆河下游的士林一帶所採到，顯示當時數量

應該還相當多，當時因為河水清，這些魚還

可以上溯到士林。但遺憾的是中研院這兩年

的調查卻始終沒有找到牠們，推測很可能這

三十年來在淡水河的河川污染及棲地破壞的

情況下早已滅絕了。很諷刺的是這種魚就是

在發現和證實它是新種之前，就已經在地球

上消失了。 

【形態特徵】體細長，側扁，下頜延長成喙

狀；上頜短小，其頂部呈三角形，被鱗。體

被圓鱗，側線位低，於胸鰭基底下方具一向

上分支，向上延伸至胸鰭基底。體背呈淺灰

藍，腹部白色，體側中間有一條銀白色縱

帶；喙為黑色，前端具明亮之橘紅色。

【棲所生態】主要棲息於沿岸河口區，生態

習性不詳。

【分布】僅知分布於臺灣淡水河。



【滅絕魚類】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

文：陳義雄．圖：鄭義郎

大鱗麥氏鯿 學名：Metzia memsembrina
俗名：車栓仔、大鱗鱎、大鱗細 、高木氏細

【瀕危狀態、現況】自發表百年以來，皆未

曾於臺灣水域發現，可能已絕種。 

【形態特徵】背鰭２，７；臀鰭３，１４～

１６；胸鰭１，１３～１４；腹鰭１，７～

８；側線鱗３５～３７；咽頭齒４.４.２－

２.４.３。體頗高，略側扁。頭小，口端位，

斜裂，延伸至鼻孔中點正下方。眼間距寬。

體被圓鱗。側線完全，位於體側中線下方，

前半部明顯向下彎曲。自腹鰭基部至肛門有

一肉稜。胸部鈍圓。背鰭不具硬刺，胸鰭不

達腹鰭，臀鰭基長，尾鰭分叉較深。體呈淺

黃色，背部色澤稍深。各鰭灰白，無斑點。

體長以３～６公分較常見。

【棲所生態】初級淡水魚。習性與臺灣細

相類似。喜好於下游緩流區棲息。

【分布】臺灣的特有種，僅曾在臺灣西南部

河川水系中發現過。近年來，因環境污染及

外來種的入侵，其族群已絕跡。 金門之亞種

族群亦瀕危。



0�4．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滅絕魚類】

文：陳義雄．圖：鄭義郎

銳頭銀魚 學名：Salanx ariakensis
俗名：銀魚

【瀕危狀態、現況】已滅絕

【形態特徵】背鰭１３～１４；臀鰭２５～

２６；胸鰭９；腹鰭７。體細長，前部低

狹，後部較高，側扁，尾柄略細長。頭平

扁；吻尖突，呈三角形。眼小，側位，眼間

隔寬平。口裂寬大，上下頜等長，下頜前端

有一骨化的縫突。體光滑無鱗，但雄魚的臀

鰭基部具有1行較大的圓鱗。無側線。背鰭較

小，後位，脂鰭微小。臀鰭較為長大。胸鰭

狹長，後緣凹入，呈鐮形，基部肉質片不發

達。尾鰭分叉狀。體呈白色半透明。腹緣具

有2行黑色的小斑點。胸鰭和腹鰭外緣、臀鰭

基部有黑色斑點。尾鰭散佈黑色點，呈灰黑

色。

【棲所生態】銳頭銀魚為河口半淡鹹水域及

沿海港灣的小型中上層魚類。棲息於沿海河

口附近中上層。以小魚、甲殼類及浮游生物

為食。

【分布】銳頭銀魚原發表採於臺灣南投縣日

月潭附近，但至1920年以後，則未曾再發現

過。推測本種的產地應產於西部河川的下游

及河口地區。



【滅絕魚類】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5

文：陳義雄．圖：鄭義郎

楊氏羽衣鯊 學名：Myersina yangii
俗名：楊氏猴鯊、甘仔魚、狗甘仔

【瀕危狀態、現況】自50年前發表後，全島

河口區未再出現其蹤跡；可能已滅絕。 

【形態特徵】背鰭 I ，１１；臀鰭 I，１１；

胸鰭１８；縱列鱗８１～８８；橫列鱗

３０～３５；背鰭前鱗０。體延長而極為側

扁，尾柄略短而高。頭部較側扁，吻背側圓

鈍。眼頗大，上側位，於體的前半部；眼間

隔極窄小，僅成一溝狀。口裂頗大，稍斜

裂，向後延伸達前鰓蓋的後緣。頰部具4條

以上垂直排列的感覺乳突。鰓裂頗寬大，延

伸約達眼後緣的下方。體被有細小的圓鱗，

頭部及背前區均裸露無鱗。第一背鰭各鰭棘

均延展成頗長的細絲，最長者向後延伸可超

過第二背鰭基部的後方。腹鰭呈一大型的吸

盤。尾鰭呈長圓形。體色呈軍一的淡黃色。

體側於第一背鰭的後方具黑褐色橫帶。

【棲所生態】目前尚無楊氏羽衣鯊的相關研

究資料。依據本屬的其它魚種的生態特性，

則大多喜好棲息在河口區的泥灘底部，常與

槍蝦共生。屬於肉食性的底棲魚類。

【分布】臺灣特有種。僅曾分布在臺灣南部

的河口與潟湖區。



0��．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滅絕魚類】

文：陳義雄．圖：鄭義郎

香魚 學名：Plecoglossus altivelis subsp
俗名：傑魚

【瀕危狀態、現況】近二十多年來已不再發

現原生亞種，此亞種未能正名即消失於本省

溪流中；原生之亞種已滅絕。 

【形態特徵】背鰭１０～１１；臀鰭１７；

胸鰭１２；腹鰭８；側線鱗１４２～

１５０。體延長，稍側扁，稍呈長紡錘形。

頭較小。吻中長，向前傾斜，形成吻鉤。眼

中大，上側位，眼間隔寬而隆凸。口稍大，

上頜骨向後伸達眼後緣的下方；下頜中間有

凹陷，口閉時吻鉤剛好位於下頜的凹陷內。

口底有1對大型的褶膜。鰓孔大，鰓蓋膜與

峽部前方相連。假鰓發達。體密被細小的圓

鱗。側線平直，位於體側

的中部。背鰭中

大，中位，起點在腹鰭的前上方。脂鰭小而

狹長。臀鰭起點在腹鰭起點與尾鰭基之間。

胸鰭狹長，下側位。腹鰭腹位。尾鰭分叉。

體背部淡青色，體側和腹部銀白色。

【棲所生態】香魚為溯河性的中、小型魚

類。較大的幼魚和成魚棲息在淡水的河川，

較小的幼魚則在河口和沿海港灣附近生活。

攝食矽藻、藍綠藻及綠藻。

【分布】原生之亞種原分布於本省濁水溪以

及花蓮三棧溪以北的各溪流中，但近年來已

不再發現原生亞種。現在溪流中所見者，則

是自日本指名亞種引進放流至河川中養殖。



【滅絕魚類】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

文：陳義雄．圖：鄭義郎

小林氏華棘鰍 學名：Sinobdella sinensis kabayashii
俗名：棘鰻、中華刺鰍

【瀕危狀態、現況】因河川汙染與受外來種

入侵競爭之影響，可能已在臺灣滅絕。 

【形態特徵】背鰭XXXI-XXXIV＋５３～

６５；臀鰭III＋５０～６５；胸鰭２０～

２４。體極為延長，似鰻魚狀，略側扁，尾

部向後漸扁薄。頭小，往吻端略呈尖三角

形。吻稍長。眼小，上側位。口中大，末端

可達眼睛前方。唇突發達而下緣有刻紋狀，

上唇延長而略向下垂。體被有極細小的鱗

片。側線完全。背鰭前部的硬棘部甚為發

達，起點於胸鰭後上方，具有許多小棘，各

棘均短而分離。背鰭、臀鰭與尾鰭均完全相

連。無腹鰭。胸鰭略小。尾鰭後緣尖圓。體

側約有４０個寬而略相連的寬橫帶，橫帶的

中央為較深褐色的橫紋，橫帶與橫帶之間的

狹窄間隔為淡白色。

【棲所生態】分布於溪流下游溪段的緩流區

或分流之中。

【分布】臺灣特有亞種。臺灣西部水系。



0��．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滅絕貝類】

文：巫文隆、李彥錚．圖：李彥錚

大蜆 學名：Corbicula subsulcata

【瀕危狀態、現況】在圓山貝塚及宜蘭淇武蘭遺址都曾發現大量本種遺骸，可見本種數量原

是相當的多，根據文獻記載因河川污染至1650年代已很難發現本種，至1970年代已不再採集

到本種，本種可能已經絕滅。 

【形態特徵】殼厚呈三角形，殼皮成墨綠色，殼頂略偏向前方，殼下緣成圓弧形，殼面有不

規則生長紋。內面成灰白色。

【棲所生態】生活於河口半淡鹹水水域。

【分布】蘭陽溪、淡水河出海口及台南安平一帶，現可能已絕滅。



【滅絕貝類】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

文：巫文隆、李彥錚．圖：李彥錚

花蜆 學名：Cyrenodonax formosana

【瀕危狀態、現況】早期分布於淡水河中下游沙底，當地居民會捕撈搗碎做家禽飼料，至

1970年代已不再採集到本種，本種可能已經絕滅。 

【形態特徵】殼最寬處約1cm，長型，殼前緣成圓弧形，殼後方略間，殼頂偏向後方，殼面

灰綠色，有深色放射線，殼前緣及後緣橫肋明顯，中間部分較不明顯，內面成淡紫色，無套

線彎入。

【棲所生態】淡水河中下游沙底。

【分布】淡水河，現可能已絕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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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水玉杯 學名：Thismia taiwanensis
俗名：中之關水玉簪

【瀕危狀態、現況】臺灣水玉杯，是

屏東大學楊勝任博士於2002新發表的

物種，目前已知生育地僅在玉山國家

公園關山越嶺古道的中之關段，分布

狹隘且族群數量稀少，目前研究得知

其在結果期時十分脆弱，常未成熟開

裂即死亡。植株生長也十分易受到天

然或人為的干擾，確實為易瀕臨滅絕

的稀有植物。

【形態特徵】單子葉植物，腐生性，

根圓柱狀、蠕蟲狀，葉鱗片狀且少，

頂生聚繖花序，外輪花被裂片反捲，

內輪花被裂片比外輪大，子房下位一

室，具３各短柱狀隔膜之側膜胎座，

柱頭三歧，雄蕊６枚離生與花被片同

數對生，懸垂著生於花被筒咽喉部，

種子呈橢圓形至圓錐形，兩端微尖，

０.２～０.４mm。

【棲所生態】生長於森林地被的枯枝

落葉層中，與真菌共生，森林的優勢

植物為錐果櫟和長葉尖葉櫧。

【分布】分布狹隘，目前僅發現於玉

山國家公園的中之關。

文：邱文良、鐘詩文．圖：鐘詩文



少葉薑 學名：Zingiber oligophyllum

【瀕危狀態、現況】少葉薑在臺灣最早

的採集記錄乃英人亨利氏（A. Henry）於

1893-1894年之間採獲的，根據當時的採集

行程及其活動範圍，推估應當採於屏東萬金

庄（Bankinsing）附近，後來植物學家舒曼

（K. Schumann）於1904年發表為新種。

1978年所出版的臺灣植物誌第一版第五卷當

中對於本種則未記錄，在這段時間也未有標

本可供檢視，直至2000年臺灣植物誌第二版

第五卷，才引證了兩份標本，這兩份的採集

紀錄皆採於屏東縣笠頂山，根據引證標本及

當地的現況看來，應當列為嚴重瀕臨滅絕。

分布區域小，僅剩之生育地點數目為１，且

皆位於登山步道旁，易受登山客干擾，而附

近植被的狀況皆不利於本種的生長。

【形態特徵】地下莖塊狀。葉排成二列，紙

質，具短柄，葉舌全緣，不裂。花序另生於

莖軸基部發生的花莖頂端，不成毬果狀；苞

片淡綠色，每１苞片內有１朵花。花萼筒管

狀。唇瓣淡黃色。蒴果卵形至橢球形。種子

黑色；假種皮白色，囊狀，先端撕裂。

【棲所生態】生長在山頂稜線之向陽開闊地

，伴生植物有芒萁（Dicranopteris linearis）
、散穗弓果黍（Cyrtococcum accrescens）
、血藤（Mucuna macrocarpa）、米碎柃木

（Eurya chinensis）、水錦樹（Wendlandia 
u v a r i i f o l i a）、臺灣楊桐（A d i n a n d r a 
formosana）、三斗石櫟（Li thocarpus 
hancei）、香澤蘭（Chromolaena odorata）
、馬櫻丹（Lantana camara）、三角葉西番

蓮（Passiflora suberosa）、上層優勢樹種為

相思樹（Acacia confusa），有被其它植物覆

蓋的壓力。

【分布】僅知分布於屏東縣笠頂山。

文：邱文良、楊智凱．圖：楊智凱

學名：Thismia taiwanensis
俗名：中之關水玉簪

【瀕危植物】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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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馬蘭 學名：Aster taoyuensis

【瀕危狀態、現況】桃園馬蘭由於非

常的稀少，一直到1984年才被應紹舜

老師於滿月園山發現，由於目前的發

現地點僅只有三個點，而且每個點的

族群量少，再加上這些地點均為人們

常去活動的地區，故其族群是必須加

以監測及保育的。

【形態特徵】多年生直立草本，

３０～７０公分高，全株密被長而透

明的多細胞毛，上半部多分枝。基生

葉卵形至匙形，開花時不枯萎，莖生

葉橢圓形，無柄或具短柄，葉下半部

全緣，上半部有二至三對的鋸齒緣，

兩面密被毛和腺體。頭花繖房狀，頭

花１.５～２cm 寬，舌狀花白色，花

心綠色。

【棲所生態】喜生長於東北季風盛行

的稜線岩石旁土壤上或岩壁的細縫

內，伴生植物有雷公藤、茜草樹、青

剛櫟、玉葉金花等植物，由於常發現

它長在大岩石的基底下，四周圍有大

樹，其環境是屬於半遮蔭的生育地，

這與本屬其它大部份種類喜著生於向

陽處有所不同；有趣的是目前本種的

發現地點，也恰是稀有植物豔紅鹿子

百合的生育地。

【分布】僅分布於台北縣的滿月圓

山、孝子山及皇帝殿。

文：邱文良、鐘詩文．圖：鐘詩文



【瀕危植物】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5

【瀕危狀態、現況】武威山烏皮茶最

初發表時被命名為「武威山茶」，歸

類於山茶屬。但自從文獻發表後，近

百年來，完全沒有人在野外採集到這

個物種，使得武威山茶的存在一度成

謎。沒想到，在西元2004年，屏科大

森林研究所謝光普研究生在進行植群

調時員意外發現武威山茶。蘇夢淮等

研究人員研究新採集到的標本，將武

威山茶的分類地位重新歸類為山茶屬

之近源屬－烏皮茶屬（Pyrenaria），

名稱也因此改為「武威山烏皮茶」。

由於僅分布於臺灣地區，武威山烏皮

茶被列為特有種。目前僅發現兩株。

【形態特徵】武威山烏皮茶為小喬

木，特徵為小枝光滑，葉芽被有白色

短柔毛，葉橢圓或倒卵形，先端鈍。

花純白，雄蕊多數，萼片與花瓣外面

亦被有短毛。種子的種臍為狹長的橢

圓形。

【棲所生態】生長平緩的稜線上，由

於開發之故，旁均為次生林，附近有

許多本土的柳葉山茶生長，其生育地

午後常有雲霧。

【分布】屏東真笠山。

武威山烏皮茶 學名： Pyrenaria buisanensis

文：邱文良、鐘詩文．圖：鐘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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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三角楓 學名： Acer buergerianum var. formosanum

【瀕危狀態、現況】臺灣三角楓本來

生於台北縣及宜蘭縣低海拔的木本植

物，然而由於它的樹姿秀麗，在園藝

市場上的價值不菲，故被許多不肖人

所盜採，而致使其在野外的族群數量

銳減，甚至在原產地己完全消失了。

所剩不多的植株，如何保育是須要被

關注的。

【形態特徵】中喬木。葉卵形，對

生，長６～８cm，３出脈，基部心形

或圓形，先端３裂，背面有白粉；葉

柄長 ２.５～３cm。繖形花序頂生；

花小形，黃綠色。翅果張開成鈍角，

熟時草黃色。

【棲所生態】本種對於土壤的適應力

強，生於北海岸的沙丘，溪岸的岩隙

上，為喜歡陽光的植物。

【分布】臺灣特有變種。分布於北部

萬里海岸、基隆仙洞及北勢溪；宜蘭

牛鬥及鶯石尖。

文：邱文良、鐘詩文．圖：鐘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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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危狀態、現況】方莖金絲桃野外

