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水生態

墾丁國家公園 解說教育叢書之九

墾丁國家公園

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及學術研究的功能。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為
了充份達成上述任務，歷年來除各項經營管
理建設外，積極致力於解說服務及保育研究
，並出版各種解說書籍、手冊、摺頁等刊物
。
        本書以墾丁國家公園的淡水水域為主題
，介紹園區內的重要河川、湖泊及草澤等淡
水生態系統，並藉以說明淡水生物及其周遭
環境的生態關係，是國人認識本區鄉土淡水
環境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
        從認識、欣賞而到激起國人愛護鄉土的
意識，是解說服務的目的之一。期望這本書
帶給遊客愉悅的知性之旅，協助國家公園的
環境教育推廣，並且從知識的獲得過程中，
培育出共同維護國家公園淡水資源的使命
感。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謹誌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七月

                序
        國家公園的設置，有其崇高的目的。依
據國家公園法的規定，國家公園係為保護國
家特有之自然風景、野生物及史蹟，並供國
民之育樂及研究而設。其所要發揮的功能包
括保育的功能、教育的功能、遊憩的功能以



            作者序
        萬物生養於大自然中，皆有其作息及生
態的脈絡可循。在地球上，人類必須仰賴淡
水資源生活，而大地也需要這些活水方能脈
動自然。
        墾丁國家公園三面環海，素以海洋資源
聞名於中外。相較起來，園區內的淡水資源
在以往受到較少的青睞。其實，墾丁國家公
園內同時能夠擁有河川、湖泊及草澤等多種
型態的淡水資源，配上相關的地形景觀，極
為適合作為環境解說教育的場所。
        身為地球材的村民，我們有責任了解地
球淡水資源的來龍去脈，並藉以保育她生生
不息。做為一個生態學與環境教育的工作者
，我深深熱愛著淡水的生命及其涵養出的自
然文化。期盼本書能邀約讀者親訪墾丁一睹
淡水的芳澤。

汪靜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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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地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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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位置及範圍

        墾丁國家公園位於台灣地區最南端

，三面臨海，西邊是台灣海峽及南中國

海，南為巴士海峽，東臨太平洋。在地

形上，墾丁國家公園屬於恆春半島的最

南部，地處東經120度40分50秒至120度

51分40秒之間。在行政區域上，隸屬屏

東縣之恆春鎮及滿州鄉的一部分，西北

距屏東及高雄分別為90與110公里，北距

台東約135公里。

        目前墾丁國家公園計畫範圍內之行

政區域上包括有恆春鎮、九里、車城鄉

三村及滿州鄉七村。而其公園範圍，西

為台灣海峽與屏155號鄉道以西約800公

尺處，南臨巴士海峽，東至太平洋，北

則至南仁山北側(200號縣道以北，約

1,500公尺處)，及恆春兩鄉鎮之行政為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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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丁國家公園地理位置圖

        墾丁國家公園所佔之面積共約32,631公

頃；其涵蓋範圍包括陸地及海域兩部分。

(1) 陸地範圍：西邊包括龜山向南至紅柴之台

     地崖與海濱地帶，龍鑾潭南面之至貓鼻頭

     半島、南灣、墾丁公園、鵝鑾鼻半島、沿

     東邊太平洋岸而上至佳樂水，出風山地區

      (出風鼻)、南仁山區域，北至九棚灣；

     面積計約17,731公頃。陸地範圍區域並未

     含括南灣附近的核三廠。

(2) 海域範圍：由貓鼻頭至鵝鑾鼻、鵝鑾鼻至

     佳樂水之沿岸海域，以及龜山至貓鼻頭間

     、佳樂水至南仁灣沿線附近距海岸線一

     公里內之海域，均為其範圍；其面積計約

     14,90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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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公園計畫區

        國家公園主要係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

風景、野生物及史蹟，並供國民之育樂及研

究之需要而設立的。墾丁國家公園在民國七

十一年九月被規劃為我國台灣地區第一個國

家公園，而於民國七十三年元月正式成立墾

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後，執行保育管理和利用

。

        墾丁國家公園為保護當地的自然環境、

人文環境、景觀等自然資源及其生態，同時

因應其知性的遊憩功能，目前依經營管理之

需要，將公園劃分為：「生態保護區」、「

特別景觀區」 、「史蹟保存區」、「遊憩

區」及「一般管制區」等五部分。

(1) 生態保護區--為提供生態研究，而予嚴

     格保護的區域生態系統。區內的生態系統

     因受到人為干擾較少，尚保存原始狀態，

     棲息其中的生物種類繁多，且具代表性。

     本區未經許可，嚴禁任意進入。如南仁山

     生態保護區、船帆石、砂島、龍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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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別景觀區--指無法以人力再造之特殊

     天然景緻，嚴格限制開發行為的地區。如

     龍鑾潭冬候鳥區、熱帶雨林、港口苗圃、

     大小尖石山、關山、白砂、風吹砂、社頂

     高位珊瑚礁群、佳樂水與貓鼻頭等沿海珊

     瑚地的湖礁岸等名勝。

(3) 史蹟保存區--用以保存重要史前遺跡、

     史後文化遺址及有價值的古蹟的區域。如 

     鵝鑾鼻燈塔和南仁山石板屋。

(4) 遊憩區--容許有限度的資源利用，興建

     適當遊憩設施，供作遊客野外育樂活動的

     區域。如墾丁森林遊樂區、南灣、佳樂水

     、貓鼻頭。

(5) 一般管制區--指鄉村住宅、機關、學校

     、交通、農林牧業等用地。如滿州鄉。



墾丁國家公園計畫圖



白沙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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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自然環境

墾丁國家公園

淡水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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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氣候

        墾丁國家公園位於南台灣恆春半島，在

氣候型態上屬於熱帶性氣候。本地終年陽光

充足。日照率均勻，平均為55% 左右。在季

節溫度上，恆春半島夏季較長，最熱的月份

(七月)均溫約28℃；冬季不明顯，最冷的

月份(一月)均溫也達21℃，因而為台灣本

島氣溫最高及季節溫差最小的地區。

        本地區的全年降雨量，在山地約達到

3,000∼4,000公厘，丘陵和台地約為2,000∼

3,000公厘，而平地約為2,000公厘。由於國

家公園位於熱帶季風區域內，因此降雨量會

受到季風明顯的影響。通常雨季多集中於西

南季風盛行的五至十月之際，此期降雨量約

占全年的84% ，而乾季則多出現於東北季風

盛行的十一月至翌年四月。墾丁國家公園乾

濕季節交替的現象至為分明，屬於典型之熱

帶夏雨型氣候，其相對濕度約介於73%∼

87%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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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地形的影響，墾丁國家公園的氣候

類型，可依境內港口溪東西兩側雨量分佈的

差異，劃分為兩種不同類型。在東北季風盛

行的乾季，東側的南仁山區，由於迎風面的

地形，尚有少量的降雨，不致於過分乾燥；

處於背風面的西側地區，則雨量極稀，呈現

明顯之乾季。

        本區比台灣其他地區較為特殊的氣候特

色尚有國人熟知的「落山風」，其係恆春當

地居民對於每年冬季盛吹東北季風的俗稱。

落山風的風速高達10∼17公尺/秒，超過本區

年平均風速(3.9公尺/秒)甚多。



二、地形及地質

        墾丁國家公園位於恆春半島，在地質分

佈上，其位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

的界面附近；北為中央山脈的最南段，西以

高角度的逆斷層與南延屏東的谷地接壤，東

臨菲律賓海板塊，南側則為菲律賓海板塊與

中國南海海洋地殼折衝之處。

        在地形上，恆春半島中的國家公園為中

央山脈向南延長的地區及其尾端；除了周遭

的海洋地形外，其間富有丘陵、台地、草原

、湖泊、河川等地形。本區的北部仍屬山地

，最高的育萬里得山海拔為526公尺；南部

則變為丘陵地帶。全區的地勢概略呈東高西

低的走向。

        以整個公園區為例，可以大致上分成海

岸地帶和內陸地區兩大分區。其中海岸地帶

可以再劃分成西海岸、南灣海岸及東海岸。

而內陸地區亦可再分成恆春西方傾斜台地、

恆春縱谷、墾丁至鵝鑾鼻台地、恆春東方丘

陵、南仁山丘陵地等地形。

                                               9



南仁山丘陵地

        在墾丁國家公園範圍中，較具代表性的

地勢地形包括：

(1) 低山丘陵區--如屏200號縣道以北、港

     口溪以東之中央山脈的餘脈，如太平山( 

     351公尺)、南仁山(410公尺)、萬里得

     山(526公尺)。埤亦山(362公尺)、出

     風山(382公尺)等地，海拔高度約400公

     尺左右，坡度多達30% 以上。南仁山東方

     的南山路附近出現山間窪地，並且蓄水成

     湖，稱為南仁湖。

(2) 河谷平原區--如屏200號縣道以北、港

     口溪兩岸、長樂、滿州一帶。

(3) 台地區--如屏200號縣道以南、台24號

     省道以東由珊瑚礁石灰岩所構成的台地，

     其海拔高度約200公尺左右，坡度多介於

     25∼30% 之間。而恆春西部的台地，其海

     拔高度約150公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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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縱谷平原區--如台24號省道以西、保力

