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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公園設立之目的，在於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野生動物

及史蹟，以為現代及未來世代科學、教育、遊憩、．啟智之資產。鑑

此，政府特於民國六十一年頒佈國家公園法，以為保護自然生態之法

令依據；民國七十一年九月公告實施「墾丁國家公園計畫」，開啟我

國國家公園事業；並於七十三年元旦成立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負責

經營管理之重任。 

    墾丁國家公園地處臺灣最南端，終年氣候溫和，區內丘陵、平原

、臺地、湖泊等各種地形兼備，孕育著珍貴豐富之植物相。繁盛而層

次分明之植物群落，亦為各類動物提供良好之棲息環境。本處自成立

以來，即積極進行各項資源調查研究，不僅作為資源保育之基礎資料

，亦經由印刷品、視聽媒體及解說牌等方式，系統化介紹資源特色，

期能增進遊客之遊憩體驗，以培養愛護自然之胸懷。

    目前本處已出版之動物類解說叢書、手冊為數不少，但均為分類

介紹，為使大眾能對墾丁國家公園內之動物生態有整體之認識，本處

特委託從事生態攝影多年的蔡百峻先生，及中華民國野鳥學會提供照

片；師範大學呂光洋教授、臺灣大學楊平世教授、李玲玲教授撰稿，

並由名設計師李男先生設計，編撰成「墾丁國家公園野生動物集」。

本書集結區內哺乳類、鳥類、爬蟲類、兩棲類、昆蟲、陸貝、蜘蛛七

類中代表性動物，以圖文對照方式，引領讀者進入奧秘富麗的野生動

物世界。

    本書付梓之前，欣聞「野動物保育法」頒佈，本處衷心期盼，在

法令的保障及大眾關懷愛護之下，野生動物得以安穩生存於此美麗大

地，並使後代子嗣得以共享此珍貴資源。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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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省面積雖僅有約三萬六千平方公里，但卻有非常豐富
的動物資源，就哺乳動物而言，即有8目61種，單位面積的哺
乳動物種數之多，在世界上亦可以名列前矛。造成本省哺乳
動物如此豐富的主要原因是本省位處亞熱帶地區，氣候溫和
，再加上海洋性氣候的影響，雨量充沛。此種溫暖潮濕的氣
候，極適於多種動物生長。況且，本省地形特殊，從海平面
到近4000公尺的高山，涵蓋了多樣的生態環境，提供了各種
動物的良好棲地。加以本島屬於大陸性島嶼，數萬年前與亞
洲大陸相連，因此亞洲各地的動物均有機會遷移至本島棲息
，種緣相當豐富。
     然而近年來，由於人口眾多，開發壓力極大。許多哺乳
動物良好的棲息環境均被破壞，再加上獵捕的壓力，使得本
省哺乳動物的生存面臨極大威脅。尤其是低海拔地區，此種
威脅更是嚴重。
    墾丁國家公園是本省第一座國家公園，不但保存了低海
拔動物的棲息環境，同時積極進行動物保育的工作，使得南
臺灣的哺乳動物有一處可以生存的良好空間。園區內有多處
地區極易看到哺乳動物，如低海拔的代表動物--野兔，白鼻
心等。此外，還有許多群臺灣獼猴活躍在樹林中。園區內的
石灰岩洞更保護了多種特殊的蝙蝠，均可做為極佳的教育解
說素材，使國民在欣賞國家公園優美景觀的同時，也能夠獲
取動物保育的資訊，提昇國民動物保育的意識。

哺乳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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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長類的台灣獼猴確有
優於其他動物的智慧表現。
此猴正在牠們的"地盤"上
怒視、撼動枝幹、倒立、跳躍等動作
展示"武力"，顯然牠正在
抗議並怒斥有"人"干擾了
牠們的生活領域。

    本省特有的臺灣獼猴，
在外型上與其他獼猴如日本
獼猴、恆河猴很相似，在血
緣上牠們也屬於近親，但是
臺灣獼猴較前述兩種獼猴的
體型大，尾巴也較為粗長。
     臺灣獼猴分布遍及全省
，從低海拔到3000公尺以上
都有發現牠的記錄。由於牠
的主食是植物性的葉子、果
子、嫩芽、莖髓等，且所食
的植物種類很多，因此能提
供充足食物來源，而且捕獵
壓力較少的天然林是最容易
發現牠的地方。
     臺灣獼猴大部分行群聚
生活，猴群通常由1隻或幾隻
公猴和多隻母猴及小猴組成
，每年10至12月是交配高峰，
1隻公猴可與多隻母猴配對，
經過約6個月的懷孕期，小猴
多在4、5月出生，一胎通常
只產一隻，出生的小猴全由
母猴哺育照顧，到數週大後
才逐漸與群內其他獼猴接觸
，參與猴群社會活動。
     臺灣獼猴屬日行性動物
，清晨與傍晚較容易發現其
蹤跡，此時主要的活動是四
處覓食。白天，尤其是夏季
較熱時，大多在休息或進行
理毛等社會活動。理毛不僅
有助於清潔身體，同時對維
繫獼猴個體間之社會關係，
亦十分重要。
     在本園區內，有多群獼
猴分布在南仁山、社頂、墾
丁森林遊樂區第三區一帶。

臺灣獼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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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鼻心在台灣多見於山產店的
鐵籠仔中，儘管其眼神流露出
悲傷、沮喪、無奈、無助、
無望淒楚的表情，仍喚不醒
人類的良知，予以無情的殺戮，
殊不知一刀下去殺傷的
卻是國人的文明與文化塑造，
請您不妨多瞧一瞧野生動物
原來"生動自然"的原貌，
牠們也是國人今天最需要擁有的
精神生活指標，成為國人的
共有文明文化財產，而牠們的
生命價值也就是國人良知的集合
因此，我們要大聲疾呼，
不要花個千把塊錢的一鍋，
即可煮爛與私吞所有國人的
良心與共有財產。

     白鼻心屬於食肉目中的
靈貓科，成體全身黑褐色，
頭部略偏黑色，耳前、頰部
及眼周圍為白色，身體圓肥
，四肢及尾部粗壯，尾後半
部及四肢較偏黑色，體長約
為五十公分，尾長可達三十
幾公分。最明顯的特徵是自
鼻部經兩眼中央至頭部兩耳
間有一白色帶紋，但此一特
徵易與貓科之鼬獾混淆。一
般而言，鼬獾體型較瘦小，
吻部較尖長，而額部之白斑
並未延伸到鼻頭，亦不與頭
頂至背上之白紋相連。
     食肉目的動物顧名思義
是以掠食其他動物為生，然
而白鼻心除了會捕捉一些昆
蟲、蚯蚓、老鼠之類的小型
動物為食外，也非常嗜食水
果，故而被稱為"果子狸"。
牠們常會爬到樹上覓食，是
本省產食肉目動物中最擅長
爬樹的種類之一。白鼻心全
省均有分布，從低海拔丘陵
地到2000公尺均有發現的記
錄，但仍以低海拔地區數量
較多。主要的棲息環境是在
森林、灌叢，但由於嗜食水
果，常可在果園中發現。
     白鼻心為夜行性動物，
一年可生殖二次以上，每胎
可達一至二隻幼獸。雖然和
其他靈貓科一樣具有肛門腺
會散發強烈的氣味，但仍為
山產店消費者喜愛，捕獵壓
力很大，宜加注意。
    在本園區南仁山一帶較
常發現。

白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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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洞"裏一片黑漆漆、
陰森森，一股濕氣溢發遍地的
糞臭，格外逼人；
墾丁森林第三區的某林蔭不知處，
藏在石縫下的秘洞裏，除了有
吱叫的蝙蝠群外，還棲藏了
毒蛇、蜘蛛、昆蟲等
許多穴居性生物。

    蝙蝠是唯一真正能飛行
的哺乳動物，本省共有10種
以上的蝙蝠，但很少人注意
到牠們，對牠們的了解非常
有限。
    臺灣葉鼻蝠屬於葉鼻蝠
科，主要棲息在洞穴中，晝
伏夜出，天將黑時飛出洞穴
，利用特殊高效能的聲納系
統覓食。藉接收音波碰到物
體的反射，來偵測周圍有無
食物、天敵或飛行的障礙物。
    臺灣葉鼻蝠較本省一般
產蝙蝠體型大(僅小於臺灣狐
蝠)，兩翼展開長可達60公分
，體重可達40∼60公克，背
部為暗褐色。頭頸及腹部顏
色較淡。最明顯特徵為特殊
複雜的鼻葉，共分為三層，
由大小略有不同的大片扁平
皮狀構造所組成；配合略圓
的三角型大耳殼，是葉鼻蝠
發出及接收超音波的特化構
造。
    本省產蝙蝠大都一年只
生產一次，一胎通常只有一
隻小幅可以存活，繁殖率並
不高；尤其對環境的變化非
常敏感，如果棲息的洞穴受
到干擾，則很容易就受到傷
害而致數量減少，或棄巢離
開不再回來。本省許多原有
蝙蝠的洞穴，就是因為人們
不加注意，擅自入內干擾，
而使蝙蝠無法居住下去而離
開，無論對蝙蝠或是對有興
趣欣賞這種動物的人們都是
一大損失。
    目前本園區一些洞穴中
尚有臺灣葉鼻蝠停棲，應該
注意其居住環境之保護。

臺灣葉鼻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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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山甲

穿山甲正撥開蟻窠探
食四處奔行的螞蟻，
從其急燥的動作與"狼吞虎嚥"吃相裏
看出來牠是很飢餓了。

    穿山甲又名臺灣鯪鯉，
屬於鱗甲目之穿山甲科，是
本省產哺乳動物中外型最奇
特的動物之一。全身除吻頰
部、腹部及四肢內側以外，
都包有灰褐色堅厚的鱗片。
而除了鱗片之間、腹部及四
肢內側有些硬毛外，全身幾
乎無毛。身體呈紡錘型，頭
吻細長，身體較為粗大，尾
扁平，基部寬大，愈往末端
愈窄。穿山甲四肢粗短，前
肢鉤爪極為發達，便於挖掘
及攀爬，步行時前肢以爪背
著地。
     穿山甲的牙齒均已退化
，食住也十分特殊，主要以
螞蟻及白蟻為食。覓食的過
程是以靈敏的嗅覺發現蟻穴
，再用強而有力的前肢挖開
蟻穴，然後用黏而長的舌頭
捲食黏取四散的螞蟻，吞至
腹內，以厚而特化的胃壁配
合消化液，輾磨消化螞蟻，
取得營養。除了在地面覓食
外，穿山甲亦可用強而有力
的前爪攀爬到樹上覓食。
     穿山甲分布甚廣，主要
棲息於低海拔之雜木林，開
闊地、砍伐或其他干擾地亦
可發現其蹤跡，在林內挖掘
地洞為窩。目前調查的結果
顯示，穿山甲通常在四、五
月間交配，十二月至一月生
產，每胎通常產一隻幼獸。
穿山甲數量原來極多，然而
因動作遲緩，性情溫和，遇
敵時往往只是縮捲成圓球狀
，以鱗甲保護自己，十分容
易捕捉，近年來又因全身各
部分皆可利用而被大量獵捕
，數量銳減，極需注意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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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野兔

入夜後，當落山風還呼嘯地吹落在恆春山野的草原上時
此際正也是台灣
野兔開始大量進食活躍於草原上的時刻，
然而"劣人"卻似乎更懂得
借助風向逆行而上
避開野兔機靈的聽覺，
就近距離展開獵殺行動。

    臺灣野兔屬於兔形目
，兔科，是臺灣產唯一的
一種野兔。兔形目動物的
特徵是具有二對門齒，第
一對門齒大而長，第二對
門齒甚小，在第一對門齒
正後方。臺灣野兔體長約
三十公分，尾短，體被灰
黃褐色夾雜一些尖端為黑
色的短毛。耳長約六公分
左右，比較其他兔科動物
而言，並不特別長，眼睛
的顏色與體色相同，亦呈
黃棕色。
     臺灣野兔為夜行性動
物，平時不易看到，僅能
以發現其顆粒狀的淺灰褐
色排遣，來找尋其活動的
蹤跡。主要分布在低海拔
草生地，以嫩草為主食，
亦可能啃食危害農作物。
臺灣野兔一般不築窩，僅
在地表掘一淺坑為巢，生
產育子。一年可生殖數回
，一胎可產二至九隻幼獸
，生產後不久即可再次受
孕，繁殖力很強，但部分
地區由於被獵殺的很厲害
，數量已經銳減。
     本園區內如大尖山下
牧草地，社頂及龍鸞潭等
處草生地均有臺灣野兔棲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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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羌 山豬

山羌是悲情的台灣叢林裏的
悲情野生物中最"悲情"的
一種野生動物，俗語
人哭的很淒厲時說"嚎呷像羌仔"。
山羌原是活潑敏捷的可愛型動物，
只因有人全面"盡獵"，
且在處處可能踏上死亡陷阱的
台灣叢林裏，如何讓野生動物的
「悲情抗議」成為"絕響"，
端看執法的政府機關頒法「禁獵」！
是不足為效的，應全面導正，
將破壞者成為維護者，
殺害者成為愛護者的理念，
交給全體國民共同來經營，
讓自然山野精靈之氣，
由國人共享，是提昇"悲情人種"
文明化與應當學習和認識的概念。

     山羌屬於偶蹄目，鹿科
，是本省產鹿科動物中，體
型最小者。成體頭軀幹長約
六、七十公分，全身土黃褐
色，吻部及額頭顏色較深為
暗褐色，額部內緣到兩角基
處，各有一條黑色條紋，略
呈V字型。雄性有角，角不分
叉，每年十二月左右開始生
成，到次年五、六月間脫落
，雌性無角。此外，雄羌的
大齒發達，遭遇敵害時，可
用以攻擊傷害對方。
     山羌為全省分布，自低
海拔到2500公尺左右均可發
現，目前則以中海拔數量較
多。主要棲息於闊葉森林中
，以植物的葉，莖，嫩芽或
嫩草為主食。性情羞怯，不
易看到，常需利用其食痕與
排遺來確定其存在，但有時
夜間會發出類似犬吠的聲音
，吠聲往往很大，故又有吠
鹿之稱。
     山羌眼前之眼下腺非常
發達，常將眼下腺的分泌物
塗抹在植物上，來標識領域
。山羌通常單獨活動，在每
年十、十一月間交配，二、
三月間生產，每胎一隻，剛
出生的小羌腹部有淺色條紋
。
    目前山羌數量雖然仍多
，但因極受山產店的歡迎，
捕獵壓力非常大，部分地區
數量已急遽下降。本園區內
之南仁山一帶可能尚有一些
存在。

    又名臺灣野豬，屬於偶
蹄目，豬科。外型較家豬瘦
長而結實，頭吻部較突出尖
長，毛粗硬，成體全身呈黑
褐色，體長可達七十餘公分
，體重一百臺斤以上。雄性
成豬有非常發達的獠牙，可
用以挖掘及攻擊。小豬在未
滿三個月以前，體表為褐色
，帶有明顯之黃褐相間條紋
。
     山豬有時單獨活動，但
大多以家族式的小群活動。
牠的食物包括許多種植物的
根、莖、葉、果實、種子，
但也會吃一些動物性食物。
由於許多食物來源是生長在
地下。所以山豬覓食處常有
明顯而大片的挖掘痕跡(拱
痕)。
     山豬除了會利用岩壁下
，地面凹陷處休息外，也會
築窩。通常築窩的地點是在
林地較平坦的地方，或是稜
線上較平坦處。窩一般為圓
型，直徑可達一至二公尺，
常用的築窩材料是茅草，其
次為樹枝 。窩的功能可能是
避寒或生育。現有資料顯示
，山豬大約一年一胎，一胎
可生三到六隻，但野外族群
生殖高峰尚無法確定，母豬
的護幼期可達一年。
     山豬是目前臺灣各類中
、大型哺乳動物中數量較多
的一種，全島均有分布，尤
其是海拔一千公尺以下地區
較常出現。山豬的棲息環境
範圍甚廣，樹林、芒草區均
可發現。在某些地區，山豬
會進入耕作區覓食，而危害
農作物，與人們發生衝突。
有些地區的山豬則被大量獵
捕，數量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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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腹松鼠

     赤腹松鼠屬於囓齒目，
松鼠科，是臺灣產三種松鼠
( 另兩種為長吻松鼠及帶紋
松鼠 )中，數量最多，分佈
最廣的一種，從低海找到二
千多公的雜木林、天然林、
人造林中均可看到。再加上
牠是白天活動的動物，因此
，可能是本省哺乳動物中，
人們在野外最常看到的種類
。
    赤腹松鼠也是三種松鼠
中體型最大的一種，全身褐
色，僅腹部為紅棕色，成體
頭軀幹長可達二十公分。尾
部蓬鬆，長約十餘公分，是
樹棲性赤腹松鼠在樹間跳躍
活動時非常重要的平衡器。
除了在樹上活動外，有時亦
會下到地面覓食走動。每隻
平均活動範圍可達數千平方
公尺。
     赤腹松鼠為雜食性，除
吃植物之果實、種子外，亦
會捕食昆蟲，鳥蛋等動物性
食物。此外，亦會剝食樹皮
，取食多汁且醣份較高的韌
皮部，或用樹皮築巢，常對
人造林如柳杉林等造成嚴重
的傷害。
     赤腹松鼠主要以樹枝、
樹葉築窩，有時亦居於樹洞
中，用嚼碎的樹皮做為窩的
襯裏。全年可生殖，但不同
地區有不同之生殖高峰，一
胎一般可產二至四隻。
     在本園區中之樹林地帶
均可能發現赤腹松鼠的蹤跡
，由於數量仍多，又極易看
到，可以成為良好的解說教
育素材。

可磕⋯⋯可磕⋯⋯叢
林裏傳出一陣陣動物響聲，
追逐的腳步輕快地踏了
過去往枝頭一瞧，原來就是
一隻"膨鼠"，是雄的
赤腹松鼠所發出求偶的吼叫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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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島日常野外能夠見到較大型的野生動物，以鳥類最
多。鳥類主要的特徵是在牠們的外表覆蓋著羽毛，且有翅膀
可以飛翔。由於具有很強的飛翔能力，因此鳥類在地球上的
分布是非常的廣泛。在全世界的五大洲七大洋，甚至於包括
南北兩極以及幾乎寸草不生的沙漠地帶都可以看到鳥類的蹤
影。目前全世界有8000多種的鳥類，而在臺灣有記錄的鳥類
，約有430左右，其中16種是臺灣所特有的種類。臺灣由於溫
度適中及雨量充足，很適合鳥類的棲息；因此在海邊的沙岸
及泥質灘地就很容易見到鷸行鳥及雁鴨類的鳥類，而到接近
4000公尺的高山寒原地帶，卻可見到活動於高山的星鴉、岩
鷚及酒紅朱雀等，故在本島到處都可以見到飛鳥。
     以棲息活動的範圍來區分，臺灣的鳥類可以分為"候鳥"
及"留鳥"兩大類。所謂候鳥，即這些鳥類並非長年棲息在臺
灣本島，牠們隨著季節的變化而到來臺灣採訪。這些鳥類的
繁殖地主要是北方的西伯利亞、中國的東北和日本北方等。
例如大家所熟悉的灰面鷲、紅尾伯勞、小水鴨、蒼鷺、白鶺
鴒和鷸行鳥類⋯⋯等的鳥都是屬於候鳥。候鳥約佔臺灣鳥種
數的五分之三。至於留鳥，則是指這些鳥類牠們終年都是棲
息在臺灣本島，同時也在這兒繁殖 ，在牠們的一生中，不會
遷移到其他地點，這類鳥約佔臺灣鳥類種數的五分之二。例
如臺灣的所有特有種鳥類，烏頭翁、冠羽畫眉、黃山雀等。
在偶爾的情況下，您可能會見到"迷鳥"的名詞。這即是指著
一些鳥類，偶爾因氣候的的異常或其他的原因，使得一些平
常難得見到鳥類在臺灣出現，就如此迷途而闖到臺灣來，例
如灰鶴就是屬於本島的迷鳥。這些鳥的種類並不多。