的數量本來就非常的少，復其花形美

麗，不少的數量被人們所挖取，以致

於目前處於瀕危的狀況，僅在人們不

易到達的岩壁上才能看到零星的分

布。

【形態特徵】灌木。莖具４縱翼或４

稜。葉對生，狹橢圓形或狹長橢圓

形，長１.９～７cm，寬０.５～１.６

cm，網脈極不明顯，僅具灰色腺點，

基部楔形。花兩性，黃色，萼片５，

花瓣５，雄蕊多數。蒴果。

【棲所生態】喜生於溪岸的岩隙上。

【分布】台北縣屈尺，南勢溪岸。

方莖金絲桃 學名： Hypericum subalatum

文：邱文良、鐘詩文．圖：鐘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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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羅漢松 學名： Podocarpus costails

【瀕危狀態、現況】本種在臺灣僅分

布於蘭嶼，因為樹型優美，樹姿古

樸，而遭到大量採即應用於盆栽造

景，導致野外數量稀少，目前僅留存

少數之植株，殘留在人跡難以到達的

危岩峭壁上，所以應列入保育保護。

【形態特徵】灌木。葉線形或線狀

倒披針形，互生，長５～７cm ，寬

７～１２mm，先端圓鈍，基部銳

形，邊緣反捲。雌雄異株，雄花毬圓

柱形，無柄單生，長約３cm；雌花毬

單一，基部有數枚肉質不孕性鱗片，

成熟時膨大為肉質種托。核果狀種

子。

【棲所生態】海岸岩石地。

【分布】蘭嶼。

文：邱文良、楊智凱．圖：鐘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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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危狀態、現況】玉蘭草為日人

Masmune於1934年成立的一個新

屬，直到1963年Shimizu才又於花蓮

再度發現它的植株，由於在臺灣各植

物標本館皆未見到本種的標本，一度

被植物分類學家懷疑它的存在性，直

至2005年中山大學生物系楊智凱等人

復於花蓮山區再度發現，才再度揭開

它如霧般的身分。

【形態特徵】匍匐草本植物，莖密生

絨毛。葉對生，卵形，１～２公分

長，６～１３公厘寬，全緣，上表被

毛，下表則光滑。花成對，頂生，花

冠管狀，先端四或五裂，大約１公分

長，被有短毛；雄蕊五，內藏於花冠

內，並插生於花冠基部；子房二室，

每室胚珠多數。雌蕊細長大約１.２公

分長，柱頭二裂。果實為扁壓蒴果。

【棲所生態】生於５００至１,７００

公尺的山區，喜生於長年濕潤的石灰

岩基質的土壤或岩壁上。

【分布】僅知分布於臺灣花蓮太魯閣

的山區如清水山、天長斷崖、新城山

及推論山。

玉蘭草 學名： Ophiorrhiza michelloides

文：邱文良、鐘詩文．圖：鐘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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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青木香 學名： Saussurea kanzanensis

【瀕危狀態、現況】1939年鑽研臺

灣菊科植物的Kitamura從關山採得植

株，發表新種後，就未有人在其它地

方在發現此種植物，而60餘年來也僅

有二至三份的稀有標本。關山青木香

就目前的調查記錄來看，它僅侷限在

關山的一小生育地上，且植株不超過

三十株，為一處於瀕危狀態的稀有植

物。

【形態特徵】小草本，植株高６～

１４cm，莖被毛。基生葉於開花時枯

萎；莖葉長橢圓形，先端銳尖，葉基

截形或楔形，羽狀，裂片三角形。頭

花多單一，偶２或３朵頭花簇生。內

層總苞片先端深紫色，銳尖。頭花具

５朵小花，冠毛白色。

【棲所生態】僅生於關山海拔約3,500

公尺一山坡的岩屑地上，部份長在開

闊地上，另一部份長在半遮蔭的冷杉

林底下。

【分布】臺灣特有種。僅知分布於臺

灣南部的關山。

文：邱文良、鐘詩文．圖：鐘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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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危狀態、現況】南湖柳葉菜為臺灣特有

種植物，生育於森林線以上的高山岩屑地，

分布的面積雖小，但大多在高山絕頂之處，

無人為的開發干擾與壓力。南湖柳葉菜為典

型的陽性植物，花大而美，但除了少許的研

究採集需求外，所受的干擾甚小，目前並無

須特別之保護措施。惟由長期氣候變遷趨勢

觀之，若全球溫室效應持續擴大，潛在對本

種生存會產生影響，其相關效應需長期的監

測與觀察。

【形態特徵】多年生草本植物，植株高約

３～８公分，直立或斜向上。葉密集生長，

互生或對生。葉柄極短，１～２公釐長。

葉片稜形或橢圓形，長０ .５～２公分，寬

０.３～１.５公分，具３至６對側脈。花頂

生，紫紅到粉紅色，花瓣四枚，末端兩裂，

蒴果棍棒狀。

【棲所生態】南湖柳葉菜分布於南湖大山、

中央尖山、奇萊山、雪山、馬博拉斯山與關

山等3,500公尺以上之高山岩屑地，生育地

都為直接暴露的碎石，直接受到風吹、日曬

與雨淋，因此植株多避居於較大岩塊的邊縫

中，以獲得相對較恆定外在生育環境。南湖

柳葉菜常大面積發育，花季時甚為壯觀，玉

山毛蓮菜與羊茅等為少數較常見之伴生植

物。盛花期為八月，冬季時地上部分枯萎，

常為白雪所覆蓋。

【分布】臺灣高山的開闊斜坡上。

南湖柳葉菜 學名： Epilobium nantotaizanese

文：邱文良、鐘詩文．圖：鐘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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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高灰木 學名： Symplocos nokoensis

【瀕危狀態、現況】能高灰木最早於

1911年由早田文藏發表，其後金平亮

三將其置入灰木屬始得正確學名。能

高灰木特產臺灣，屬於少見高海拔灌

木，一般分布海拔2,700～3,400公尺

高之鐵杉林下，生育於鐵杉林林緣或

鬱閉破壞之鐵杉林中，於臺灣島內的

分佈狹窄，族群數目不多。若所處鐵

杉林受到破壞而使得灌木層直接暴露

於外，則此物種的生長狀況不佳，而

若發生森林火災，即使能高灰木不被

燒死，亦難以存活於較為乾燥的灌叢

或玉山箭竹原中。

【形態特徵】灌木至小喬木，高可達

７公尺，葉片多簇生於枝條前半端。

葉互生，革質，幾無柄，葉片橢圓形

或倒卵形，長約１～２公分，先端圓

鈍，葉緣上半部具不明顯鋸齒。花腋

生，小形，花冠白色或略帶淡紫色，

深裂成５瓣狀，雄蕊多數。果實醬果

狀，橢圓形，成熟時紫黑色，具宿存

花萼。

【棲所生態】能高灰木常生育於鐵杉

林下，受到上層鐵杉的庇護，與其他

闊葉樹種，如白花八角、玉山杜鵑、

臺灣鵝掌柴等構成鐵杉林下之灌木

層，其間並夾雜著玉山箭竹。喜好濕

冷的高海拔氣候，目前僅見於南投鳶

峰至合歡山及能高越嶺一帶，族群分

布範圍狹隘。日據時期曾在宜蘭太平

山地區曾採集過本種，但其後即不再

於該地發現其蹤跡。

【分布】中部及北部高海拔山區。

文：邱文良、鐘詩文．圖：鐘詩文



【瀕危狀態、現況】臺灣水韭為1971年台大

植物系學生徐國士與張惠珠前往陽明山夢幻

湖約會時發現，後經台大植物系教授棣慕華

（DeVol）博士發表為新種。由於水韭幾乎都

分布於溫帶地區，生長於亞熱帶區域的臺灣

水韭甚受學界矚目，歷來對其形態、生理等

方面也有相當多的研究。在人工培育情況下

臺灣水韭極易生長、繁殖，然而自從夢幻湖

的族群被發現之後，其他地區卻一直沒有發

現其他野外族群的存在，因此也使它成為著

名的珍貴稀有植物。1998年曾意外在竹子湖

停車場預定地的湧水濕地發現水韭的族群，

推測為夢幻湖疏濬出的泥土所攜孢子發育而

成，曾引發保育人士、學界與管理處對濕地

保留與否的一場論戰。爾後該溼地一直保留

至今，唯其中水韭族群似乎已消失無蹤。

【形態特徵】多年生水生或濕生草本。根莖

塊狀，小葉叢生，柔弱，呈細長針狀，基部

匙狀，達４～１５公分，僅具單脈，內有四

條氣室，因此橫截面呈「田」字型。孢子囊

約在秋季成熟，大、小孢子囊分別著生於不

同葉片基部內側。

【棲所生態】目前僅知的生育地夢幻湖雖海

拔不高，但受東北季風影響，水溫較低；以

往水位常受與量影響有些變化，但幾乎不會

乾涸。池中水韭則因水位不同而呈沉水或挺

水生長，伴生植物有七星山穀精草、日本針

藺、小莕菜、擬紫蘇草與水毛花等。近年由

於氣候改變、底泥淤積或池水滲漏等原因，

夢幻湖水位往往偏低甚至乾涸，有陸域化傾

向；臺灣水韭的族群受其他濕生或草原植

物，如芒草的強勢競爭而大幅減少，若情況

持續惡化，則將步上滅絕一途。

【分布】臺灣特有，野外族群僅知分布於台

北市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之夢幻湖。

臺灣水韭 學名： Isoetes taiwanensis

文：邱文良、許天銓．圖：鐘詩文

【瀕危植物】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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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氏觀音座蓮 學名：Angiopteris itoi
俗名：伊藤氏原始觀音座蓮

【瀕危狀態、現況】伊藤氏觀音座蓮

為1970年中興大學謝萬權博士依據南

投蓮華池所採集標本發表的新種，原

為原始觀音座蓮屬（Archangiopteris）
成員，後則由郭城孟博士合併入觀音

座蓮屬中。其型態正好介於觀音座蓮

（Angiopteris lygodiigolia）與臺灣觀

音座蓮（Angiopteris somai）之間，野

外生育地亦可見另兩種的存在，近年的

研究則已初步證實其雜交起源。由於親

本之一的臺灣觀音座蓮本身即為相當少

見的特有植物，天然雜交的後代更加稀

少罕見。模式標本採集地的蓮華池已超

過十年無發現紀錄，目前已知唯一的野

外族群位於台北烏來雲仙樂園後山，僅

存１０株左右，幾乎沒有天然更新的現

象發生，且該地點位於山徑周邊，知名

度高，常遭研究者或業餘趣味人士採

集，現況可說是岌岌可危。目前林業試

驗所已著手進行繁殖研究，並有初步成

效，對伊藤氏觀音座蓮的保育工作，應

有助益。

【形態特徵】多年生草本植物。根粗，

莖短縮，葉柄基部具有黑褐色革質宿存

的托葉。葉長可達１.５公尺，一回羽

狀複葉，羽片３～９對，羽片基部與羽

軸中段有類似葉枕的膨大構造。葉線狀

披針形，邊緣不平整，亦不為鋸齒緣，

有回脈。孢子囊群較偏向葉緣，較觀音

座蓮略長一些。

【棲所生態】已知生育地南投蓮華池與

台北烏來皆屬暖溫帶闊葉林，以樟科、

殼斗科植物為樹冠層的優勢樹種。伊藤

氏觀音座蓮生長於陰暗濕潤的森林底

層，周圍通常可見二親本：臺灣觀音座

蓮與觀音座蓮的族群存在。

【分布】臺灣特有，僅見於南投蓮華池

與台北烏來低海拔地區。

文：邱文良、許天銓．圖：許天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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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危狀態、現況】台大森林系應

紹舜教授於1985年根據屏東南仁山

的標本發表的蘭科新種。1987年蘇

鴻傑教授將相同的族群以大花豆蘭

（Bulbuphyllum wightii）之名發表為

臺灣的新紀錄種，唯B. wightii原僅分

布於斯里蘭卡東側山區，與臺灣有相當

距離，且型態與臺灣之族群仍有差異，

因此在臺灣植物誌第六卷即採用獨立種

的處理。以往僅知在恆春半島東側南仁

山區近海風衝稜線上有極少量的族群存

在，近幾年發現紀錄則向北延伸至台東

大武一帶。本種生育地均位於低海拔近

海山區，受歷年來山坡地開墾與森林破

壞影響，族群縮小且遭受嚴重隔離，在

南仁山保護區外的生境均為開墾地、檳

榔園之間零碎殘存的原始林區，隨時面

臨滅絕危機。本種花朵碩大，型態特

殊，近年常遭採集販售，對其族群亦造

成很大的危害。

【形態特徵】多年生著生草本，植株多

攀附於樹幹上。根莖粗硬，假球莖間距

長。葉長橢圓形，達１５公分，硬革

質。花莖自假球莖基部抽出，有花１～

４朵，繖形排列。花朵帶有腐臭味。花

被淡黃橙色，內面密佈紅斑；上萼片與

花瓣有紅色緣毛；側萼片長達４公分，

向內反捲使上緣於末端貼近；唇瓣暗

紅，上表面近基部呈毛絨狀。

【棲所生態】屏東捲瓣蘭的族群均出現

於臺灣東南部近海風衝稜線上的森林，

平時氣候炎熱且日照強烈，但午後常有

雲霧或陣雨。其植株多著生於港口木荷

或殼斗科大樹接近樹冠層的枝幹上，對

日曬與乾旱的忍耐力相當強。周圍可同

時發現的著生植物有抱樹石葦，以及臺

灣捲瓣蘭、小雙花石斛等同樣特產於東

南部的蘭科植物。

【分布】臺灣特有，分布於台東大武至

恆春半島東側近海山區。

屏東捲瓣蘭 學名： Bulbophyllum pingtungensis
俗名：大花豆蘭、龍鬚蘭

文：邱文良、許天銓．圖：許天銓



04�．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瀕危植物】

紅盔蘭 學名：Corybas taiwanensis
俗名：臺灣盔蘭

【瀕危狀態、現況】為1975年林讚標與呂勝

由氏根據採集於桃園那結山1,400公尺處的

單一植株所發表的新種。盔蘭屬主要分布於

熱帶亞洲與澳洲地區，型態頗為特殊，當時

的發現除了是盔蘭屬在臺灣的首次紀錄，也

將分布北限北移到臺灣島，在植物地理學上

別具意義。然而本種自發現後，已近三十年

無後續發現紀錄；目前僅知在模式產地附近

的山區有極少數植株存在，無疑是十分稀有

的物種。近年來，桃園復興與新竹尖石一帶

的果園不斷地向上擴展，植被完整性的破壞

對於靠著原始森林滋養、孕育的紅盔蘭是一

大威脅；但我們對它型態之外的相關資訊，

卻仍所知甚少，需要更詳盡的調查與研究。

1994年曾有南投山區發現紅盔蘭的報導，

但後來確認為另一種盔蘭屬的植物辛氏盔蘭

（Corybas sinii）。

【形態特徵】小型地生蘭，開花植株高度不

超過４公分。根纖細，具有球狀塊莖，徑約

３～４公犛。葉單生，常貼於地表，心形，

銳頭，長約１.５公分，寬１.６公分，具網

狀脈。花單生，淡紫紅；上萼片窄長，先端

鈍；花瓣與側萼片均為細線形，側萼片基部

約１／４合生；唇瓣頗大，管狀，由中央彎

曲，前緣流蘇狀。

【棲所生態】靠近山脊的鐵杉、紅檜混合

林，午後常有雲霧；紅盔蘭族群多生長於略

有遮蔭之山壁，植株常混生於密佈的苔蘚之

間。

【分布】臺灣特有，僅限於新竹尖石鄉北側

1,400公尺左右山區。

文：邱文良、 許天銓．圖： 許天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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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危狀態、現況】為1989年郭城