     溪至馬鞍山間一帶地勢低平的恆春縱谷平

     原。本縱谷平原由恆春斷層所形成，網紗

     溪灌流在縱谷平原上，其上游溪水源自於

     龍鑾潭，由潭北洩水口北流至新街注入射

     寮港。此外縱谷平原之北部有四重溪與保

     力溪，流至縱谷西端入海。



        在構造上，國家公園境內的地質計有：

恆春斷層、滿州斷層、長樂背斜，以及墾丁

公園背斜。在岩性上，其出露的地層，係以

海相沈積岩為主，而其年代由中新世(25百

萬年)至全新世(1萬1千年)，由老至新依

次為樂水層、墾丁層、馬鞍山層、恆春石灰

岩、四溝層、太平層、階地堆積層、近代珊

瑚礁及沖積層等。整體從地形地勢上來看，

本區由峰巒至平原，其地質的年代大體呈現

愈年輕的趨勢。

墾丁國家公園境內孤立山峰

        這些特殊與豐富的的地質結構，加諸地

理與氣候環境的因素，造成墾丁國家公園具

有：山地(如南仁山、萬得里山)、孤立山

峰(如大尖石山、青蛙石)、惡地(如墾丁

層被侵蝕的丘陵區)、石灰岩台地(如鵝鑾

鼻)及崩崖(如貓鼻頭、龍坑)，河口(如

保力溪、港口溪、石牛溪)、沙灘海岸(如

南灣、白砂)、岩石海岸(如九棚至佳樂水

一帶)、裙狀珊瑚礁(如東西海岸及南灣)

等行多種地形及地質景觀。

                                               



三、生物資源

        墾丁國家公園位於恆春半島的最南部，

極富熱帶風味，並兼具了海灣、礁岸、熱帶

闊葉林、丘陵、草原、溪流、水潭、湖沼、

以及熱帶闊葉林等多樣的環境，也因而在多

種環境裏，孕育有各種不同的生物資源。除

了海洋的生物資源外，在陸地範圍內的植物

和動物資源饒具特色。

        在植物資源方面，由於境內氣候及地形

的特性，全區植被種類繁多，包括水生、濕

生、草原、灌叢、森林等四個植物群落。中

心區域的龍鑾潭一帶及東北角的南仁湖一帶

，為水生與濕生植物群落主要分佈地帶草原

、灌叢、森林等，代表植物有螢藺、銀蓮花

、紫蘇草、野荸薺等，也有罕見的水蕨、水

丁香等。草原帶多為迎風坡地，因受強風等

氣候因素影響，其植物均淺短綿密，其代表

性植物為鴨嘴草、過山龍。草原邊緣的迎風

區有大投茶、恆春楊梅為主的灌叢生長於坡

度較陡或近海濱地區，而在避風區則有野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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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五節芒等主要灌叢。濱海以林投、草梅

桐、白水草為主。本區森林多出現於山頂迎

風面，迎風山腰與迎風坡而下側的主要植物

為嶺南青剛櫟、長尾栲、浸水營石櫟等喬木

，以及大投茶、大葉樹蘭、紅花八角、山龍

眼等較矮小樹木伴生，並有山林投等藤本纏

生其間。

        全區植被種類複雜，依據生育地環境及

分佈地點，可將全區內植被種類，歸納概分

為：常綠闊葉林、硬葉林、半落葉闊葉林、

硬葉落葉混淆型、隆起珊瑚礁植群、硬葉灌

叢、有刺灌叢、落葉灌叢、海岸植群帶、草

原，以及水生植群等11大類型植群型。由於

墾丁國家公園內顯著受到落山風(東北季風)

影響，在吹襲地區的植被，受強風的影響

，對於植物具有乾冷及機械性摩刷效應，因

此其植被係以樹型低矮、葉硬質厚的硬葉林



(如台灣石礫林)或硬葉灌叢(如大頭茶、

林投)植群為典型代表。此外，由於雨量分

佈的差異，港口溪東側的森林植群偏向常綠

林，而其西側的森林相多偏向於落葉林。

河岸植物馬鞍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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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蛙

        在動物資源方面，由於熱帶型氣候和植

被因素，墾丁國家公園的昆蟲資源極為豐沛

。已知的昆蟲相均近達300種之多，包括了

蜻蛤、蟬、蟋蟀、螽蠆、蝗蟲、椿象、糞金

龜、及竹節蟲等昆蟲。尤其在氣候溫暖、四

季均有開花的公園境內，翩翩飛舞的蝴蝶即

多達200多種，成為本區最具特色的小型無

脊椎動物。

        其他棲息於墾丁國家公園境內的脊椎動

物資源方面，也是相當豐富。例如較為大型

的哺乳動物計有台灣彌猴、赤腹松鼠、白面

鼯鼠、麝香貓、白鼻心、野兔、野豬、羌、

山羊等多種動物，也為公園境內為人矚目的

野生哺乳動物。

        由於歧異的植被與環境，公園內的鳥類

無論留鳥或候鳥均多；尤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許多春秋兩季的過境候鳥，諸如最為人所

熟知的紅尾伯勞及灰面鷲等，均在恆春半島

14



的國家公園境內為中繼站，作為停息和覓食

的場所。目前在國家公園境內所記錄到的鳥

類計達220種以上，超過台灣鳥類總數約二

分之一，成為墾丁國家公園最具代表的動物

資源。

        在爬蟲類方面，約有蛇類十多種。其中

百步蛇、龜殼花、赤尾青竹絲、雨傘節及眼

鏡蛇為本島排名五大毒蛇，在水域附近皆可

見到。蜥蜴約有十多種，其中以箕作氏攀木

蜥蜴分佈最廣，尚包括台灣地蜥、台灣滑蜥

、蝎虎、及梭德氏舅母、長尾蜥蜴等。烏龜

則有斑龜和食蛇龜等數種。

        在森林與濕地的地方，是兩棲類棲息的

主要環境。其中如澤蛙、小雨蛙、金線蛙等

常在湖泊沼澤區出現；如褐樹蛙、斯文豪氏

蛙、拉都希氏蛙、日本樹蛙等常在溪流中出

現的蛙類。

        墾丁國家公園具有豐沛與歧異的自然資

源，其中許多資源是具有潛在遊憩價值，或

保育研究價值及解說教育的素材。在國家公

園的陸域範圍中，除了地形地質及生物等資

源外，境內的水體所構成的湖沼、河川等淡

水生態系統，即自成一體系，並蘊涵著多樣

的自然資源，有待我們一窺其究竟。

        在墾丁國家公園境內的淡水水域，雖然

遠較週遭的海域有限，但是也棲息不少魚、

蝦、蟹類等水生動物。目前已知可在淡水中

生活的原生種魚類，包括驢鰻、鯽魚、七星

鱧、羅漢魚、高體魚旁魚皮、黃鱔、塘蝨魚

、極樂吻魚碬虎、泥鰍、棕塘鱧、溪鱧、日

本禿頭鯊、眼班厚唇鯊、川碬虎、及一些主

要出現於河口的花身雞魚、湯鯉、短鑽嘴、

烏魚仔、黃足笛鯛。近來也發現一些外來種

的吳郭魚、大肚魚、福壽螺分佈於墾丁的淡

水水域中。此外在湖泊沼澤與河川的淡水中

，也有沼蝦、匙指蝦、太和米蝦、多種沼蝦

、與扁蟹、石蟹、平額毛蟹、白蟹，以及數

種螺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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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蜓出生於淡水，為