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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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墾丁國家公園內，留鳥、候鳥及迷鳥都可以見到。墾
丁國家公園，因為涵蓋著海域、沙灘、淡水湖泊、淡水沼澤
(水田)、旱田、草地(南仁山草原)、原始林--等等各種不同
的生態環境，因此在這些環境中，也可以見到形形色色的各
種鳥類，數目可達二百多種。
在龍鑾潭可以見到為數不少的候鳥，而留鳥則在森林遊樂區
及南仁山區，整年都可以見到。
     鳥類因為具有美麗的羽毛和悅耳的歌聲，因此是很容易
吸引遊客的注意力，亦即鳥類資源是吸引遊客的一個重要資
源。在墾丁國家公園之內，最有名的是國慶鳥，即灰面鷲，
在每年雙十節前後在遷移的過程中會到達恆春半島，因此滿
州、南仁山及森林遊樂區都是很好觀賞灰面鷲的地點。事實
上，早在九月，在墾丁國家公園的牧場，一些旱田區域就可
見到大批南燕的紅尾伯勞，就候鳥而言，龍鑾潭是一個良好
觀賞雁鴨、鷸 行鳥、及鷺科鳥類的據點。至於森林遊樂區，
則是觀賞紅嘴黑鵯、烏頭翁、樹鵲等良好的地點，而南仁山
的沼澤則是觀賞鷺料及雁鴨的好地點，其鄰近的原始森林則
是觀賞山娘及其他地點難得見到之棕耳鵯的好地點。另外，
鵝鑾鼻大草原則是欣賞小雲崔的好地點。至於船帆石及青蛙
石附近偶爾可以見到燕鷗等。即使在不起眼的山邊小徑也往
往可以觀賞到竹雞及鵪鶉等在地面上活動的鳥類。總而言之
，要賞鳥的話，到墾丁來是不會讓人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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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翠翼鳩 小雲雀
Chalcophaps indica Alauda gulgula

     鳩鴿科的鳥兒都具有頭
小、頸短且擅於長途飛翔等
特性。一般看來，鴿類的體
型比較壯碩；尾羽寬廣而圓
；鳩類體型較為修長，尾巴
也較長。他們的育鶵行為頗
為奇特，並不同於一般鳥類
以小蟲餵食，而是將果實、
種子、嫩芽吞下，經過消化
成乳狀之「鴿乳」，再用以
餵養巢中之幼鶵。
    翠翼鳩身長約25公分，
為尚稱普遍的留鳥。因其背
部及雙翼為翠綠色，故名。
雌雄體色略異，雄鳥額頭為
銀白色，雌鳥一般較暗些，
為暗灰色，頸部及身體下部
為葡萄紅色，嘴與腳亦均為
紅色。因其具有漂亮的羽色
，天生麗質，故受獵人捕捉
的壓力也隨之益增。
     牠主要棲息於海拔1500
公尺以下的闊葉林或雜木林
中，較喜歡單獨或配對的在
樹冠層活動，但也常飛落地
面漫步於林中小徑，以啄取
掉落地上的果實。牠不像紅
鳩、斑頸鳩、綠鳩、灰林鴿
等喜歡在空中飛行，而是貼
近地面直線飛行。因其具有
良好的保護色，一般不容易
發現，晚上則在樹枝上休息
睡覺。
    翠翼鳩在臺灣的分佈，
以中南部較常見，北部則較
稀少，在蘭嶼亦曾發現，是
屬於局部分佈的種類。在墾
丁境內則以社頂自然公園及
森林遊樂區較易觀賞之。

     小雲雀是一種十分活
潑、喜歡鳴唱的鳥類。春
天一到，常可發現牠們懸
浮在半空中，一面垂直上
昇，一邊高歌不輟，故民
間俗稱牠為「半天鳥」。
牠屬百靈科，在臺灣共有
二亞種；一亞種是台灣的
留鳥，另一亞種則散居於
澎湖各島嶼的草原上，因
此，有人稱牠為澎湖雲雀
。
     小雲崔的身長約17公
分，比麻雀略大。身體上
部為褐色，且有濃密的縱
紋，下部為淺褐色無斑紋
、有白眉斑，尾羽外側有
兩對半白羽毛，公鳥母鳥
均有冠羽，而以雄鳥較為
明顯，尤其是在3∼7月的
繁殖季。
    小雲雀多棲息於廣闊
的農牧場、旱田、河床及
海邊的農耕地。那兒必須
是野草稀疏短矮，且為裸
露的草生地。因其具有良
好的保護色，故平常皆以
聲音來尋找牠的位置。牠
主要在地上覓食活動，為
雜食性。大部分時間以昆
蟲為主食，如小蚱蜢、小
型蛾及蚯蚓。冬天時，昆
蟲較少，改吃草籽。牠們
是在地面上築巢，採一夫
一妻制，恩愛合作，負責
盡職，是一種強烈熱愛自
己家園的鳥種。
     小雲雀廣泛分佈於全
省各地，海拔約在400公尺
以下，但在北部的擎天崗
草原(海拔約800公尺)也有
其分佈。在本園區內，以
草原牧場區、龍鑾潭、風
吹沙及籠仔埔等地，最容
易觀賞，尤其是在春夏季
節。

頭頂著特殊冠羽的小雲雀，
鳴聲玎玲悅耳，喜歡棲息於
開闊的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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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鳥
Alcedo atthis 

擅於啄食河中小魚的翠鳥，
背部呈鮮明耀目的寶藍色，
又名魚狗或翡翠。

    當您在溪畔或池塘邊散
步時，偶而會聽見一聲急促
的「唧、唧」，聲音極為清
脆，幸運的話，在聲音發響
的同時，您還會看到一道藍
光穿梭而過，像顆碧玉騰空
射出，在撲臨水面時，又倏
然地升起；最能帶給您這樣
奇遇般經驗的鳥，就是「翠
鳥」。
    翠鳥，身長約15公分，
嘴粗長，頭大，尾短，頭上
至後頸以及雙翼為青錄色，
腰為鮮亮的銀藍色，體下胸
腹部為耀眼的橘褐色；雄鳥
嘴全黑，而雌鳥下嘴橘紅色
。翠鳥普遍棲於1200公尺以
下河川、池塘及灌溉渠道之
岸邊 。俗稱 「魚狗」或「
釣魚翁」。常可見其靜靜佇
立於岸邊之枝條上或岩石上
，伺機捕魚。當牠們發現獵
物時，立即撲入水中或在空
中停頓飛行，真的是「靜如
處子，動如脫兔」。牠們以
魚類為主食，並啄食淺水中
的蝦與水生昆蟲。飛行時，
常貼近水面直線飛行，並發
出「唧-」的單音。
    翠鳥為臺灣普遍的留鳥
，平地池塘、灌溉渠道旁常
見。在墾丁國家公園境內以
草原牧場、畜產試驗所、龍
磐及龍鑾潭為主要觀賞據點
。



    五色鳥為臺灣特有亞
種，是一種體色鮮艷、五
彩繽紛的鳥類。牠們大都
產於非洲、南美及熱帶亞
洲的森林裏。五色鳥科世
界共有72種，臺灣僅有一
種，即五色鳥。五色鳥身
長約23公分，為普遍的留
鳥。全身為翠綠色，頭部
及喉部另有黃、藍、紅與
黑色彩，故名之。嘴粗厚
、尾短，從腹部觀之，婉
如圍著一件絢麗的小圍巾
，俏皮可愛。本種主要分
佈於2500公尺以下之闊葉
林及次生林，多棲息於濃
密大樹之中、上層。性不
好動，靜立時因其保護色
極佳，故很不容易被觀察
發現，唯其生性聒噪，常
發出「郭、郭-郭、郭、
郭、郭⋯⋯」的沈重喉音
。翼稍短不善飛行，通常
僅做短距離移動，飛行姿
勢緩慢笨拙且呈大波浪狀
。在4至8月的繁殖期會如
啄木鳥般在樹幹上鑿洞為
巢，巢口頗大。本種為雜
食性，但有較偏食漿果的
傾向。
    五色烏廣泛分佈於全
省各中、低海拔的山林，
在墾丁的各處森林都有牠
的蹤跡。徜徉林間，隨意
漫步更可不時聽到牠獨特
的鳴叫。在本園區中以社
頂自然公園、森林遊樂區
、港口、南仁山及滿洲里
德等地較容易觀賞之。

有「森林中的花和尚」之稱的
五色鳥，體色豔麗，
經常只聞其聲、難見其影。

五色鳥
Megalaima oo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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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頭翁
Pycnonotus taivasnu

     烏頭翁為臺灣特有種，
身長約18公分，是為普遍的
留鳥。在墾丁地區為優勢性
鳥種，其體型、吵雜的習性
以及橄欖褐色的體色，均與
白頭翁相似，唯頭頂全為黑
色。兩道八字鬍似的黑色鬚
線的基部各有一黃色小斑點
，為其主要辨認特徵之一。
     烏頭翁主要棲息於平地
至低海拔的闊葉林和已開發
的地區。行為習性與鳴唱聲
均類似白頭翁，但二者有明
顯的地理隔離現象。烏頭翁
喜歡在樹枝上或空中追逐，
為雜食性鳥類，昆蟲、花果
、穀子統統吃，四至八月為
其繁殖季節。
    烏頭翁侷限分佈於花蓮
至南端楓港一線以東，而白
頭翁在西側，可謂「楚河漢
界」，甚為分明有趣。但兩
者在分佈交界線有重疊現象
，並有極少數發生雜交現象
，在枋寮附近及花蓮的天祥
、綠水一帶，便可同時看到
白頭翁與烏頭翁共棲一樹的
奇景，是研究兩者間微妙關
係的極佳環境。
    本種於墾丁國家公園境
內到處可見，常見棲息於農
田、果園、鄉村、相思林、
瓊麻、林投及牧場邊緣之樹
林上，是為頗具觀賞價值的
鳥種，亦可說是墾丁的一大
特色。

烏頭翁為臺灣特有種，
也是墾丁地區最具代表性的
留鳥，兩撇黑色鬚線，
模樣頑皮伶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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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鵲
Crypsirina formosae

樹鵲有著幾乎佔身長一半的
長尾巴，飛行時一沉一沉地
上下升降。叫聲沙啞而宏亮。

     樹鵲為臺灣特有亞種，
36公分，為本省普遍的留鳥
。全身大致為灰褐色，後頭
至頸部為鼠灰色，飛行時可
見其黑色翼上有明顯白色翼
帶、尾長，約佔全身長的一
半，飛行時總是一沈一沈地
一升一降，彷彿是尾巴太重
了。
    主要棲息於1800公尺以
下低海拔次生林及平地農田
周圍之高樹。經常三、五成
群在樹之中上層活動，有時
會與臺灣藍鵲混棲。當牠在
樹上棲立時，常翹起長尾巴
，並發出沙而略為婉轉的喉
音，類似「嘎、嘎-歸歐，
嘎-歐⋯‥」或其他聒噪的
粗啞喉音，故村人常直呼「
嘎嘎兒」為名，真是貼切極
了。
    本種之嘴型粗厚略為下
彎，以昆蟲及漿果為食，有
時也會偷食其他鳥類的蛋及
幼鶵。在3至5月間繁殖，以
枯枝、草莖為巢，築巢於樹
上，每窩約2∼3個蛋。
    樹鵲廣泛分佈於全省各
山區及丘陵地。在墾丁國家
公園境內普遍易見，而以森
林遊樂區、社頂自然公園、
港口、滿州、畜產試驗所及
南仁山區等地為主要觀賞據
點。



小彎嘴畫眉白色的
長眉斑極為醒目，在森林區
非常活躍跳上跳下，
鳴聲多變化。

     小彎嘴為臺灣特有亞
種，身長約20公分，比白
頭翁略大，為極普偏之留
鳥。嘴長而下彎，上嘴黑
色，下嘴黃白色，全身大
致為橄欖栗色，有明顯而
長的白眉與粗黑的過跟線
；喉白而胸部有黑白雜斑
交錯。遠而望之，極像一
副帶眼罩的海盜臉。
    小彎嘴分佈於海平面
至2700公尺間之各種林型
底層，在200至1800公尺間
之次生林及闊葉林內尤多
。通常三、五成群於林下
灌木叢及草叢中活動，偶
而飛至較低的枝椏，性羞
怯，很不容易看見。其鳴
聲嘹亮而富變化，偶而發
出「喀、喀、喀 ⋯」的
低沈哨音，有時則是高吭
悠揚的「可-歸」或「歸
、歸、歸」鳴聲，而且經
常兩相唱和，十分有趣且
動聽。
    本種以昆蟲為食，常
以跳躍方式在灌木叢中覓
食，吃飽了，就在枝椏間
休息或相互理羽，偶而也
到溪邊洗澡沖涼。通常繁
殖於4至6月間，常築巢於
山泉溪流附近或離地約一
公尺的草叢或灌木中。
    小彎嘴廣泛的分佈於
全省各山區，在墾丁國家
公園境內則以森林遊樂區
、社頂自然公園、滿州里
德及南仁山區等地區主要
觀賞據點。

Pomatorhinus ruficollis 
小彎嘴畫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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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鸝
Oriolus chinensis

黃黑對比鮮明的黃鸝，
現已為稀有留鳥，墾丁地區
偶爾可以見到。

     根據早期記載，黃鸝本
為台灣普遍的留鳥及部份的
冬候鳥。由於棲地遭到破壞
及族群為人濫捕，現已為稀
有留鳥。其身長約26公分，
全身為鮮艷的黃色，有明顯
的黑色過眼帶於頸後相連，
雙翼及尾亦為黑色，嘴粉紅
色，腳藍灰色。雌鳥顏色為
黃綠色，喉部有斑紋。
    黃鸝主要棲息於平原、
山麓及農村附近高大疏林中
，常單獨或成對在樹梢或林
木上層活動，很少到地面上
。飛翔的速度快且成波浪狀
。鳴聲頗富變化，時而婉轉
清脆，有時卻是單調平直的
氣音，所謂「黃鶯出谷」足
以令人品味再三。
     牠為雜食性。春季以昆
蟲為主食，秋季則是以果實
為食，尤其是漿果和無花果
特別愛好。每年於四、五月
繁殖，他們會用樹葉和乾草
於樹梢上築巢。下蛋後，先
由雌鳥孵卵，待幼烏出生後
再由雙親共同餵以昆蟲，是
種恩愛負責的鳥兒。
     過去，黃鸝在臺灣的族
群數量很多，如今由於濫捕
濫殺，再加上自然環境嚴重
的破壞，而今所能看到的只
有在墾丁社頂一帶與南仁山
樹林中的冬候鳥了。故對此
一珍貴資源，實有嚴加保護
的必要。



     紅嘴黑鵯為臺灣特有亞
種，其身長約24公分，為臺
灣普遍之留鳥。全身黑色，
翼羽及尾羽外瓣略帶灰色，
嘴、腳為鮮紅色，黑紅對比
，非常明顯，村人常呼之「
紅嘴烏秋」。而其生性敏感
、喧鬧好動，緊張警戒時頭
頂羽毛上舉成冠。
     一般棲息於1500公尺以
下的稀疏林中，夏季時常成
群活動於山坡地與森林交界
處，或在山坡林間飛來飛去
，或在樹梢上喧叫。其鳴聲
多種而富變化，有時為三個
音節「嘁、嚓、嘁」，有時
亦發出有如貓叫「喵-」聲
，極易為人所發現。在冬季
時鳥類的結群性較強，常可
發現數百隻成群活動於山區
中。尤其喜歡群棲於高大的
枯枝上，當人們經過附近時
，牠那被驚起而群飛的壯觀
場面，今人難忘。
     本種於每年5至6月間開
始繁育、營巢，通常築巢於
山上樹林中，8月便可見幼鳥
與成鳥一起進進出出。為雜
食性鳥種，以果實及昆蟲為
食，但尤好漿果。
    紅嘴黑鵯普遍分佈於全
省各山區，在墾丁國家公園
境內則以森林遊樂區、社頂
自然公園、港口及南仁山區
為主要觀賞據點。

鳴聲富於變化的紅嘴黑鵯，
全身黑色，嘴和腳
呈鮮紅色，村人常呼之為
「紅嘴烏秋」。

Hypsipetes madagascariensis
紅嘴黑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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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鵑的棲息環境大多在
空曠平野或茅草、矮木灌叢，
飛行時緩慢而貼近地面。

     在本省的杜鵑科中，除
了番鵑為留鳥之外，其餘的
六種皆為春秋過境鳥，夏候
鳥或迷鳥。其身長約42公分
，為尚稱普遍的留鳥。羽色
隨季節而變，夏季時全身黑
亮，雙翼褐紅色，嘴、腳為
黑色，非常的鮮麗搶眼。冬
季時換羽，全身黃褐色，雜
有深褐色橫紋，嘴肉，腳黑
色。
    番鵑普遍分佈於全島
1000公尺以下之雜草灌木叢
中，以5OO公尺以下山坡地邊
緣之草叢較為易見。牠們是
地棲性的，經常在灌木叢、
芒草叢或蔗園中覓食，並發
出一聲比一聲低的「咕-咕
、咕、咕⋯...」清晰而緩慢
的鳴叫聲。生性羞澀且不善
飛行，偶而在低木林或草叢
上低空飛行，姿勢笨拙吃力
且無法持久。
    牠們以炸蜢、蜥蜴為主
要食物。繁殖於4∼7月間，
產卵時會自行孵抱，不像鷹
鵑與筒鳥會將卵下在其他鳥
類的巢內交由代孵，此種托
卵寄生的行為，可說是杜鵑
科鳥種的一大特色。
    本種在墾丁國家公園內
尚稱普遍，以滿州、草原牧
場及萬里桐等地較容易觀賞
，尤其是在春夏之際，更可
聆聽牠那獨特的鳴叫聲。

番鵑
Centro pus bengal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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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尾伯勞 灰面鷲
Lanius cristatus Butastur indicus

    提到「紅尾伯勞」，您
會聯想到什麼呢？鳥踏仔、
烤伯勞鳥，亦或是墾丁的候
鳥季呢？在每年的九月間，
大部份的候鳥就陸續進駐墾
丁，而紅尾伯勞總是先頭部
隊，在白露時節前後，山間
的瓊麻林和田野間到處可見
，成為墾丁的特色，也使墾
丁成為紅尾伯勞暫時的棲息
地。
     紅尾伯勞身長約20公分
，體上灰褐色，有白色眉斑
及明顯的粗黑過眼帶，一眼
望去頗像帶著眼罩的江洋大
盜，翼黑褐色，嘴粗短而黑
，嘴尖略鉤曲。雄鳥體側為
柔和之黃褐色，雌鳥則為淺
棕色，並密佈有鱗狀斑紋。
    主要棲息於平地開墾農
地及防風林周圍。常單獨生
活於農墾地帶，喜停棲於醒
目突出之枝椏、木樁上，並
不時的環顧四周，發現獵物
即飛撲而下。屬於肉食性鳥
類，以昆蟲、兩棲類及爬蟲
類為食，當食物過剩時，則
將獵物叉於尖銳之枝條或鐵
絲上貯食。叫聲聒噪大聲，
極為吵雜。
    紅尾伯勞為臺灣地區普
遍的過境鳥及冬候鳥，每年
九月自中國大陸北方經過臺
灣南端，在恆春半島稍作休
息後，繼續飛往菲律賓。在
墾丁國家公園境內到處可見
，尤以草原牧場區與龍鑾潭
常有大批紅尾伯勞棲息，是
較好的賞鳥據點。

    提起「灰面鷲」這一名
詞，一般人也許較陌生，但
改口叫「南路鷹」，由老一
代相傳數百年下來的名字，
就較有人知曉。
     灰面鷲的身長約49公分
，全身大致為黑褐色，臉頰
白色，有白色眉斑，喉部白
白，中央有一條黑色縱紋，
腹部白色，有赤褐色橫紋。
行飛時翼狹長，覆羽淡褐色
，尾部橫紋明顯。幼鳥胸腹
為明顯粗縱紋而非成鳥之橫
紋。
    主要棲息在深山幽谷中
，通常單獨或成對活動，只
有在移棲時，才會組成一大
群並列飛翔。最喜歡在空中
盤旋，以搜索地面上的鼠類
、蛇類或野兔等小型動物。
在自然界的生態平衡上，扮
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灰面鷲為臺灣春秋二季
的過境鳥，每年十月十日左
右落山風一吹，一批批的灰
面鷲就循固定路線，成群結
隊抵達墾丁，而且總是固定
在滿州附近的里德山、老佛
山停棲，等覓食、補充體力
後再振翼南飛。由於飛抵臺
灣，適逢光輝十月，故有「
國慶鳥」之別號。
    