孟博士發表的新種，其型態介於長柄

鳳尾蕨（Pteris bella）與傅氏鳳尾蕨

（Pteris fauriei）之間，有可能是兩種

天然雜交的後代，但仍未證實，而棲

地附近亦未有推測親本的存在。最初

發現地在台北縣烏來鄉境內的一處麻

竹林下，迄今未於其他區域有發現紀

錄。由於它的外觀近似常見的傅氏鳳

尾蕨，易受調查者忽略，因此推測在

鄰近區域或相似的環境下，應還有其

他族群存在；但以現有資訊看來，仍

是極為稀少而珍貴的。最初發現地的

竹林常受居民採筍的干擾，因此該地

的烏來鳳尾蕨族群並不穩定，近幾年

僅存個位數的植株，亟需設法保育。

【形態特徵】武根莖短，葉叢生；葉

長可達３４～３７公分，寬１６～

２２公分。葉柄草桿色，或多少帶有

褐色，葉柄鱗片長卵圓形，中央顏色

較深。二回羽狀複葉，但近基部１～

２對羽片的基部下側小羽片通常會特

別伸長，羽裂。頂羽片羽裂，小羽片

呈梳齒狀，游離脈，羽軸兩側之小羽

片對稱，羽軸基部上表面無刺。

【棲所生態】目前僅知的生育地為一

小片麻竹植栽，應為先民開墾種植留

下，周圍則有柳杉人工林以及雜木

林，相較於周圍環境，這片竹林的地

表受到較多的日照，可能受竹類毒他

作用的影響，地被也較為稀疏。烏來

鳳尾蕨零星散佈於竹叢之間，地表落

葉層豐厚，伴生植物有中國穿鞘花、

九節木、小唇蘭、廣葉鋸齒雙蓋蕨、

二型鳳尾蕨等，均為周邊陰濕森林底

層常見的地被植物，唯獨烏來鳳尾蕨

僅見於此片竹林。

【分布】臺灣特有種，僅在台北縣烏

來鄉南勢溪東側坡面有發現紀錄。

烏來鳳尾蕨 學名： Pteris wulaiensis

文：邱文良、 許天銓．圖： 許天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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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芋蘭

【瀕危狀態、現況】最早於1906年由

日人川上瀧彌與森丑之助採於台東之

takai，並經早田文藏發表為芋蘭屬的

新種。紀錄顯示1938年正宗嚴敬於蘇

澳鳳尾山採得一份標本，自此之後直到

1975年才由林廣雄氏在宜蘭南澳地區

的溪床草叢中重新發現。目前資訊顯示

紫芋蘭僅在東部地區近海沖積平原的草

生地零星地出現，族群量甚小，估計總

數可能不超過２５０株。其生育地與人

類活動範圍接近，易受干擾；而近年氣

候變遷造成東部河川沖積作用加劇，河

床週遭砂石堆積的裸露地往往尚未發展

成草原便再次受到沖刷，對喜好生長於

河床週遭草生環境的紫芋蘭族群亦可能

產生不利因素。

【形態特徵】多年生草本植物。假球莖

卵形，埋於土讓之中，頂生２～４枚

線形葉片，狀似禾草，於春季開花前

凋萎。花莖自假球莖節間抽出，高達

２０～５０公分，不分枝，上有１０～

２０朵花呈總狀排列。花淡紫色，不完

全張開，呈垂頭狀；萼片線形，長約

１.３公分；唇瓣長約１.２公分，基部

形成一短距，末端三裂，中裂片上表面

有許多疣狀突起。

【棲所生態】依據目前的觀察，紫芋蘭

很有可能是河床沖積草生環境的先驅植

物。隨著河床周圍砂石堆積逐漸發展成

草生環境，累積較深厚的腐植層後，紫

芋蘭便有可能落居其間，混生於芒草、

甜根子草等強勢禾草群叢之間，並伴生

有狹葉瓶爾小草、綬草、線柱蘭與一些

豆科、莎草科的小型草本。然而，隨著

強勢禾草的持續擴展、加高，環境愈不

利於矮小的紫芋蘭生長，則使它逐漸消

失；紫芋蘭則利用這一段期間開花結

實，藉由飛散的種子尋找另一個適合生

長的環境。由此看來，紫芋蘭的族群是

相對弱勢且不穩定的，實有保育之必

要。

【分布】臺灣特有，零星出現於東部近

海草生地。

學名：Eulophia taiwanensis
俗名：臺灣芋蘭

文：邱文良、 許天銓．圖： 許天銓



【瀕危狀態、現況】最早由早田文藏與佐佐

木舜一於1912年八月採集於Maisha，後由

早田文藏發表為新種。數十年來學術界的調

查、採集均無此物種的發現紀錄，僅偶爾出

現於蘭花商販售之山採商品中，據聞來自東

部地區。直到近幾年在低海拔區域進行更深

入詳實的調查，才陸續發現零星的野生族

群，主要分布區域自台北縣境向東南延伸至

宜蘭與花蓮北部的低海拔河谷兩側，於南部

中海拔山區亦有發現報導。雙花石斛花朵成

雙開放，花徑大而色澤亮麗，加上「稀少罕

見」造成蘭花收集者奇貨可居的心態，使它

一直面臨相當的採集壓力；加上低海拔森林

長久以來的破壞，縱使分布尚稱廣泛，此一

特有種仍隨時面臨在野地裡消失的危機。

【形態特徵】多年生草本植物，著生於樹幹

或岩石上。外型與禾草十分相近。莖細長，

叢生，質硬，直立或先端下垂，長可達１公

尺，基部深褐色，末端常有不定芽。葉二列

互生，線形。花自莖節前段長出，花序柄

短，具雙花，同時開放，相對而生；花徑達

４公分，萼片與花瓣伸展，長４～６公分，

末端長尾狀；唇瓣反捲，上表面密被毛。

【棲所生態】雙花石斛喜好光線充足，水氣

充沛，通風良好的環境，多發現於低海拔地

區河川支流流量中等，沿岸森林完整未受破

壞的河谷，常大片著生於溪流兩側闊葉林大

樹高處的橫向枝幹，偶爾亦可見於封閉峽谷

兩側較高處的岩壁。其生長環境往往可見豐

富的著生植物與之混生，以蕨類和藍科植物

為主，如山蘇花、黑鱗鐵角蕨、垂葉書帶

蕨、垂枝石松、杉葉石松、大腳筒蘭、烏來

捲瓣蘭、豹紋蘭與小雙花石斛等，構成一多

樣性極高的高位著生生態系統。

【分布】臺灣特有，分布於東北部、東部低

海拔山區與南部山區。

雙花石斛 學名：Dendrobium furcatopedicellatum
俗名：大雙花石斛

文：邱文良、 許天銓．圖： 許天銓

【瀕危植物】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4�



假日本雙葉蘭 學名：Listera pseudonipponica

【瀕危狀態、現況】為專門研

究臺灣蘭科植物的植物學家福

山伯明於1935年發表的新種

蘭科植物。該種雙葉蘭的特徵

乃依據一份由中澤氏於1934

年採於「東勢郡石壁坑台中演

習林」的標本，此地名之位置

大約位於今台中的東勢林場附

近。除了這份模式標本上的兩

個植株，七十多年來假日本雙

葉蘭仍未有其他發現紀錄。雙

葉蘭屬主要分布於北半球溫帶

地區，臺灣分布的種類亦多分

布於海拔1,500公尺以上山區濕

潤冷涼之林下；然而，本種標

本記載的採集地卻是台中低海

拔丘陵地，環境乾燥且炎熱，

並非一般雙葉蘭會生長的環

境，何以有雙葉蘭在此發現，

實令研究者費解。時值今日，

東勢一帶低山區的森林多已遭

受破壞、開墾，或成為次生環

境，假日本雙葉蘭的謎團，可

能也永遠無法澄清了。

【形態特徵】多年生細小草

本。地下根莖纖細橫走。開花

株高約２０公分，植株中段具

有兩枚幾乎對生的葉片。葉廣

心形至近腎形，長２～２.５公

分，寬３～３ .５公分。花數

朵，細小，開展；萼片與花瓣

線狀披針形，長約３.６公釐；

唇瓣卵狀三角形，長５～６公

釐，三裂，側裂片在唇瓣基

部，僅三角狀微突；中裂片先

端漸寬，二裂，裂片四方形。蕊柱長約２公

釐，花藥卵形，長約０.７公釐。

【棲所生態】不詳。

【分布】臺灣特有，僅知分布於台東東勢。

文：邱文良、許天銓．圖：許天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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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危狀態、現況】為金平亮三與佐

佐木舜一於1930年根據蘭嶼採集的

模式標本發表的新種，迄今未於其他

地區發現，是少數特產於蘭嶼的植物

之一。蘭嶼肉桂植物體內肉桂醛含量

低，不適宜作為香料使用；但它的植

株強壯，生性強健，葉片厚實濃綠，

因此近年受到推廣而成為頗受歡迎的

園藝樹種，作為戶外或室內造景之小

喬木。原本推廣原生樹種的美意，卻

因成樹需求量大增而導致原生地的肉

桂植株即遭大量採挖，直到人工培育

之苗木大量出現，才有減緩趨勢。根

據農委會的評估，本種「族群遭嚴重

挖採，屬於小而持續下降之族群，能

繁殖之成熟個體少於250株，且隔離

之成熟能繁殖個體少於50株。」因而

處於嚴重瀕臨絕滅的狀態。

【形態特徵】常綠小喬木。葉常對生

或近對生，卵形至卵狀橢圓形，厚革

質，表面光亮，長９～１５公分，寬

７～９公分，全緣，先端銳尖，基部

圓或鈍全緣但略反捲，具明顯的三出

脈。花序頂生，圓錐狀，花被６枚，

雄蕊９枚，第３輪花絲有腺體一對。

果實核果橢圓形，長１.２～１.８公

分，光滑，基部有宿存花被，果梗長

約１公分，光滑無毛。

【棲所生態】野生植株零散地分布於

蘭嶼全島各處，海岸附近的開墾地間

偶爾有留存下的殘株，向內至200公

尺左右山區皆能發現，但很少出現密

集的族群。蘭嶼肉桂喜好開闊環境，

因此目前較容易發現的地點多半為陡

峭的坡地，受地形與風衝影響，森林

低矮而破碎，卻適宜它的生長。

【分布】特產於蘭嶼島。

蘭嶼肉桂 學名： Cinnamomum kotoense

文：邱文良、許天銓．圖：許天銓



清水圓柏 學名：Juniperus chinensis var. taiwanensis

文：邱文良、楊智凱．圖：楊智凱

【瀕危狀態、現況】臺灣最早的採集紀錄為

日人鈴木時夫（T. Suzuki）於1924年採集於

清水山（Chinsuishan），後由正宗嚴敬（G. 
Masamune）於1929年發表為新種，不過當

時的發表並不完整，視為裸名，直至1934年
才使其名為正當名稱；1930年正宗嚴敬將其

降為變種，認為本種與沖繩本島的為相同的

物種；2002年日本學者與國內學者合作，利

用逢機擴增多形性DNA（RAPD）偵測技術

重新檢視了東亞的柏屬（Juniperus）植物，

結果顯示本種植物與沖繩本島的不同，本種

與中國大陸的較為接近，則將本種視為臺灣

特有的變種。而本種族群分布區域小於100平
方公里，實際佔有面積小於10平方公里，族

群之間被嚴重隔離，僅剩下的生育地少於５

個，而早期清水山及嵐山地區的清水圓柏曾

遭挖採，族群數量已嚴重瀕臨滅絕。

【形態特徵】多匍匐狀或直立灌木。葉有二

型；線形葉長約０.６cm，寬約０.１cm，先

端尖；鱗葉長約０.１５cm，寬約０.１cm。

毬果球形，直徑約０.５cm。種子約三枚，直

立狀，三角橢圓形，長約０.３ cm，寬０.２
cm。

【棲所生態】僅分布於花蓮清水山、嵐

山、塔山、太魯閣大山、立霧主山等地

區，海拔1,800～3,000m，生育地皆以陡

峭斷崖石壁邊緣或直接暴露之碎石地為

主，由於植物體受環境的影響，使得本種

在外型上有著多樣的形狀，在石灰岩地

形中最特殊的植物之一。其伴生植物有

刺柏（Juniperus formosana）、高山櫟

（Quercus spinosa）、高山莢迷（Viburnum 
propinquum）、小蘗屬植物（Berber is 
sp.）、森氏菊（Dendranthema morii）等多

種植物。

【分布】臺灣特有，僅分布於玉山地區及雪

山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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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危狀態、現況】在臺灣最

早的採集紀錄為日人關谷 ( T. 

Sekiya)於1931年採集於玉山

(Niitaka)，後由大井次三郎(J. 