生態系統中的消費者
16



參、淡水環境及生態

墾丁國家公園

淡水生態

17



一、淡水型態及分佈概況

        墾丁國家公園位於熱帶性氣候的恆春半

島，為台灣本島氣溫最高及季節溫差最小的

地區。與海域範圍的海水資源相較，境內所

涵養出的淡水自然資源並不甚豐富，但是卻

有河流、湖泊、沼澤、農田、及山澗窪溝等

多種型態，而分佈於境內不同的地區。

18



古南仁湖

19



(一)河川流域及集水區
        墾丁國家公園境內的大小河流，計有已

命名的保力溪、網紗溪、石牛溪、港口溪、

欖仁溪、紅土溪、鹿寮溪、八律溪、溪仔口

溪等，以及在墾丁、船帆石、香蕉灣、砂島

、龍坑、興海路與佳樂水一帶等的許多無名

小溪。

        其中如西部的網紗溪向西北與保力溪匯

流，而後向西在射寮注入台灣海峽；南端的

石牛溪向南流入南灣；東部的欖仁溪匯入港

口溪向東南方注入太平洋，而在出風鼻附近

的出風溪和鹿寮溪、以及在九棚入海的九棚

溪等等，也都是東流入海的河流；而紅土溪

則為南仁湖九棚村附近的山區小溪。

20

石牛溪向南獨流入海

        因此，墾丁國家公園境內的大小河流，

在流域分類上、主要有西部的保力溪流域及

東部的港口溪流域兩大水系，其它則為各流

域的支流，或是數條規模較小獨流入海的小

溪流。在集水區分類上，則有保力溪流域的

保力溪集水區、龍鑾潭集水區，港口溪流域

的港口溪集水區，以及恆春沿海集水區、鵝

鑾鼻沿海集水區、九棚沿海集水區等五個。



墾丁國公園集水區示意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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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保力溪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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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港口溪流域



(二)湖泊及沼澤
        墾丁國家公園內具代表性的湖泊及沼澤

：保力溪流域的龍鑾潭和草潭、以及南仁山

水域的南仁湖(南仁潭)及其週邊的古南仁

湖和宜蘭潭。此外，公園內也散佈著一些小

池塘，如東部出風鼻大平頂草原之水池等。

        其中龍鑾潭位於公園的西南部，為保力

溪流域支流網紗溪的上游水域，其係由自然

形成的濕地。水域面積達120∼175公頃，為

境內且為全台灣平地現有的最大天然湖泊。

南仁山水域位於公園東北角南仁山生態保護

區，其包括天然形成的古南仁湖和宜蘭潭，

以及後天人為促成的南仁湖，三者泛稱為南

仁湖沼水域；其中較大的南仁湖在海拔325

公尺的山區，係由水稻田經人為堵塞後，匯

水而成面積約達150公頃的湖泊及草澤水域。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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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仁山區宜蘭湖



二、淡水生態特性

      在一個如墾丁國家公園的地理區域內，

諸多的淡水水域可能各自獨立，但大多自然

情形下，彼此間往往有關連性。從水文觀點

而言，這些濕地中的流水與靜水，不但在地

表彼此關連，同時與地下水、天上的降水，

以及海水，共同形成了一個水文循環體系(

Water cycle)。

28

(一)淡水生態系統涵義
        淡水(Fresh W ater)，係泛指含鹽度

約低於0.2%  (或2,000毫克/公升)的水體

。淡水水體在地表濕地(W etland)所呈現

的形態，包括山澗小溪(C reek or Stream

)、大河(R iver)，以及湖潭(L ake)、

池塘(P ond)、或是沼澤 (M arsh)等，

以及人造的水庫(M an-m ade lake or res-

ervoir)等。

        在水域分類上，對於流動較緩的湖、潭

、池、澤等水體歸類為靜水型水域或稱止水

型水域(Standing w aters)，而流動較快

的溪、河等水體則歸類為流水型水域

(Flow ing w aters)。在生態系統分類上，湖

沼等水域屬於靜水生態系統(L entic eco-

system )，而河川為代表的水域則為流水

生態系統(Lotic ecosystem )。

港口溪上游小溪



淡水水域型態及水文循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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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淡水生態系統結構

        淡水生態學(F reshw ater ecology)

係研究淡水生物與其環境因子間交互關係的

一門科學。在生態學上，淡水生態系統結構

(F reshw ater ecosystem )，則指由淡水

的非生物環境(A biotic environm ent)及

淡水的生物環境(B iotic environm ent)

兩者所組成的。

30

        淡水的非生物環境，包括了：淡水生物

賴以為生的陽光、空氣、水體、岩土等物理

環境(P hyical environm ent)，以及構

成生命組織的必要元素(如鈣、鎂)和化合

物(如氨基酸)等化學環境(C h em ical

environm ent)。淡水的生物環境，則為淡

水環境中有生命的部分，亦即生物群集(

B io tic co m m u n ity ) ；其是由植物 (

P lan ts)、動物(A n im als)和微生物(

M icroorganism s)等多種不同生物族群(

Populations)所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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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仁山生態保護區淡水生態系統縮影



        一個淡水生態系統，不論其水域型態、

或是如何龐大與複雜，在功能角色上，系統

所包含的生物群集，可進一步分為生產者、

消費者、及分解者。

        淡水生態系統中的「生產者」 (Pro-

ducer)，指的是水域環境中的綠色植物(

G reenplant)，因其可藉由體內所特有的

葉綠體進行光合作用(Photosynthesis)，

將外在環境中的太陽能轉化為碳水化合物，

作為生存所需的養分。由於其可自行合成養

分，因此又稱為河川生態系中的自營性生物

(A utotrophic organism )。淡水中的主要生產

者為藻類及高等有根植物 (俗稱水草

)。在流水型的水域中，大部分的初級生產

量(Prim ary production)，主要發生於陽

光充足之急湍岩石上的附著性藻類(

A ttached algae)，而在靜水型的水域中

，則以浮游性藻類(P hytoplantons)為水

域中的生產者。

32

李氏禾為南仁湖草澤中的主要生產者

        淡水生態系統中的「消費者」 (C on-

sum er)，則指本身不能自製養分，必須攝

取環境中現成的植物、或有機物質，當作生

命所需的養分，因而又稱為異營性生物(

H eterotrophic organism )，廣義的含活

了巨型消費者(M acroconsum er)，以及

微型消費者(M icro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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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環境的動物在生態系統中，為典型

的巨型消費者，主要包括有靠攝食植物、顆

粒有機物質維生的草食者(H erbivore)，

以其他動物為食的肉食者(C arnivore)，

或是兼食動植物的雜食者(O m nivore)等

動物。若進一步由攝食的層次來分，又可分

為初級消費者、次級消費者、二級消費者，

或是更高層級消費者。

川蝦虎

墾丁國家公園之淡水水域型態及其棲息代表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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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環境中的微生物(Microorgan-

ism)，在體型上雖微不足道，但卻是生態

系中不可或缺的微型消費者，可將環境中的

動植物的屍體或碎屑、有機物質，以及廢棄

物等分解，使其還原成基本元素和簡單的化

合物，並重返循環不已的自然界中，或以無

機營養鹽(lnorganic nutrients)型式，可

再供植物生存利用，因此，這些微生物通常

被稱為分解者(Decomposer)。淡水生態

系中的分解者，主要為細菌和真菌，但也包

括了一些種類的無脊椎動物。

白鰻

(三)淡水生態系統特性

        自然界中，淡水生態系統包括流水生態

系統和靜水生態系統，兩者在生態上最大的

差別，主要為能量來源 (Energy source)