    春分時節，北方天氣轉
暖，亦即是牠們繁殖季節的
開始，又迫不及待的整裝出
發，分批北返原棲地，進行
繁殖及哺育下一代的工作。
牠們由南方飛抵中部山區，
在八卦山臺地及大肚山臺地
棲宿，待覓食、補足體力，
準備翌晨作最後衝刺，直奔
老家而去。當時，又適逢我
國「民族掃墓節」，故也有
「掃墓鷹」之稱。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成
立以來，每年都在十月上旬
，國慶日前後，灰面鷲大批
過境時，舉辨賞鷹活動，一
方面喚起民眾保護候鳥的觀
念，一方面展開為期半年的
賞鳥季活動。倘若各位有空
前來，衷心歡迎，並可在滿
州橋、里德橋、社頂公園、
森林遊樂區及關山等地，觀
賞到灰面鷲翱翻翔盤旋的壯
觀場面。

灰面鷲於每年國慶日前後
過境恆春半島，又名「國慶鳥
」，成群盤旋翱翔於
滿州上空，極為壯觀。



     澤鳧是雁鴨科的一種，
身長約40公分，為臺灣普遍
的冬候鳥。雌雄體色略異，
雄鳥頭、頸深黑色帶有閃亮
光澤，後頭羽冠延長，像一
撮小辮子，背部黑色，腹部
白色，飛行時可見白色翼鏡
；雌鳥頭後的辮子較短，背
、腹部都是灰褐色。
    牠們主要棲息於淡水湖
泊中，屬於潛水鴨類善潛水
，因牠們有很強壯的腳和蹼
，能潛入很深的水中覓食。
白天覓食，晚上則棲息於近
岸的軟泥灘，或在離岸不遠
的水面上漂浮。為群聚性，
當與其他鴨類同於湖泊中休
息時，通常獨自群聚在一起
，很少與他種鴨類混雜。而
當牠們想從水面上飛起時，
需要在水面上跑上幾步才能
飛上天空，不像小水鴨，尖
尾鴨等可以直接從水面起飛
，這種方式和鈴鴨、喜鵲鴨
有相同之處。
    澤鳧為臺灣有規律、普
遍的冬候鳥。在每年的十月
上旬抵臺，而於翌年三月下
旬離去。在墾丁國家公園境
內以龍鑾潭及南仁湖為主要
渡冬區，每年的冬天常可觀
賞到上千隻的澤鳧及各種水
鴨悠游其間、隨波漂游，真
是湖光水色，多采多姿，也
讓人觀賞到南臺灣的生態之
美。

Aythya fuligula 
澤鳧

擅長潛水的澤鳧是龍鑾潭上
最普遍的水鴨群，頭後有一撮
像馬尾的長冠羽，極為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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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水鴨是本園區水域內
鴨群中體型最嬌小者，
常成群遷移飛行，
數目可達上萬隻。

    小水鴨是水鴨中體型最
小者，其身長約37公分，雌
雄體色差異很大，雄鳥頭及
頸部全為棕褐色，由眼至頭
部有一條深綠色彎曲紋，看
起來像蒙面大盜般，雙翼有
極受人矚目的翠綠色翼鏡。
雌鳥是個樸實的妻子，全身
大致黑褐色，腹部為乳白色
。
     小水鴨是臺灣最普遍的
冬候鳥，每本大約十月飛抵
臺灣。牠主要棲息於各大溪
口、湖泊、海邊及河川中。
白天大都在岸邊草叢處打盹
，或浮在水面上隨波逐流，
曬曬日光。但性極怯人，一
旦有人趨近便起飛，另選安
全的地方著落。落飛行時，
常成群結隊，數目可達上萬
隻，當牠們掠過天空時，像
一團烏雲般飛過天空。牠們
在水中起飛時，可以直接迅
速自水面振翅起飛，有時沖
天直上，不必像澤鳧、鈴鴨
、喜鵲鴨等，必須先在水面
上奔跑而後起飛。
     小水鴨廣泛分佈於全省
各地之水域，如北部的淡水
河、蘭陽溪口，西部沿岸及
大肚溪口，南部的曾文溪口
、澄清湖以及東部的花蓮溪
、秀姑巒溪等都有棲息。冬
天的龍鑾潭會聚集各種的水
鴨，其中小水鴨的數量為數
不少。

Anas crecca 
小水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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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胸鳧夏羽時頰、喉、胸、
腹皆為黑色，模樣嚴肅沉靜，
但發現獵物時往往小跑追趕。

    黑胸行鳥是臺灣常見的水
鳥，又名「金斑行鳥」，身長
約24公分。冬夏羽色不同，夏
羽，眼睛以下自喉、前頸、胸
、腹部都是黑色，背部也是黑
色，但散佈著金黃色的斑點。
最容易辨認的地方是，從額頭
經眉、頸側、胸側至腹側，有
一 S形白色帶。冬天時，體下
面黑色消失，呈淡黃褐色，體
側也沒有S形白色帶。
     牠們主要棲息於沿海沙洲
、水田、沼澤地及其他草原區
。生性活潑好動，常在原地來
回走動，行走時，身體還會上
下擺動呢！牠們以水中小生物
為主食，覓食時身體向前傾，
尾部翹起，慢條斯理的找尋食
物。當有人靠近時，牠不會即
刻飛離，只是抬頭望一望，除
非人走得太靠近。飛翔時拍翅
迅速，且常發出「溜、溜、溜
⋯⋯」的聲音。
     黑胸行鳥為臺灣普遍的冬
候鳥及春秋過境鳥，每年八月
上旬陸績飛到臺灣，而於次年
五月上旬才離開。在遷移的季
節裏，於墾丁牧場內，常可見
四、五十隻聚集成群於乾燥而
剪割過的草地上活動。黑胸行
鳥在墾丁的候鳥季，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更是活躍於草原及
水邊的兩棲之鳥，只要您有興
趣，除了在草原牧場外，更可
在畜產試驗所、龍磐、龍鑾潭
及港口等地發現牠們的蹤跡。

Pluvialis dominica 

黑胸 鳥行



小環頸 鳥行
Charadrius dubius

    小環頸行鳥是行鳥科中體型

最小的，身長約 16 公分。冬夏

羽色不同，夏羽，額頭白色，有

黑色橫帶，體上面、頭頂及背部

土褐色，有黑色的過眼帶及黃色

的眼圈，上胸有一道完整的黑色

頸環，嘴黑色，腳橙黃色；冬羽

，黑部位較淡或消失。牠的體型

類似東方環頸行鳥，但東方環頸

行鳥胸前的黑色橫帶不連續，腳

黑色，飛行時翼上有白色翼帶，

可與小環頸行鳥區別。

    小環頸 主要棲息於海岸沙洲

、河口及沼澤地，而在內陸之河

溪、鹽田及稻田亦是牠棲息、活

動的場所。喜歡成群結隊在一起

活動，行動時，常以短距離快步

式的在沙洲上覓食，大都吃甲殼

類、蚯蚓或水生植物。飛行時拍

翅規則有力，速度快，成直線飛

行，且常發出「皮、皮」的叫聲

。牠和其他行鳥科一樣，也有擬

傷的行為，尤其是在繁殖季。當

敵人靠近巢時，會假裝成受傷的

樣子，以轉移敵人的注意力，等

敵人靠近時再迅速飛走。

     小環頸行鳥為臺灣普遍的冬

候鳥，每年九月初至次年五月間

，每年九月初至次年五月間，在

各地的沙洲、河口都可以發現到

。在墾丁境內各處海岸均可見，

尤以龍鑾潭、龍磐及港口數量較

多，為主要觀賞據點。

小環頸鳧胸前有完整的

黑色環帶，常聚結於沙地上

快步行走，尖喙上下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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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尾鴨尾部中央有一對
尖而長的尾羽，
覓食時頭沒入水中，
尾都翹起，狀極可愛。

    尖尾鴨為中大型的鴨
類，是臺灣普遍的冬候鳥
。雄鳥身長約75公分，頭
、頸部暗褐色，頸側有白
帶延伸到後頭及胸部，腹
部為純白色，尾羽中央一
對特別尖而長，呈黑色，
故名為「尖尾鴨」。雌鳥
身長約53公分，體上大致
黑色，有淡黃色斑紋，體
下灰白色，尾羽不若雄鴨
之長。
     尖尾鴨棲息於沼澤、
湖泊、河川、河口及海邊
等地。性極怕人，稍有動
靜立即振翅直飛。為群聚
性，常與其他鴨類如小水
鴨、赤頸鴨、琵嘴鴨等在
一起棲息。平常在沿海、
河口一帶，可見他們一、
二百隻結群飛行。白天大
都在沿岸或河川中休息，
夜間再飛至沼澤地或稻作
地覓食。覓食時，常將頭
栽入水中，只剩下腳及尾
巴露在水上，這幅景像真
是可愛極了，這可說是尖
尾鴨的拿手絕活，很值得
大家細心的觀賞。
    尖尾鴨在臺灣地區為
十月至次年四月中普遍的
冬候鳥；尤以西部沿海的
大肚溪口數量最多，多時
可達上千隻。在墾丁國家
公園境內以龍鑾潭為主要
棲息地，每年的冬天都可
觀賞到為數不少的尖尾鴨
。另外，在南仁湖亦可看
到少數的尖尾鴨。

Anas acuta 

尖尾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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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鷺
Ardea cinerea 

蒼鷺是鷺科成員中，
體型最大的一種。繁殖期
頭上有兩根黑色飾羽，
常獨自佇立水中，伺機捕魚。

    蒼鷺是鷺科鳥類中體型
最大的一種。身長約92公分
，頭部白色，後頭上有兩根
黑色飾羽，胸前有兩三條黑
色縱紋，其餘大部份為蒼灰
色。當其飛翔時，可以明顯
的看到翅膀末端為黑色，且
脖子縮成s型。
    牠們主要棲息於沿海沙
洲、河口、沼澤地及水田中
。喜歡單獨活動佇立於水邊
，靜靜地注視水中生物的活
動，一旦發現有魚游過，即
以筆直尖銳的嘴，迅速地刺
入水中啄食。如陽光反射太
強，以致無法看清水中生物
時，牠們則會張開寬大的雙
翼，在翼下陰影處覓食。
    牠們飛行時，拍翅緩慢
而有規律，身體呈直線，頭
頸部會縮成 S型。白天在河
或沼澤地覓食，晚上則棲息
在附近的樹林上層。故在黃
昏時刻，常可看到一群又一
群的蒼鷺，頂著夕陽伴我歸
，揮動穩健的雙翼回到樹林
休息。
    蒼鷺遍佈歐亞及非洲大
陸，在臺灣為普遍的冬候鳥
及春秋過境鳥，在每年的 8
月至次年的 4月間，都可容
易的在各沿海沙洲、河口或
沼澤地看見牠們。在墾丁國
家公園境內則以龍鑾潭及港
口為主要觀賞據點。



    小燕鷗是鷗科烏類中體
型最小的一種，身長約28公
分。牠們有著修長的身軀，
是春秋二季普遍的過境鳥。
冬夏羽色略異，夏羽，額白
色，頭黑白，體背灰色，體
下白色，嘴和腳黃色，嘴尖
黑色，此為牠主要的辨識特
徵。冬羽，額前的白色羽毛
面積較大，而嘴和腳則變成
暗褐色。
    小燕鷗主要棲息於海岸
、河口、魚塭、鹽田、沼澤
地及湖泊。常十幾隻成群的
在空中翱翔，頭部不斷的左
右擺動，以搜索海中的獵物
。覓食時，嘴尖朝下，兩眼
注視著水面魚兒的動態，一
旦發現機會，立即撲入水中
啄食，或潛入水中捕食魚類
，捕到之後，直接從水中拍
翅垂直上昇。有時也整群站
在堤邊沼澤地，迎風休憩。
小燕鷗有成群營巢的習慣，
常營巢於海岸沙礫地。在四
至六月的繁殖季，牠總把蛋
下沙灘略凹之處，然後由母
鳥負責孵蛋，而由雄鳥擔任
保護和覓食的任務。
    小燕鷗廣泛分佈於世界
各地，在臺灣為春秋二季普
遍的過境鳥及夏候鳥。每年
春秋兩季在龍鑾漂均可發現
，其次在港口及鵝鑾鼻沿岸
亦可觀賞到小燕鷗捕捉魚類
的精彩鏡頭。

小燕鷗常成群在空中翱翔，
飛行時嘴尖朝下，一發現
獵物便俯衝入水掠啄。

Sterna albifrons

小燕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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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足鷸
Tringa nebularia 

「青足鷸」，顧名思義，牠
有一雙青綠色的長腳，身長
約35公分。冬夏羽色略有差
異，夏季時，頭、頸部是灰
白色，並密佈著黑色的細縱
斑，背部為黑褐色，腹部白
色，嘴黑色並微向上翹。冬
季時，額頭白色，頭、頸部
黑色縱斑較少，腹部白色。
飛行時，可以明顯看見純白
色腰部，而且一直延伸到上
背部，這成為野外很好的識
別特徵。
    他們主要棲息於海岸沙
洲、河口、沼澤區、水田及
內陸湖泊。性機警而羞怯，
比較喜歡單獨活動或成小群
在淺水中涉食覓食，也常和
其他岸鳥混雜在一起活動。
憩息時也和其他水鳥一樣，
多半是單腳佇足，遇到危險
才會雙腳著陸準備離去。他
們以水中的小魚、甲殼類及
昆蟲類為主食。飛翔時總喜
歡邊飛邊叫，常發出「丟、
丟、丟⋯」的尖銳高音。
    青足鷸為臺灣地區九月
至翌年五月間普遍的過境鳥
及冬候鳥，全省各地的水域
都可見到他們的蹤跡。牠們
也是沼澤、濕地十分具有代
表性的鳥種，假如長期連青
足鷸都無法發現時，足以證
明這個水鳥棲息地已經破壞
殆盡。在墾丁國家公園境內
以龍鑾潭為主要觀賞據點，
其他如龍磐、港口等地也有
牠的棲息。

青足鷸有一雙青灰色的
長腳而得名，灰黑色而長的
嘴喙略微上翹，是深入沼泥
探尋食物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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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磯鶇
Monticola solitaria

    顧名思義的，藍磯鶇就
是喜歡在磯石上的藍鳥。在
每年的九月至次年的五月，
當您不經意地抬頭望望屋頂
或是開闊地中突出的岩石，
您可能發現牠們正在那兒引
吭高歌呢！因為他們喜歡獨
自在高處歌唱的個性，賞鳥
界的朋友也稱牠們為「屋頂
上的提琴手」。
    藍磯鶇的身長約22公分
，雌雄體色差異大，雄鳥除
了胸腹部為紅栗色外，其餘
部位為鮮明的藍色；雌鳥體
上為灰褐色，體下有明顯的
黑褐色鱗狀斑。
    本種從平地至2500公尺
的山區均可見其蹤跡。通常
單獨或成對出現，喜選擇山
壁、電線桿、屋頂或突起之
木樁停棲，姿勢挺拔，並不
時上下擺動尾部。雄鳥的鳴
聲婉轉多變，極為悅耳。牠
們是個獨行俠，一進入臺灣
後，除了繁殖期間，幾乎都
是單獨生活，所以有人叫牠
「孤獨的旅行者」。
    藍磯鶇為臺灣普遍的冬
候鳥及不普遍的留鳥。夏季
時多見於海邊，而在山區的
溪澗也偶爾可見。在墾丁國
家公園境內的各海岸及各據
點均有牠的蹤跡，尤其在秋
冬之際，更可聆聽藍磯鶇悅
耳的叫聲，以及觀賞各個據
點不同的生態風貌。

藍磯鶇雄鳥體色
由栗紅與寶藍色組成，
對比鮮麗，常獨立於岩石
或屋簷上，姿態挺直孤傲。



    赤腹鷹為小型鷹類，身
長約30公分。體上為濃石板
灰色，腮喉白色有灰色縱斑
；胸及上腹有令牠出名的淡
紅棕色羽毛，下腹及尾下覆
羽白色，嘴黑色，蠟膜及腳
橙黃色。飛行時，黑色之翼
尖明顯易見，為其野外辨識
的主要特徵。幼鳥，翼及體
下橫紋明顯，翼尖黑色不明
顯。
    赤腹鷹主要棲息於低山
區的森林中，常單獨活動，
但移棲時常大批一起遷移。
喜歡棲立於樹梢部位，當昆
蟲飛來附近時，立即飛出攔
截捕食，有時也會偷襲飛翔
中的小鳥或飛到地上捕捉兩
棲類及爬蟲類。
    赤腹鷹為臺灣普遍之過
境鳥及稀有之冬候鳥，秋季
過境數量極為龐大，根據鳥
友在墾丁的觀察與記錄：九
月初即可見其蹤跡唯需至下
旬至十月上旬方可見其大批
湧至。牠們繁殖於日本、韓
國及我國東北，冬季至菲律
賓及中南半島等地過冬，而
於次年四月間北返，路經八
卦山脈及大肚山再西北方向
飛行。
    每年秋初，大量猛禽過
境墾丁，各地賞鳥組織及鳥
友不約而同地來到墾丁觀察
，堪稱是臺灣鳥界的年度一
大盛事。墾丁因具備了「天
時與地利」，若再配以「人
和」，將此一寶貴的自然資
源規劃成教育及觀光資源，
相信是為大眾之所盼。而在
十月的賞鷹季，以鵝鑾鼻燈
塔、滿州、社頂公園、森林
遊樂區及關山等地為主要觀
賞赤腹鷹據點。

   「噪林鳥」之名其來有
自，因為牠們生性聒噪，
又好動，常成群在樹林間飛
來飛去，所以取名「噪林鳥
」。但也有人稱之為「灰背
椋鳥」，這就與牠的體色有
關。牠與灰椋鳥、八哥等是
親戚，同屬於八哥科的鳥種
，也都為群棲性的鳥類。
    噪林鳥的身長約19公分
。雌雄體色略異，雄鳥全身
大致為灰色，翼肩白色，翼
尖黑色，非常的醒目易辨。
尾黑色，尾端有白色闊邊，
嘴與腳均為藍灰色。雌鳥體
背的色彩較雄鳥為深，且翼
肩的白色班較雄鳥小，此為
雌雄最大差異之處，腹部為
淡灰色。
    本種為樹棲性烏類，生
性聒噪、好動，常二、三十
隻群棲活動，很少有單獨出
現的情形。牠們喜歡較炎熱
的氣候，不像灰椋鳥喜歡居
住在西伯利亞、中國東北以
及日本、韓國那樣冷的地方
。為雜食性鳥類，昆蟲、漿
果全吃。飛行時，姿勢平直
、速度很快。
    噪林鳥為臺地區九月至
翌年三月間不普遍之冬候鳥
。主要分佈於華南及印度半
島。每年三至四月間，在澎
湖及蘭嶼均有大批過境現象
，而在墾丁境內整個冬天均
有其蹤跡。以畜產試驗所、
社頂自然公園及港口為主要
觀賞據點。

赤腹鷹於每年九月中旬
分批過境墾丁，數量相當龐大，
成鳥胸腹部呈淡紅棕色而得名。

Accipiter soloensis Sturnus sinensis 
赤腹鷹 噪林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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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腹鶇性情羞怯怕人，
以植物困實和昆蟲為食，
經常在落葉林
地面下行走覓食。

69

    在臺灣，鶇科的鳥兒，
絕大部份都是隨著季節性從
事南北奔波的旅行家。每年
秋天，牠們就會成群結隊的
自寒冷的西伯利亞、我國東
北及日本等地飛來，為的是
要取得足夠的食物及過一個
溫暖的冬天。
    赤腹鶇也是旅行家的一
員，其身長約23公分。雄鳥
全身大致欖褐色，胸與體側
紅褐色，但腹部並非紅色而
為白色，與其鳥名不符，雌
鳥略有不同，即頭頸部色澤
較雄鳥淡，腮、喉白色且有
褐色小縱紋。
    赤腹鶇於每年十月至翌
年四月出現在本省2800公尺
以下地區，以平地及低海拔
地區等農墾地帶較為常見。
喜歡棲息在濃密的森林中，
與一般大型鶇科比較，其樹
棲行為較為明顯，亦常停棲
於空曠的突出物體或菜圃、
草生地上。以植物的果實及
昆蟲為主食，經常可以看到
在草上覓食。遷徙時，常成
小群活動，且常與白腹鶇、
白眉鶇雜棲。鳴聲為輕細之
「茲、茲」聲，警覺性高，
見人靠近即快速飛離。
    赤腹鶇為臺灣普遍的冬
候鳥。每年冬天，在墾丁境
內的森林遊樂區，常可在靜
謐的林內看到牠們的芳蹤。

Turdus chrysolaus

赤腹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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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嘴鴨
Anas poecilorhyncha