Ohwi)於1934年發表為新種，從

發表之後，學術界常年的調查，

則僅有少數的採集記錄，且僅發

現於玉山地區，近年來研究者在

雪山地區進行更深入的調查，才

發現零星的野外族群，主要分布

區域集中在高海拔山頂岩石縫

中，由於臺灣山薺數量原本就不

多，加上分布區域十分狹隘，生

長環境十分嚴苛，此一特有種隨

時面臨著滅絕的危機。

【形態特徵】一年生草本，被星

狀柔毛。基生葉叢生，明顯被

毛，葉披針形至倒披針形，長

５～７mm，全緣，基部漸尖，

半抱莖，莖生葉缺如或１～２

枚。花多數呈總狀排列；花梗

直立，長約３.５mm，被有細短

毛；萼片基部囊狀；花瓣白色。

短角果，扁平方向與分隔平行，

扭曲。

【棲所生態】目前僅知的分布區

域為高海拔地區接近三角點附近

的岩石縫穴中，且皆位於登山步

道旁，微環境皆十分嚴苛，岩石

風化以及崩落的現象常有，也因

生育地嚴苛使得伴生植物亦十分

稀少。每年更有３～４個月的冰

封期，生活史則需要在短短的幾

個月內完成。

【分布】臺灣特有，僅分布於玉

山地區及雪山地區。

臺灣山薺 學名： Draba sekiyana

文：邱文良、楊智凱．圖：楊智凱



【瀕危狀態、現況】在臺灣最早的採集紀錄

始於日人金平亮三（R. Kanehira）於1924年
10月採於南投縣蓮華池地區，1925年經山本

由松（Y. Yamamoto）於植物學雜誌發表為

新種。就以往的採集紀錄來看，本種僅分布

於南投蓮華池區域，近來則在東眼山森林遊

樂區發現新的分布地，當地族群數量亦相當

稀少，較大的族群主要還是集中於蓮華池地

區。研究者觀察，近年來開花數量並不如以

往的多，族群看似有退縮的情況，更有國外

學者嘗試“人工接種”試驗，但工作多年仍

未見成效。有關種子傳播及授粉機制，已有

學者投入相關研究，相信未來會有更多成果

展示。本種保護等級為嚴重瀕臨滅絕。主要

原因為族群小且分布非常狹隘，能繁殖之成

熟個體根據寄主的數目來看少於50株，需投

入更多的保育。

【形態特徵】多肉質，寄生於殼斗科植物根

上之草本。植物體呈倒圓錐形，高３～５

cm，寬１.５～２cm，橫切面略呈方形；芽

鞘直徑９～１１mm，葉鱗片狀，５～６對。

花單一，頂生，兩性；花被片肉質，合生；

雄蕊筒長約１８mm，直徑約７mm；柱頭長

約４～５mm。果實似漿果；種子小，多數，

種皮堅硬。

【棲所生態】已知的生育地以樟科、殼斗

科植物為樹冠層的優勢樹種，僅寄生在長

尾柯植物的根部上。蓮華池區域的菱形奴

草寄生於單刺櫧（Castanpsis cuspidate f. 
sessilis）根上，而東眼山森林遊樂區的菱形

奴草則寄生於長尾柯（Castanpsis cuspidate 
f. carlesii）的根部上，而有被寄生的根多裸

露在表面較多或有少數土壤所覆蓋，根部附

近則鮮少看到其它植物的生長。

【分布】臺灣特有，僅分布於南投縣魚池鄉

林業試驗所蓮華池分所及桃園縣東眼山森林

遊樂區內。

菱形奴草 學名：Mitrastemon kanehirai

文：邱文良、楊智凱．圖：楊智凱

054．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瀕危植物】



【分類地位】鳳蝶科（Papilionidae），鳳蝶亞

科（Papilioninae），鳳蝶族（Papilionini）。

【分布】臺灣特有種，目前已確認之採集地

多半位於嘉義縣以北，本種較著名之產地為

新竹縣之觀霧臺灣擦樹保護區、宜蘭縣之棲

蘭、四季、太平山之臺灣擦樹保護區以及臺

中縣佳陽、畢祿溪等地。

【棲地與生態】本種目前可靠之分布地區為

臺灣之中北部及東部，臺灣南部如阿里山之

族群雖可能存在，但無可靠之證據標本可

供查證。本種幼蟲僅攝食樟科之臺灣擦樹

（Sassafras randaiensis）。由於擦樹為陽

性先趨樹種，故多分布於海拔約800-2,000m

之向陽陡坡面，成蟲每年出現於四月至八

月。雄蟲多半遠離擦樹林至溪谷中吸水，而

雌蟲則多半緩慢飛行於樹冠或森林邊緣。

【保育現況】本種目前仍有相當程度之非法

捕獵壓力，此種捕獵及收購壓力甚至來自當

地駐警或部份假學術研究名義進行商業採集

之人士。除大量採集聚集吸水之雄蟲外，人

為採卵行為對部份特定地區族群（如北部橫

貫公路西村至池端段）已造成重大影響並干

擾寄主植物幼木之生長。

【瀕危蝴蝶】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55

寬尾鳳蝶 學名：Papilio (Agehana) maraho
俗名：闊尾鳳蝶

文：顏聖紘．圖：李惠永



05�．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瀕危蝴蝶】

【分布】在臺灣，此蝶僅產於東南部的離

島蘭嶼，偶有報導自綠島的採集記錄，是

否為該島固有則十分可疑，可能為偶產性的

迷蝶。蘭嶼島為本種分布的北限，另分佈

於菲律賓的巴丹群島（Batan Islands）、

巴布煙群島（Babuyan Islands）以及呂宋

（Luzon）以南至岷答那峨（Mindanao）之

間各島。

【棲地與生態】於蘭嶼地區此蝶成蟲全年

皆可見到，但主要發生於每年３～４月出

現，及９～１０月間。幼蟲以港口馬兜鈴

（Aristolochia zollingeriana Miq.）為食。

卵單獨產於寄主葉背，卵呈球形，橙黃色。

幼蟲體上有圓錐狀肉質突起，體底色呈暗紅

褐色，第三腹節後側有一白色環帶，下粗上

細，第四腹節由側面至背面有一寬福的白

斑。終齡幼蟲體底色轉為黃褐色而有模糊的

黑斑，初期亦棲於葉背，老熟幼蟲有啃咬木

質化莖，致使寄主上半部枯死的習性。蛹的

腹部背側有成對的稜突，化蛹於寄主植物莖

上或附近之其他植物體上。

【保育現況】本種為珠光鳳蝶分布範圍之最

北限邊緣族群，在保育生物學上具有重要之

意義。本種在早年曾被視為蘭嶼之常見種，

但目前蘭嶼產族群正面臨棲地開發與急速劣

質化、與小型種紅紋鳳蝶之競爭、羊群放牧

及非法捕捉壓力。

珠光鳳蝶 學名：Troides magellanus
俗名：珠光黃裳鳳蝶、蘭嶼翼鳳蝶、螢光裳鳳蝶

文：顏聖紘．圖：李惠永



【瀕危蝴蝶】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5�

【分類地位】鳳蝶科（Papi l ionidae），

鳳蝶亞科（P a p i l i o n i n a e），裳鳳蝶族

（Troidini）。

【分布】本種全種廣布於亞洲東部。臺灣亞

種 formosanus 則產於臺灣全島部份地區之海

岸林及低至中海拔約2,000m之山區森林，以

及綠島之海岸林、其中以恆春半島之族群最

為龐大，其餘則零星分布於臺北縣坪林、八

里、瑞芳、宜蘭頭城、烏石鼻、南澳、花蓮

北埔至太魯閣、臺東綠島、高雄六龜至茂林

山區、彰化田中、新竹竹東、仙腳石等地。

部份地區之個體群是否由人為引入尚待追

蹤。近年則有部份遷飛個體被發現於日本八

重山之与那國島。

【棲地與生態】此蝶在恒春半島之出現高峰

為每年之三至四月、七至八月，冬季亦可發

現成蟲。其幼蟲攝食臺灣產各種馬兜鈴屬植

物。成蝶於清晨、黃昏時分訪花採蜜，雌雄

習性迥異。♂常於森林樹冠上盤旋、徘徊、

滑翔，受驚時騰空高飛，迅速逃逸；雌蝶棲

息於樹林內部較陰暗的場所，飛行緩慢。卵

產於葉背，呈球形，橙色，幼蟲初期亦棲於

葉背，成長的幼蟲則常憩於較粗的莖上，並

有啃咬木質化莖，致使植株末端枯死的習

性，幼蟲底色呈紅褐色，體上有細長之肉質

突起，有泛紅色之白帶由第三腹帶下側斜向

延伸至第四腹節背部側方的肉質突起。終齡

幼蟲體底色轉為黃褐色而有黑色斑紋。化蛹

於寄主植物莖上或附近其他植物莖、枝條下

側。

【保育現況】本種因族群拓展快速，人工飼

養容易，目前暫無龐大之商業捕獵壓力，但

棲地破壞與小型種競爭仍為生存威脅之主

因。

黃裳鳳蝶 學名：Troides aeacus formosanus
俗名：恆春金鳳蝶

文：顏聖紘．圖：李惠永



05�．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瀕危蝴蝶】

【分類地位】蛺蝶科（Nymphalidae），小

紫蛺蝶亞科（Apaturinae），小紫蛺蝶族

（Apaturini）。

【棲地與生態】本種幼蟲攝食榆科之沙朴

（Celtis sinensis），成蟲出現期為五至八

月，一年一代，多半棲息於寄主植物附近，

成蟲具有高度領域性，幼蟲於寄主植物週邊

之落葉下越冬。

【保育現況】本種目前除棲地破壞造成族群

大量減少外，人為過度獵捕為近年來族群衰

退的主因，由於本種成蟲極易以腐熟水果誘

引，越冬幼蟲又多聚於樹下之落葉層，故職

業採集人通常可在發生尖峰時刻採集數量可

觀之個體，此舉對於分布狹隘並對棲地選擇

嚴苛的蝶種來說，將造成致命的影響。此

外，臺灣中低海拔山區聚落居民習於將垃圾

及建築廢棄物任意傾倒，加上道路工程養護

單位之不當施工，亦對越冬幼蟲造成嚴重之

傷害。

大紫蛺蝶 學名：Sasakia charonda formosana

圖、文：顏聖紘



【瀕危蝴蝶】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5�

　　南方燕藍灰蝶在

分類地位上屬於灰蝶

科，藍灰蝶亞科，燕

藍灰蝶屬，牠的體型

纖細，雄蝶翅背面呈

美麗的水藍色，雌蝶

則呈黯淡的褐色，牠

也被稱為「臺灣燕小

灰蝶」，或是「長尾

燕灰蝶」。

　　在臺灣地區原本

棲息著兩種燕藍灰蝶

屬蝴蝶，除了南方燕

藍灰蝶以外，還有被

稱為燕藍灰蝶或霧社

燕小灰蝶的E v e r e s 

a rg iades  he l l o t i a

（Ménétriés）。這兩種物種外型相似，棲息

地區卻頗為不同，南方燕藍灰蝶基本上是熱

帶性物種，分布遍及整個東南亞、澳洲、新

幾內亞，最北的分布地只及於日本的九州、

四國及九州南端。燕藍灰蝶卻是典型的溫帶

物種，分佈於整個歐亞大陸北部。這兩種蝴

蝶在臺灣的命運也大不相同，南方燕藍灰蝶

在臺灣發現極早，遠在動物地理學之父華萊

士及英國著名鱗翅學者合作發表第一篇關於

臺灣蝴蝶的論文時便已提到這種蝴蝶，此後

全台各地都有這種蝴蝶的採集、觀察記錄，

而且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著作中通常形容南

方燕藍灰蝶是種十分常見的「普通種」蝴

蝶。相對地，溫帶性的燕藍灰蝶卻遲至1970

年代才被發現，而且在臺灣被認為是只棲息

在高海拔地區的稀有種類。然而，就在二十

世紀即將結束時情形有了很大的變化。南方

燕藍灰蝶在1980年代分佈範圍變小，族群量

也銳減，日期正確的最後可考採集觀察紀錄

是在1988年，在那之後便沒有可靠的觀察記

錄，雖然牠不見得真的已經完全從臺灣地區

滅絕了，但是在自然觀察蔚為風氣，網路貼

圖分享生態照盛行的當代，近年無人觀察到

這種蝴蝶的事實說明南方燕藍灰蝶至少已經

族群銳減到十分危險的程度，歷來被人認為

是稀有種的燕藍灰蝶卻似乎並不受影響，近

年仍陸續有自然愛好者在中、南部海拔較高

的山區觀察到牠。

　　究竟是什麼原因引起這兩種蝴蝶迥異的

命運呢？雖然在臺灣關於這兩種蝴蝶的生態

資料都不完整，但是綜合有限的資料及國外

的紀錄可以知道南方燕藍灰蝶的食性遠比燕

藍灰蝶來得窄，前者幼蟲主要取食豆科山螞

蝗屬植物Desmodium，後者卻可以取食許多

屬豆科植物。南方燕藍灰蝶在國外的主要寄

主假地豆D. heterocarpum是一種喜好陽光充

足場所的草本植物，由於這種偏好，它的生

長環境常遭受開發或是變為果園、農地，這

使得這種植物由一種常見的荒地植物逐漸變

得日益稀有，致使南方燕藍灰蝶的幼蟲食物

大量減少，而殘存在農地的假地豆群落又因

園內農藥施放頻仍而使南方燕藍灰蝶無意中

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一種原本常見的可愛蝴

蝶便從此自我們的眼簾中消逝了。

南方燕藍灰蝶 學名：Everes lacturnus rileyi
俗名：臺灣燕小灰蝶

圖、文：徐堉峰 



0�0．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瀕危蝴蝶】

　　折線灰蝶是一種棲息在森林樹

冠層的小型蝴蝶，牠們的翅膀一面

呈黑褐色，另一面卻呈白色，反差

很大，不過在白色的腹面有黑色的

線紋，於後翅曲折成“V”字形。

牠又有「水色長尾小灰蝶」及「青

灰蝶」的別名，不過牠的後翅尾突

並不長，身上也沒有青色的斑紋。

　　折線灰蝶最初是於一九二二

年於霧社地區發現的，後來於

一九二九年被視為臺灣特有亞種而

命名。在那之後大部分的觀察、採

集記錄也都是在中部山區，尤其是

霧社上方的山區，也就是今天遊人

如織的南投縣仁愛鄉清境農場、松

崗一帶。不過，這個曾是折線灰蝶

棲息數量最豐富的地區今天卻完全

沒有這種精靈般蝴蝶的蹤跡了。由

於氣候條件優良，這個地區被認為

是臺灣地區少數適宜發展畜牧業

的地方，隨之而來的便是森林的清

除，這使得折線灰蝶賴以為生的唯

一寄主植物栓皮櫟樹林成片消失，

以至於時至今日只殘存了零星散

佈、東一株、西一株少許植株。由

於折線灰蝶的幼蟲只能依賴栓皮櫟

每年一度於春天開出的新葉成長發

育，而稀疏的栓皮櫟殘林無法提供

穩定食物來源，於是臺灣地曲折線

灰蝶族群數量最豐富的地區便這樣

不見了。令人難以理解的是，臺灣

其他地區仍有不少成片的栓皮櫟森

林，不過現在除了奧萬大地區仍能

見到折線灰蝶之外，其他的栓皮櫟

樹林都沒有發現有這種蝴蝶棲息，

令人嘆息。

折線灰蝶 學名：Antigius attilia obsoletus
俗名：水色長尾小灰蝶、青灰蝶

圖、文：徐堉峰



【瀕危蝴蝶】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1

　　在臺灣地區形形色色的蝴蝶當

中，馬拉巴翠蛺蝶是頗具傳奇色彩

的，根據歷史記載，牠的模式產

地是在南投縣仁愛鄉的馬拉巴（今

天的望洋），因此最初研究這種蝴

蝶的日本蝶類學者白水 隆博士及

國內蝴蝶專家陳維壽先生便以這個

地名來為這種蝴蝶訂學名。由於馬

拉巴地區位於南投縣仁愛鄉，牠還

有仁愛綠蛺蝶的別名。不過，後來

這種蛺蝶卻沒有再被從模式產地發

現。由於馬拉巴翠蛺蝶頗為大型，

翅膀色彩又高雅美麗，兼之數量稀

少，使得愛蝶人無不努力找尋牠的

產地。經過多年之徒勞無功後。終

於發現台中縣的中橫山區有穩定的

馬拉巴翠蛺蝶族群存在。然而，天

有不測風雲，民國八十八年九月

二十一日發生了臺灣地區近代最劇

烈的大地震，重創中橫地區，馬拉

巴翠蛺蝶唯一已知良好棲地地質結

構遭到破壞，後來又連遭颱風引發

的土石流沖刷，致使棲地環境大

變，對這種珍稀蝴蝶造成負面影響

難以估計。

　　馬拉巴翠蛺蝶的寄主植物及其

他生態需求迄今尚未明悉，不過從

牠狹窄的分佈範圍及稀少的數量看

來，牠的生存條件可能頗為嚴苛，

因此環境惡化頗可能讓這種稀有的

蝴蝶步上滅絕之路。

馬拉巴翠蛺蝶 學名：Euthalia malapana

圖、文：徐堉峰



0��．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瀕危天牛】

圖、文：周文一

臺灣花天牛 學名：Taiwanocarilia atra

【瀕危狀態、現況】臺灣花天

牛不僅是臺灣特有種，臺灣花

天牛屬（Taiwanocarilia）更

是臺灣的特有屬，而且是僅有

一屬一種的單種屬。這種天牛

是日本天牛分類學家玉貫光一

在1942年根據採於玉山山頂

的單一雌蟲所命名的，命名時

將其置於分布在亞洲溫帶地區

的金花天牛屬（Gaurotes）

中；但是在1985年日本天牛

分類權威林匡夫根據該種缺

乏許多金花天牛屬的明顯特

徵，而建立了臺灣花天牛屬 

（Taiwanocarilia），同時他

也檢查到另外一隻同樣採於玉

山山頂的標本。

直到2002年，鄧博文先生於

南投縣的碧綠溪採集到一隻雄

蟲，這也是該物種自命名以來

的第3筆採集記錄。這種天牛

在漫長的半個世紀中，僅有寥

寥的3筆採集記錄，且碧綠溪

在2002年之後經過天牛研究

者的密集採集，這五年間仍一

無所獲，顯見這種天牛的稀有

程度。碧綠溪一帶的天然林，也因為溫帶果

園的大肆開發，已經嚴重危害到近年所知的

唯一棲地，相信若未為能遏止這種無度的開

發，臺灣花天牛屬（Taiwanocarilia）勢必消

失在世人的面前。 

【形態特徵】體長０.８～０.９公分，體色黑

色具光澤，體表覆稀疏金黃色短毛。頭部、

觸角、胸部、翅鞘及各足皆為黑色。雄蟲觸

角未達到翅鞘末端，複眼後方頰部發達。前

胸側緣具不明顯瘤突，背面略隆起。翅鞘表

面具明顯點刻。各足的跗節相對地較長。

【棲所生態】棲息在2,300公尺以上的針闊葉

混合林或針葉林中，成蟲5月份出現，具訪花

習性，殼斗科的狹葉櫟是唯一僅知的訪花對

象。

【分布】僅知分布於玉山山頂及南投縣的碧

綠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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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周文一