和演替(Succession)方式。

        任何生態系統的運行，都需要有能量。

通常在河床坡度較陡、水勢較急的流水中，

棲息的綠色水生植物較少，因此如河川之流

水生態系統的能量，係以河岸兩旁之集水區

森林所掉落的枯枝落葉為主，而輔以一些附

著性藻類或水草行光合作用產生的能量。反

之，在如湖泊或深潭的靜水水域中，多棲息

著浮游植物，其可透過分裂快速繁植，並在

白天行光合作用產生能量，成為水域能量的

主要生產者及供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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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淡水水域環境中，影響生物之生長、

分佈與繁衍的環境因子眾多，且各有其特色

。一般而言，淡水生態系統中的光照、水體

容量(體積)，或流量、溶氧量(空氣)、

懸浮固體物、化學物質(如營養鹽、毒物)

等，往往是影響生物生存的重要因子，並成

為各類型淡水生態特色形成的環境控制因子

。通常對於河川而言，其環境控制因子主要

為流量、流速、河岸植被、河床坡度、底質

，而對於湖泊來說則為水體面積、深度、光

照、及所含懸浮固體物的和總溶解質的總量

等因子。

        就整體環境綜而言之，河川從上游到下

游在棲地結構，出現一連串的環境梯度變化

，棲息的生物也隨之改變，因而呈現出生態

縱向消長的現象。在較深的湖泊水域中，往

往發生物化環境上下分層現象，因而棲息於

不同深度的生物也演化形成不同的生態區位

(N iche)。此外，一個湖泊曾因天然的老化

(A ging)或人為的優養化(E utrophication)

，而在深度上變淺；同時生物相也改變，逐

漸演替為草澤(M arsh)、草原(G rassland)

、森林(Forest)等不同生態系統。因此湖泊

水域呈現的是水域上下層消長、或是由水域

向陸域橫向演替的方式。

                                                37



三、淡水生態系統代表

        墾丁國家公園境內具多樣性的水域型態

，如河流、湖泊、沼澤、農田、山澗窪溝、

河口等，而其中又以河川及湖泊為陸域範圍

中最具代表性的淡水生態體系統，因此，我

們在瀏覽墾丁國家公園時，這些淡水生態系

統應值得深入探訪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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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鑾潭附近的農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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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川生態系統

        墾丁國家公園境內的已命名的河流，計

有保力溪、網紗溪、石牛溪、港口溪、欖仁

溪、紅土溪、鹿寮溪、八律溪、出風溪、溪

仔口溪等。

        河流是什麼呢?它是因落在或湧出地表

的水，由於地吸引力的重力關係，沿著窪溝

斜坡向下逐漸匯集而成的流動水體。地理學

者將其通稱為「河流」、「溪流」、或「溪

河」，水文學者則多將其稱為「河川」，而

生態學家則視其為一個「流水生態系統」。

        河流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一條河流的

誕生與成長，絕非一朝一夕驟然生成的，而

是由點點滴滴的水匯集形成的。河流的水源

，主要是源自天空的降雨或降雪，有的則是

泉湧於地下水。當雨水、雪水或泉水在地表

出現時，部分的水會由植物的根或土壤所吸

收；而不被吸收的部分，則形成所謂的地表

「逕流水」 (R unoff)。當其往下在窪溝

中流動時，水會愈聚愈多，形成一條小河流

，而許多小河流又逐漸匯聚，終可形成較大

的河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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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的生命源遠流長



        墾丁國家公園境內的大小河流，在流域

分類上，主要有屬於西部的保力溪流域(如

網紗溪、保力溪)及東部的港口溪流域(如

欖仁溪、港口溪)兩大水系，其它則為規模

較小獨流入海的小溪流。所謂的「河川流域

」 (D rainage basin)，係指地表面上河

川主流、及其許多支流所匯集與流經的整體

區域，而水系(D rainage pattern)則指

由一條河川的主流和支流互相連通而成的流

水脈絡。

        為了區分地表水體的源頭及去向，墾丁

國家公園境內的淡水在集水區分類上，可概

括分為保力溪、龍鑾潭、港口溪、以及恆春

沿海、鵝鑾鼻沿海、以及九棚沿海等五個主

要集水區。所謂的「集水區」 (W ater-

shed)，即是針對某條河流而言，在某定

點以內，匯集該河流地表水的區域，其常被

視為為一個地形或水文單元。

42

        墾丁國家公園境內的獨流入海的河流，

計有：保力溪、石牛溪、港口溪、鹿寮溪、

出風溪、溪仔口溪等，以及一些無名小溪。

這些河流在匯入海洋的支會處即形成了河口

(E stuaries)。在淡水和海水交會與推移

的河口區，由於河水流動的速度銳減，常有

堆積地形。由於鹽份幅度寬，又百多量的有

機物質或泥沙堆積，常形成草澤(M arsh)

或林澤(S w am p)。在河口生態交會區(

Ecotone)，因其極高的生產力與植物之庇

護，故常見多量的水鳥、蝦蟹等野生動物在

此棲息；此外亦有許多如六帶參、烏魚、以

及花身雞魚等海水魚類(或稱為周緣性淡水

魚)在河口、甚或偶爾溯入河川中生活。依

生態學的觀點，河口可視為河川生態系統的

一部份，亦可視為一個特殊的河口生態系統

(Estuary ecosystem )。



鹿寮溪為東流入海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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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墾丁國家公園中的任何一個河川生態

系統，都包含了由河川環境中的陽光、空氣

、水體、岩土，化學成份等非生物組成的物

化環境，以及棲息其間的生物群集所共同所

構成的生物環境。其中水體(W ater body

)是河川生態系統中不可或缺的主要成份及

動力；流水可將生態系統中的大顆粒有機物

質(C oarse particulate organic m atter

)，透過物理磨擦破碎，或是經由化學溶解

，同時將其攜帶到下游處沈降，或是被生物

所利用與分解。而能量則是生態系的源動力

；有了能量，經由水域食物網中生產者、消

費者及分解者的層層傳遞，方能供養生物，

維續河川的生命力。

        在墾丁的河川水域中，我們也可發覺到

，一條河川各有其物化環境的風貌，同時棲

息其間的生物族群，有著不同的生態區位，

彼此間又與外在環境存在著多重複雜的交互

作用關係，因而在時空上形成了具有生態特

色的河川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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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力溪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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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湖泊生態系統

        墾丁國家公園內具代表性的湖泊，為西

南角的龍鑾潭及東北角的南仁湖水域。

        湖泊是什麼呢?它是泛指在一個具有明

顯邊界的低窪地表範圍內，所匯集之流動極

為緩慢或靜止流動的水體。一般人將水體面

積或容積較小者，稱為 「水潭」或「池塘

」，而將面積或容積較大者，稱為「湖泊」

或「湖潭」。生態學家則將視其為一個「靜

水生態系統」。

46

        湖泊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如同一條河流

的誕生與成長，湖泊也不是一朝一夕驟然生

成的，而是由更多點點滴滴的水，在一個地

表明顯低窪區域內所匯集而形成的。一個封

閉的湖泊，其水源主要是來自天空的降水，

或是來自地下水層。在一個半封閉的湖泊，

有所謂的入水口或出水口，湖水可與相臨的

河流相通，而有流進或流出的現象。例如，

國家公園中龍鑾潭的湖水，部份源自保力溪

流域上游的無名小溪，而其出水則流入同流

域中的網紗溪；此外南仁湖部份的湖水也流

入到港口溪流域中。



龍鑾潭的出水流入網紗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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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生命史
      湖泊是如何走過它的一生呢?從地質學

角度來看，湖泊在形成後，湖中的沉積物

質及所含的養份會愈積愈多，會由原來的貧

養湖(O ligotrophic lake)轉變為優養湖(

Eutrophic lake)，在深度上也愈變愈淺，

逐漸變成沼澤(M arsh)，甚至最後回復為陸

地(Land)，但此種自然的老化與死亡，多

不是在短短數十年內完成其生命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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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泊生命史的長短，通常端視湖泊生成