    花嘴鴨為大型的鴨類，
身長約61公分，是臺灣普遍
的冬候鳥。牠有著一張「名
嘴」，即在黑色的嘴巴前端
有塊鮮黃色的斑，因而亦有
人稱之為「斑嘴鴨」。雌雄
羽色相近，全身大致為棕褐
色，有顯著的白色眉斑及黑
色過眼線，腳橙黃色，翼鏡
有藍綠色的金屬光澤。
    花嘴鴨主要棲息於內陸
的大型湖泊、河口、沼澤及
沿海一帶。喜歡游泳和潛水
，常見 5∼20隻成群活動，
喜歡和其他鴨類混群一起覓
食，尤其會常與綠頭鴨結集
成群在河口、湖泊及海邊覓
食。花嘴鴨為雜食性鳥類，
凡是水生的動植物，皆是牠
們的食物。花嘴鴨在繁殖期
時，雌雄會共同擔任孵育幼
鶵的工作，是一種恩愛且負
責的鴨類。
    花嘴鴨為臺灣地區普遍
的冬候鳥，在每年的九月間
來臺渡冬，於次年的五月才
離去。在北部的關渡、蘭陽
溪口、新竹罟寮，中部的大
肚溪口，南部澄清湖及東部
花蓮溪都有棲息。在墾丁國
家公園境內以龍鑾潭為主要
棲息地，其次是南仁湖及港
口。

花嘴鴨為潛水性鳥類，
嘴黑色而前端黃色，又稱為
「斑嘴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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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爬蟲類"並非蟲字輩的動物，牠們是屬於脊椎
動物。在動物的演化過程中，牠們甚至於比青蛙和魚類還
晚演化出來。牠們只是在地面上爬行而已，故正確的來說
，應稱呼這些動物為"爬行動物"才對。這一類的動物包括
有常見的蜥蜴、守宮、蛇及龜鱉類等。這些動物在身體的
外表被有鱗片、骨片或盾板。爬蟲類通常具有四肢，在指
、趾的末端有的具有爪。幼體和成體在外觀上沒有大的區
別，即在成長的過程中沒有變態發生。
    爬蟲類因為在體表覆蓋著盾板或鱗片，所以耐旱性比
兩棲類要強，可以遠離水邊而生活，但牠們一般還是在黃
昏或者是陰暗的角落或森林附近活動。
    臺灣本島位於亞熱帶，氣候溫和、雨量充足、地形複
雜，因此適合爬行動物棲息的環境也很多。就蜥蜴及守宮
而言，就約有三十種左右，陸棲蛇類有四十五種左右，而
海棲蛇類有記錄也有十多種，至於陸棲龜鰲類有五種，而
海棲的種類亦有六、七種。在陸棲的種類中，除了棲息在
中、高海拔地區的種類外，在墾丁國家公園內幾乎都可以
看到。有些種類甚至於只有在恆春半島才較容易看得到，
例如半葉趾蝎虎和岩岸島蜥兩種的分布幾乎僅局限於恆春
半島之內。
    在墾丁國家公園看到的爬蟲類為蛇、守宮(壁虎)、蜥
蜴（石龍子及攀蜥）和龜鰲等。蛇的身體細長、沒有四肢
。守宮有四肢，在指、趾底下往往有皮瓣，以便吸附在牆
上、樹上。蜥蜴則雖也有四肢，但體表鱗片粗糙，足下無
皮瓣。龜鰲則身體變為圓形，背、腹有骨板保護，頭及四
肢可以縮到殼內。
    爬蟲類亦是屬於捕食動物，牠們捕捉其它動物為食物
，包括有昆蟲、兩棲類、幼小的爬蟲類、幼小的鳥類，以
及小型的哺乳動物。和兩棲類一樣，牠們在自然生態系中
也被其他動物所捕食。鳥類及哺乳動物，就經常以爬蟲類
當做主要的食物來源。
    爬蟲類一般而言都喜歡在較乾旱的環境。守宮、蝎虎
棲息在房子、樹幹及電線桿附近，以及林投葉的基部。蜒
蜥（石 龍 子）則喜歡在灌叢附近草地及開闊地附近活動
。草蜥（蛇舅母）則經常在灌叢附近出現，尤其是經常會
在路邊曬太陽。攀木蜥蜴在森林遊樂區、港口及南仁山的
山徑附近，在溫度較高的季節隨時都可以看到。至於獨特
的岩岸島蜥，則僅在珊瑚礁岩中可以看到。蛇類的身體細
長，且覆有鱗片，故在較乾燥的地方都可發現到牠們，其
在洞穴、石縫多的地點，如河床附近、珊瑚礁的石右岩地
形、積有厚葉的森林底層，以及溪流的岸邊、南仁山的原
始林及湖邊的草地，都是蛇類喜愛活動的場所。至於龜鱉
類，則只有在南仁山森林、沼澤及各地溪流附近才容易見
到。由於長久的獵捕，龜鱉類在墾丁國家公園內已不太多
，要找到牠們並不容易。

爬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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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蜒蜥常是林緣地帶
扮演"驚嚇"行人的爬行動物，
每當有人路過牠的棲身的周邊，
在人們尚未看清有何異樣時
卻先聽到草地上一陣急促的
竄動聲，稍敏感的人
恐會反應有蛇的"驚訊"。

     印度蜒蜥為臺灣中低海
拔山區常見的石龍子科之蜥
蜴，體型中型，身體外表光
滑。背面為褐色或深褐色，
體側由眼後至尾側有一條黑
色的寬縱帶，縱帶之上下側
鑲有黃白色邊。腹面為淺褐
色或黃白色。
     印度蜒蜥喜歡棲息於全
省中低海拔的山區或丘陵地
，常可在森林邊緣之草地、
山徑或森林底層之落葉堆中
發現，通常在地面上活動，
很少上樹，有時會在河床上
的石頭堆曬太陽取暖。行動
迅速，但動作較麗紋石龍子
緩慢。主要以昆蟲為食物。
每年五至八月為其主要的生
殖季節，為臺灣地區產蜥蜴
類動物中目前唯一已知是卵
胎生的蜥蜴，每胎約產6∼8
隻，需可在七、八月中發現
幼小的個體。
     印度蜓蜥廣泛分布於全
省各地區，數量極為普遍，
其分布高度約可達海拔1500公
尺。在墾丁國家公園裏，可在
南仁山區、南仁灣、里德、佳
樂水、森林遊樂區、社頂公園
及鵝鑾鼻等地發現其蹤跡。

Sphenomorphusindicus
印度蜒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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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箕作氏攀木蜥蜴
Japalura 

mitsukurii mitsukurii

    箕作氏攀蜥外型像一隻
小恐龍，頭部大，全身粗糙
，背部的鱗片具有稜脊。頸
部的背面中央鱗片特別高起
，呈片狀的稜脊，雄者較為
發達。體色一般為黃褐色、
黑褐色或灰黑色，深淺易隨
環境而改變。背面有大型黑
褐色橫斑，雄蜥在兩側各有
一條寬大而鮮明的黃色縱帶
。眼睛周圍有呈放射狀的黑
褐色條紋。喉部白色斑點較
大，常連結成橫帶。口腔為
黑色，與另一種斯文豪氏攀
蜥的口腔為橙黃色不同。尾
部長，不會自割，與其他蜥
蜴大不相同。
    箕作氏攀蜥喜歡棲息在
樹林邊緣的樹幹上或灌木叢
上，而且經常跑到空曠的地
方或路旁停留，為日行性的
蜥蜴。身體具有良好的保護
色，往往採取靜等捕食的策
略。當受到驚嚇時，常擺出
攻擊的姿勢。雄蜥具有很強
的領域性，常可見其在樹上
來回巡邏，做伏地挺身運動
，側著頭注視敵人以及張口
威嚇的動作。夏天為其生殖
季節，雌蜥一窩可產3∼4個
白色蛋，埋在地下。
    箕作氏攀蜥主要分布於
本省南部和東部，以及綠島
和蘭嶼等地，台北附近偶而
可發現，數量相當普遍。為
台灣特有種。在墾丁國家公
園內，到處可見，數量眾多
。

箕作氏攀木蜥蜴的雄體
受到騷擾時，會。"生氣"地股起
鱗片纍纍且粗大的下巴，
昂首挺胸並上下連續數次
挺伏其身，宛若抗議人類
踩到牠的地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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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南臺草蜥
Takydromus sauterii 

南台草蜥平常也喜歡
懶散地匍伏在枝葉上曝曬陽光，
然而藉著一身翠緣的保護色
活動在植物體上還真不容易被看穿，
所以找起獵物來嘛也就方便多啦。

    南台草蜥為蜥蜴科的蜥
蜴，喜歡在草地活動，且只
分布在本省南部，因而得
名。身體細長，具有細長的
尾巴，尾長為吻肛長的 3倍
以上。身體鱗片較印度蜓蜥
之鱗片粗糙許多，且不具有
光澤。身體背面顏色雄者為
黃褐色，雌者為翠綠色或黃
綠色，腹面雌雄皆為白色或
淺黃綠色。上唇白色，向後
延伸至前肢基部，有些個體
在背腹交界處亦有一條白色
的細縱紋隔開。如將其身體
翻過來，可在大腿腹面基部
找到 1對鼠蹊孔，是南臺草
蜥重要的特徵之一。
    南臺草蜥喜歡棲息在低
海拔山區和平地的地面、草
原、灌叢或樹上等環境，行
動敏捷迅速，以昆蟲為主要
食物。日行性蜥蜴，晚上常
趴在林投葉上、芒草葉上、
灌叢中或樹上睡覺。為卵生
的蜥蜴。
    南台草蜥又名為梭德氏
蛇舅母，為臺灣特有種蜥蜴
，主要分布在本省南部的高
雄、屏東、臺東一帶，以及
綠島和蘭嶼等地，最近也曾
在南投鹿谷發現。在墾丁國
家公園裏，曾在南仁山區、
分水嶺、大圓山、社頂公園
、紅柴、貓鼻頭、小灣及船
帆石附近發現，數量尚稱普
遍，因其保護色極佳，不容
易見到其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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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尾青竹絲是臺灣地區
最常見，數量最多的毒蛇，
又稱為赤尾鮐。中小型蛇，
屬於蝮蛇科的毒蛇。頭部為
典型三角形，其上密佈著細
小之圓鱗，在野外很容易認
出。全身為草綠色、翠綠色
或深綠色，尾巴末端為磚紅
色或暗紅色。雌蛇在腹側有
一白色或黃白色的細縱線，
雄蛇除了此一白色的細縱線
外，在其下緣另有一條磚紅
色的細線相接鄰著。在鼻孔
與眼睛之間有一明顯的頰窩
，可感覺熱以確定攻擊對象
。尾部短小，可纏繞在其他
物體上。
    赤尾青竹絲喜歡棲息在
中低海拔的山區和平地之樹
林、灌叢、草叢、竹林、溪
流、水田、果園和農作地等
環境，適應力強，能生活在
各種不同的環境中，有時在
山區住家附近的瓜棚或柴堆
也可發現。因其體色與環境
相似，保護色極佳，很不容
易被發現。在本省，此蛇的
咬人率佔第一位，幸好其毒
性較弱，致死率只有1∼2%。
白天夜晚均會活動，但以夜
間活動較為頻繁。性情凶猛
，攻擊性強，在攻擊或防衛
時，尾巴會顫動。以兩棲類
、蜥蜴、鳥類和老鼠為食物
。卵胎生，可產 3∼15隻小
蛇。
    赤尾青竹絲廣泛分布在
全省各地，數量極為普遍。
在墾丁國家公園內亦廣泛分
布，經常可見，數量不少。

Trimeresurus stejnegeri 

赤尾青竹絲在台灣分布很廣，
也是較常見的毒蛇。
會靜靜地攀附在樹枝上"守株待兔"。
平常動作甚為緩慢，
但若遭受危害或驚擾時
會突發強勁地防衛性反擊。

赤尾青竹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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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斑蛇的"兇"與"悍"
可不是"蓋"的，
瞧，這隻不若鉛筆桿粗細的小蛇。
竟然是那麼"英勇"地
挺起"胸膛"。"豪膽"且兇猛地
攻擊與之比例相去"巨大"的人類，

    茶斑蛇為小型的黃頜蛇科
蛇類，身體細長，中段較粗。
頭部呈三角形或五角形，可與
頸部明顯區分。身體背面為灰
褐色、黃褐色、紅棕色或深棕
褐色，上有許多黑色和黃白色
相間雜的斑紋。有些個體體色
極深，幾乎沒有花紋。頭頂上
有黑褐色具有淡色邊緣的丫字
形花紋，為茶斑蛇的特徵之一
。
    茶斑蛇喜歡棲息在中低海
拔的山區、丘陵和平地，偶而
可在中高海拔發現。常活動於
森林底下落葉堆中、灌叢、草
叢、石堆、道路旁和農作地等
環境。白天夜晚均會活動，以
白天較為頻繁。性情凶猛，攻
擊性強，以蜥蜴和青蛙為主要
食物。卵胎生蛇類，可產 3∼
10隻小蛇。茶斑蛇具有後溝牙
，毒性輕微，對人類無危險性
。受干擾時，常會擺出攻擊姿
勢，樣子凶猛，但多為虛張聲
勢。
    茶斑蛇廣泛分布在全省各
地，數量普遍。在墾丁國家公
園內亦分布廣泛，數量不少，
曾在南仁山區、分水嶺、森林
遊樂區和鵝鑾鼻等地發現。

Psammodynastes 
pulverulentus 

茶斑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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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殼花具攻擊性，是本島
出名的毒蛇之一，常潛伏於洞穴內，
或蜷伏於珊瑚礁岩深凹的石縫裏，
經常畫伏夜出。故人們若在
墾丁夜間活動時應留意牠們的存在。

     龜殼花為中大型的腹蛇
科毒蛇，為本省產五大毒蛇
之一。體型粗長。頭大呈明
顯的三角形，可與頸部區分
。頭背面覆蓋細小鱗片，亦
具有感覺熱的頰窩。毒牙大
型，包在肉鞘中，可搖動。
頭部背面為深棕色，帶有黑
褐色的縱條紋。全身背面大
致為淡褐色至棕褐色，上面
有許多個不規則的黑褐色斑
紋。背部鱗片具有稜脊，粗
糙無光澤。
     龜殼花棲息在中低海拔
山區和平地，常在灌叢。竹
林、溪邊、森林底層、石堆
、岩壁穴、農作地、草地和
住家附近活動，在廢棄房屋
和住家附近柴堆也常發現。
其體色和四周環境多能配合
，具有良好的保護色。咬人
率占第二位，毒性為出血性
的劇毒。白天晚上均會活動
，但以夜間較為頻繁，通常
不會主動攻擊人。主要以青
蛙、蜥蜴、鳥類和老鼠為食
物。卵生，產卵數為 5∼13
個。
     龜殼花廣泛分布在全省
各地，數量普遍。在墾丁國
家公園裏，亦廣泛分布，且
數量不少，曾在森林遊樂區
、港口、南仁山區、里德、
社頂公園和鵝鑾鼻等地發現
，曾有一天發現7隻的記錄，
亦曾在社頂公園的石灰岩洞
中發現其蹤跡。

    雨傘節為蝙蝠蛇科的毒
蛇，亦為本省產五大毒蛇之
一。中型蛇，身體背面為黑
白兩色相間的斑紋，黑色斑
紋較白色紋為寬。本蛇全身
為黑白兩色，極為醒目，在
野外不易錯誤。頭部為橢圓
形，與一般毒蛇的頭部三角
形大不相同。毒牙很短，僅
凸出一點點，為前溝牙，毒
液為神經毒性，被咬到者並
不會感到劇痛，也不腫脹，
使人誤以為不嚴重而掉以輕
心，延誤就醫時間，而致毒
液侵入神經系統，造成無法
挽救的憾事。其背鱗平滑有
光澤，背上最中央一列鱗片
較附近的鱗片為大，且呈六
角形，為雨傘節重要特徵之
一。尾部短，尾下鱗僅有一
列。
    雨傘節喜歡棲息在低海
拔的山區和平地，常在矮樹
林、竹林、草原、農田、菜
園、溪流及住家附近等環境
活動，尤其喜好靠近水邊的
環境。夜間活動，行動緩慢
，性情溫和，不會主動攻擊
人，受到驚嚇時，會變得敏
感些。大都在地面活動，不
會爬樹。以青蛙、蜥蜴、老
鼠、泥鰍、鱔魚及其他蛇類
為食物。卵生，產卵數為 3
∼20個。
    雨傘節廣泛分布於全省
低海拔各地，數量普遍。在
墾丁國家公園內亦廣泛分布
，數量不少，曾在石牛溪、
森林遊樂區、港口、南仁山
區及社頂自然公園等地發現
。

Bungarus 
multicinctus

Trimeresurus 
mucrosquamatus 

龜殼花 雨傘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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鱗趾蝎處的外觀與習性
類似守宮，而從較纖細的
守宮尾部來比對，蝎虎的尾部
是較寬闊了許多，雖然這不是
專業的分類法，
但它卻是一項辨認的線索。

Lepidodactylus lugubris Eurypholis major

鱗趾蝎虎

    鱗趾蝎虎為小型的守宮
科壁虎，身體扁平，四肢短
，第一趾不具有爪，趾下之
皮瓣亦不分裂。身體背面為
小型顆粒狀鱗片，無大型的
圓錐狀鱗片。體色極易改變
，一般為灰褐色或紅褐色，
頭側有一條黑褐色縱紋，由
吻端經鼻孔、眼和耳孔至前
肢基部。背上有成對的黑褐
色斑紋，尤其以肩部和腰部
這兩對最為發達，呈長橢圓
形，為鱗趾蝎虎的重要特徵
之一。尾部扁平，兩側鱗片
向外突出，呈細鋸齒狀。尾
巴近基部處常略為膨大。
    鱗趾蝎虎喜歡棲息在低
海拔的丘陵地和平地，常在
牆壁上、林投葉和瓊麻葉上
活動。身體具有良好的保護
色，夜間活動。本種無雄性
個體，生殖方式為孤雌生殖
，雌性個體每次可產兩個未
受精的蛋，剛生出的蛋具有
黏性和可塑性，可附著在牆
角或樹幹隙縫中，此種生殖
方式可能有助於其擴散分布
。
    鱗趾蝎虎主要分布於臺
灣南部的高雄、恆春半島、
綠島和蘭嶼等地，分布局限
，數量不多。在墾丁國家公
園內，分布還算廣泛，數量
尚稱普遍，曾在森林遊樂區
、港口、里德、南仁灣、風
吹砂、紅柴、興海路及九棚
等地有發現的記錄。

    青蛇是一種全身黃綠色
的蛇類，非常漂亮，因為身
體背面顏色為翠綠色或深綠
色，常會被誤認為是有毒的
赤尾青竹絲。可從下列特徵
區別出二者之不同點：青蛇
的頭部呈橢圓形，頭頂上為
大型的鱗片，不具有頰窩，
眼睛不為紅色；體例不具有
白色或紅色白色兼具的細縱
紋；身體鱗片光滑不具有稜
脊；尾部細長，不呈磚紅色
或暗紅色，以上各個特徵均
可與赤尾青竹絲明顯分別。
    青蛇喜歡棲息在中低海
拔的山區、丘陵和平地，常
於草木茂盛或陰蔽潮濕的環
境中活動。白天晚上均會活
動，但以白天較常出現，動
作迅速，十分活躍，經常隨
處走動。性情極為溫和，被
捕時，不會抵抗咬人，只不
停掙扎翻滾，企圖逃走。全
身為翠綠色在草叢、竹林和
灌叢中具有良好的保護色。
善於爬樹，在灌叢中來去自
如。以蚯蚓、青蛙、昆蟲和
昆蟲的幼蟲為食物。卵生，
一吹可產4∼13個蛋。
    青蛇廣泛分布於全省各
地，數量相當普遍。在墾丁
國家公園內，數量不普遍，
曾在森林遊樂區、社頂自然
公園和鵝鑾鼻等地發現。

青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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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宮 食蛇龜