臺灣刺胸花天牛 學名：Neorhamnusium taiwanum

【瀕危狀態、現況】臺灣刺胸花

天牛在1976年命名時，是根據

一隻只知道產自臺灣，並無任何

地點或採集日期及年份記載的雄

蟲，當時並將臺灣刺胸花天牛指

定為模式種，建立了刺胸花天牛

（Neorhamnusium）屬，直到

1999年為止，除正模式標本外

（目前存放在日本大阪市立自然

博物館），這期間並無任何再發

現本種的記錄。1999年6月，業

餘昆蟲愛好者蘇睦翔先生於臺灣

中部梨山附近採集到一隻雌蟲，

這是這種天牛的第二筆採集記

錄，也是雌蟲的首度發現。推測

臺灣刺胸花天牛應該是分布在梨

山一帶海拔2,000公尺左右的地

區，由於梨山周邊此海拔的地區

多數已被開闢為溫帶果園或高冷

蔬菜園，殘存的原始林面積日益

縮小，這種特別的天牛應該處於

瀕臨滅絕的狀態，若未能及時遏

止濫墾山地的歪風，相信不久後

必然走上滅絕之路。 

【形態特徵】體長２.１公分，體

色朱紅色，足及觸角黑色。雄蟲

觸角長度超過翅鞘末端，雌蟲只

達翅鞘２／３處，複眼後方的頰

部發達。前胸背板有光澤，側緣

具1鈍刺，背面具2個瘤狀突起。

翅鞘表面覆稀疏金黃色短毛，具

不明顯縱脊，翅鞘邊緣在中部略

向內凹陷，接近端部的區域最寬。

【棲所生態】棲息在2,000公尺左右之針

闊葉混合林中，成蟲於５～６月份出現，

日行性，據蘇睦翔先生指出，採獲雌成蟲

時，該蟲正在取食殼斗科栓皮櫟（Quercus 

variabilis）之樹液，數量極為稀少。

【分布】臺灣特有種；產於臺灣中部2,000公

尺左右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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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周文一

加藤巨顎天牛 學名：Taiwanocarilia atra 
俗名：背瘤刺緣大薄翅天牛

【瀕危狀態、現況】台1938 年時，美國的昆

蟲學家嘉理思 （Gressitt）根據產於台南安平

的單一雄蟲命名了加藤巨顎天牛，其種小名

中的kato指的是日本的蟬類學者加藤正世。

就在這種天牛被發現後，歷經了半個世紀的

空白，直至1988年，日本業餘天牛研究者

奈良一與木生昆蟲館館長余清金共同著作的

「臺灣的天牛」一書中，圖示了一隻產自墾

丁的雄蟲，這是該天牛的第二筆採集記錄。

2004年，周文一著作的「臺灣天牛圖鑑」

中，圖示來自恆春半島的兩隻雄蟲及一隻雌

蟲，這也是雌蟲首度被記載。早在「臺灣天

牛圖鑑」的籌劃期間，該書作者已經尋找這

種天牛十餘年，結果卻不太樂觀，以目前安

平徹底被開發的情況看來，其在模式標本採

集地及周邊的族群應早已滅絕；恆春半島的

族群也在岌岌可危的狀態，由於恆春半島在

假日往往湧進如織的人潮，且當地正以非比

尋常的速度被開發著，這種本來就很稀少的

天牛，在低地海岸林快速消失之時，也正默

默的步上滅絕之途。 

【形態特徵】雄蟲體長４.２～５.６公分，

雌蟲４～５.７公分。體色深棕色，雄蟲大顎

發達，觸角第三節最長且粗壯；雌蟲觸角較

細。雄蟲前胸背板發達，邊緣具由許多細刺

形成之鋸齒狀，背板上方具二個大型的光亮

區。翅鞘表面粗糙，具四條縱脊，前足腿節

佈滿細刺，中、後足腿節亦具有稀疏的刺。

雌蟲體型較修長，觸角較短，各足腿節之刺

亦較不發達。

【棲所生態】棲息在低地的海岸林中，成蟲

不取食，夜行性且具趨光性。

【分布】臺灣特有種，原本應該分布在台南

以南的海岸林地區；近年只有在恆春半島有

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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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周文一

毛腳寬短翅天牛 學名： Merionoeda (Macromolorchus) hirsutus 

【瀕危狀態、現況】毛腳寬短翅

天牛的外觀可能擬態膜翅目的昆

蟲，在臺灣的確實現況目前還是

謎。本種首度的採集記錄是由日

本的雕刻名家，也是天牛收藏家

的鳥飼兵治先生於1981年5月25

日在高雄縣扇平森林遊樂區所採

集到的數十隻個體。其後這種天

牛在臺灣好像消失一般，未曾再

有任何發現或採集的例子。此期

間，經由鳥飼兵治先生的口述得

知當時的標本全部採集自伐倒木

上，直到2001年7月21日，由研

究天牛的周文一在大漢山進行天

牛種類調查時，意外的發現一隻

雌蟲個體。這也是這種天牛第二

度在臺灣被採獲。關於這種奇特

的天牛，還有許多待解的謎團，

扇平地區及大漢山，近年來有不

少業餘的昆蟲愛好者在這些區域

密集的採集天牛，卻再也沒有發

現這種天牛，日本天牛亞科分類

專家新里達也博士表示，他懷疑

臺灣產的可能是有別於日本的新

種，但在為能順利或得較多數標

本的情況下，也只能暫時將其視

為同種。這種天牛在臺灣推測應

該分布在南部低海拔山區，不幸

的是，適合此天牛生存的地區原始林幾已不

復見，多被相思樹的造林地所取代，這種天

牛隨著合適棲地的消失殆盡，目前應該處於

瀕臨滅絕的狀態。 

【形態特徵】體長１.２～１.６公分，觸角寬

扁，前胸具明顯瘤狀突起，翅鞘在１／２處

強烈狹縮成長條狀延伸至末端，各足腿節膨

大，尤以後足為甚，後足腿節膨大部位布滿

黑色毛，後足脛節略彎曲且具有瓶刷狀的褐

色毛。

【棲所生態】棲息在700～1,200公尺左右的

闊葉林中，成蟲５～７月份出現，有訪花的

習性。

【分布】臺灣、日本；臺灣目前只有高雄縣

的扇平及屏東縣大漢山有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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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周文一

山藍天牛 學名：Aphrodisium noexenum

【瀕危狀態、現況】山藍天牛在

臺灣的唯一記錄，是根據霧峰農

業試驗所所藏的一標本，此個體

為日人 N. Oho 在1942 年5月採

自Sozan（草山，即現在的台北

市陽明山）。在陽明山尚未成立

為國家公園之前，此區域是熱門

的昆蟲採集地區，有不少的昆蟲

專業人士或業餘的愛好者活躍於

此地區採集昆蟲，卻未曾聽聞有

任何該種天牛的採集記錄。自陽

明山國家公園成立之後，此區域

也曾經有數度各種規模的昆蟲相

調查，但這些廣泛的昆蟲相調查

裡，也未見此種天牛的記錄。山

藍天牛自從1942年首度現身後，

至今再也沒有被發現，相信這種

美麗的天牛極可能已經從此區域

滅絕，也意味著它在臺灣的區域

性滅絕。 

【形態特徵】體長３.７公分，體

表為綠色具強烈金屬光澤，觸角

黑色，前胸外緣具瘤狀突起，表

面具不規則的瘤狀突起及橫向的

彎曲皺褶，翅鞘表面具不明顯縱

稜及不均勻的瘤狀顆粒，各足腿

節為紅棕色，唯後足腿節前半部

為具金屬光澤之藍色。

【棲所生態】目前相關的生態習

性不明，成蟲５月份出現，應該

於日間活動，也可能會訪花。

【分布】臺灣、中國、阿薩姆；

在臺灣分布狀況不明，目前所知的唯一一隻標本來自陽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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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周文一

巨顎薄翅天牛 學名：Megopisbaralipton mandibularis

【瀕危狀態、現況】巨顎薄翅天牛一如其種

小名，雄蟲有著顯著的巨大大顎。1899年

時，Fairmaire根據臺灣南部產的標本，命名

了這種特別的薄翅天牛。這種天牛在臺灣被

發現已經百餘年了，但是這百多年的漫漫歲

月中，在臺灣的昆蟲史中留下的卻是一片的

空白。據木生昆蟲館館長余清金指出，這種

天牛在數十年前，埔里周邊地區尚可見及，

但由於當時不覺這種天牛特別，因此未留下

任何的標本。巨顎薄翅天牛在臺灣的一個多

世紀，唯一的線索就只剩下這段口述的歷

史；Fairmaire當時亦沒有指定其模式系列的

存放地點，因此臺灣島上的巨顎薄翅天牛就

如夢幻般的虛無飄緲。

1995年，「臺灣天牛圖鑑」作者周文一在金

門島上進行天牛相的調查時，意外的採獲這

種天牛，不過金門島的族群在外觀上和福建

產的在形態上無甚差異，但是否和臺灣島上

的完全相同；福建及金門產的是否為另一亞

種或根本就不同種？在無從比對的情況下這

問題恐將成為永遠的謎團。 

【形態特徵】體長２.９～３.７公分，雄蟲體

色黃褐色，雌蟲體色深褐色。雄蟲大顎極為

發達，末端明顯分叉，雌蟲大顎較不發達，

雄蟲觸角第９節後超過翅鞘末端，雌蟲觸角

較雄蟲略短，複眼上下緣具金黃色毛斑。前

胸外緣區域具明顯金黃色毛斑。翅鞘上具2道

縱脊。雌蟲產卵管明顯外露。

【棲所生態】棲棲息在低海拔地區，成蟲於

６、７月份出現，成蟲不取食，夜晚具趨光

性。

【分布】臺灣、中國大陸；分布在臺灣本島

的族群可能已經滅絕，目前只有在金門島上

可發現少量的族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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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周文一

四紋蟻型天牛 學名：Myrmexocentrus quadrimaculatus

【瀕危狀態、現況】四紋蟻型天牛

這是後翅退化無法飛行的特別種

類。這種特別的天牛是由日本天牛

分類學者林匡夫教授在1983年所

命名，其根據的標本是由日本人

K. Suzuki在1980年3月21日在墾

丁公園所採獲的單一雌蟲，目前此

正模式標本存放在日本東京國立

科學博物館，這也是這種天牛唯

一的一筆採集記錄。如同山保氏

瘤叉尾天牛一樣，這類喪失飛行

能力的天牛，完全無法忍受環境的

丕變，而以墾丁地區目前的開發

程度來看，這種天牛再發現的可

能性可以說是零了。蟻型天牛屬

（Myrmexocentrus）在臺灣僅發

現這唯一一種，所以四紋蟻型天牛

的滅絕，除了是這個種類的世界性

滅絕外，也等於是這個屬在臺灣的

區域性滅絕。 

【形態特徵】體長０.９公分，體

色深褐色，體幅寬大，前胸背面隆

起，外緣具短刺，翅鞘表面具明顯

點刻，前半段具明顯白色勾狀斑

紋，後半段具大型白色不規則形斑

紋，後翅完全退化，僅在翅基部具

有不明顯的翅芽。

【棲所生態】棲息在低海拔闊葉林中，成蟲

３月份出現，由於數量極為稀少，相關的生

態習性不明，應該有躲藏在枯枝葉間的習

性，且應該為夜行性。

【分布】臺灣特有種；目前只有在屏東縣墾

丁公園的正模式標本採集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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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正澤、顏聖紘．圖：楊正澤

津田氏大頭竹節蟲 學名： Megacrania tsudai
俗名：林投馬

【瀕危狀態、現況】已列入國家級保育類昆

蟲，目前因海岸開發造成林投植群消失，對

以林投為主要食物的津田氏大頭竹節蟲是一

大壓力。 

【形態特徵】雌成蟲體型大，體長約１０～

１５公分，體色黃綠至深綠色，偶有藍紫色

出現，體長而扁，頭大型，約與前胸同寬，

體背具不規則瘤疣狀突起，前翅短，只伸達

腹部第二節左右。目前所知只有雌蟲，行孤

雌生殖。

【棲所生態】津田氏大頭竹節蟲以林投葉為

食，白天躲在葉片基部，夜間活動，林投為

海岸植物，據推測竹節蟲卵可能夾在林投果

隨黑潮的漂流散佈，卵常見於林投叢，混在

排遺中，海水沖入水中，海岸及近海岸河口

之林投植群是最佳棲所。

【分布】臺灣：恆春半島、蘭嶼、綠島。日

本：石垣島、西表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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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楊正澤