初期的深淺、外來物質是否不斷流入、以及

入水和出水之間的平衡等因素而定。人類常

臨水而居，除了抽用湖水外，也常因開發墾

地而破壞了週遭的水土平衡，導致砂土、有

機營養鹽等物質或污染物流入湖水中，因而

導致人為的優養化(C ultural eutrophica-

tion)情形，並因而加速湖泊走完其一生。

        湖水中的有機營養鹽的濃度，常牽動著

湖泊的一生。例如，當水中的營養鹽(如氮

鹽與磷鹽)增多時，其蓄積濃度超過某一限

度後，加上水溫、酸鹼度等環境因素適當配

合時，將導致自營性藻類大量急遽繁殖旺盛

現象，形成所謂的藻華(A lgal bloom )。

當湖水出現藻華，這些藻類在其呼吸作用中

，及其死後有機物碎屑的分解過程消耗水體

中大量的溶氧，進而又加速藻類或其他許多

魚蝦等生物的死亡，並使湖水產生異味及異

色。



        湖泊水體一旦發生優養化現象，除了將

直接改變其原有水色外，亦將造成水質之惡

化，威脅到水生生物的生存，並將改變生態

系統之原有平衡狀態，甚或終而消失。

        在墾丁國家公園境內的龍鑾潭為台灣平

地現有的最大天然湖泊，而南仁山生態保護

區的南仁山水域，有的如古南仁湖和宜蘭潭

也是天然形成的，而較為人熟知的南仁湖卻

是後天人為促成的湖泊。由於季節雨量的多

寡不同，這些湖泊在乾季時，水域面積縮小

，湖邊則變為濕生水草優勢的草澤水域，因

而在時空上形成了極具特色之湖泊與沼澤輪

替的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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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養湖與優養湖的特徵比較



墾丁國家公園淡水水域環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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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龍鑾潭湖泊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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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淡水生態解說據點介紹

墾丁國家公園

淡水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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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墾丁國家公園擁有絕佳的山光水色，和

得天獨厚的動植物資源。陸域範圍內的淡水

水域所佔之面積，還不及其周邊海域所佔之

面積，但是南仁湖、龍鑾潭、保力溪與港口

溪等水域所蘊涵的淡水資源，包括水資源、

景觀資源(水景)、動植物資源、以及淡水

環境相關的地形地質等資源，可謂相當豐富

。足以做為墾丁國家公園淡水生態教育的戶

外教室。目前國家公園針對境內淡水資源之

代表性，並考量交通因素，選定南仁湖沼、

龍鑾潭、保力溪、港口溪等四個解說點，作

為淡水生態解說教育的戶外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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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生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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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仁湖沼解說點 (Nanjen Lake)

(一)南仁湖沼地理環境

        一般人所謂的南仁湖沼，是指南仁山區

水域(含古南仁湖、宜蘭潭、中央水域)之

中央水域而言，通稱為南仁湖、或稱南仁潭

。南仁湖沼為南仁山水域中最大的靜水型湖

泊生態系統，位於國家公園東北角之南仁山

生態保護區內，隸屬屏東縣滿州鄉。沿屏

200號縣道駛抵南仁山生態保護區管制站(

海拔約135公尺)，依南山路自然步道(約3.1

公里)由西向東走，即可抵達南仁湖(海

拔約325公尺)，全程往返步行約3.5小時。

        南仁湖沼所在地區，在地形上是中央山

脈向南延伸的山地丘陵區。在地質上，地表

岩土主要由粘土、砂及礫石所組成，是由新

生代的中新世岩層分化而來，為恆春半島最

古老的岩層；而在南仁湖四周裸露出的土質

，則以黃土最為顯眼。



南仁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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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仁湖沼水文

        南仁湖沼為南仁山水域中最大的淡水水

體，屬於九棚沿海集水區。在湖泊的成因上

，其乃係由後天促成的。早期南仁湖原僅是

數個小沼澤地，係由天然雨水在低山群的山

凹間所匯集而成。自清朝末年以來，農民在

此種植稻米，並依山勢於山間截水築成灌溉

用的水塘。由於本區對外交通不便，且因黃

土貧脊，稻米產量不高，近年來農民大量遷

出，稻田廢耕轉變成水牛放牧地。民國七十

一年西北角附近紅土溪的出水口，被人工築

堤堵塞，積水無法宣洩，形成目前約150公頃

的水域。

        在生態學上，南仁沼湖本身即自成一淡

水生態系統。由於區位環境的特殊性，一般

人常將南仁湖及其周圍環境，視為一個南仁

山水域生態系統。依生物的棲息環境，南仁

湖沼本身水體，可分為中央湖泊型靜水區、

湖濱沼澤型靜水區、及其相連分支溪流（如

八律溪、紅土溪）的河川型流水區三種水體

。在不同的靜水區與流水區所棲息的生物相

，有明顯的差異。

        南仁湖沼的水體面積與水位呈現季節的

變化，主要係受季風及乾濕季雨量的影響。

例如，在村長屋附近的湖面原本狹窄，若逢

旱季枯水期，水位會明顯下降，湖泊有一半

以上的面積將暴露於空氣中，形成湖面分隔

為二的現象；而在豐水期，因水位上漲，分

隔為二的湖面則再度連為一體。通常南仁湖

的水位約在0.5∼2公尺間，而湖岸區的水深

多介於0.3∼0.5公尺左右，並向陸地方向形

成淺水區、水稻田區、乾草坡等多樣性的環

境。



(三)南仁湖沼水質

        南仁湖沼水體的鹽度約為0.2?，屬於

純淡水的水域。本水域位於南仁山生態保護

區，除早期農牧影響外，水體並末受公害污

染。近年來的調查資料指出，目前湖水的酸

鹼度(pH )多低於中性的7以下，水質有偏

酸的現象。造成這種酸化的原因，除了因湖

底土壤未能提供足夠的鹼度給湖水；亦與優

勢的植物群集組成(多為一年生的李氏禾等

草本植物)，在死後因腐爛而分解釋出大量

的有機酸有關；此外，附近的水鳥和牛群的

排遺流入到靜水型的水體中，都會降低其酸

鹼度。

南仁湖草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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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仁湖沼的溶氧量全年差異不大，約介

於5∼10　m g/L，此含量足以符合水生生物

的生存。近年來，湖水中磷酸鹽的營養鹽濃

度含量高，且葉綠素a含量也高，表示水域

中的浮游植物數量多，也顯示出本水域的高

生產力。主要是由於營養鹽為浮游植物生長

的基本要素，通常其含量愈高，則愈有助於

水生植物的繁生，使得水體中葉綠素含量增

高。在水體分類上，無論磷酸鹽或葉綠素a

含量，南仁湖的水體均可歸類為優養化湖泊

。南仁山區棲息有大量的鳥類和水牛等動物

，其排泄物流入到湖泊中，以及經由天然土

壤滲濾水不斷輸入之營養鹽，都是促成南仁

湖未來可能繼續優養化的原因。

        就生態系統而言，南仁湖是一個生產力

頗高的水域。由於臨近熱帶季風林區，當地

終年高溫，南仁湖的水溫平均多超過20℃以

上，因而增加對有機物(腐爛植物、水鳥、

水牛、及魚類的排遺)分解的速率，影響了

水中的酸鹼度和溶氧量，南仁湖沼的水體溶

氧量多達5m g/L以上，更直接影響了水中生

物繁殖的能力。



(四)南仁湖沼生態

        南仁湖的水域型態深受季風及乾濕季雨

量之影響。在南仁湖的中央水域經年保持深

約0.5∼2公尺的水位，而在湖岸的水體則隨

著乾濕季雨量變化，形成淺水區、水稻田區

、乾草坡等，並促成水生、濕生、旱生等植

被應運而生，致使南仁湖具有多樣型態，也

涵養著多種水生無脊椎動物、及魚類等水生

生物。此外，在南仁湖的四周，除了可看到

一片短草濕地外，草原邊緣尚可見到受到保

護的天然闊葉林，以及許多無脊椎動物、兩

棲爬蟲類、鳥類等野生動物棲息其間。

1.湖沼植物生態 

        南仁湖水域中的水生植物種類約達27種

。依據植株在水體中的生長狀態，可分為三

大類。例如水綿、小茨藻、叉錢蘚以及瓦氏

水豬母乳等植物的植株全部沉浸在水中繁殖

，稱為「浸水性水生植物」 (Subm ergent 

m acrophytes)；銀蓮花、睡蓮和滿江紅的

植株完全飄浮於水面，稱為「飄浮性水生植

物」 (F loating m acrophytes)；李氏禾

、荸薺、螢藺和野慈姑等，其根部埋於泥沼

中，而植株卻超出水面，則歸屬於「挺水性

水生植物」 (E m erged m acrophytes)。

整區來說，挺水性的李氏禾為南仁山湖沼區

分佈最廣且最顯眼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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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蓮花為飄浮性水生植物