    守宮為臺灣常見的三種
壁虎之一，身體較扁平。頭
部寬而扁平，吻端圓鈍。四
肢短小，第一趾不具有爪，
各趾下之皮瓣僅有一列，使
其能在牆壁和樹幹上爬行。
身體背方為小型顆粒狀的鱗
片，間雜著 4∼12列較大型
的圓錐狀鱗片。尾部長，略
呈圓筒狀，尾基膨大，兩側
各有一枚大型的疣狀突起。
體色變化極大，由黃褐色至
黑褐色，可隨著環境而改變
。在體背中央有大型斑紋，
至尾部則呈橫帶狀。
    守宮喜歡棲息在低海拔
的山區和平地之樹林及住家
附近，白天在樹皮或房屋的
縫隙中休息，晚上出來覓食
，尤其喜愛在路燈下或牆角
附近捕食昆蟲。生殖季節約
六至九月，雌的每窩產兩個
白色的蛋，可黏附在牆壁上
、樹縫間或屋樑上。常可發
現數隻守宮的蛋聚在一起，
形成卵堆。
    守宮廣泛分布於全省中
低海拔各地及蘭嶼，數量普
遍。在墾丁國家公園內，分
布廣泛，到處可見，數量不
少。守宮之體色和身上花紋
常與外界環境相互配合，形
成巧妙的保護色，很不容易
被發現。

    食蛇龜又名箱龜、黃緣
閉殼龜，為本省產四種澤龜
科中長相最奇特的一種，最
大特徵為其腹甲後端圓鈍；
背甲與腹甲直接以韌帶相連
結，腹甲在胸盾與腹盾之間
能自由開合，可將頭部、尾
及四肢完全藏在背、腹甲之
間。頭頂圓滑，自眼後至頸
側有一群黃色條紋，上頜略
呈鉤狀。背甲高突呈圓拱狀
，中間稜脊為黃色。背甲為
黑褐色，各盾板中央為紅褐
色；腹甲黑色鑲有黃邊。
    食蛇龜棲息在中低海拔
的山區、丘陵、草原、濕地
和水域等環境，喜歡蔭蔽的
山溪，並躲藏在沿岸的潮濕
草叢裏，有時也會在森林底
層的落葉堆中活動。白天活
動，喜歡將頭、背露出水面
上或爬到石頭上曬太陽。性
情怯懦，被捕捉時，會緊閉
甲殼，但不久後即被馴服。
傳說牠喜歡吃蛇，但有待證
實。雜食性龜類，可吃食肉
類、水果和蔬菜，亦會吃食
林投的果實。
    食蛇龜分布於全省中低
海拔各地，分布雖然廣泛，
但數量稀少，目前適合其生
存棲息的環境日漸減少，前
途堪憂，有絕種的可能。在
墾丁國家公園內，數量不多
，曾往南仁山區、墾丁森林
遊樂區、社頂自然公園及鵝
鑾鼻臺地有發現的記錄，是
一種需要保護的動物。

守宮可在宅居的牆壁上
或天花板上"奔馳"以追逐捕食
蚊蟲攝生，在野外常見於岩壁上
及樹幹上，以隨棲息環境的
顏色改變自身，是具有
優秀的保護色功能的爬蟲類。

Gekko hokouensis Cuora flavomargin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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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henomorphus 
boulengeri

鮑氏蜓蜥

這隻鮑氏蜓蜥棲身於
珊瑚礁岩縫中，以半個頭部露出
窺覬可有獵物上門哪？
哇！肚子餓的真難奈，
還是出去找找看有啥好吃的東西？
嘸，去了！

     鮑氏蜒蜥為中型蜥蜴，
屬於石龍子科，外型和印度
蜒蜥極為相似，難以區分。
鮑氏蜒蜥在後肢股部後方有
一區較大型而不規則的鱗片
，而印度蜒蜥則無，是兩者
之間最大的差別。另外，鮑
氏蜒蜥則僅分布於南部及綠
島和蘭嶼等地，印度蜓蜥則
全省廣泛分布。
     鮑氏蜓蜥為日行性蜥蜴
，棲息在低海拔的丘陵地和
平地，白天喜愛在多岩石石
縫之小坡地和草地活動，亦
會在空曠地出現。行動迅速
，捕食地面上的蜘蛛、昆蟲
或其他小動物。繁殖季節和
生殖情況目前尚不清楚。
     鮑氏蜓蜥僅分布於本省
南部的高雄、屏東兩縣和綠
島、蘭嶼等地，分布局限，
數量上局部普遍。在墾丁國
家公園裏，數量不普遍，曾
在佳樂水附近的山坡地和南
仁山區的山路旁有發現的記
錄，至於確實的分布狀況及
數量有待更進一步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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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棲類
    青蛙和蟾蜍是大家所熟悉的動物，牠們是屬於兩棲類。
這一類的動物，在牠們的整個生活史中，幼小的時候必須在
水中生活，成體則有肺的構造，才有辦法離開水域到陸地來
生活。
    當您用手去觸摸青蛙的時候，必定會有潮溼而黏滑的感
覺，這是因為在兩棲類的體表沒有鱗片，但在皮膚上具有很
多可以分泌黏液的腺體。在演化過程中，兩棲類是由魚類演
進而來的，牠們雖然不是以鰓為呼吸器官，但肺的構造還相
當簡單，故必須有溼潤的皮膚來幫助氣體的交換。牠們雖然
也具有四肢，但在指、趾的末端沒有爪。成體雖離開水，但
大部份都可以在水中游泳。相反的幼蟲期的蝌蚪則無法離水
域生活。
    在本島能夠看到的兩棲類絕大部份是屬於無尾的兩棲類
，牠們的身體末端沒有尾巴，整個外表呈三角形。蟾蜍、樹
蟾、樹蛙、小雨蛙及赤蛙科等都是在本島很容易見到的。到
目前為止的記錄，本島的無尾兩棲類共約有二十八種，其中
在墾丁國公園就有十六種左右。
    兩棲類因為皮膚必須維持潮溼，所以只有在離水邊不遠
及陰暗潮溼的地點才能生活。在墾丁國家公園，因為位於臺
灣南部，年平均氣溫甚高，且雨量相當豐富，故非常適合兩
棲類的棲息。有些種類甚至於只有在墾丁國家公園才能夠找
尋得到的，例如史丹吉氏小雨蛙就只有在墾丁森林遊樂區及
其附近才容易找到。
    兩棲類最主要的食物是昆蟲及其他的節肢動物。故在自
然生態孫中，牠們是扮演著捕食者的角色。牠們雖然是吃食
其他的動物，同樣的牠們仍亦被其他動物所捕食。墾丁國家
公園的各種蛇類、秧雞、貓頭鷹，甚至於大家所熟悉的伯勞
鳥都會捕食青蛙。
    就整個國家公園來講，南仁山區的沼澤、水潭、森林遊
樂區及社頂自然公園的森林底層及潮溼處，所能見到的種類
及數量最多。赤蛙科中的金線蛙、拉都希氏蛙、腹斑蛙及澤
蛙等在南仁山區的沼澤是很容易見到。至於在森林遊樂區內
、南仁山草原及森林邊緣，則三種狹口蛙科的青蛙較容易見
到。綠色的莫氏樹蛙及其他樹蛙，在南仁山區及里德山區的
森林附近較易見到。至於八律溪及其他溪流附近較易見到的
為褐樹蛙、斯文豪氏蛙以及日本樹蛙。幼蟲期的蝌蚪則在水
塘、水田、緩流、永久或臨時性的小水域都能夠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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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文豪氏蛙為中大型的
青蛙，身體細長強壯，體長
最大可達 9公分。其最大特
徵為其腳趾末端膨大，具有
類似吸盤的功能，可藉此攀
附在石壁或樹枝上。斯文豪
氏蛙的背側褶不明顯，呈斷
斷續續。體色變異極大，背
部顏色可從翠綠色間雜黃褐
色斑紋到棕褐色，斯文豪氏
蛙又有另一名字叫棕背蛙。
因其吻部較為突出，故又名
尖鼻赤蛙。斯文豪氏蛙另一
明顯特徵是其上唇從吻端至
前肢基部有一黃白色的線條
。
    喜歡棲息在中低海拔山
區之山澗、溪流、小瀑布或
有急流的水邊，偶而在潮濕
的森林底層也可發現。斯文
豪氏蛙白天常躲在岩縫或洞
穴中鳴叫，是本省少數可在
白天鳴叫的蛙類之一。晚上
則在洞口或溪中岩石上活動
覓食。其叫聲相當特別，為
短促的一聲「啾」，有時會
讓人誤以為是林中的鳥叫聲
。斯文豪氏蛙的後腳長而強
健，一跳即可達數十公分，
往往跳兩三下即失去行蹤。
    斯文豪氏蛙普遍分布於
全省中低海拔山區的各大小
溪流，在墾丁國家公園裏，
以南仁山區的溪流最容易看
見，港口附近的溪流偶而也
可發現其蹤跡。

Rana narina swinhoana
斯文豪氏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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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樹蛙雖然常見於林叢底屠，或於樹枝上活動，
但其棲息環境大抵上
仍以溪流為主。夏天裏
有些溪流的"河床"
上曾發現褐樹蛙"集團"的配對活動。

    褐樹蛙為本省產樹蛙科
中體型最大的種類，體色亦
最多變化，有黃褐、綠褐、
灰褐、紅褐、灰黑或黃土褐
色，背上有許多大型黑褐色
的斑紋，形成一良好的保護
色，在地面或岩石上往往不
易被發現。褐樹蛙為臺灣特
有種，其特徵為其四肢趾端
特別膨大，另在兩眼之間有
一黑色橫帶，向頭後部形成
一三角形的斑紋，而在吻端
與兩眼之間則形成一三角形
的淡色區域，極為明顯，很
容易與其他的樹蛙區別。
    褐樹蛙棲息在全省低海
拔山區的溪流裏，偶而在潮
濕的森林底層亦可發現。晚
上常成群出現在溪邊的石頭
上，叫聲低沈而連續。白天
則在樹上、岩縫或洞穴中休
息，晚上有時在路燈下捕食
昆蟲。其繁殖期約從春末至
秋初，夏天較容易發現，產
卵於溪流中的靜水區域，不
呈卵泡狀。
    褐樹蛙廣泛分布於全省
低海拔山區的溪流裏，數量
普遍。在墾丁國家公園裏，
由南仁山區至社頂自然公園
的溪流附近都可發現褐樹蛙
的蹤影。

Rhacophorus 
robustus

褐樹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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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線蛙
Rona plancyi

    金線蛙為大型的赤蛙科
蛙類，體長最大可達10公分
。身體粗而壯碩，有時會被
人捕捉當做食物。身體背部
與體側為草綠色，背側褶為
金黃色或黃褐色，為其名字
之由來。背面由吻端至肛門
常1∼2條寬大的黃褐色或綠
褐色的縱紋。身體背面和後
肢散布著許多黑色斑點。
    金線蛙喜歡棲息在水田
、沼澤和長有水草的池塘、
湖泊或水溝裏，其身體顏色
和花紋往往構成良好的保護
色，很不容易被發覺。白天
常出現在淺水處或水生植物
上，當有外物接近時，則迅
速跳入水中潛藏，很不容易
捕獲。晚上則大群出現在岸
邊或水草上鳴叫。產卵季節
在夏季。據報導，金線蛙會
以魚苗、昆蟲、甲殼類、幼
蛙或蝌蚪為食物。
    金線蛙在本島分布不很
廣，以中南部較多。族群數
量還算不少，但常常局限在
某些地區。在墾丁國家公園
裏，目前僅在南仁山區的湖
泊和沼澤有發現的記錄，在
當地數量尚稱普遍，晚上常
停棲在湖岸邊，遇有人走近
，即撲通一聲跳下水去，有
時會嚇人一跳。

金線蛙的警覺性與敏感度
頗叫人吃驚。以一個野外攝影工作者的
立場言之。見其"膽怯"的
行為令人為之氣結。
原佇足於湖畔的金線蛙，
未及腳步躡近，遠遠地即
"噗通""噗通"又尖叫地
衝入水中"逃竄"。且是屢試不爽。
結果連一些老手都給折磨的
快"照"不住了。



蓮葉上不知何時來了一隻蝦蟆，
蝦蟆不知何時變成了祭司，
祭司不知何時開始了禱告，
禱告的祭文不知何時顯了靈
靈驗的祭文不知何時化成了雨
雨水不知何時凝成了珠
珠兒圓光不知何
時照映了牠，牠叫蟾蜍
不知何時戴了黑眶。

    黑眶蟾蜍為大型的蛙
類，體長亦可達10公分。
黑眶蟾蜍即俗稱的「癩蛤
蟆」，身體粗壯，體色為
黑褐色或灰黑色，外表極
為粗糙，全身佈滿大大小
小的腺性顆粒突起。眼後
有一長型的腮腺，遇有危
臉時，腮腺和顆粒會分泌
一種白色液體，此液體具
有毒性，在中藥上，可做
為強心劑。黑眶蟾蜍之名
字來自於頭部背面，從吻
端至眼眶及上下唇具有黑
色的隆起稜，此一特徵亦
是本種與盤谷蟾蜍的區分
。
    黑眶蟾蜍喜歡棲息在
低海找山區和平地的耕地
、花園、路邊或住家附近
的泥土洞穴和岩穴裏。白
天常躲在洞穴裏或岩石下
，晚上出來覓食，常在燈
光下捕食夜裏趨光而來的
昆蟲。行動極為笨拙緩慢
，活動時僅能做短距離的
跳躍，大都為爬行。受到
干擾時會將身體漲大，四
肢將身體撐離地面，藉以
張虛聲勢，嚇阻敵人。黑
眶蟾蜍在野外天敵極少，
，除了人類以外，大多數
的動物都對它避而遠之，
在車輛往來頻繁的地區，
常可在路上發現被壓扁的
身軀。
    黑眶蟾蜍廣泛分布在
全省低海拔山區和平地，
數量非常普遍。在墾丁國
家公園大部分地區均可發
現其蹤跡。

Bufo melanostictus 

黑眶蟾蜍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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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樹蛙
Rhacophorus japonicus 

    日本樹蛙為小型蛙類，
體色變化多端，有藍褐色、
深褐色、灰褐色、灰色或黃
褐色。皮膚極為粗糙，散佈
著許多顆粒狀小突起。在背
面肩胛處有一對短棒狀突起
，為日本樹蛙的重要特徵之
一。在眼眶之間有一黑褐色
橫紋。
    日本樹蛙雖然是樹蛙科
的成員，但幾乎不上樹，大
部份的時間都是在地面上活
動，喜歡棲息在中低海拔山
區和平地，在溪流、水溝、
石礫山路、靠近溫泉的溪流
和小水潭常可見其蹤影。雨
後常大量出現在溪邊石頭上
或岩壁上鳴叫，叫聲連續，
尖銳而嘈雜。雖然是夜行性
，但在大白天，也經常可以
發現為數不少的日本樹蛙。
其體色往往與環境相似，形
成良好的保護色，隱身在小
石頭堆中，很難發現其細小
的身影。日本樹蛙亦在夏季
繁殖，產卵不為卵泡狀。
    日本樹蛙廣泛分布於全
省各中低海拔山區及平地，
數量極為眾多。在墾丁國家
公園裏，以南仁山區之溪流
數量最多，其次在里德山區
、社頂、分水嶺、九棚及港
口等地附近之小溪流亦可發
現不少的數量。

日本樹蛙的體型雖小，可是
鳴叫起來聲音急促而強勁
雖不至於喧天價響。但任其
集體共鳴起來卻也會
是一陣喧嘩，鬧鬨鬨地。
其名為樹蛙，卻遠棄樹木，
棲喜於水流域的附近活動。
常見其停歇於岩石塊上。
若受到驚擾時會急速連續長
距離跳躍逃離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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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都希氏蛙會棲息於
林叢底層，或水流附近；
在台灣蛙類中是屬於中等體型，
然其鳴叫聲卻稍低沈，
感覺斯文而不喧嘩。其也是
星空下萬籟中的一個小角色吧！

    拉都希氏蛙為中小型赤
蛙科的蛙類，身體扁平，皮
膚粗糙，體色常為黃褐色、
灰褐色或紅褐色。最大的特
徵在其明顯而粗大的背側褶
，故又名為「闊褶蛙」，背
側褶在身體後方變細小或呈
斷斷續續。從吻端經眼睛至
前肢基部為黑褐色，其下方
有一黃白色的縱紋。
    拉都希氏蛙喜歡棲息在
中低海拔山區和平地的水田
、小水塘、溪流、沼澤、山
澗、耕地或暫時性的積水池
，有時可在潮濕的森林底層
發現。一般以山區數量較多
。白天常躲在石頭底下、洞
穴中或植物基部下休息，晚
上則成群出現在水邊的淺水
處。在生殖季節會成群出現
在淺水處的草叢中，有時會
將身體浸泡在水中，僅頭部
露出水面鳴叫，其鳴叫聲低
沉而細小，類似「嗯」的聲
音，極為特殊，但因聲音低
沉而小，若不近聽，很難發
現蹤跡。在較高的山區，夜
間氣溫降低，常會成群聚在
一起，彼此取暖維持體溫。
    
    拉都希氏蛙廣泛分布於
全省各中低海拔山區和平
地，數量極為普遍。在墾丁
國家公園裏，可在南仁山區
、社頂、港口、森林遊樂區
和龍鑾潭附近發現。

Rana latouchi

拉都希氏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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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蛙
Rana limnocharis

    澤蛙亦為中小型赤蛙科
的蛙類，為本省低海拔地區
最容易見到的種類。體色富
變化，有橙色、褐色、灰黑
色、綠褐色、黃褐色、黃土
色或綠色，有些個體背上具
有背中線，有些則無，有時
會讓人誤以為是兩種蛙類呢
！澤蛙的背面有許多黑色斑
紋。皮膚粗糙，具有許多縱
向排列的短棒狀突起。雄蛙
有兩個灰黑色的鳴囊，極為
明顯而易於辨別。
    澤蛙喜歡棲息在低海拔
山區和平地的水田、溪邊、
池塘、水溝、草地、菜園或
沼澤等環境，即使在白天也
經常可以看見，但其鳴叫聲
僅在晚上可以聽到，尤其在
雨後的夏夜，整夜均可聽到
其連續而嘈雜的聲音，為鄉
間夜晚最令人熟悉的合唱聲
音。澤蛙最早鳴叫約在二月
中旬，三、四月之間繁殖，
到九月以後就很少聽到澤蛙
鳴叫，可能有冬眠的習性。
澤蛙的卵為浮在水面上呈一
片。
    澤蛙廣泛分布在全省低
海拔山區和平地，數量非常
普遍。在墾丁國家公園裏，
只要是潮濕的淡水區域，幾
乎都可找到澤蛙的蹤跡。

偶爾還會看到手持長竿的
"玩童"站在田梗上釣田雞，
然大部分被釣上來的若不是虎皮蛙，
恐怕就是澤蛙了。
圖中這隻是棲生在林叢底下
一條小溪邊的澤蛙。正跳到石塊上
並向上攀爬，企圖避開
工作人員的接近。



墾丁地區炙熱的長夏真難熬，
幸好午後一場突然而降的甘霖
也將洞裏午睡的蛙兒"打"醒了，
一隻白頷樹蛙正"驚喜"地
躍進池塘裏的蓮葉上，
瀟灑地讓雨水繼續淋在牠的身上。

    白頜樹蛙為中大型樹
蛙，腳趾末端膨大為吸盤
，可攀附在樹上或草上。
背上顏色大都為紅褐色、
灰褐色或黃褐色，有些個
體在背上會有4或6條黑褐
色縱紋。白頜樹蛙的特徵
為其眼後至肩部有一下斜
的皮褶；在鼠蹊部及後肢
股部之前後側有黑褐色和
黃色相間形成網目狀的花
紋，非常顯眼，但平時則
因後肢收起，而不容易看
到。
    白頜樹蛙常棲息在低
海拔山區的森林底層、溪
邊、耕作地、水池或小水
潭附近之草叢、灌叢、樹
上、岩石或洞穴之中，其
體色往往與棲息的環境相
配合，不易為人所發現。
白領樹蛙為夜間活動，從
不遠離水源。在夏季雨後
夜晚常單獨出現，其鳴叫
聲大而低沉，有如擊鼓聲
或機關槍聲，非常特別。
約在春天三、四月間繁殖
，產卵在卵沫堆中，外面
常有樹葉包裹著，有時會
掛在樹枝上或水源邊緣。
白頜樹蛙之得名來自於蝌
蚪具有黃白色的口部。
    白頜樹蛙廣泛分布於
全省低海拔地區，數量尚
稱普遍。在墾丁國家公園
裏，可在南仁山區、里德
山區、森林遊樂區、佳樂
水，新莊、社頂、九棚和
港口等地附近的森林和耕
地找到其蹤影。

POlypedates leucomystax 

白頜樹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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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氏樹蛙
Rhacophorus moltrechti 