蘭嶼葉螽蟖 學名： Phyllophora kotoshoensis 
俗名：大葉螽蟖

【瀕危狀態、現況】已列入國家級保育類昆

蟲，目前已知分布於蘭嶼之森林邊緣灌叢，

而蘭嶼環島公路開發使森林邊緣之棲地減

少，棲地受到威脅，但實際情形尚待深入調

查了解。 

【形態特徵】體大型，體長（含翅）約10公

分，體綠色至黃綠色，側面觀翅形如葉片，

前胸背板前背面觀長菱形，前段短，側緣具

尖齒，後段長，光滑，前足脛節內外鼓膜聽

器明顯。

【棲所生態】採集記錄均來自蘭嶼環島公路

旁森林邊緣或公路旁灌叢，偏好之棲所植群

包括葡萄科植物（連等，1999）、火筒樹

科、大戟科、茶茱萸科、無患子科及厚殼樹

科等灌叢。夜間受路燈引誘出現在燈下草

叢，或住家燈光明亮的窗前。

【分布】蘭嶼、綠島。



【瀕危直翅目】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1

圖、文：楊正澤

球翅螽蟖 學名： Hexacentrus fuscipes

【瀕危狀態、現況】依採集記錄僅三筆，

均在海岸防風林，尤其是木麻黃林中，而

這些棲所亦受地方上休閒活動開發之需求

而減少，棲所受威脅。 

【形態特徵】體大型，體長（含翅）約４

公分，雄蟲前翅隆起瓜瓢狀，兩翅合成球

狀，體褐色，前足脛節具長刺，鼓膜聽器

明顯。

【棲所生態】目前已知棲所均為海岸防風

林，通宵（劉淑惠採）、馬祖（葉文斌

採）均在木麻黃林，最近台北金山（王心

浩採），採集樹種尚不明確，但棲所亦為

海岸防風林，詳細的棲所生態至不明。

【分布】臺灣：金山、通宵、馬祖。日

本：琉球。



圖、文：楊正澤

臺灣海灘蟋蟀 學名： Taiwanemobius formosanus
俗名：砂灘蟋蟀

【瀕危狀態、現況】本種

蟋蟀1996年發表為新屬

新種，當時調查只分布於

臺灣東海岸北起南澳南溪

口，南至安朔、達仁海

灘，蘭嶼只有東岸及西岸

各小部分海灘，由於海岸

開發及公路建設影響海岸

造成石礫沙灘減少，棲所

受威脅。

【形態特徵】體中型，無

翅，背面觀全體黑色，夾

雜白色斑塊，六足白色，

具黑色斑，如大理石紋。

【棲所生態】本種為臺灣

地蟋蟀科中僅知生活於海

岸潮間帶的種類，退潮時

出現在石礫砂灘，取食遺

留在海灘的食物。跳躍時

海風吹送，平時爬行快

速，躲藏在砂灘中或下的

卵石塊間隙，相關習性不

詳。

【分布】北起南澳南溪

口、南至安朔達仁，蘭

嶼。

0��．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瀕危直翅目】



【其它的瀕危昆蟲】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

文：顏聖紘．圖：陳永杰

臺灣爺蟬 學名：Formotosena seebohmi

【 分 類 地 位 】 蟬 科

（Cicadidae），蟬亞

科（Cicadinae），爺

蟬族（Gaeanini）。

【棲地與生態】由於本

種採集量極少，因此無

從對其棲地生態需求提

出描述，僅知多半分布

於原生闊葉林中。

【保育現況】本種之採

獲量少，目前遭受強大

之商業捕獵壓力，但低

海拔森林之開發可能對

其族群造成一定程度的

影響。



文：顏聖紘．圖：連裕益

妖豔吉丁蟲 學名： Buprestis (Cypriacis) mirabilis

【分類地位】吉丁蟲科

（Buprestidae），吉丁蟲

亞科（Buprestinae）。

【分布】目前僅知之確實

分布地點為臺灣中部山區

如中橫佳陽及畢綠神木。

【棲地與生態】本種之棲

地與生態行為不詳。但

其近似種之寄主為松科

（Pinaceae）植物。

【保育現況】因本種被採

獲之數量極低，目前無法

推測其族群數量，保育原

始闊葉林或許是唯一的方

式。

0�4．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其它的瀕危昆蟲】



【其它的瀕危昆蟲】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5

文：李奇峰．圖：李惠永

臺灣食蝸步行蟲 學名：Carabus (Damaster) blaptoides

【瀕危狀態、現況】食

蝸步行蟲（D a m a s t e r 

blaptoides）與臺灣擬食

蝸步行蟲一樣是前翅癒

合、無法飛行的甲蟲；因

此它的分佈令人關注，長

久以來它一直被認為是日

本的特有種。早期有一些

零散的報告記載臺灣有其

採集紀錄，但不是缺乏

舉證標本，就是標本來源

有誤；直至西元1964年

七月，由台大榮譽教授朱

耀沂在台中縣的佳保台採

到一隻活生生的標本；並

根據其形態差異命名為臺

灣特有亞種。可惜之後再

也沒有人採集到該亞種標

本，可被視為已滅絕的物

種。（圖為典藏於日本九

州大學的模式標本）。 

【形態特徵】中型種類：

長３ .５公分，寬１ .９

公分。此種在日本分成

好幾個亞種，但此標本

前胸背版較細長且為黑

色，較接近分布於日本南

方的亞種，即指名亞種

（Damaster blaptoides 

blaptoides Kollar），但

仍有些差異：翅鞘的條刻

非常清晰，但點刻不明

顯，背部強烈隆起，端部

細長且尖銳；前腳附節

（tarsi）第一節及第三節

沒有明顯地澎大，也沒有

刺毛所形成的腹墊；腹版沒有剛毛孔。

【棲所生態】中部山區。

【分布】僅知台中縣的佳保台有採集紀錄。



0��．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其它的瀕危昆蟲】

圖、文：鄭明倫

花東雙櫛角螢 學名： Cyphonocerus hwadongensis

【瀕危狀態、現況】花東

雙櫛角螢是近乎謎般的螢

火蟲。國內的研究人員在

1998年從學術單位的昆蟲

標本收藏中首度發現這個

種類的存在，並加以分類

命名。由於標本僅來自花

蓮與台東兩地，故命名為

花東雙櫛角螢。已知的樣

本僅止於四隻標本，近年

來沒有更多的發現。目前

發現的地點都是人為活動

頻繁的觀光地區，為交通

安全或景觀整齊而進行的

除草行動可能會對其求偶

行動造成干擾，未來若為

促進觀光而進行更大規模

的開發，則可能對地區族

群造成嚴重影響。

【形態特徵】雙櫛角螢屬

由於觸角具有成排雙岔分

枝，故名。又其形狀類似

鹿角，也稱作鹿角螢屬。

身長約５～６公厘，是臺

灣的雙櫛角螢中最小的種

類，背面呈土黃色，腹面

是黑色。腹部末端無明顯

發光器。

【棲所生態】花東雙櫛角螢的標本是由空間

中所設置的固定網具蒐集到的，而非目視發

現再加以採集，因此到目前還沒有人真正見

過其活生生的模樣，所能知道的生態資訊非

常有限。目前知道的出現季節是二月。依照

其同屬他種類習性推論，本種應為日行性。

【分布】臺灣花蓮與台東兩縣的低海拔山

區。



【其它的瀕危昆蟲】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

圖、文：鄭明倫

紅胸脈翅螢 學名：Curtos ruficollis

【瀕危狀態、現況】紅胸脈翅螢是1998年

才由臺灣大學的螢火蟲研究團隊所發表的

新種，已知的採集記錄非常少，國內的學術

單位僅保有零星的標本。成蟲出現在春末時

節，分布於台北、新竹、宜蘭等地的低海拔

山區，發現地多半在溪流附近的次生林地。

由於極為少見且生態未明，且已知的分布地

點多為人為活動頻繁的郊山，因此現階段保

育工作應以避免棲息地遭開發與破壞為首

要，以待未來更深入的研究。 

【形態特徵】體長約９～１１公厘，為已知

的脈翅螢中最大型的種類。前胸背板是鮮豔

的桃紅色，翅鞘黑色。觸角絲狀。翅鞘沿著

一條縱脈明顯下折。兩性在腹部末端皆具備

發達的發光器。

【棲所生態】夜行性螢火蟲，發綠色光。多

半發現於鄰近溪流的次生林環境。

【分布】臺灣北部與東北部低海拔山區。



0��．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其它的瀕危昆蟲】

圖、文：鄭明倫

赤腹鋸角螢 學名： Lucidina roseonotata

【瀕危狀態、現況】1917年法國的

昆蟲分類學家M. Pic根據H. Sauter在

1916年於台南所採得的一隻雄蟲為基

準，描述了本種，並將標本存放在巴

黎的國立自然史博物館，迄今仍保持

完整。但自1917年發表之後，經檢

查臺灣各博物館與研究機構的館藏標

本，只發現一隻1996年在宜蘭縣突稜

採得的標本。由於嘉南平原已全面開

發，加上本種標本奇少，不禁令人懷

疑本種是否已在平地絕滅或是瀕危。

一直到2002年夏天在偶然的機會裡，

研究人員在中部海拔兩千公尺的山地

區再度發現本種的蹤跡，而且連續兩

年在鄰近地點都有發現，因此推論當

地應該有穩定存在的族群。近年來發

現的地點都在海拔1,500公尺以上，

與模式標本產地台南的低海拔相去甚

遠。這樣的分布差異究竟是肇因於平

地的全面開發導致低地族群滅絕或瀕

危，或是單純的模式標本產地記錄錯

誤，目前沒有證據做進一步解釋。但

是不論何者，赤腹鋸角螢都算是目前

臺灣的螢火蟲中最鮮為人知的種類之

一，已知的分布地點非常有限，標本

也難得一見。雖然沒有採捕或農業、

燈光干擾壓力，但是由於分部的侷限

性，棲地保護更顯得重要。

【形態特徵】櫛角螢屬由於觸角具有成排雙

岔分枝，故名，體長約１公分，前胸背板和

腹面是醒目的桃紅色，翅鞘黑色。觸角長，

呈極微弱的鋸齒狀。雄蟲腹部第七可見腹節

末端有一小根突出物。發光器不明顯，呈兩

點分布在第七節兩側。雄蟲的前足與中足一

側的爪有額外的小突起。

【棲所生態】本種是日行性的螢火蟲，並不

像典型的螢火蟲到了夜間會閃閃發光。白天

雄蟲靠著雌蟲散發的氣味來尋找配偶。成蟲

出現於夏天，會在森林邊緣或林內離地約

１～２公尺高處飛行，夜間會受到燈光的誘

引而飛來。在幽暗的環境中，成蟲會從腹部

末端的兩個點狀發光器散發微弱的綠光。

【分布】臺灣北部與中部海拔1,000～2,000

公尺山區。



【其它的瀕危昆蟲】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

圖、文：鄭明倫

高山雙櫛角螢 學名：Cyphonocerus jenniferae

【瀕危狀態、現況】1999年春末臺

灣大學的螢火蟲研究團隊於北部與東

部中高海拔山區發現本種，經比對確

認為新的物種，以採集者之一的賴郁

雯的英文名Jennifer命名。本種面臨

的問題與其他螢火蟲類似，都是生態

已知有限與分布侷限。最初發現本種

時，要在產地要採集本種並不特別困

難，但是離開已知採集地點則通常無

所獲。根據觀察，白天雄成蟲在求偶

時，喜歡停棲在森林邊緣離地面約半

公尺到一公尺的植物上，高舉頭部與

觸角探尋雌蟲散發的氣味。因此在本

種短暫的繁殖季節中進行道路旁的除

草工程，可能會相當程度地影響本種

的求偶。 

【形態特徵】本種具有對比強烈的紅

黑體色，是臺灣的雙櫛角螢種類中獨

有的特色，不難與他種區別。前胸背

板黑色，而翅鞘鮮紅色，具有天鵝絨

般的紅色細毛，呈現絲絨般的光澤；

腹部則全體黑色。體長在７～８公厘

間，屬於中小型的螢火蟲。

【棲所生態】本種的生態目前並不清

楚。發現本種的地點並不多，主要集

中在北部與中部山區，時間在五月下

旬。成蟲在步道或道路兩旁的山壁或森林邊

緣活動，在中下層植物間作短距離飛翔。

【分布】臺灣中部與北部1,200-2,300公尺

山區。近來疑似在東部較低海拔山區也有發

現，但是需要再確認。



圖、文：鄭明倫

鹿野黑脈螢 學名：Pristolycus kanoi

【瀕危狀態、現況】黑脈螢屬全世界有十餘

種，主要分布在東亞與東南亞地區，鹿野黑

脈螢是其中體型最大的種類。其種小名kanoi

與中文名是為了紀念與臺灣淵源頗深，著名

的日本博物學家鹿野  忠雄（Kano T.）。他

在1928年於桃園縣的檜山採得本種的標本，

40年後才由中根  猛彥（Nakane T.）博士基

於此一標本發表為新種。目前已知的產地集

中在新竹以北地區，棲地多半散佈在台北縣

南方與以南的雪山山脈。由於分布侷限，且

生活環境較特殊，加上北部人口密集，開發

快速，棲地有片段化的現象，此乃本種所面

臨的生存危機。而部分山區由於居民接水管

使用山泉，也可能在旱季時對本種幼生期造

成影響。近年來的研究發現本種也分布在中

國浙江省，但是標本非常稀少，乃1940年代

所採集，沒有近年採得的新標本。由於中國

的自然環境遭受相當大的開發，本種在中國

的現況不明。在臺灣對本種的保育因此顯得

重要。

【形態特徵】中大型螢火蟲，體長在１４～

１８公厘左右。翅鞘上粉紅色的色澤搭配黑

色的基部與條紋，在臺灣的螢火蟲中是惟獨

僅有的。兩性個體外型非常類似，但是雄蟲

的觸角在相對比例上較粗較長，腹部的構造

也與雌蟲有異。沒有明顯的發光器。

【棲所生態】成蟲在春季出現，日行性，白

天會在森林邊緣飛翔，尋找配偶。沒有明確

的發光行為。幼蟲居住在小山溝周邊的潮濕

環境中，會進到水中獵食螺類再陸上食用，

因此歸為半水生，與真正水生，具有適應水

下呼吸結構者不同。夜間會由尾部發光。

【分布】臺灣北部低海拔山區與中國浙江

省。

0�0．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其它的瀕危昆蟲】



【瀕危魚類】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1

文：陳義雄．圖：溫國彰

臺灣鱒 學名：Oncorhynchus masou formosanus
俗名：櫻花鉤吻鮭、臺灣鱒、大甲鱒、梨山鱒

【瀕危狀態、現況】係特有亞種之珍稀魚

種，其天然族群估計大概只剩數百尾至一千

多尾左右，且只分佈在大甲溪上游。此魚種

早被列入保育類生物，嚴禁補抓及買賣，亦

被稱為「國寶魚」，政府已投資在此魚種上

之研究經費及復育工作甚多，但迄今因颱

風、洪水及四周棲地未能完全恢復自然，如

今野外族群量仍未見起色，令人甚感憂心。 

【形態特徵】背鰭１２～１５；臀鰭１１；

腹鰭９；側線鱗１１２～１４０。體呈紡錘

形而側扁。吻較尖細而長。口端位，口裂

大，可達眼後緣的直下方。上頜骨較寬，其

末端延伸可超過眼後緣下方。雄魚口裂較

大，上下頜稍具鉤形。體被細小的圓鱗，頭

部裸出無鱗。背鰭稍後方有一脂鰭。腹鰭有

腋突。背部黑青綠色，腹部銀白色。體側中

央約有９個橢圓形的藍色雲紋斑點，側線上

方有許多小黑點，腹側則具藍色的圓斑。

【棲所生態】陸封型魚種。臺灣櫻花鉤吻

鮭，原本為溫帶的冷水性魚類，推論是冰河

時期遺留在臺灣高山溪流的特殊魚種，屬於

國寶級的珍貴稀有魚類。性兇猛，以水生昆

蟲、小魚等為食。

【分布】臺灣特有亞種。臺灣櫻花鉤吻鮭僅

分布於臺灣大甲溪上游的溪流，目前族群量

少，甚不穩定。

【瀕危狀況】CR。



0��．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瀕危魚類】

文：陳義雄．圖：張詠青

中間鰍鮀 學名：Gobiobotia intermedia
俗名：八鬚鯉

【瀕危狀態、現況】全省只發現於高屏溪流

域，由於過去水源污染而使其野外族群量銳

減。 

【形態特徵】背鰭３，７；臀鰭２，６；胸

鰭１，１２；腹鰭１，７；咽頭齒５.３～

３.５；側線鱗３６～３８；背鰭前鱗１３。

體較為修長，前部略圓，頭胸部腹面平坦，

尾柄側扁。頭平扁，吻稍尖而平扁，被有微

細皮質顆粒。鼻孔後方稍隆起。眼大，眼徑

較大於兩眼間距。眼部上方及頰部被有皮質

條紋。口下位，呈弧形。上唇邊緣具皺褶，

下唇光滑。具有４對短鬚，頜鬚末端僅達眼

前緣下方；頤鬚３對，其基部之間有許多小

乳突。體被圓鱗，前方的背側鱗片具有細微

的稜脊；腹鰭基部區前的胸腹部裸露無鱗。

尾柄較修長。體側具一列小型黑褐色圓斑。

體背部銀灰色。

【棲所生態】初級淡水魚，行底棲性生活。