水毛花為水生昆蟲羽化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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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仁山湖沼群區的濕生植物，多半生長

在潮濕的地方，例如南仁湖水域的四週，以

及廢棄的水田裡。濕生植被所分佈的地區，

其特色為植種繁多，且雜草均勻密佈其間。

由於水流及放牧牛群的踐踏，使這些地區的

土地逐漸分割成許多小塊狀，尤其在原本即

為田梗的地方，更易形成一堆堆的小草堆。

這些草堆在此演替而成的生態系統中，已成

為南仁山區雁鴨等水鳥的棲息地，草堆旁也

是田螺等小型無脊椎動物的繁殖場所。

        廣被於南仁山區田埂、路邊、以及山頭

、坡地的植物，是旱生性的草原植物。在此

地區，由於放牧牛群等人為活動，將原有的

森林植被嗡食與踐踏，而變成一片低平氈狀

的草坡。在此典型的放牧區草原社會中，其

組成以竹節草為主，亦間夾有雜芒穗。鴨嘴

草、牛虱草、佛歐里馬唐，以及其它伴生的

蕨類、刀傷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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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仁湖畔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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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湖沼動物生態

        南仁湖沼水域中棲息有形形色色的淡水

動物，其中以水生昆蟲、魚類等動物。在生

態系統中最受一般人矚目，且易於解說其淡

水生態關係。

        水生昆蟲為南仁湖水域生態系統食物鏈

中之重要一環。常見的代表種類包括蜻蜒、

蜻蛤、水黽、負子蟲、紅娘華、水螳螂、松

漢蟲、龍蚤等，彼此的形態大異其趣。亦各

有其食性、及棲地生態區位。

外來種大肚魚已侵入南仁湖沼

        在魚類方面，南仁湖沼現有的種類，包

括在中央水域的吳郭魚和鯽魚，以及在淺水

草澤中的羅漢魚、泥鰍、塘蝨魚、大肚魚(

食蚊魚)、及黃鱔等。值得關切的是，目前

南仁湖沼中已有大肚魚、吳郭魚等外來種的

侵入。尤其是吳郭魚成長迅速，繁殖力強，

具強烈的的領域性，善於在池底掘穴為巢，

並捕食其他魚類的幼魚及魚卵。如今吳郭魚

已成為南仁湖水域中的絕對優勢種，將會威

脅其他魚類等生物生存，同時破壞水域生態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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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躉羽化為陸生蜻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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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仁湖沼生態系統食物鏈中，水生昆

蟲為相當重要的一環，因為草食性的昆蟲攝

取水草或藻類，而肉食性昆蟲(如龍蚤、蜻

蛤、負子蟲)又掠食草食性昆蟲或小魚，並

為大型的肉食性魚類、蛙類、蛇類和水鳥等

捕食。魚類也是南仁湖沼中興水棲昆蟲共同

構成食物網的的要角之一。例如，在沼澤區

中鯽魚、泥鰍、羅漢魚及大肚魚等魚類，捕

食的對象多為小型水棲昆蟲或藻類。而黃鱔

和塘蝨魚等肉食性魚類，則攝取大量水生昆

蟲、或小魚、蝌蚪、蚯蚓等。

        南仁湖沼水域，除了水體中棲息的水生

動物外，也吸引了小白鷺、牛背鷺、小燕鷗

、翠鳥(魚狗)長期駐留外，每年秋冬之際

更吸引了大批遷移性的雁鴨在此棲息。在此

湖沼澤區紀錄到80多種的鳥類，其中以雁鴨

科的水鳥所佔的比例較高。例如小水鴨、綠

頭鴨、琵嘴鴨等都是此地常見的鳥類。至於

蒼鷺、黑鸛及鸕茲鳥等稀有的水鳥，也可以

經常見到，因而南仁湖沼已成一良好的水禽

棲息環境。

        南仁湖沼區有淺而大片的水域，以及繁

生不盡的水草。在此地區可見放牧的水牛，

以水域中的李氏禾及草地上的雜草為食物。

而牛背鷺則亦步亦趨的佇立牛背上，等待捕

捉因牛群踐踏草地時，被驅起的昆蟲；這些

鳥類已經和當地的生態系融含在一起。由於

牛隻的嗡食草類，可以防止李氏禾等水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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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面積的擴大，以及草地灌叢的入侵，因此

水牛對此湖泊、草澤生態系的演替，扮演著

相當重要的角色。此外，本區之水生植物種

類與其生長狀態，也都直接影響到雁鴨等水

鳥的棲息環境。

水鳥常棲息於南仁湖草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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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仁湖沼涵養著大自然豐富的生命力與

野趣。

        在湖畔巡禮，可以觀賞到青青的湖邊草

，以及自在遨翔的島群。爬上南仁湖的小山

崗，仰望藍天白雲，俯視牛背鷺與水牛亦步

亦趨的形影，及山光投影在湖面的那種纏綿

水色，難免不令人動心生情。由此，我們也

不難從南仁湖的故事，了解到一個淡水湖沼

的形成、演替、以及其與四周環境共同蘊育

出奧妙的生態關係。在登高之際，也讓大家

想想：我們人類應當如何關愛與保護她呢？

南口湖山光水色及其生態皆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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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龍鑾潭解說點(Lungnantan Lake)

(一)龍鑾潭地理環境

        龍鑾潭位於墾丁國家公園西南端 (北

緯21度58分，東經120度44分)，北距屏東

縣恆春鎮約三公里、南距貓鼻頭六公里，並

在南側隔著台電核能三廠與巴士海峽遙遙相

望。龍鑾潭風景美麗，「龍潭秋影」是早期

恆春八景之一，現在成為南臺灣「鳥類的天

堂樂園」。其四周環繞著公路網，東臨主要

交通幹道-屏鵝公路(台24號省道)旁，車輛可

直接抵達，在解說點上具有地利之便。國家

公園已在本地規劃有保護研究區、自然觀察

區、一般觀賞區、定點觀賞區及緩衝區等。

因此整體而言，龍鑾潭水域將可成為一個極

佳的淡水生態環境解說教育戶外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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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鑾潭附近土壤，呈微鹼性至中鹼性，

在地質上屬於湖積土之龍潭系。在地理位置

上，本潭介於恆春半島各山丘的最低點(海

拔約18公尺)，其四周為關山、里海山、馬

鞍山、大山母山、赤牛嶺、三台山所環繞。

由於地勢低窪，形成了一個自然的湖泊。往

昔遇逢夏季豪雨來襲時，附近的田園幾乎部

成了水鄉澤國，給當地農民帶來不少災害。

政府於民國37年將龍鑾潭闢建為水庫，利用

渠道將潭水引至農田供作為水利灌溉等水利

用途。



鳥瞰龍鑾潭及四週農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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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龍鑾潭水文

        龍鑾潭是墾丁國家公園內最大的天然湖

泊，與保力溪流域上游網沙溪相通，屬於保

力溪集水區；在水資源分類上，又稱為龍鑾

潭水庫。滿水時之標高約為18.5公尺，潭面

廣闊，滿水面積約175公頃，但乾季則在120

公頃左右，湖水的來源主要為天然雨水積聚

而成，並為全台灣平地地區現有之最大天然

湖泊，平均水深約3.5公尺。

        為何龍鑾潭能在熱帶的恆春半島地區，

擁有全台灣平地的最大天然湖泊?即使在入

秋的乾季，為何龍鑾潭仍會維持如此大面積

的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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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原因則與恆春半島的特殊地質