    莫氏樹蛙為中型的綠色
樹蛙，也是臺灣產三種綠色
樹蛙惟一可在墾丁國家公園
內找到的樹蛙。背部顏色為
黃綠色或草綠色，有些個體
背上會許多細小的白點，腹
面為白色，在腹側有一些小
黑斑。鼠蹊部、股部和脛部
及蹼為鮮紅色，上面佈滿大
大小小的黑斑，為莫氏樹明
顯的特徵。
    莫氏樹蛙主要棲息在高
、中、低海拔的山區之水潭
或人工的蓄水池。晝伏夜出
，白天躲在岩石下或植物基
部潮濕處，夜裏則出來覓食
或求偶。雄蛙具有單一鳴囊
，鳴叫聲為有節奏的低沉聲
音，整年都可以聽到其鳴叫
聲。產卵為卵泡狀，外面常
有樹葉包著，有時會黏掛在
樹枝灌叢上。
    莫氏樹蛙廣泛分布在全
省各山區，數量尚稱普遍，
但因其保護色良好，善於躲
藏，常常是只聞其聲，而不
見其蹤影，僅在繁殖季較容
易見其拋頭露面，其餘時候
很難見其芳蹤。莫氏樹蛙以
本島中北部山區較多。在墾
丁國家公園，僅在南仁山區
至里德山區才能找到。

分布在南仁山區澤地裏的
莫氏樹蛙，像是被染了墨汁似地。
一身黑漆漆地，頗叫人感覺
"墨生"，若非聽其鳴叫，
如何教人從色彩"鮮艷翠綠"的
印象中轉變過來。



小池塘裏那幾片
浮在水面上的蓮葉。也因一陣
西北雨之後格外生動起來。
然而，最為興奮的該是
棲生在這個水塘裏的小雨蛙，
牠急急忙忙地出洞裏躍出來，
正好攀到蓮梗上。
說真的，出來淋淋雨，
其實嘛⋯⋯就是享受一下
新鮮的"刺激"。

    小雨蛙為小型狹口蛙科
的蛙類，是本省產四種狹口
蛙類中，數量最多，分布最
廣的一種，由北到南均可發
現。體長約2∼3公分，頭狹
小身體寬大，近似一三角形
。體色為灰褐色、紅褐色、
深褐色或土灰色，背上有許
多黑褐色不規則但對側的斑
紋，有些個體背部具有一淡
色的背中線。
    小雨蛙喜歡棲息在低海
拔的山區和平地之草地、農
作地、茶園、水潭、水溝附
近之地面、洞穴、植物底部
及潮濕的森林底層，有時會
在暫時性的水域產卵。雄蛙
具有單一鳴囊，叫聲極為宏
亮吵雜，尤其在夏季雨後的
夜晚更甚，很難想像這麼大
的鳴叫聲是來自一隻貌不驚
人的小青蛙口中。小雨蛙常
會和其他蛙類一起出現。約
在二月中旬即開始鳴叫，春
、夏為其產卵季，卵粒小，
浮在水面上。蝌蚪全身透明
，有一個極不協調的大身體
和短小的尾巴。
    小雨蛙廣泛分布在全省
低海拔的各地區，數量極為
普遍，常成大群出現。在墾
丁國家公園，只要稍為潮濕
的地區，一定可以找到小雨
蛙的芳蹤，是國家公園內分
布最廣的蛙類，但其身軀細
小，善於躲藏，想要找到它
，還得花費一番功夫才能尋
獲。

Microhyla ornata

小雨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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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山林添彩妝
為大自然增生趣
墾丁國家公園的昆蟲

    一提起紅尾伯勞這種來自北方的候鳥，很多人立刻會連
想到這是一群每年入秋之後成群入境恆春半島的過境鳥。可
是牠們為何會成群蟄留墾丁國家公園區和附近的車城、楓港
、滿州呢？除了這兒是牠們移棲的中途休息站之外，還有另
外一個重要因素是這兒生態環境複雜--有森林、沼澤、草原
、農田及熱帶海岸林，繁生的植物種類甚多，以墾丁國家公
園為例，自生植物即達1,238種；而此種環境正是紅尾伯勞
主要食物--昆蟲類理想的生活環境。所以在此過境，這群野
鳥便可覓尋各種昆蟲為食，作為繼續南飛的能源。因此，當
您徜徉在墾丁國家公園內的各種生態區時，您所看到昆蟲種
類，每每各異其趣。
    在大白天，森林區的落葉底層和枯木堆中，白蟻成群活
躍著；甲蟲及蟬類則在樹幹和葉間出現。走訪社頂及熱帶海
岸林中，蝶類款款而飛；踏在社頂、風吹沙及南仁山的草原
區，蝗蟲、蟋蟀到處飛、跳。漫步沼澤區附近，蜻蜓、豆娘
各顯風華。
    在入夜之後，林區中的鳴蟲嘰吱合奏，熱悶非凡！路燈
下，蛾類飛舞；趨光性的甲蟲更是到處徜徉！尤其是在炎熱
的夏季，昆蟲更是猖狂！

    墾丁的森林遊樂區，林下參天，氣象萬千！分佈在這兒
的昆蟲，如以植物的表層、中層和上層區分，則在表層中，
以白蟻社會、蟋蟀類及步行蟲類為代表。
    雖然白蟻也可能出現在生長勢較差的樹木表皮，但為數
較多者乃林間橫陳的枯木叢中；所以只要剝開枯腐的木頭，
那麼在土質的隧道下，一隻隻的白蟻，生意盎然！如有雅興
，駐足旁觀，往往可見工蟻眾志成城般的修築「城池」的鏡
頭。甚至還可見及工蟻和螞蟻大打群架的場面。當然，你也
可觀察到白蟻巢中的各種寄居或掠食的小動物。「一沙一世
界」，小小的白蟻社會也是大自然的縮影呢！
    枯木雖了無生命，但剝開枯木，除白蟻之外，還有許多
甲蟲類的幼蟲，像步行蟲類、叩頭蟲類幼蟲，穿梭其中；另
外，在雜草底部，一隻隻揚著長長觸角的蟋蟀，一受騷擾，
就到處亂跳！而在平常，雄蟲時則鳴叫，或宣告領域，或大
唱戰歌；每到繁殖季節，則情歌綿綿，擾人清眠。
    在底層的落葉下，多腳的馬陸常彎曲著身體綣伏其中；
而長達10公分左右的蜈蚣，則棲息其間等待機會，佇候疏於
注意的蟲兒來臨；所以落葉雖寧靜，其間卻殺機重重！

森林區中的昆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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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層的地面，也偶能見及動物的死屍；在屍體尚未化成
白骨之前，一群翅鞘短短的埋葬蟲正殷勤地收拾殘局，把死
屍上的腐肉--分解，並在附近交尾、產卵，而牠們也就成了
森林中的清道夫！
    出現樹木中、上層的昆蟲，以甲蟲類和蛾類為代表，每
到夏天，甲蟲大多羽化而出，活躍於森林之間；因此只要多
加注意，便可見及各式豔麗或體色平淡的吉丁蟲、叩頭蟲、
象鼻蟲及天牛等；有時候甚至能發現成群金龜子嚼食整棵樹
葉的壯觀場面！

蟬聲悠揚碧樹無情
    在林間的開闊地區，尤其是野花齊放的地方，翩翩蝶影
，令人目不暇及！在蝶類寄主植物，例如大葉合歡、小刺山
柑、樟樹、山刺番荔校、過山香等的葉上，也時可見及形形
色色的粉蝶類或鳳蝶類的幼蟲。
    在夏天時，悠揚的蟬鳴，可算是墾丁國家公園的另一特
色，當然牠們是森林區中的要角！
   「 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
。」這是唐人駱賓王的「詠蟬」詩。然而蟬聲雖能撩人，感
受卻每每因人、因事而異！煩燥時，蟬聲令人煩囂；失意時
，更今人益覺悽愴！心情好時聆蟬，蟬聲則宛如天籟，餘音
繞樑！然而在蟬的世界裹，鳴聲不過是雄蟲求偶及標幟領域
的訊號罷了！
    在墾丁國家公園森林遊樂區中，常見的蟬有熊蟬、臺灣
熊蟬、蟪蛄、臺灣騷蟬、薄翅蟬、蓬萊蟬、黑翅蟬⋯⋯等，
每一種的鳴聲，均各異其趣，如有雅興，亦不妨分別錄音聆
賞。

賞蝶就到社頂來
    森林遊樂區的邊緣，是以珊瑚礁為主要地形的社頂自然
公園；徜徉此一園區，極目遠眺，今人心曠神怡！在這兒，
遍地開著串串紫色小花的長穗木，和一朵朵紅燈色的馬纓丹
，而這也就成了蝶類最喜歡造訪的花園。
    據調查，活躍此區的蝶類幾達百種左右，其中包括鳳蝶
類、粉蝶類、斑蝶類、蛺蝶類等甚具觀賞價值之蝶種；而以
玉帶鳳蝶、黃蝶類、大白斑蝶、青斑蝶類及蛇眼紋擬蛺蝶為
優勢種。
    難能可貴的是這兒的蝶種，全年可見；即使落山風吹襲
的月份，溫暖的小山谷中，仍可見到二、三十種蝶類在蜜源

日本甲蟲屬金龜子科的
多產昆蟲，當產量太多時
亦會為害當地的一些植物，
但卻樂歪了食物鏈循環下的其他生物。





118 金花蟲以「小巧玲瓏」，
「清秀端莊」，「漫步輕盈」，
「麗質拘謹」的生活形
象，而獲有"淑女蟲"的雅名。

     植物間穿梭。由於蝶類資源豐富，視野良好，蜜源植物又多
，管理處已將此地規劃為賞蝶的重鎮，只要自助式的賞蝶解說牌
一建立，賞蝶就到社頂來！
     而在社頂公園區內，開闊的草原，也是重要的景觀；踏在如
茵的草地，多種蝗蟲騰空躍起，洋溢著生命的喜悅！除了蝗蟲、
蟋蟀的蹤跡，或隱或現；而小穴旁邊堆砌著細細土粒的蟻洞，也
時時可見。蹲下來觀察工蟻殷勤搬動蟲屍、種子，每每令人憶起
童年。
    在露水未乾的清晨，走在社頂公園草地，常可發現層層白白
的蜘蛛網上，尚沾有滴滴露水，而網中駐守著守網待蟲的蜘蛛，
守住網子，守住幾許希望。這兒的蜘蛛網雖沒有森林區中人面蜘
蛛的網大，但也別具情趣！因此到了這兒，別忘了也採訪這些寂
寞的「八腳小將軍」！

海岸林區風味別具
     鵝鑾鼻公園及香蕉灣熱帶海岸林是遊客經常造訪的勝地；雖
然鵝鑾鼻公園內栽有不少人工栽培的花木，也可見及蛾類和介殼
蟲類等似乎有礙觀膽的害蟲，但這兒仍有不少具有可看性的昆蟲。
這兒由於高位珊瑚礁間仍長有許多蝶類幼蟲的食草，例如港口馬
兜鈴及爬森藤等，因此常引來不少黃裳鳳蝶、大紅紋鳳蝶，紅紋
鳳蝶及大白斑蝶之造訪；尤其是黃裳鳳蝶之驚鴻一瞥，每每令遊
客有驚豔之感！紅紋鳳蝶外型豔麗，但款款而舞的姿態，則和有
「大笨蝶」之稱的大白斑蝶相映成趣！
     林投是這兩個地區的優勢種植物之一，在多刺的林投葉間，
大型的臺灣大蝗和墾丁昆蟲之寶--津田氏大頭竹節蟲，生活其中
。牠們嚙食林投葉片的方式雖各異其趣，但兩者不難區分；前者
食痕概呈不規則狀，但後者往往使葉片形成長形缺刻。然而，發
現牠們時尚請動眼不動手，且讓牠們自由自在地生活、繁衍吧！
尤其是津田氏大頭竹節蟲，此區乃臺灣僅有之分佈紀錄，體長可
達10∼12公分，軀體寬扁，迥異於習見之瘦長型種類，其珍貴自
不在話下。
     風吹沙一帶是以草原景觀為代表，由於植物相極為單純，所
以棲息其間的昆蟲仍以煌蟲類及蟋蟀類為主。然而由於這兒常有
牛隻放牧，在成堆牛糞下，也暗藏玄機。
     牛糞成份主要是雜草纖維，所以味道並不太臭；如想窺其堂
奧，不妨以樹枝、竹片撥弄略乾牛糞，您將可發現除了一些蠅蛆
、蛹及隱翅蟲、鰹節蟲等小甲蟲外，運氣好的話，





120 往往能發現形形色色、大小不一的糞金龜。據文獻記載，分
佈在恆春半島的糞金龜達52種之多；其中有宛如小坦克的大
糞金龜，乃這些清道夫中的巨無霸，在遼闊的草原上，這些
甲蟲正默默地進行糞便的分解工作，使部份有機養分能重新
被植物吸收，使自然界的循環，能延續下去，周而復始。

南仁山區蜻蜓樂園
    南仁山區是墾丁國家公園的生態保護區，也是一塊未遭
人類破壞的淨土；漫步其中，宛如走入世外桃源一般；在這
兒有森林、有草原，還有其他自然景觀區所無的綿延不絕的
沼澤及偌大的南仁湖。
    森林區和草原區的昆蟲相和前述者相似，甲蟲、蛾類及
蝶類，均頗豐富；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沼澤區間，由於流水不
斷，加之未遭污染，生活其中的水棲昆蟲甚多，特別是逐水
而居的蜻蜓和豆娘，種類奇多。據載，分佈在此區中的蜻蜓
有45種，而豆娘類別有20種左右，堪稱為蜻蜓豆娘的樂園。
然而此區已闢為生態保護區，所以除了學術性研究之外，目
前並不對遊客開放。

巖洞雖暗蟲跡依稀
    崎嶇起伏的珊瑚礁巖洞和石灰巖洞也是墾丁國家公園的
奇特景觀；走在這些陰暗的洞穴、隧道之間，仍可見及蟲兒
的芳蹤。在這些地區，以灶馬、蟋蟀及野生的蟑螂較多；而
在岩縫間也常能發現不屬於昆蟲的盲蛛類和蚰蜓。在靠近樹
叢之洞穴出口、入口的岩壁上，也偶可見及翅色灰暗的蛇目
蝶類。這些昆蟲論外型雖難和其他地區的種類相比擬，但也
自有其特色！
    在白天，昆蟲類生意盎然；不過也有一些昆蟲，牠們在
入夜之後才活躍起來。徜徉在森林遊樂區的夜裏，路燈下，
大、小型蛾類撲火而來，獨角仙、鍬形蟲類及步行蟲類也不
約而同出現；此時，節律分明的螽斯則殷勤地鳴叫，蟋蟀類
也嘎吱地和吟。所以，被訪昆蟲，別具情趣！
    昆蟲是國家公園的自然資源，也是整個生態系中食物鏈
和食物網中的重要成員，但這卻是許多飽受蚊蠅等衛生害蟲
和農作物害蟲騷擾的人們所難能領略的；然而只要您能敞開
胸懷去接近這些小動物。您必會發現其可愛之處！墾丁國家
公園，得天獨厚，自然天成，不但是賞馬、觀海、認識地形
和野生植物的好去處外，也是作昆蟲之旅，賞蝶、觀蟲的好
地方。

俗語"近墨而黑，近朱則赤"的
名言折返自然，倒是一點也不假，
瞧瞧蛙蟲哥兒們在草原上的
翠絲與乾枯，
來到紅色的茄苳樹幹上，
搖身一變卻也跟著"紅"起來了。





正在吸食長穗草花蜜的小紫斑蝶。
目前仍是台灣蝶類在墾丁地區
聚集越冬的成蝶當中
擁有數量最多的一個族群。

    小紫斑蝶是臺灣產紫斑
蝶中體型最小的種類；成蟲
形態上的特徵是翅呈黑紫色
，前翅外緣呈紫藍色，內有
白斑。後翅近外緣部位，則
有許多小型白斑。在陽光照
射下，成蟲翅基會展現紫色
光澤，十分絢麗。
    兩性間之主要區別是雄
蝶之翅較圓，但前翅後緣彎
曲突出，而雌蝶則較平直。
    這種斑蝶在本區之發生
數量甚多，冬天也有群集過
冬之習性。成蝶喜歡澤蘭、
馬纓丹之類的花蜜。在本區
，以南仁山、社頂等地最為
常見。

(Euploea tulliolus koxinga
 Fruhstorfer)

小紫斑蝶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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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裳鳳蝶
(Troides aeacus kaguya Nakahara & Esaki)

概呈黑色。至於體型，雄蝶
較雌蝶為小。
    在晴朗的天氣下，此蝶
經常翱翔馬纓丹、長穗木、
冇骨消、紅仙丹、朱槿及金
露花間；接近中午時分，此
蝶有翱翔高空之習性。
    幼蟲以港口馬兜鈴的葉
片為食，有時候會嚼食花、
果實及莖，食量甚大；在此
區，原數量甚多，但由於食
草日減，社頂一帶數量有減
少之趨勢；不過在南仁山區
，此蝶猶多。除此，在香蕉
灣、鵝鑾鼻、港口等地，乃
頗常見；成蝶及幼蟲，亦經
年可見。

    在墾丁國家公園內的蝶類中，以黃裳鳳蝶最為引人注目
，因為牠們金黃色的彩翼在陽光的照射下，十分絢麗，由於
折射角度不同，有時候會出現藍色光澤，頗為引人注目。
    黃裳鳳蝶是大型蝶類，展翅可達14∼17公分；前翅黑色
，脈紋邊緣均有白紋；後翅上則有金黃色斑紋。兩性間主要
區別是雄蝶後翅幾為金黃斑所盤據，而雌蝶之金黃斑紋較少
；另外，雄蝶之腹節，每一節均有金黃色環紋，而雌蝶腹部

正在吸食九重葛花蜜的黃裳鳳蝶
是本區最大型最華麗的鳳蝶。
在其生棲環境遭受人為破壞之後，
族群由原來量多的普通種急劇銳減
現今己瀕臨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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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紋鳳蝶
(Pachliopta aristolochiae interpositae Fruhstorfer)

    這種鳳蝶能吸食馬利筋
、馬纓丹、長穗木，冇骨消
等多種花蜜；吸蜜時，姿態
優雅，令人憐愛；其幼蟲以
港口馬兜鈴之葉片為食；成
蝶休息時有簇集成群之現象
。在本區，到處可見；尤其
是南仁山區、鵝鑾鼻、社頂
、港口及香蕉灣一帶，數量
最多。

    徜徉墾丁國家公園內，常可發現這種嬌柔的紅紋鳳蝶翩
翩飛舞花間；牠們飛得不高，通常距離地面約一公尺，而且
飛翔時略呈直線，連度緩慢，因此算是一種與人十分「親近
」的蝶類。
    紅紋鳳蝶展翅長在9∼10公分間；翅面呈淺黑色，前翅翅
色較後為淡，翅脈周緣稍呈黃褐。後翅外緣有七個紅斑，紅
斑略呈圓形；翅面內緣則有四個白斑，具有尾突。兩性間除
                             由生殖器可分辨之外，翅型
        相似，但雌蝶較雄蝶為大。

紅紋鳳蝶振翅頻率較高，
有著"頑童"般的個性，
時常兜著圈子漫妙地飛來飛去，
互相追逐或"嬉戲"。
圖中的一對紅紋鳳蝶棲宿於
馬櫻丹的花簇中進行交配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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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帶鳳蝶
（Papilis polytes pasikrates Fruhstorfer）

    在本區的蝶類中，如論數量，玉帶鳳蝶是最常見且數量
最多的鳳蝶；因為此蝶屬於熱帶性蝶類，恆春半島甚適於其
生存；同時，幼蟲之食草一芸香科植物甚多，成蝶之蜜源植
物亦豐富，所以每年之發生數量均頗驚人。
    玉帶鳳蝶之所以得名，乃雄蝶後翅具成列之白斑，宛如
玉帶之故。此蝶翅呈黑色，雄蝶除後翅具玉帶外，前翅外緣
有一列小白斑。不過，雌蝶則分成兩型；其一和雄蝶相似，
但翅色較淡，且後翅之內緣角具有雄蝶所無之弦月形紅斑。
另一型則迥異雄蝶，因為後翅外緣具有多個弦月形紅斑。
    此蝶展翅長8∼10公分，尤喜歡在朱槿、馬纓丹及及長
穗木上吸食花蜜。幼蟲以芸香科植物葉片為生，在本區，此
蝶常出現在烏柑、過山香、漆仔樹及柑橘類上。分佈遍及全
區，成蝶經年可見。其中以社頂、南仁山區、港口一帶，數
量最多。

玉帶鳳蝶在恒春墾丁地區
常有大量發生的紀錄。
亦為該區常見的普通種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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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斑蝶

    大白斑蝶的幼蟲以生長
在珊瑚礁岩間之爬森藤葉片
為食；成蟲常在馬纓丹，長
穗木、火筒榭及九重葛上吸
食花蜜，飛翔時振翅極緩，
而且有由上往下滑翔之現象
，姿態優雅，頗為令人矚目
。在本區，成蝶經年可見；
分佈亦遍及全區，但以濱海
之社頂、香蕉灣、鵝鑾鼻、
佳樂水及風吹沙一帶最多。

   就恆春人而言，此蝶是大家最熟悉的蝶科，因為此乃本
區體型最大，飛得最慢的蝶類；由於此蝶飛翔速度奇緩，吸
食花蜜時甚至不怕人驚擾，極易捕獲，因此當地人稱之為「
憨蝶」或「大笨蝶」。
    大白斑蝶體型可達成人手掌般大，翅薄底白，上佈許多
黑斑，因此又有大胡麻斑蝶之稱；此蝶脈紋呈黑色，翅緣有
黑紋，形成許多白圈。由於雌雄外型相同，因此只能從外生
                            殖器區別兩性。

黑點大白斑蝶的一生中
最盼望的是能在夏季裏
趕赴"山女怨"(火筒樹)
花密的盛餐邀宴，
上了"宴席"後幾近忘情地
"吃"個它沒完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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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琉球青斑蝶
(Radena smilis smilis L.)