喜棲息於水流湍急且為高溶氧的溪流底層。

攝食時，會將整個吻端鑽入而翻動沙礫，以

濾食泥沙中的有機碎屑及其他小生物，本種

僅分佈於高屏溪的中游地區，數量不多，極

需保護。

【分布】臺灣的特有種，分佈於高屏溪中游

及其支流。族群量日益稀少。

【瀕危狀況】VU。



【瀕危魚類】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

文：陳義雄．圖：魚類生態與進化研究室

臺灣麥氏鯿 學名：Metzia formosae
俗名：車栓仔、臺灣細鯿

【瀕危狀態、現況】過去遍及北臺灣，現因

低海拔之棲地破壞嚴重，以及吳郭魚等入侵

種之引入，如今本種魚只退居到極少數幾處

湖泊，池塘或河川之支流或下游區。 

【形態特徵】背鰭２，８；臀鰭２，１４；

胸鰭１，１３；腹鰭１，７；鰓耙數１５；

咽頭齒４.４.２－２.４.５；側線鱗４５～

４７。體延長，頗側扁。自腹鰭基部至肛門

具有一明顯的肉稜。頭小，吻短。眼小，眼

間距寬而稍圓鈍。口稍上前，斜裂，可延伸

至鼻孔中點的正下方。無鬚。體被中大型的

圓鱗。側線完全，在腹鰭前端的腹部呈圓

形。背鰭起點在身體的最高處。體色為銀白

色，背部灰色，側面及腹面為白色。體側中

央有一灰黑色的縱帶。體側每個鱗片的基

部具有小黑點。尾鰭略呈灰色。其它各鰭淺

色。

【棲所生態】初級淡水魚。棲息於平原河川

中下游緩流的潭區以及湖沼的中上層水域。

雜食性，以有機碎屑、昆蟲、浮游動植物等

為食。

【分布】分布在臺灣北部的河系及湖沼中。

族群量已日漸稀少。

【瀕危狀況】EN。



0�4．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瀕危魚類】

文：陳義雄．圖：魚類生態與進化研究室

臺灣副細鯽 學名：Pararasbora moltrechti
俗名：臺灣白魚

【瀕危狀態、現況】1920年前還分佈在中部

較大集水區，包括低海拔地區，但目前因許

多鯉科及吳郭魚等入侵種，而使其棲地族群

銳減。 

【形態特徵】背鰭３，７；臀鰭２，７；

腹鰭１，７；鰓耙數８；咽頭齒４ .４－

４.４；側線鱗３５～３６。體延長而側扁。

由腹鰭基部至肛門之間有不發達的腹稜。頭

寬大。吻短。口端位，口裂稍斜，向後延伸

未超過眼中線的下方。無鬚。體被圓鱗。背

鰭的起點離尾鰭基部較吻端為近。臀鰭以前

方的鰭條較長。尾鰭分叉略淺。體背部呈黑

褐色，體側和腹部為銀白色。體側上半部的

鱗片後緣有弧形的黑色斑紋。奇鰭呈微紅

色。

【棲所生態】初級淡水魚，喜棲息於水質清

澈的支流緩流區，以及水潭的淺水區。具群

游性，活動於水域的中上層。雜食性，主要

以水生昆蟲、底棲藻類及有機碎屑為食。

【分布】臺灣的特有種，僅分佈於臺灣中部

烏溪、濁水溪上游及其支流和日月潭附近，

族群數量較為稀少。

【瀕危狀況】VU。



【瀕危魚類】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5

文：陳義雄．圖：魚類生態與進化研究室

飯島氏銀鮈 學名：Squalidus iijimae
俗名：車栓仔、飯島氏麻魚、臺灣頜鬚鮈

【瀕危狀態、現況】大島正滿原記錄尚及於

新竹頭前溪，而目前只見於後龍溪中，此低

海拔魚種所需之水質條件相當嚴苛，多項相

關工程亦危及原棲地狀況。 

【形態特徵】背鰭３，７；臀鰭２，６；胸

鰭１６；腹鰭７；咽頭齒５.３－３.５；側

線鱗33~35。體延長，側扁，腹部圓。頭中

大，頭頂稍隆起。吻端尖。眼頗大，上位。

口斜裂而開於吻端，上頜長於下頜。唇薄。

有１對鬚，其長度約為眼徑的１／２。體被

中大型的圓鱗。側線完全，沿體側中央而延

伸至尾柄中部。胸鰭末端幾乎可達腹鰭基

部。臀鰭以前方鰭條為最長。體背側呈灰褐

色，頭背部為灰黑色，腹部白色。沿體側側

線附近有一條不甚明顯的黑色縱帶，帶有金

色光澤，每一個鱗片上均具有黑點。背鰭鰭

條亦具黑色點。尾鰭微黑色，有黑色點。

【棲所生態】初級淡水魚。喜歡棲息於河川

中下游水流較緩之潭區，以水生昆蟲、藻類

和水生植物碎屑為食。

【分布】分布在臺灣北部的河系及湖沼中。

族群量已日漸稀少。

【瀕危狀況】EN。



0��．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瀕危魚類】

圖、文：陳義雄

南台中華爬岩鰍 學名：Sinogastromyzon nataiensis
俗名：石貼仔 

【瀕危狀態、現況】本魚種係2002年發表的

新種，但其數量少且只分佈在中南部兩條河

川之中下游水域。由於河川主流之污染日益

嚴重，故其族群之數量分佈，應受到注意及

監測。 

【形態特徵】背鰭３，８；臀鰭２，５；

胸鰭１０～１３，１３～１５；腹鰭６～

９，１５～１７；側線鱗５０～５２。體延

長，前部極為平扁，尾部側扁，腹部平坦，

背緣呈淺弧形，尾柄短而粗壯。頭部頗為平

扁。吻部寬短而稍平直，前緣圓形。眼小，

上側位。眼間距寬大。口下位，位於頭部的

腹面，橫裂呈圓弧形。上頜前方有一列約４

對的短鬚。體被細小的圓鱗，頭部、胸鰭基

部背面及腹面皆裸露無鱗。胸鰭寬大，向水

平延展，其後緣可覆蓋到腹鰭的前部。腹

鰭平展，呈圓弧形，後方內緣相互癒合成一

吸盤。尾部微內凹。體色呈淺黃綠色或黑

綠色，腹面灰白。背鰭後方背側斑點較為明

顯。

【棲所生態】本種喜好於中下游之河川湍急

的瀨區中棲息。

【分布】臺灣特有種。分佈在中南部兩條河

川水域。

【瀕危狀況】VU。



【瀕危魚類】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

圖、文：陳義雄

細斑吻鰕虎 學名：Rhinogobius delicatus
俗名：甘仔魚、狗甘仔

【瀕危狀態、現況】本種魚係1996年才命

名，原先在東部之分佈較小之流水系，但因

原產於北部同屬之明潭吻鰕虎及其它西部鯉

科魚類之入侵，如今本種之生存空間已被壓

縮到只剩下少數幾條溪流之支流小範圍區，

棲地之保護刻不容緩。 

【形態特徵】背鰭VI，I-７～９；臀鰭I，
７～１０；胸鰭１７～１９；縱列鱗３２～

３６；橫列鱗１１～１３；背鰭前鱗５～

１５。體延長，圓鈍，後方較為側扁，頭部

寬大而稍扁，吻鈍，雄魚吻部較雌魚為長；

唇部肥厚，上頜略為前突，上下頜延伸到眼

前緣垂線下方。眼高而小，眼間距較寬。

峽部略寬。體被有較大櫛鱗，後半部鱗片

較大，胸、腹部鱗片細小，頭部與前項部無

鱗，背前鱗僅可達到或超過鰓蓋後緣上方。

第一背鰭以第三根棘較長，雄魚鰭棘並不特

別延長。臀鰭起點約在第二背鰭第一、二

根軟條。體側及頰部及第二背鰭具有細小黑

斑。尾柄基部具兩黑斑。

【棲所生態】細斑吻鰕虎為溪流的小型魚

類，喜好生活於東部的溪流中、上游區。大

多成群出現在岩石上或石頭縫隙中。成魚有

護卵的行為。肉食性魚類，以小型水生昆

蟲、蝦、蟹等為食物來源。鰕虎為溪流的小

型魚類，喜好生活於東部的溪流中、上游

區。大多成群出現在岩石上或石頭縫隙中。

成魚有護卵的行為。肉食性魚類，以小型水

生昆蟲、蝦、蟹等為食物來源。

【分布】臺灣特有種。分布於臺灣的花蓮、

台東的溪流中、上游水域。

【瀕危狀況】VU。



0��．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瀕危魚類】

圖、文：陳義雄

蘭嶼吻鰕虎 學名：Rhinogobius lanyuensis
俗名：苦甘仔、狗甘仔、甘仔魚

【瀕危狀態、現況】本魚種係1998年在蘭嶼

所發表之新種特有魚種，但有因為河川之水

泥化，攔砂壩之興建阻礙其兩側洄游完成其

生活史的機會，將使此物種立即會面臨瀕危

或滅絕。 

【形態特徵】背鰭VI，I－8. 臀鰭I，８；胸

鰭１９～２１；縱列鱗３３～３５；橫列鱗

１１～１３；背前鱗１３～１７體延長，前

方圓鈍，後方略側扁；頭大而前部平扁。雄

魚吻部較長於雌魚。眼略小而高，眼間隔略

窄小；頰部具有二列主要的水平走向乳突，

鰓裂延伸至鰓蓋中部下方，峽部寬大。體被

有中型櫛鱗，頭及前項部則祼出無鱗。胸腹

部以及背前區鱗片頗為細小，胸鰭基部無

鱗。雄魚第一背鰭以第二、三根棘較長，倒

置後可達第二背鰭第１軟條基部。臀鰭起點

於第二背鰭第２軟條基部。體色呈黃棕色或

淡黃色，具有８個黑褐色橫帶。背鰭及尾鰭

具有細小褐斑。

【棲所生態】蘭嶼吻鰕虎為溯河迴游魚類，

仔魚具浮游期，成長後可回溯溪流中棲息，

偏肉食性中型底棲魚類，偏好以攝食水生昆

蟲、小魚、小型甲殼類等為食物來源。

【分布】臺灣的蘭嶼特有種。僅分布在蘭嶼

的較大而穩定之溪流中。

【瀕危狀況】EN。



【瀕危魚類】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

圖、文：陳義雄

斑帶吻鰕虎 學名：Rhinogobius maculafasciatus
俗名：苦甘仔、狗甘仔

【瀕危狀態、現況】為臺灣西部為主之河海

迴游魚種。因為河川汙染，造成族群大減可

能會消失。 

【形態特徵】背鰭VI－I，8～１０；臀鰭I 
，８～９；胸鰭１８～２０；縱列鱗３０～

３２；橫列鱗１０～１１；背鰭前鱗８～

１２。體延長，圓鈍，後方較側扁，背側呈

淺弧形突起。頭略寬而扁，吻鈍。眼高而略

小，眼間距略窄。唇部肥厚，上頜略前突，

上下頜可達眼前緣垂緣下方。體被有較大櫛

鱗，後半部鱗片較大，頭部、前項部、頰部

及鰓蓋均無鱗，胸、背鰭間鱗片較大，中央

鱗列可達到或超過鰓蓋後緣上方，胸鰭基部

裸出。第一背鰭棘以第二、第三根較長。 體

側具有黑褐色之橫斑。頰部及鰓蓋膜具橘紅

色斑點。第二背鰭及尾鰭具數列深色斑點。

尾鰭基上半呈橘黃色。

【棲所生態】斑帶吻鰕虎為典型河海迴游魚

種。屬底棲性魚種。幼魚具浮游期。本種魚

類泳力強，常棲息在主流及支流較低海拔溪

段的急流、瀨區、潭頭等水域之中。其棲息

的生態區位可以很明顯地與南台吻鰕虎區隔

出來。屬於肉食性魚類，以小型魚蝦類及水

生昆蟲為食。

【分布】為臺灣地區所特有種。已知主要分

布於臺灣西南部的曾文溪及高屏溪流域的下

游水域中。

【瀕危狀況】VU。



0�0．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瀕危貝類】

文：巫文隆、李彥錚．圖：賴景陽

稜田螺 學名：Cipangopaludina miyagii

【瀕危狀態、現況】早期分布高雄一帶的池塘、河川和水田中，肉可食用，近廿年來未曾再

採集到本種，本種可能已經絕滅。 

【形態特徵】殼面有灰綠色殼皮，體層有一稜橫過腰部，殼面有不規則生長紋，口蓋角質近

方形，核心偏向內側中央。

【棲所生態】高雄一帶的池塘、河川和水田中。

【分布】高雄一帶，現可能已絕滅。



【瀕危貝類】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1

文：巫文隆、李彥錚．圖：李彥錚

范福扁帶管蝸牛 學名：Chamalycaeus hungerfordianus

【瀕危狀態、現況】本種於1881由Nevill命名時提到本種廣泛分布於臺灣北部丘陵地區而且

族群非常龐大，近年來這些原有的棲息地幾乎完全開發，此外所剩的少許棲地又因主管單位

定期噴灑化學藥劑，導致此種敏感的生物數量變得十分稀少，如北部的山坡地繼續無限度開

發，本種恐有滅種之虞。 

【形態特徵】外殼橘黃色，殼頂紅色，螺塔低平，臍孔很大可透視至殼頂，有３.５個螺層。

在靠近殼口１／４螺層處有一條延縫合線向上生長的縫合管。殼面佈滿不規則的縱肋，在縫

合管附近的縱肋最為密緻，靠近殼口後漸漸消失，靠近殼頂處還有細緻的螺旋雕刻。螺層在

縫合管末端突然縮小，至起始點處突然膨大扭曲，成熟的個體殼口外翻而且呈現雙重殼口

緣。口蓋圓形漏斗狀，呈黑褐色。

【棲所生態】棲息於低海拔雜木林的落葉下或土壤表面，殼面有時會裹有泥土（尤其是幼

貝），要仔細尋找才容易發現。

【分布】分布於臺灣中北部中低海拔山區。



0��．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瀕危貝類】

文：巫文隆、李彥錚．圖：李彥錚

臺灣扁帶管蝸牛 學名：Chamalycaeus varius

【瀕危狀態、現況】本種分布於

臺灣北部丘陵地區，族群原本應

非常龐大，但近年來這些原有的

棲息地幾乎完全開發，此外所剩

的少許棲地又因主管單位定期噴

灑化學藥劑，導致此種敏感的生

物數量變得十分稀少，如北部的

山坡地繼續無限度開發，本種恐

有滅種之虞。 

【形態特徵】殼外殼白色至米黃，殼頂米黃

色，螺塔低平，臍孔很大可透視至殼頂，有

３.５～４個螺層。在靠近殼口１／４螺層處

有一條延縫合線向上生長的縫合管。殼面佈

滿不規則的縱肋，在縫合管附近的縱肋最為

密緻，靠近殼口後漸漸消失，靠近殼頂處還

有細緻的螺旋雕刻。螺層在縫合管末端突然

縮小，至起始點處突然膨大扭曲，成熟的個

體殼口外翻而且呈現雙重殼口緣。口蓋圓形

漏斗狀，呈紅褐色。

【棲所生態】棲息於低海拔雜木林的落葉下

或土壤表面，殼面有時會裹有泥土（尤其是

幼貝），要仔細尋找才容易發現。

【分布】分布於臺灣北部中低海拔山區。



【瀕危貝類】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

文：巫文隆、李彥錚．圖：李彥錚

蘭嶼細煙管蝸牛 學名：Zaptyx kotoshoensis

【瀕危狀態、現況】本種於1930年由高

橋氏及岡田氏在蘭嶼採集到一枚，二年

後由黑田氏命名，1937年再由鹿野氏採

到兩枚，這三枚標本都典藏於西宮市貝

類館，此後便無採集紀錄，2003年後始

再度於蘭嶼採得６枚標本，2004年又發

現少數族群，本種為蘭嶼特有種，棲息

於蘭嶼島外緣山坡地，原本數量可能就

不多了，1960年代蘭嶼重犯高氏及同夥

逃亡，為搜捕人犯以火焰噴射器大規模

燒山，造成西南面原始森林邊緣生物嚴

重損害，造成本種族群極大的衝擊。 

【形態特徵】殼小型，殼頂至前３～４

螺層成臘黃色，其餘螺層成咖啡色，殼

面有細成長紋。殼口進方形，上板稍

長，殼口顏色較深，殼唇成單唇，殼面

縱紋非常粗，主襞上方還有１～２條縫

合襞，有些個體顏色成白色。

【棲所生態】棲息於蘭嶼島外緣山坡地

落葉下或樹洞中。

【分布】分僅分布於蘭嶼。



0�4．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瀕危貝類】

阿里山蝸牛 學名：Coniglobus arisanus

【瀕危狀態、現況】本亞種於1941年發表時已屬珍稀物種，僅生活於臺灣中部原始的針闊葉

混合林中，現在的原始的針闊葉混合林面積比當時更加縮減，921地震之後部分棲地似乎因為

地質改變而不再發現本種，而使本種的數量更形稀少。 

【棲所生態】棲息於臺灣中南部高海拔山區針闊葉混合林中的落葉堆底。

【分布】分布於臺灣中南部高海拔山區。

文：巫文隆、李彥錚．圖：李彥錚



【瀕危貝類】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5

文：巫文隆、李彥錚．圖：李彥錚

高橋氏蝸牛 學名：Coniglobus arisanus takahasii

【瀕危狀態、現況】本亞種於1941年發表時已屬珍稀物種，僅生活於臺灣北部原始的針闊葉

混合林中，現在的原始的針闊葉混合林面積比當時更加縮減，921地震之後部分棲地似乎因為

地質改變而不再發現本種，而使本種的數量更形稀少。 

【形態特徵】螺塔圓錐形，殼色淡褐至赤褐色，殼皮厚黃綠色，殼緣有紫紅色螺旋紋，螺旋

紋上下有淺色陰影，縫合線下緣也有淺色陰影。臍孔約為殼徑的１／５，成紫紅色。螺層至

近殼口處下壓，殼唇外翻，殼口內及殼唇成紫灰色。

【棲所生態】棲息於臺灣中北部高海拔山區針闊葉混合林中的落葉堆底。

【分布】分布於臺灣中北部高海拔山區。



0��．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瀕危貝類】

丹氏蝸牛 學名：Coniglobus arisanus tani

【瀕危狀態、現況】本亞種於1941年發表時已屬珍稀物種，僅生活於臺灣南部原始的針闊葉