有關。由於恆春半島的岩層主要是由海相的

沉積岩所構成。在這個地區內，曾經經歷過

多次的變化，有火山岩的遺跡、隆升的珊瑚

礁石灰岩、斷層、縱谷平原、山澗構造，階

地堆積層等等。而龍鑾潭屬於階地堆積層、

珊瑚礁及沖積層的範圍。因此靠海的沿岸隆

起一二百公尺後，龍鑾潭就理所當然地收集

了珊瑚礁岩下的雨水，使水位在旱季仍能保

持一定。

        龍鑾潭的水源，計有雨水、核三廠民生

廢水、田地水、以及魚塭水；其中以雨水為

主要來源，其次則是核三廠民生廢水，兩者

比例約為44：1。由龍鑾潭流出的水，計有

兩處：(1)位於西北角的溢水壩，水位一旦高

於閥門，潭水便流出成為附近農地之灌溉用

水；(2)位於東南方的抽水站，以抽水馬達不

定時抽取潭水，供給灌溉用。綜合言之，目

前這片廣大面積的淡水，除部份供作鄰近居

民的用水外，並供給四周稻田的灌溉之用。



(三)龍鑾潭水質

        龍鑾潭位居南台灣之恆春半島上，潭水

的高溫期長達半年之久，目前龍鑾潭的最高

水溫高達3l℃(六月)，且每年從四到九月

屬於高溫期，最低水溫約為17℃(十二月)

，年平均約為23℃，屬於溫水性水域。

        龍鑾潭為淡水水體，水體呈略鹼性(pH

約在8左右)。溶氧量D O值也達6m g/L以上

；即使在高溫期，水層也不缺氧；此可能歸

因於適量的浮游植物行光合作用，釋出氧氣

，加上潭淺(最深不到4公尺)，氧氣易於在各

水層中補充之故。據研究指出，近年來龍鑾

潭水體的硝酸鹽濃度 (N O 3 -N )濃度

約在0.2∼1.6m g/L之間，磷酸鹽(PO 4-P)

濃度介於0.05∼0.2O m g/L間。這顯示龍鑾潭

有外來有機物質之污染，而本水域浮游植物

的生長限制因子為磷，因此附近的民生廢水

，以及水鳥的排泄物，都攸關龍鑾潭水域的

優養化。

龍鑾潭為天然不分層之溫水性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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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龍鑾潭生態--魚鳥翦影

        龍鑾潭除了本身的湖泊和沼澤，也與附

近溪流、農田、雜木林等形成複雜的環境。

棲息於水體中的魚類、蝦螺蜆類等水生生物

資源相當豐富，以及在湖面或四周環境出現

的植物和鳥類，也極具解說教育的價值。

        龍鑾潭為靜水型水域，水體中有許多浮

游性植物。其具有廣大的水體潭面，在岸邊

水面上有浮萍、滿江紅等浮水性植物；而在

岸邊水陸交會處則有李氏禾、舖地黍等禾本

科及莎草科的野荸薺為主的挺水性植物，其

中李氏禾為構成岸邊草澤的主要優勢種。潭

邊四周並長滿了五節芒和蘆竹等植被。

龍鑾潭中的蜆類

        在龍鑾潭水域中，常見的魚類計有七星

鱧、極樂吻蝦虎魚、高體魚旁魚皮、大肚魚

，吳郭魚等，這些魚類多棲息於湖岸草澤區

與相連通的水田區。其中七星體為台灣原生

種魚類，在許多地區已不常見，但在本區水

域中尚有族群分佈。目前其棲地顯然遭受外

來種吳郭魚的入侵而面臨生存威脅。吳郭魚

的攻擊性強，並已成為龍鑾潭優勢的魚種，

值得關切。此外，在草澤區也可見到一些淡

水蝦類、蜆類、螺類(福壽螺、田螺、網蜷、

台灣類扁蜷)等水生無脊椎動物。同樣地，外

來種福壽螺也侵入龍鑾潭岸邊草澤則與水田

，除了直接傷害水生植物外，也影響到整體

水域生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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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鑾潭岸邊草澤以李氏禾為優勢種挺水性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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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沼生態系統基本結構圖



        龍鑾潭的潭水面積廣，在水域四周長滿

了五節芒和蘆竹等植被，這些成了水鳥棲息

的天然屏障，再加上水域中的無脊椎動物和

魚類提供水鳥豐富的食物來源，均促成鳥群

在此廣大的湖面降落與棲息。入秋後本區進

入乾季，水域逐漸縮小，水潭四周出現的淺

水區、泥沼地，和附近水稻收割後的旱田區

，充分提供了水鳥所需要的各種棲息環境。

乾季一直延續到次年春末的四、五月也就是

水域面積最小的季節，此時除周圍淺水區加

大外，潭區南側形成大片泥地，沙地與草生

地，迎接著一群群北上水鳥的過境光臨休息

，蔚為湖光水色、鳥影繽紛的景觀。

湖畔水牛群與牛背鷺

龍鑾漳的過境候鳥

        根據近年的調查資料，在龍鑾潭地區，

被記錄的鳥類，計達150多種，其中留馬占

21% 、候鳥79% 。其中並有黑頸鷿虒鳥、唐白

鷺、黑鸛、白鸛、豆雁等10多種特殊之鳥類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已將龍鑾潭開闢成水

鳥保護區，及解說教育據點。

        龍鑾潭附近常見的留鳥有小鷿虒鳥、紅冠

水雞、白腹秧雞、栗小鷺、翠鳥、小白鷺、牛

背鷺等。潭水四周環繞著水稻田，常見有水牛

群及其伴隨的牛背鷺，彼此間亦步亦趨煞是有

趣。傍晚時分若有機會可見鷺鷥群盤旋歸巢壯

觀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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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鑾潭有許多過境鳥和冬候鳥在此歇腳

或過冬，以鷸珩科、雁鴨科、鷺科和鶺鴒科

為主，其中常見的候鳥，為鸕茲鳥、蒼鷺、

澤鳧、琵琶鴨、小水鴨、尖尾鴨、綠頭鴨、

花嘴鴨、白冠雞、小燕鷗等。本區曾經紀錄

較特殊的鳥則有唐白鷺、黑頸鷿鵜、冠鷿鵜

、黑鸛、白鸛和豆雁等。

        就龍鑾潭水域而言，通常每年一度的候

鳥遷移發生於八月，先有來自北方的鷺鷥群

開始進駐本區湖畔，而後在十月當冷鋒南下

時，白眉鴨、小水鴨和澤鳧等雁鴨群，飛抵

本區湖泊及沼澤區，爾後亦有多種雁鴨陸續

飛抵龍鑾潭，直到十二月才穩定下來。據統

計資料，平均每年都有十種以上的雁鴨記錄

，數量最多時約達一千二百隻以上，尤以澤

鳧為主要代表。這些雁鴨類候鳥通常於五月

上旬，飛離龍鑾潭水域。因此當東亞候鳥遷

移南下時，台灣的恆春半島是其重要的補給

站與渡冬區，並為龍鑾潭的湖光山色增添了

不少自然情趣。

        龍鑾潭既為水鳥保護區，其水質優或

劣?是否含營養鹽太高?是否已受人為優養

化影響，對保護區的影響很大，並關係著此

湖泊的演替及生命網。因此為了水鳥的生存

權利及龍鑾潭的壽命設想，當我們在此休閒

旅遊、賞鳥時應抱著尊重生命和關愛大自然

的態度，並維持環境的整潔，以免污染了潭

水，也破壞了龍鑾潭自然翦影之美。

停泊於湖上的雁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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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力溪解說點(Paoli River)