喜愛吸食長穗草花蜜的
琉球青斑蝶在恆春地區
是最普通常見的蝴蝶。

    在本區產的青斑蝶類中，琉球青斑蝶是最為常見之種類
；此蝶翅底呈黑色，上有淺藍斑紋；雖和淡紋青斑及小紋青
斑相似，但可由翅上之淡藍色斑點和兩者相區分。雌雄蝶除
可由生殖器區分外，由於雄蝶後翅內緣呈淡黃白色，而雌蝶
呈淡褐色，因此不難區分。
    琉球青斑蝶常有成小群出現花間之現象，亦有吸水現象
。落山風來臨時，此蝶和其他斑蝶常成小群聚集在避風之珊
       瑚礁岩區植物上過冬；天氣
       晴朗時，常飛至馬纓丹等花
                            上吸蜜。幼蟲以鷗蔓之葉片
       及嫩芽、莖為食。
                            這種斑蝶在本區全年可見；
       其中以南仁山區、社頂、香
                            蕉灣、港口及鵝鑾鼻一帶較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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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臺灣產的青斑蝶類中，姬小紋青斑蝶是體型最小的一
種，雖然外型和琉球青斑蝶、小青斑蝶及淡紋青斑蝶十分相
像，但由體型，極易和這三種相區分。另外，由於前翅中室
內的淡藍色帶紋在末端沒有橫裂的現象；而且肉眼乍看之下
淡藍色帶紋要較前三種為多，因此頗易區別。
    姬小紋青斑蝶飛翔速度緩慢，常成群出現在澤蘭及馬纓
丹的花上吸食花蜜；兩性間之區別方法是雄蝶後翅中室處有
雌蝶所無之土黃色性斑。
    這種斑蝶在過冬時，也會和其他青斑蝶及紫斑蝶類群集
在風小的珊瑚礁岩間；分佈遍及全區，在南仁山、社頂、鵝
鑾鼻等地，經常可以見及。

(Parantica aglea maghaba Fruhstorfer)

姬小紋青斑蝶

姬小紋青班蝶亦酷愛吸食
長穗草的植物花蜜，
常輕飛慢舞來往於此間
遍野自生的紫色花叢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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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蘭嶼白裙弄蝶
(Tagiades trebellius martinus Plotz)

    白裙弄蝶最大之特徵是
後翅背面具有大片的白紋；
而蘭嶼白裙弄蝶之主要特色
是後翅角為白色，前翅中室
內之白斑和中室呈平行。同
時，其他種類之白裙弄蝶後
翅之白紋具黑斑，但蘭嶼白
裙弄蝶則否。另外，此種之
腹部後半部的背方呈暗褐色
，此亦和其他種類不同。
    這種蝶類只分佈於本島
及蘭嶼；據推測，可能係菲
律賓產之個體由蘭嶼侵入，

再進入本區。如今，蘭嶼白
裙弄蝶已遍及全區，全年均
可見及。
    蘭嶼白裙弄蝶的幼蟲以
薄葉野山藥為食，雌蝶產卵
時會在卵上覆蓋鱗毛，此和
常見蝶類之產卵行為略異。
數量則以本區瀕海地區較多
。
    這種蝶外型雖然不比其
他蝶類出色，但由於其係菲
律賓系之蝶種，因此亦頗受
矚目。

蘭嶼白裙弄蝶，是本地區
近小型的高雅蝶
類，當牠出其不意地
突然出現，強烈地黑白妝扮
與流星般的速度左右閃竄，
最是令賞蝶人心動與驚喜的。



山黃蝶亦非等閒之輩，
除了有擬似高麗菜
凸起的葉脈外，還時常在
吸食花蜜時將頭部整個埋進
花冠內靜靜地享用美食，
露在花朵外面的只是宛如
植物葉片的蝶翅部分。

似；成蝶喜歡在步道旁之野
花上吸食花蜜，在園區菊科
野花、馬纓丹、長穗木花上
均可見及。此蝶發生數量雖
不若黃蝶類多，但亦全年可
見。
    紅點粉蝶之雄蝶有成群
出現水邊吸水及攝取無機鹽
類之行為；所以，在濕地上
亦可見及此蝶群集。雌蝶通
常將卵產於嫩葉或嫩莖上；
卵呈紡錘形，剛產下時為白
色，經二至三天則變為深黃
色。老熟幼蟲會在食草之枝
條上化蛹。出現時間以每年
之四月及七、八兩月份較多
。

    這是一種漂亮的粉蝶，
主要特徵是雄蝶橘黃色之前
、後翅中室附近各具有一個
紅點；翅型和其他粉蝶類之
主要不同處是前翅翅頂有尖
突現象。兩性間所不同的地
方是雄蝶前、後翅背面之顏
色，前翅較深，後翅較淡，
而雌蝶則前、後翅顏色較為
均勻，且前翅翅色較雄蝶者
為淡。
    由於這種蝴蝶分佈於臺
灣之低山帶地區，因此又有
「山黃蝶」之稱。在本區，
此蝶之分佈以有南仁山、森
林遊樂區一帶較多。
    雌蝶常在落霜紅之葉上
產卵，幼蟲外型和端紅蝶相

(Goneptery amintha formosana Fruhstorfer )
紅點粉蝶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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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雙尾小灰蝶
(Spindasis syama 
Horsfield )

    這是一種小型的蝶類；
雄蝶翅背面呈黑褐色，但翅
基有深紫色之金屬光澤，在
陽光照射下尤為艷麗。而其
後翅肛角處，則有橙紅色斑
紋，具有一對尾突；兩性間
之主要區別為雌蝶翅基無雄
蝶所具有之紫色金屬光澤。
至於此蝶之所以得名，乃後
翅腹面基部之第二條帶紋分
離成三個塊狀斑紋之故。
    三星雙尾小灰蝶分佈遍
及臺灣全島；在本區則遍佈
全區。至於出現時間為全年
可見，但以四、五及七、八
月間較多。
    這種小型蝶類在吸蜜或
休息時，尾突會頻頻搖動，
如和翅上之斑紋相配，乍看
之下宛如昆蟲之頭部，是一
種極為有趣之擬態現象；藉
此，此蝶可以逃過天敵之攻
擊。
    三星雙尾小灰蝶吸蜜時
常成小群出現花間；由於此
蝶常出現在舉尾蟻之巢附近
，有學者認為其幼蟲可能和
舉尾蟻共生；故其生活史及
行為，亦為一至饒興味之素
材。

三星雙尾小灰蝶長有一個非常
奇特的外觀，看似雙頭的
它，其實顯色的肛且角
與尾狀突起部，
是用來欺瞞天敵的"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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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角仙
(Allomyrina dichofoma L.)

    在臺灣產的甲蟲中，獨
角仙由於具有威武昂揚的外
型，頗受大家所喜愛；雖然
這種甲蟲的體型要遠比臺灣
最大的甲蟲-臺灣長臂金龜
(Cheirotomus macleapi
 formosanus Ohaus )為小
，然而由於其數量較多，又
可供賞玩，且具有奇特的犄
角，因此有「甲蟲之王」的
雅稱。
    不過這種甲蟲的犄角只
有雄蟲才有，雌蟲無角，外
型和金龜子相似；一般軀體
色型分為黑褐及紅褐色兩型
，入夜後出現於闊葉樹樹汁
流出處覓食，有時候也常被
誘至燈下。
    獨角仙的雄蟲在覓食時
彼此會以犄角相鬥，在樹幹
上互比力氣，輸者往往會被
對手以角掀起，挑掉樹下；
有時候也會為了爭奪食物而
和鍬形蟲對打，兩者宛如摔
角選手，使勁比方，令人嘆
為觀止！
    這種甲蟲除了覓食樹汁
之外，也會被腐果汁液所誘
。所以在林區落果或丟棄之
多汁果皮下，也可發現其芳
蹤。雌蟲在交配後會在林區
倒伏枯木或落葉下產卵；卵
孵化後幼蟲以朽木、木屑或
堆肥為生。
    在臺灣，這種甲蟲一年
一代，以老熟幼蟲越冬；翌
年春天化蛹。在本區，成蟲
於五月底開始出現，一直到
十月中尚可見及此蟲，但以
六至九月數量較多，是本區
頗具觀賞價值之甲蟲。在本
區，除南仁山外，此蟲以森
林遊樂區為最多。

獨角仙的外觀
壯碩"孔武有力"而不失
其"憨厚老實"的一面，此刻它正
奮力的抵頂一顆"巨大"的石塊。 



    在許多人的跟中，瓢蟲
由於體型小，不怎麼顯眼，
因此較易被大家所忽視，其
實，在這類小甲蟲中，有些
種類由於體色鮮豔色，移動
時蓮步輕移，還頗受大家所
喜愛，而在這些洋人稱之為
「淑女蟲」中的瓢蟲，擁有
黑底紅點的赤星瓢蟲可算是
最受愛蟲人所鍾愛的種類了
！
    赤星瓢蟲的頭很小，胸
背上有白斑，但翅鞘上鮮明
的紅斑卻是最主要的特徵。
這種體長只有0.6∼0.8公分
的小甲蟲以蚜蟲，介殼蟲為
主食，因此被視為益蟲。
     雌蟲在交配後，產卵於
蚜蟲出沒的植株上；在長達
五個月的的產卵期中，每隻
雌蟲可產1800∼2500粒卵。
在25∼28C之間，卵期為三∼
四天。幼蟲期分四齡，也是
以蚜蟲及介殼蟲類為生；幼
蟲期只有十∼十一天。至於
蛹期，則只有一週左右。
     赤星瓢分佈範圍遍及全
區，也常見於本區內的農作
物上。在本區，除了這種肉
食性的瓢蟲之外，尚有小十
三星瓢蟲、大十三星瓢蟲、
錨紋瓢蟲及波紋瓢蟲，也是
有益的種類。至於顏色黑褐
、暗褐，體上多毛的種類，
則大多為有害的種類，因為
這些植食性的瓢蟲，會以栽
培或野生的植物為食。

(Lemnia swinhoei (Crotch))

赤星瓢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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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春羽衣蟬
(Nipponsemia vivirescens Kato)

    這是一種本區特有的蟬
種，體型中等，全身翠綠色
，翅幾乎透明，而且翅質極
薄，體長約3公分，但展翅
長到約6.5∼7公分之間，和
遍佈臺灣全島的薄翅蟬
(Rihana ochracea Walker)
極為相像，兩者間最易分辨
之處是恆春羽衣蟬之翅的後
緣有薄翅蟬所無之紅色翅紋
。
    恒春薄翅蟬的頭部略呈
三角形，複眼翠綠色，單眼
三個，均呈紅色；胸背板寬
大，和腹部均呈翠綠色，因
此是一種外型極為悠雅的蟬
種。
    這種蟬分佈於全區，但
以森林區及森林邊緣之林木
上最多，出現時期以六∼八
月最多，鳴聲異於薄翅蟬，
但頗相似，且常群集鳴叫。
    恆春薄翅蟬以社頂公園
及森林遊樂區最為常見；老
熟若蟲約於黃昏後之六、七
點間出土，匐匐於樹幹之間
，然後在八、九點間羽化，
成蟲於翌日最便可飛翔，徜
徉於林間之樹幹上，此蟲和
其他種類一樣，悉以樹汁及
露水為生；然而相關之生活
史及生態資料，均頗欠缺。

恆春羽衣蟬正演完
"金蟬脫殼"的全套妙招，
錯過此季的朋友，說聲抱歉，
咱們明年夏天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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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隻紅艷天牛，無意間
在一株孔雀豆(相思豆)
的樹下被我發現，
當時我正俯身撿抬"紅豆"
瞬息間
見牠正匆匆地步行急促起來，
在急急忙忙地搶怕兩個畫面後，
果然眼睜睜地望著牠
很快的飛離現場。

    在甲蟲類中，天牛也是
引人入勝的昆蟲；這類昆蟲
的特色是頭上有一對奇長無
比的觸角。由於許多種類之
體型頗大，因此甚具觀賞價
值。
    在本區產的天牛中，以
紅艷天牛最為出色，因為這
種天牛全身幾乎呈紅色，明
艷動人！兩性間之主要區別
為雄蟲之觸角的約為體長兩
倍，而雌蟲者僅及翅鞘末端
。
    這種天牛通常出現於山
區，尤其是竹林處較多，雌
蟲在交配後，會把卵產於枯
竹之節部外側，亦會產卵於
，二∼三年生竹莖。成蟲嗜
食花蜜，因此亦會在花間出
現；壽命約七個月。在本區
，以森林遊樂區、南仁山區
較多；數量則以七、八月較
常發現。
    在本區，天牛種類甚多
；除常見之星天牛、桑天牛
之外，亦常可在林區中發現
虎天牛類及花天牛類，其中
不乏漂亮之種類。

(Dicelosternus corallinus 
Gahan)

紅艷天牛



黑翅蟬
(Huechys Sanguinea 
De Geer)

    根據臺灣大學植病系之
調查，墾丁公家公園內之蟬
種至少有十七種；而在這十
七種之中，黑翅蟬算是最為
漂亮的種類。
    黑翅蟬的體色其實不黑
；翅、前胸背板及腳呈紫黑
色，身體其餘部份，包括單
、複眼，均呈紅色。不過，
體長只有2.5公分左右；前
翅展開在5∼6公分之間。軀
體屬於瘦長型，成蟲常出現
在紫薇及饅頭果之樹上。
這種蟬有假死的習性，所以
在遭人捕獲時，由於常趁獵
者喜置放手中觀察之際，逃
之夭夭！時令人有為之驚艷
之感受！
    黑蜒蟬的叫聲極小，因
此有人以為其為不鳴之蟬，
故稱為「啞蟬」；由於成蟲
具有毒性，所以在中藥上常
以此蟲為毒劑，而以「紅娘
子」為名稱之；據稱，此蟲
為中藥五毒之一。
    這種蟬亦分佈於全區，
在本區之社頂、森林遊樂區
及南仁山區均頗常見。而在
臺灣，本種之另一類似種類
為腳呈紅色之紅腳黑翅蟬
(Scieroptera formosana 
Schddt)，也是較為少見之
種類。

在一株棕梠科植物上，有一隻
甫羽化成功的黑翅蟬，
正侍軟軟地羽翅
硬化之後一展其"有聲有色"
的絢爛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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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熱的佳樂水海岸坡地上的
林投樹下，
有一對正在交尾的台灣大蝗，
但不知何時背後竟也躋過來一隻
欲爭取交配權的第三者。

    在臺灣產的蝗科昆蟲
中，臺灣大蝗是體型最大
的種類，如包括翅尖，則
成蟲體長在6.5∼8.6公分
之間；雌蟲較大且壯。
    這種大型蝗蟲身體呈
深綠色，頭頂略突，前胸
呈馬鞍狀，背板上有稜起
溝紋三條。後腳粗壯，脛
節上棘刺銳利，兩性間亦
可由腹末之生殖器分辨。
    臺灣大蝗分佈遍及臺
灣全島，在本區亦遍及全
區，尤以禾本科及林投林
間最常發現，每年發生盛
期時常集結於林投間嚼食
葉片。通常在秋天成熟，
此時雌蟲會以產卵管插入
土中產卵；卵呈黃褐色，
兩端尖小，常40∼50拉成
卵塊狀產放土中。
    若蟲於翌年春天孵化
，經多次脫皮才蛻變為成
蟲。由於體型大，因此頗
受遊客所矚目。雖然會為
害多種農作物，例如甘蔗
、花生、水稻、苧麻及柑
桔等，但由於較常出現在
野生植物上攝食，因此被
視為次要害蟲。
    由於臺灣大蝗體型大
，特徵明顯，對人類無害
，所以是為遊客解說昆蟲
外部形態最理想的素材；
在本區瀕海的社頂，鵝鑾
鼻，香蕉灣海岸林及龍磐
等地區的林投上甚易發現
。

(Chondracrisrosea de Geer)

臺灣大蝗



154 薄翅蜻蜓
(Pantala flavescens 
Fabricius)

    在本區，薄翅蜻蜓是最
常見，也是數量甚多的種類
，主要特徵是軀體呈黃色，
腹背有縱走黑紋；翅薄，略
帶黃色，前、後翅之翅頂附
近各具一個黃色翅痣。
    這種蜻蜓，後翅較大，
基部十分寬廣，在本區幾乎
全年可見，尤其是秋天時，
常成群結集，每每達百隻以
上，翱翔於空曠之草原，蔚
為奇觀！在本區，社頂、南
仁山及森林遊樂區入口前之
廣場，經常可見這種蜻蜓群
集飛翔的鏡頭，數量多時，  
往往令人嘆為觀止！
    薄翅蜻蜓的腹長為2.6
∼3.2公分，後翅長度在3.8
∼4.2公分之間，算是中型
的種類。由於有移棲的習性
，這種蜻蜓會作長程遷移活
動。據載，這種分佈遍及熱
帶及溫帶的蜻蜓，會從南歐
成群飛往英國，在歐洲，移
棲的時期為每年之六∼九月
。
    除了歐、美之外，薄翅
蜻蜓也產於東南亞、中國大
陸及日本等地，因此這種蜻
蜓算是世界分佈甚廣的種類
，其稚蟲棲息於塘沼之間，
少數個體也曾被發現於河溪
之緩流區。
    在本區，蜻蜓類之種類
至少有45種，數量多者除薄
翅蜻蜓外，尚有白刃蜻蜓，
杜松蜻蜓及猩紅蜻蜓。而較
具特色者，有體型最大的無
霸勾蜓，還有漂亮的綠胸晏
蜓及蝴蝶蜻蜓等。

在墾丁地區亦經
常可以發現成群結隊在空中
團團打轉飛行覓食的
薄翅蜻蜓，圖中停在枝頭休息
的蜻蜓若不是已
經飛的夠累了，就是已經
填飽了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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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露斯
(Togona unicolor
Matsumura et. Shiraki) 

    螽斯由於棲息時其體色
和背景相仿，具有相當好的
保護作用；而扁露斯由於體
呈深緣色，前胸背板寬大且
呈半球狀，翅亦呈屋脊狀，
所以當其靜憩葉片時，不論
從背面或側面觀之，常會將
其視為葉片之一部份，更具
有良好隱蔽效果。
    這種螽斯的腳較常見之
螽斯為粗壯，休息時前腳有
向前伸直之現象；一般，牠
們出現在草叢及灌叢之間，
除非遭到驚擾，很少會被發
現。然而由於生活史及相當
生態資料欠缺，有關此蟲之
生物學研究，有待深入探討
。
    在本區，螽斯科之種類
甚多；其中較引人注目者，
有體長達66∼7公分之臺灣螽
斯。有鳴聲奇大之臺灣騷斯
，有口器甚為銳利之剪斯，
還有綴葉造巢，入夜群鳴之
蟋斯等。
    扁露斯屬中等體型之螽
斯，一般之體長在3.5∼5.6
公分之間，全年均可見及，
而以夏秋較多，在本區，此
蟲之分佈遍及全區。