混合林中，現在的原始的針闊葉混合林面積比當時更加縮減，921地震之後部分棲地似乎因為

地質改變而不再發現本種，而使本種的數量更形稀少。 

【棲所生態】棲息於臺灣南部高海拔山區針闊葉混合林中的落葉堆底。

【分布】分布於臺灣南部高海拔山區。

文：巫文隆、李彥錚．圖：李彥錚



【瀕危貝類】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

文：巫文隆、李彥錚．圖：李彥錚

淡水蝸牛 學名：Coniglobus bairdi

【形態特徵】殼右旋，螺塔低，有黃褐色殼皮，殼面有不規則生長紋，體層肩部略有一稜，

有一紫紅色色帶，色帶上下有淺色陰影。體層接近殼口處下壓，臍孔略窄成紫紅色。成貝殼

緣外翻成紫灰色，下唇略平靠近中央部位因底部殼面下陷而突出。

【棲所生態】棲息於臺灣北部中低海拔山區的落葉下。

【分布】臺灣北部中低海拔山區。



0��．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瀕危貝類】

紅左旋栗蝸牛 學名：Coniglobus pekanensis insularis

【瀕危狀態、現況】本種僅生活於綠島闊葉林的落葉下及樹洞中，為綠島特有亞種，近年來

由於綠島發展觀光，過度開發，導致本種棲息地大量縮減，同時棲地嚴重分割，都是造成本

種族群急速下降的原因，本種目前僅能於綠島少數的原生闊葉林底層發現。 

【形態特徵】殼左旋，殼色紅褐色，小而堅固，各螺層微凸，體層周緣有紅褐色帶，色帶上

下有更寬但顏色較淺的色帶。成貝殼口緣明顯外翻，殼口唇緣灰紫色，殼底膨脹。臍孔略

大，深，部份為軸唇遮閉，周緣呈紫褐色。

【棲所生態】棲息於闊葉樹的落葉下或樹洞中。

【分布】僅分布於綠島，為綠島特有亞種。

文：巫文隆、李彥錚．圖：李彥錚



【瀕危貝類】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0��

文：巫文隆、李彥錚．圖：李彥錚

高砂蝸牛 學名：Takasagohadra multifasciata

【瀕危狀態、現況】本種於1941

年發表時已屬珍稀物種，生活於原

始的針闊葉混合林中，現在的原始

的針闊葉混合林面積比當時更加縮

減，921地震之後部分棲地似乎因

為地質改變而不再發現本種，而使

本種的數量更形稀少。 

【形態特徵】螺塔低平，有黃色殼

皮，殼面上有粗細、位置不等的紫

紅色色帶。殼背面形狀呈短卵形。

螺層膨脹縫合明顯有５.５層。胚殼２層，有螺旋及輻射狀細紋，體螺層有很多細輻射及螺旋

紋。體層很大，周圍圓滑，至殼口附近驟然向下生長。殼底膨脹也有與背面相同的螺旋紋。

臍孔寬大，臍孔壁上有螺旋溝。臍孔徑略小於殼徑之１／４。殼口向側面延伸呈長卵形，除

背面殼唇外均明顯外翻。殼口傾斜，殼唇明顯延伸，白色。

【棲所生態】杉木林的落葉堆底。

【分布】廣泛分布於臺灣全島高海拔山區。



100．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瀕危貝類】

臺灣長蝸牛 學名：Dolicheulota formosensis

【瀕危狀態、現況】本種僅分布於

臺灣南部原生闊葉林中，由於棲地

面積縮減、棲地分割，本種族群縮

減變得岌岌可危。 

【形態特徵】長卵形，類似後述之

斯文豪長蝸牛但較修長，殼色綠褐

至深褐色，殼色紋路變化大，體層

下緣常有數條淡色不相連的紋路圍

繞。各螺層略凸，縫合線較斯文豪

長蝸牛淺，殼口呈卵型，殼口唇緣

呈灰褐色，成貝殼口外翻反捲，殼

頂通常殼皮脫落，臍孔較斯文豪長

蝸牛更小，軸唇較垂直。

【棲所生態】本種為樹棲型蝸牛幾

乎不會在地面活動。

【分布】主要分布於臺灣南部、台

東低海拔山區。

文：巫文隆、李彥錚．圖：李彥錚



【瀕危貝類】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101

文：巫文隆、李彥錚．圖：李彥錚

斯文豪長蝸牛 學名：Dolicheulota swinhoei

【瀕危狀態、現況】本種僅分布於

臺灣南部原生闊葉林中，由於棲地

面積縮減、棲地分割，本種族群縮

減變得岌岌可危。 

【形態特徵】長卵形，殼皮呈黃褐

至深褐色或褐綠或深淺褐色相間，

殼色紋路變化大。有些個體在體層

有一淺或深褐色帶。各螺層凸圓，

縫合線深，殼口呈卵型，殼口唇緣

呈灰褐或紫褐色，成貝殼口外翻反

捲，殼頂通常殼皮脫落。臍孔小。

【棲所生態】本種為樹棲型蝸牛幾

乎不會在地面活動。

【分布】分布於臺灣南部、台東低

海拔山區。



【瀕危狀態、現況】王氏澤蟹是由臺灣省立

博物館王嘉祥先生所贈與的。採集者在1981

年發現的。由於感謝王嘉祥先生對於臺灣生

態多年來的付出並提供這種類的標本，所以

這種澤蟹則以王先生的姓氏命名。並如同陽

明山澤蟹一般，在專家野外採集時都未曾再

次發現過這種類的活體，可見王氏澤蟹也是

有可能是快消失於臺灣。 

【形態特徵】王氏澤蟹屬於大型澤蟹。體色

不詳。頭胸甲厚且光滑隆起，前額緣平且

直，眼窩緣稜線明顯隆起。步足光滑，長節

有微小顆粒狀突起。第一交接器向外彎曲，

基節下外側有瘤狀突起，內側澎大，而末節

的末端微向內彎曲。第二交接器下緣內面分

三葉。鞭節較短是全長的０.１２倍。

【棲所生態】根據王氏澤蟹標本的採集地我

們判斷棲息在海拔約600公尺一帶。而根據王

氏澤蟹標本的標本體型來判斷這種螃蟹有可

能是會挖土挖洞，是穴居於泥土質地質裡。

10�．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瀕危蟹類】

文：施志昀、李伯雯．圖：施志昀

王氏澤蟹 學名：Geothlphusa wangi 



【瀕危蟹類】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10�

文：施志昀、李伯雯．圖：施志昀

陽明山澤蟹 學名：Geothlphusa yangmingshan

【瀕危狀態、現況】陽明山澤蟹是由臺灣省

立博物館王嘉祥先生所贈與的。採集者在

1989年發現標本僅有一隻，且施志昀副教授

（澎科大）自其大學時期至今已十多年間的

淡水蟹類野外採集都未曾再次發現過這種的

活體，可見陽明山澤蟹可能快消失於臺灣。 

【形態特徵】體型為中或大型的澤蟹。體色

不詳。頭胸甲光滑微隆起，前額緣中間微

凹，眼窩緣及前側緣稜線都明顯隆起。Ｈ區

清楚明顯。右螯大於左螯很多且兩指合併呈

長水滴型縫隙。步足各節有細短毛，以指節

最密。第一交接器有一點呈現出反Ｓ型，基

節下外側有模糊的瘤狀突起，內側澎大。第

二交接器下緣內面分二葉。鞭節是全長的

０.１６倍。

【棲所生態】陽明山澤蟹的標本僅有一隻，

對於其生態習性我們來不及觀察就近乎消失

滅跡。但根據採集點可知棲息地在海拔大約

500公尺。而根據這澤蟹標本的整體體型來判

斷這種螃蟹有可能是會挖洞是穴居於泥土質

地質裡。



104．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瀕危蟹類】

【瀕危狀態、現況】臺灣束腰蟹是1968年德

人Bott在臺灣採獲的。最後發現是在1993年

由施志昀（澎科大副教授）在雲林縣採獲。

到2006年今天都還未曾有新發現，因此，有

可能是快在臺灣消失了。 

【形態特徵】體型為中小型的澤蟹。頭胸甲

呈六邊形。前額緣弧形，有三或四個前側

齒，最後一齒後之稜線明顯，眼框稜線明

顯。步足各節細小，隆脊明顯。這種蟹特色

在於其第六腹節緊縮到第七腹節就又膨大且

呈長形。第一交接器外彎，末端細，為鉤

狀，基部膨大。第二交接器基部膨大，鞭節

很短，鞭節只有全長的１／１０以下。

【棲所生態】臺灣束腰蟹棲息在海拔約300公

尺以下。棲所在於田間水路、灌溉水渠、山

澗及溪流中。

文：施志昀、李伯雯．圖：施志昀

臺灣束腰蟹 學名：Somanniathelphusa taiwanensis 



【瀕危狀態、現況】臺灣招潮蟹為臺灣特有

種，曾經廣泛分布於臺灣西部海岸各地的高

潮線開闊泥灘地，北部的宜蘭、台北淡水

河口、新竹、台中、彰化、嘉義、台南、高

雄，甚至澎湖都曾有其蹤跡。由於棲地消失

或棲地破碎化，導致族群數量銳減，目前北

臺灣以新竹香山、中部的彰化伸港及南部的

台南七股為主要棲地。新竹市政府於2002年

陸續進行臺灣招潮蟹的棲地、族群、人工繁

殖等研究；彰化縣政府也於2003年開始進行

調查臺灣招潮蟹棲地，並著手進行棲地復育

工作。目前臺灣招潮蟹在臺灣海岸的棲地已

經相當稀少，而穩定的族群也侷限於幾個地

區，應儘速加強復育工作。 

【形態特徵】一對灰白色的螯，四對灰褐色

步足，黑褐色背甲，背甲底部有一條帶狀的

白色條紋。

【棲所生態】生活在潮間帶高潮線地區，僅

大潮時才會被潮水淹沒。新竹香山、彰化伸

港、台中麗水村，台南曾文溪口。臺灣特有

種，稀少級。族群分布範圍在過去近80年間

（1918年～1997年）已呈現縮減現象。落實

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大肚溪口野生

動物保護區之經營管理。在曾有臺灣招潮蟹

分佈之宜蘭、大甲溪口、曾文溪口南岸等地

推動其棲地之復育工作。

文：陳章波．圖：吳松霖

臺灣招潮蟹 學名：Uca formosensis

【瀕危蟹類】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105



文：陳章波．圖：葉欣宜

三棘鱟 學名：Tachypleus tridentatus

【瀕危狀態、現況】三棘鱟主要分布於日本

瀨戶內海及九州北部沿海、中國長江以南、

臺灣、越南、菲律賓及印尼等地沿海。臺灣

地區由於棲地破壞及過漁現象，導致西海岸

已不易見到稚鱟族群，而金門海岸環境尚保

留自然棲地，於是1996年開始，在金門海岸

才得以進行基礎研究，以及後續的族群及棲

地復育研究。2005年在臺灣嘉義布袋發現稚

鱟分布，開始與當地政府、民間團體、居民

及學校展開鱟的保育及復育工作。目前三棘

鱟在臺灣、澎湖地區的成鱟產卵場及稚鱟棲

地已經相當稀少，而稚鱟族群更是少見，應

儘速加強復育工作。 

【形態特徵】鋼盔狀的頭胸部、長有銳棘的

腹部、劍狀尾節，雄鱟頭胸甲前緣有兩處凹

陷，雌鱟則無，頭胸甲內有一對螯隻和五對

步足，腹部則有書鰓，為呼吸構造，並具有

游泳的功能。

【棲所生態】分布在沙、泥質淺水海域，冬

天會遷徙至較深的海域，直到春天水溫升高

再遷往淺水域覓食和產卵。目前臺灣本島少

見，金門地區仍有適合成鱟與稚鱟生存之棲

地。稀少級，生態敏感種，臺灣本島少見。

目前落實金門古寧頭西北海域潮間帶鱟保育

區之經營管理。推動嘉義好美寮、澎湖鱟棲

地的復育工作。

10�．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其它瀕危物種】



文：陳章波．圖：侯昌豪

椰子蟹 學名：Birgus latro

【瀕危狀態、現況】椰子蟹為保育類動物，

面臨最大的威脅是人類捕捉食用以及海岸開

發使棲地減少。而綠島地區由於環島公路的

建設，加上夏季觀光客的人數過多，適逢椰

子蟹的生殖季節，夜間常見下海洗卵的雌蟹

或出外覓食的個體因而被路過的汽、機車碾

斃。目前棲地保護措施是推動綠島椰子蟹保

育區的劃設及蘭嶼椰子蟹的保護工作。在曾

有椰子蟹出現的墾丁、台東一帶進行棲地復

育工作。 

【形態特徵】甲呈心臟形，鰓域甚為擴張，

腹部左右相稱，第一腳粗大而短，通常以左

側腳為大，體色為咖啡紫色，全身鑲以藍色

斑點。

【棲所生態】穴居於椰林洞中，以鰓室膜行

空氣呼吸，白天不活動，只有夜間外出覓

食，甲長達１２公分，甲寬達１４公分，體

重達１.３公斤。

【其它瀕危物種】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10�



10�．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其它瀕危物種】

文：李惠永．圖：陳王時

大田鱉 學名：Lethocerus indicus

　　大田鱉是半翅目田

鱉科水棲昆蟲，其貌不

揚，很像是大了三、四

倍的棕色大蟑螂，體長

有九到十公分，寬約三

到四公分。

　　早年，臺灣水田到

處是大田鱉。平常牠總

習慣全身放鬆，倒立在

水中，然後偷偷伸支小

呼吸管到水面上換氣。

這是欺敵術，不知情的

小昆蟲或小爬蟲游經牠

身旁，牠那兩支大前足

忽地猛這麼緊緊一抱，

獵物通常乖乖就範，

有時候連大塊頭的青

蛙也不放過。大田鱉可

神了。牠會分泌一道具

有麻醉效果的消化液，

注入獵物體內，慢慢將

到嘴的食物分解成像是

爛稀飯，再填飽肚皮；

獵物們因為被麻醉了，

完全沒有痛苦的感覺，

都不知道自己怎麼死

的。一隻大青蛙，在短

短二、三個鐘頭內給大

田鱉吸乾到僅剩下一層

皮。

　　李惠永指出，大田鱉是環境生態很重要

的指標；牠消失了，就代表這個環境出現嚴

重問題，不是水污染嚴重，就是農藥使用氾

濫。過去在臺灣包括福隆、谷關、新竹、竹

東、桃園、恆春和高雄美濃等地區仍可零星

發現大田鱉。但近幾年已甚少有大田鱉的採

集記錄，大家只好往外島尋找牠們的蹤跡。

金門的雙鯉湖、陽明湖和擎天水庫一帶，偶

爾還可以看得到大田鱉。自從政府小三通的

政策發佈以後，金門的地價開始不斷往上

攀，一連串的開發接著來！如果政府再不趕

快規劃好開發計畫，大田鱉可能無路可退，

最後的家也會毀了。



【其它瀕危物種】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10�

【瀕危狀態、現況】海錢在昔日西海

岸常見，但因海域污染、填海造地等

因素，棲地品質劣化，現已難覓。目

前的棲地保護措施為推動西部沙泥海

岸棲地品質改善與其族群的復育。 

【形態特徵】外型扁平，輪廓略呈五

角形；口位於口面中央，反口面中央

則為篩板及四個生殖孔；肛門開口於

體殼邊緣的內凹處。活體被覆絨毛狀

的濃密短刺，呈灰綠色；死殼亦為灰

綠色。

【棲所生態】棲居於潮間帶至淺海的

沙地，能夠迅速的潛沙，已有機碎屑

為食。平時皆潛伏在沙中活動；生殖

時會由生殖孔伸出軟管狀的生殖乳

突，穿過沙層將配子排放在水中。本

種之生殖季在９～１０月，幼生發預

約７日即可變態。

圖、文：陳章波

扁形蛛網海錢 學名：Uca formosensis



【瀕危狀態、現況】澎湖小章魚肉質鮮嫩甜

美，是當地特產。早年漁民徒步於潮間帶夜

照章魚構成海上奇景。這幾年因章魚出沒的

珊瑚礁棲地被破壞，章魚產量逐年減少，因

應保育需求縣政府乃進行兩年階段性禁補。

2004～2006年間章魚只供相關研究單位採

用。在重建珊瑚棲地的大目標下，小章魚的

試養將同時在農委會的水試所和縣政府的種

苗繁殖場進行，研究人員將詳細觀察並記錄

其成長和交配過程。 

【形態特徵】成體全長約２５公分，假頭與

腕的比例大約１：３。體呈藕色，但皮膚顏

色深淺會隨背景改變。眼睛長於假頭（腹

部）和八隻腕之間，腹面有漏斗。雄章魚的

生殖器長在右邊第三隻腕的尖端，不像其餘

七隻腕從頭至尾佈滿圓形吸盤。

【棲所生態】英文名稱為brooder octopus，

意指此章魚為孵卵型章魚。幼體成長棲地尚

不為人知。每年元宵節至清明節這段時間由

水深處游上潮間帶珊瑚淺坪覓食，之後不知

所蹤，疑似在交配後陸續死亡。目前訂定為

澎湖特有種，別處尚無發現。

文：陳章波．圖：周孟萱

澎湖章魚

110．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其它瀕危物種】

學名：Octopus spp. TW 10



【MEMO】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111



11�．臺灣應已消失或瀕危的物種解說手冊(I)【ME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