扁露斯，常以"五體投地"的
姿態伏貼於同序
綠色的植物體上企圖以擬態與保護
色的作用，來隱藏自身免遭敵害。



黑蟋蟀是著名的鳴蟲，
雄蟲兇猛好鬥，有強烈的
地域佔有性，
常以"武力"解決
發生在地盤上的爭端，
並用強大的口器互相"嘶殺"
至弱者逃走或臣服止。

    在臺灣產的蟋蟀中，黑
蟋蟀是最受人歡迎的種類，
因為這種鳴蟲領域行為相當
強，因此在臺灣民間，尤其
是南部地區，常趁農閒之際
捕捉這種鳴蟲相鬥為樂。
    這種蟋蟀全身呈黑色，
雌雄蟲前翅基部有黃色帶紋
，惟雄蟲者較為寬大。身體
除胸部，腿節基部及頭部腹
面略帶紅色之外，其餘部份
均呈黑色。兩性間可由背面
翅之形狀及腹末產卵管之有
無相區分；雄蟲由於前翅具
弦器；彈器，因此翅面較為
突起，翅脈亦較曲折、褶起
，雌蟲因無發音器，所以翅
面平直。至於雌蟲之產卵管
，則呈長劍狀。
    黑蟋蟀之雄蟲能發出呼
朋引伴、打鬥及求偶等三種
聲音；交尾後，雌蟲把香蕉
狀之卵粒產入土中，每次卵
粒約3∼8粒成束，卵期約13
天。若蟲期十齡；在15C時，
若蟲期約62天。至於雌蟲之
平均產卵量為630粒，產卵期
約20天。成蟲壽命，雌蟲約
37天，雄蟲則約43天。
    黑蟋蟀喜生活於較開闊
之草原、旱田之間，在本區
年約四代，冬天世代生活史
較長。至於分佈，以社頂、
南仁山、風吹沙及附近農田
較多。

(Gryllus bimaculata 
de Geer)

黑蟋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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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騷蟬
(Pomponia fusca )

    此為大型蟬種，體長包
括翅尖在58∼70mm之間。軀
體呈褐色，但帶有綠紋；頭
部顏面中央具黃色帶。翅透
明，腹瓣幾近圓形，而且腹
部共鳴室大，幾乎呈中空狀
。
    這種蟬喜棲息松、杉之
陰暗林間，也是此區聲音最
大的蟬種，尤其是成群鳴叫
時，令人震耳欲聾！在本區
，此蟬在6∼8月間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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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昆蟲

紅腹鹿子蛾，也是豔名遠播的
當地著名昆蟲，恆春居民稱叫牠們
"紅新娘仔"，或許當您看到
十來對"集團婚禮"的交尾派對
在馬櫻丹花簇間盛大舉行時，
您可能曾永遠記住這個浪漫的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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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跳蟲的體型甚小，
長約0.5公分左右是角蟬科的成員，
常攀附在一些植物的莖葉上用其口器
吸吮植物體內的汁液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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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氣來的時候，擋都檔不住，
此隻樹蜂很"幸運"地
找到牠的行獵目標，
此刻牠正運用長長的產卵管，
精準地把卵產進潛伏在
枯木內的寄主蟲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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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池塘內長出了
許多睡蓮花與葉，除了提供澤蛙、
小雨蛙們舒適的"水床"
棲身外，也見小蜻蜓
更是捨不得
離開伴度其幼蟲成長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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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貝及其他動物
    墾丁國家公園位於恆春半島的最南端，屬於亞熱帶氣候
，到處可見珊瑚礁石，草原，熱帶季風林，湖泊、溪流以及
農墾住宅區，地形地勢複雜多變化，不僅植物種類的歧異度
高，陸地上的動物種類也非常豐富，然而這些動物除了脊椎
動物和昆蟲類的蝴蝶曾作過詳細的調查外，其餘的無脊椎動
物尚無一份完整的目錄，亟待努力充實。現僅就國家公園內
較常見的陸貝，淡水蟹、蜘蛛和蜈蚣等，略作介紹。
    陸貝也就是生活在陸地上的腹足類軟體動物，俗稱蝸牛
，本公園內約有二十種以上，喜歡潮濕陰涼的環境，常棲息
在岩石縫隙、落葉下，草叢內或牆角。蝸牛一般都具有殼，
是由覆於體表的外套膜形成的，可以隨著身體成長而不斷長
大，因此在貝殼上都會留下細細的生長線。另有一類陸棲的
腹足類，牠們的殼完全退化或者殘留著微小的貝殼在背上，
這一類俗稱蛞蝓，是蝸牛的近親，在公園內也很常見，約有
二、三種。所有的陸貝都以外套膜特化而成的肺來呼吸。在
墾丁國家公園的陸貝中以非洲大蝸牛最大；而具有鮮艷顏色
的，例如班加拉蝸牛、青山蝸牛和白高腰蝸牛等，則可供觀
賞。
    淡水蟹主要棲息於國家公園各地淡水湖泊和溪流中，數
量很多，但種類大約有五種左右。其中白蟹會在溪畔築巢，
活動則在潮濕的地面上，有時甚至可遠離溪邊，而在森林內
或小路旁的泉水滴落處生活；其餘幾種主要棲息於水中，以
石蟹的數量最多，分布範圍最廣，而平額毛蟹具有降海產卵
的洄游習性，並可供食用。
    陸生的寄居蟹約有二∼三種。椰子蟹體型最大，但數量
極少。粗腳寄居蟹常在潮濕的溪畔、湖畔或森林內活動，體
型較海產者碩大，遠離海岸的個體只好寄居在非洲大蝸牛的
空殼內，非常有趣。

台灣煙管蝸牛有著
一身棕色的外殼與瘦小的
體型，行動又甚緩慢，
常匍貼於蔭暗的老樹幹上棲生，
似乎不怎麼容易引起
任何特別的注意。





    蜈蚣和馬陸在公園內很常見，但種數不詳，有待調查。
二者的外形非常類似，常被混淆。辨別的方法是蜈蚣身體較
扁平，每一體節有一對腳，身體後端有一對很長的肛腳；馬
陸的身體較高，每一體節有二對腳，沒有延長的肛腳。此外
，蜈蚣的行動很敏捷，馬陸的爬行非常緩慢，也能區別這兩
類動物。
    蜘蛛在國家公園裏隨時隨地都能看到，數量很多，種類
有一百種以上，可分為結網性蜘蛛和徘徊性蜘蛛。結網的蜘
蛛均有其獨特的網形，活動性比較小，以守株待兔的方式定
點捕食；徘徊性蜘蛛活動性較大，經常在其活動範圍內到處
巡邏，獵捕小動物，屬於非定點捕食。所有的蜘蛛都有一對
毒腺和毒牙，但主要是用於捕食，對於人體沒有什麼危險，
只有一種居住在泥土中的上戶蜘蛛，毒性較強，會造成人體
傷口紅腫，疼痛及患肢的行動不便，尚不至於致人於死。在
百餘種蜘蛛中，體型大小差異很大，大者如人面蜘蛛，高腳
蜘蛛，體長在2公分以上，小者如一些幽靈蜘蛛和姬蜘蛛類
，體長可小於2公厘，若不注意根本看不到，蜘蛛的形態構
造以及體色有很大的變化，有些蜘蛛體色非常鮮艷，有些則
腹部具有各式各樣的突起，而有的會築成不同的巢室匿居，
有的捕食行為非常特異⋯⋯等等，仔細觀察牠們，可以得到
無窮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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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卡拉蝸牛在分類上屬
於軟體動物門，腹足綱，有
肺亞綱，柄眼目的南亞蝸牛
科。見殼呈左旋的低矮圓錐
形，殼徑約24∼26mm，殼高
約為 6層，殼表有一層黃褐
色具有光澤的殼皮，並有細
緻的生長線，死殼因殼皮脫
落而呈白色，但是不論死殼
或活的蝸牛，體層上往往具
有三條橫走的深褐色帶紋，
非常美麗。不同的個體、色
帶的數目和排列方式也有很
大的變化，有的個體甚至會
完全消失，不具任何色帶，
這種班卡拉蝸牛是否會讓你
覺得困惑？成體的殼口厚而
整齊，邊緣略向外反捲，不
具口蓋，臍孔小而深，但是
幼貝的殼口唇緣很薄易破裂
。頭部有觸角二對，眼睛位
於長觸角的頂端，外型上的
與一般的蝸牛非常類似。腹
足很長，當牠完全伸展峙，
連同頭部，其長度約為殼徑
的四倍，這是比較特別的地
方。
    班卡拉蝸牛是一種熱帶
性樹棲的蝸牛，臺灣主要分
布在南部恆春半島一帶。成
體大都棲息於木本植物的枝
幹或榼葉上，亦可在隆起的
珊瑚礁石或牆壁上發現，幼
貝則喜歡棲息在草本植物的
枝葉上。本種廣泛分布於墾
丁國家公園各處。

(Pancala batanica 
pancala)

斑卡拉蝸牛在墾丁地區
是較容易被發現的中小型蝸牛，
族群分佈整個恆春半島，但仍以
墾丁附近所見數量最多，樹棲性，
雨季裏可見其活動力最強。

斑卡拉蝸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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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蝸牛也因天降"甘霖"
而格外生動起來，
故以蝸牛為主要欣賞題材的人們，
皆知道在雨季裏
有較多的機遇欣賞到這些
纖柔小型動物的生活"美姿"。

    這是一種美麗的樹棲性
蝸牛，屬於軟體動物門，腹
足鋼，中腹足目的山蝸牛科
。貝殼呈球狀圓錐形，半透
明或略成乳白色。殼高約15
∼17mm，殼徑略小於殼高，
螺塔約6層，右旋。次體層往
上緩緩變小，但最下層（體
層）則往下急遽膨大，殼口
大，圓形，邊緣向外反捲並
加厚，具有一枚圓形口蓋，
口蓋黃褐色，有螺旋紋，兼
具保護和防止水分喪失的功
能。臍孔狹小而深，殼皮有
極細緻的生長線，無斑紋。
由於體表的外套膜具有綠色
的色素，使得青山蝸牛的體
色格外翠綠鮮豔。觸角長，
末端尖細，眼睛位於觸角的
基部，和我們一般常見的蝸
牛不同。
    青山蝸牛為樹棲性，白
天喜棲息於寬闊的葉背上，
綠色的背景使得牠不易被發
現，夜晚活動覓食。冬天或
乾旱時，殼口會分泌黏液，
將其固定在葉背上，或者躲
在樹根附近的石縫中。本種
蝸牛分布於琉球、臺灣、南
洋群島和中南半島一帶；在
臺灣主要分布在中南部的低
海拔山區，尤其在墾丁一帶
最常見，曾在墾丁公園、南
仁山、鵝鑾鼻和船帆石等地
發現。

青山蝸牛
(Leptopoma taivanum)



177



這些陸上的"水族"類
史因霍長蝸牛，可是經常要作
長期間的"旱眠"，靜候一場
潤滑生命活力的甘霖出現。

史因福長蝸牛
( Dolicheulota swinhoei )

    史因福長蝸牛為軟體動
物門，腹足綱，柄眼目，扁
蝸牛科的樹棲性蝸牛。貝殼
略呈長錐形，殼高約43-52
mm，約為殼徑的1.6-2.1倍
。螺塔約7-8層，右旋，殼
口略呈長橢圓形，成貝的殼
口邊緣加厚並反捲，沒有口
蓋，臍孔小而深。殼皮黃褐
色或綠褐色，而有深褐色的
條紋，故外形上與非洲大蝸
牛相似，殼皮上有極細的生
長線。伸展的肉體褐色，具
有緻密的深褐色網紋。觸角
二對，長觸角末端膨大為棍
棒狀，眼睛則位於長觸角的
末端。
    史因福長蝸牛是樹棲性
，根據調查牠所棲息的樹有
25種以上，但並沒有特別偏
好某些特定樹種。棲息的高
度約在1∼3公尺之間，但幼
貝一直要到殼長約16mm以上
才會漸漸爬到樹上，小於16
mm則多棲息在草本植物上。
    本種是臺灣的特有種蝸
牛，主要產於臺灣的中南部
山區。墾丁國家公園的海岸
漂流林、鵝鑾鼻公園、南仁
山及其他濃密潮濕的樹林內
常被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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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高腰蝸牛
(Coniglobus albida)

    這是一種美麗的蝸牛，
屬於軟體動物門，腹足鋼，
柄眼目的南亞蝸牛科。貝殼
乳白色，呈高圓錐形。殼高
約17-18mm，殼徑約為15-16
mm，螺塔約6-7層，右旋，
螺層平滑，體層邊緣略呈稜
脊狀，殼口大，略朝下，成
貝殼口邊緣略向外反轉並加
厚，無腔襞，無口蓋，臍孔
非常狹小。殼皮淺黃褐色或
乳白色，有非常細緻的生長
線。肉體伸展時極為細長，
呈黃褐色，觸角二對，上方
者較長，末端逐漸轉為灰褐
色，眼位於觸角的尖端上。
    白高腰蝸牛常棲息於樹
上、草叢、灌叢或樹籬上，
白天常潛伏於葉背，葉腋或
樹幹之裂縫中，夜間外出覓
食，有時雨後的白天裏，亦
能見其到處活動。自高腰蝸
牛雖分布於臺灣各地的低海
拔山區，但是以南部最常見
。曾在南仁山、墾丁公園內
被發現。

白高腰蝸牛的貝殼為乳白色，
是此地區所見屬於嬌小玲瓏，
讓人感覺可愛的小型蝸牛，
常見於樹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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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居蟹
(Coenobita sp.)

    這是種岩岸濱海地區常
見的寄居蟹，屬於節肢動物
門，甲殼綱，十腳目，和一
般常見的蝦子、螃蟹是同類
，但是寄居蟹類的腹部非常
柔軟，各節的甲殼退化，必
須藉其他腹足類的硬殼來保
護。本種和一般寄居蟹不同
的是，牠經常離開岸邊到附
近的樹叢內或遠離海邊到山
區內行陸棲生活，並且身體
的構造也和一般生活在低潮
線附近的寄居蟹不同，因此
另立為粗腳寄居蟹科(Coeno
 bitidae)。
    本種為大形的寄居蟹，
背甲長約 2公分，眼柄左右
側扁，基節在額部中央相接
，呈三角形。觸角二對。步
腳五對，第一步腳特化為大
螯，左側較右側者強大，掌
節呈三角形，不動指及掌節
下緣向外側擴展，並密佈顆
粒狀突起和長剛毛；第二、
三步腳強大，露出殼外，用
以移動身體；第四、五步腳
萎縮。頭胸部和前三對步腳
的外骨骼石灰質化，極為堅
硬，呈紫色或紫褐色。遇敵
時，大螯及強大步腳擋住殼
口，以保護身體。腹部柔軟
，分節不明顯，附肢亦極為
退化。
    本種廣佈於琉球、臺灣
、南洋群島等太平洋和印度
洋沿岸。白天躲藏，夜間外
出覓食。曾在墾丁公園、鵝
鑾鼻和南仁山等地發現。

寄居蟹最常出現於海岸邊的
珊瑚礁岩帶，牠們馱著
一具檢來的殼，
作為緊急避難所。



183



    人面蜘蛛在分類上屬於
節肢動物門，蛛形鋼，蜘蛛
目的金蜘科。雌者體長可達
5公分，展腳長可達20公分
為臺灣地區所知最大的蜘蛛
。雌蜘頭胸部平滑，背面黃
褐色，頭部稍隆起，眼域黑
褐色，具有8眼，位於眼丘
上並排成4-4二列。上顎黑
褐色，具有毒腺，並與毒牙
相連，但對人體不會造成嚴
重的傷害。觸肢長，基部黃
褐色，先端黑褐色，頸溝明
顯，中段有一處特別凹下，
顏色較暗，類似人之雙眼；
中窩橫向與頸溝會合處的隆
記，分別類似人之口、鼻，
故名人面蜘蛛。步腳黑褐色
，胸板黑色。腹部肥胖，背
面濃褐色，前端有一條黃色
寬橫帶，並且沿背中線兩側
也有一對黃色寬縱帶；腹面
黑褐色，散生黃色小圓斑。
雄蜘蛛赤褐色，體長約0.7
公分，常寄居在雌蜘蛛的網
上，但亦會自行結網。
    網為圓網，蜘蛛絲略呈
黃色，極複雜。平時即頭部
朝下駐在網的中央，捕食落
網的昆蟲。人面蜘蛛廣泛分
布於臺灣各低海拔山區，常
結網於樹林邊緣或路旁灌叢
間。曾於鵝鑾鼻、墾丁、南
仁山、滿州及海口等地發現
，在國家公園內極為常見。

(Nephila maculata)

人面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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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白腹蝦蜘蛛"
正在墾丁地區的一株大樹幹上，
小心翼翼地呵護著牠後代的
依靠--"卵包"。

⋯．故事的地點發生在
滿州地區的鹿寮溪上，
有一隻"黑底狼蜘"跨過溪流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捕捉了一隻豆娘，轉身躍入水流中，
正浮渡水面，欲至對岸
隱蔽處準備飽餐一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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蜈蚣
(Scolopendra sp.)

蜈蚣是墾丁地區常見節足動物
裏的多足類，既非爬蟲類
亦不是昆蟲，常在林間四處爬行，
覓食活動範圍也包括樹上
所寄生的鱗翅目的蝶蛾類之
幼蟲及其他昆蟲等。

    蜈蚣又叫做百足蟲，在
分類上屬於節肢動物門，唇
足綱，蜈蚣目，蜈蚣科。身
體平扁，體長約10公分，可
分為頭部與軀幹部。頭部方
形，暗綠褐色，前端有紅褐
色的鞭狀觸角一對，約有20
節；口器由大顎一對及小顎
二對所構成；眼睛黑色，位
於觸角的基部後方。軀幹部
有21節，背板暗綠褐色，有
微弱的稜脊二條，每一體節
有涉足一對，涉足一般紅褐
色，有7節；第一對步足為暗
紅色特化為唇足，沿頭側向
前延伸，內有毒腺，可協助
捕食及防禦敵害；最後一對
步足最長，向後延伸，不用
來爬行，因正好位於肛門的
外側，特稱為肛足。
    蜈蚣為夜行性的節肢動
物，棲息於潮濕的腐木，石
塊及落葉推下，林投或棕櫚
科植物的葉腋內或其他物體
的下面。白天隱藏，夜晚則
四處爬行覓食，有時也會到
樹上覓食或順著排水管及門
縫進入民宅，主要捕食其他
小蟲維生，捕食時先用唇足
將毒液注入獵物體內，等獵
物死亡後再攝食。繁殖季節
在春天，卵生。本種在墾丁
國家公園內很普遍，許多地
方均可發現，如墾丁公園，
南仁山，鵝鑾鼻、滿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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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蟹與陸蟹若其生活中，不幸被
"有心"人發現，
而在來不及走避時，常有頓足揮臂
強與人抵抗的行為，
是故恆春人稱叫牠們"憨仔"。

    石蟹屬於節肢動物門，
甲殼綱，十腳目的溪蟹科
(Potamidae)。頭胸甲前寬
後窄，略成四方形；長約2
∼3公分，寬約2.5∼3.5公
分，雌較雄者稍大。頭胸
甲之甲面略隆起，中央凹
入，周圍及頭胸甲之側面
密佈細小疣狀突起。額寬
廣，額緣平直，額域寬度
大於眼窩之寬度。前例緣
有一條明顯的隆脊與眼窩
外緣相接，其上密佈細鋸
齒，前端並有一個缺刻所
形成的二枚粗鋸齒。螯腳
左右略同大，或右螯稍大
，無毛，背面及外側密生

細疣，腕節內緣有一枚強大
銳棘，掌節指部細長，約佔
掌節全長的l/2，但略短於
可動指節，上下指節間只有
細鋸齒，上下指可密合。步
足四對，毛很稀少，只有在
各腳的前節和指節的前後緣
，具有較密的短剛毛。
    生活時常呈紅褐色、黃褐
色或黑褐色。白天匿居於有水
的石縫中，夜間在水中捕食小
魚、蝦子、蝌蚪或其他動物的
屍體為食，棲息於臺灣各地中
低海拔山區的溪流中，本國家
公園亦頗為常見。

(Candidiopotamon rathbuni)

石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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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天生一物剋一物，
常見一些平常敏捷善飛的小昆蟲，
偶一疏忽，可是千古恨，
圖中即見蠅虎洋洋得意
在鏡頭下"展示"牠的獵物
--哀哉！蒼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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