(一)保力溪流域地理環境

        保力溪流域為台灣的次要河川，是墾丁

國家公園境內西部的重要河川，在射寮附近

出海形成的河口生態交會區。昔日水源豐富

，船隻可由射寮溯溪而上，為恆春水運對外

的門戶，今日則為一個漁港，可見到幾艘漁

船停舶在岸旁。基於河口生態的特殊性，加

上地利之便，保力溪河口是墾丁國家公園淡

水生態重要的解說據點之一、

        保力溪流域位於墾丁國家公園西側區，

屬於保力溪集水區；在水資源上，分類為台

灣地區之次要河川。本河川流域發源於中央

山脈南端，其主流源自四林路山、五重溪山

、南勢港山、保力山等諸山，向西流經大埔

、溪瓏，至瓏埔附近與其主要的支流網紗溪

匯合，經新街，在射寮注入太平洋台灣海峽

，為恆春鎮與車城鄉的界河。流域全長15公

里，流域面積達105平方公里。

        本地區流域之地形變化，在上游山區的

源頭溪谷地區，可見河谷狹窄，常形成深山

幽谷及飛瀑的自然景觀。至中游地區，溪谷

漸趨平坦，溪岸附近有明顯的惡地地形及礫

岩巨塊特殊景觀；下游區段溪谷開展，攜帶

大量堆積物形成寬廣的沖積層階地；到了河

口區常造成沙丘的堆積及砂嘴的地形景觀，

以及偶有珊瑚礁台地的特殊景觀。並由於冬

季時，因有盛行風吹送，河口常封閉而形成

保力溪出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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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口溪」；到了雨季時，由於溪水流量大

，河口砂堤被衝開而形成砂嘴的地形。

        本流域流經的地層可概略分為，在上游

流經地區主要地層以長樂層為主，岩層以深

灰色頁岩為主，偶有灰色砂岩；中游流經地

區，主要地層以階地堆積層及墾丁層為主，

其中階地堆積層之岩層主要以粘土、砂及礫

石為主，而墾丁層之岩層主要以泥岩及頁岩

為主，含火成岩及沉積岩之礫岩巨塊。至下

游與網紗溪流經地區，主要地層以沖積層為

主，岩層主要以砂、礫石、粘土及珊瑚礁碎

屑等。

保力溪河口及砂嘴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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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力溪支流--網紗溪

        網紗溪為保力溪最重要的支流。其上游

源頭由龍鑾潭之潭北人工洩水口北流出，經

四溝、三溝、頭溝等地，在瓏埔附近注入保

力溪，隸屬於保力溪流域，在恆春平原上形

成彎曲的河道，平緩的向北流，呈現出曲流

型的河道型態。從前是恆春對外的主要交通

線之一，目前僅作為農田灌溉用的渠道之用

。重要的解說據點從龍鑾潭北人工洩水口至

龍潭橋，為網紗溪上游。

        網紗溪上游的河岸植被主要為茂密的禾

本植物，並雜有叢生的蘆葦與林投等植物。

河岸稍遠處尚有龍葵、刺茄等茄科植物，以

及牛膝等植物，岸上陸旁並有相思樹佇立其

間。此處豐富的植被正提供了昆蟲們最佳的

覓食及棲息的場所，因此昆蟲數量繁多，稻

蝗、負蝗等蝗科昆蟲為此處的主角，而美麗

的赤星椿象及嬌小玲瓏的波紋瓢蟲亦穿梭其

間，有時更可見到華麗的黃裳鳳蝶在此翩翩

飛翔。昆蟲數量眾多，也就吸引了許多鳥類

的光臨。岸邊的建築物、電線桿或電線上，

可見成群的麻雀及八哥在此嬉戲或休息，並

有綠繡眼佇立樹梢。水邊則可見到小白鷺、

綠簑鷺，冬天候鳥季節尚可見到成群的鷸科

鳥類正拼命的覓食，其中以磯鷸及小環頸金

斑居多。

網紗溪的入水口--龍鑾潭



網紗溪及其河岸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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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區河段有居民放養鴨子，這些鴨子雖

然生動了網紗溪的畫面，但是鴨群的的排泄

物在水面下卻造成了黑濁的水色、及水體的

優養化；其中營養鹽之磷酸鹽濃度高達2.5

m g/L以上，以及紅蟲與孑孓等耐污濁的指

標生物，均可例証。水域中有七星體、鯽魚

及外來種吳郭魚等魚類的棲息。令人關切的

是，惡化的水質、人為引進的吳郭魚與流刺

網濫捕等行為，都將嚴重威脅本地珍貴的原

生種(七星體)魚類生存。

        河邊小徑的另一側為大片草地，草地上

有幾隻放牧的牛群。在此也吸引了許多鳥類

的棲息，一群群的牛背鷺伴著一隻隻的牛，

小雲雀也在此一展美妙的歌喉，聲音隨高度

而變化，充分展露其百靈鳥科的長才。

網紗溪旁的閘門



網紗溪畔的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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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力溪支流及網紗溪合流處

        本解說點位於保力溪主流及其支流網紗

溪合流處，由此放眼望去，可見兩條溪流的

水界分明，並展現出河川主支流交會的生態

現象。

        在合流前的網紗溪，河水有藻類繁生等

優養化的現象，其河床以礫石及有機物碎屑

等為主要成分。本河段的棲息大型水生動物

，計有：鯽魚、鯔魚、吳郭魚等魚類，以及

蝦、蟹、貝類、螺類，而蜻蛉、石蛉、石蠶

、蜉蝣、螻蛄、水黽等水生昆蟲數量也相當

豐富。彼此的形態大異其趣，亦各有其食性

、及棲地生態區位。

        東來匯流前的保力溪，主要為細砂土構

成的溪床，水較網紗溪深且清澈，生物明顯

減少，兩溪交會之後，溪水一邊混濁，一邊

清澈，形成一幅令人稱奇的景象。

        合流處的河岸，除了地毯草形成的草皮

外，亦有林投形成的群生林及生長在石縫中

的木本植物，如水黃皮還有叢生的狼尾草及

割手密，在較高的河岸則有數量相當多的銀

合歡。豐富的植被亦提供了昆蟲良好的棲息

場所，因此昆蟲數量不少，其中葉蟬及蝗蟲

最多。由此可知生物的棲息地與生物的種類

及數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加強維護

自然的生態環境，減少人為的破壞是相當重

要的。

        位於網紗溪與保力溪中間的沙洲，叢生

的割手密形成草林，草林內雜生有蝶豆、倒

地鈴等植物，提供了鳥類絕佳的棲息環境。

珠頸斑鳩及紅冠水雞均可見其蹤跡。沙洲邊

緣則為馬鞍藤與匍匐性的禾本科植物雜生，

向外延伸以保持沙洲土壤，可見灰鶺鴒及小

河床有機物碎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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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鷺漫步其間。冬季時，尚可見到如磯鷸、

小環頸金斑等鷸科候鳥在此覓食。靠近保力

溪一側，還可見到河烏、烏頭翁與紅鳩的蹤

跡呢！在合流處附近，不時可見家燕、赤腰

燕、棕沙燕等燕科鳥類在空中迴盪，展現其

優異的飛行技術，並捕食著由河水中羽化的

昆蟲。

保力溪主流及其支流網紗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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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力溪河口生態

        在淡水生態上，保力溪流域屬於流水型

的河川生態系統，並在其入海處形成了河口

生態系統。保力溪河口稍遠處的河岸築有河

堤，鮮少植被，僅在河堤縫間長有少許草本

植物及分佈著馬鞍藤及長柄菊。

        河口區為一半鹹水的河口生態系統。在

河水湍急的保力溪河口，可見河床邊緣長有

藻類，並有不少螺類及貝類。岸邊的石頭下

，則躲著羞澀的小螃蟹，沙灘上一個個小洞

，亦呈小螃蟹們的棲身之所。

        保力溪河口區的水質鹽分及導電度頗高

，除了純淡水域的生物外，也有耐鹽性的徊

游性動物出現於河口區。

河口藻類及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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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力溪河口附近海域及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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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在保力溪河口捕撈魚苗



        出現於本河口的魚類計有鯔魚(鯔科)

、六帶參(參科)、花身雞魚(條紋雞魚科

)、杜氏天竺鯛(天竺鯛科)、黑鯛(鯛科

)等洄游性魚類，這些魚類適應海水的適應

力極強，在生態特性上，歸類為周緣級性淡

水魚。本河口最為人所熟知的魚類，除了鯔

魚(俗稱烏魚)外，則是以條紋雞魚科的花

身雞魚為代表，俗稱花身仔。這些魚類身體

側扁呈橢圓形，體例有三、四條深褐色縱帶

。常在河口的半鹼水區域成群地沿水表層游

動，對於污染的耐受力強。多在河口區棲息

，以小魚、甲殼類或小蝦等無脊椎動物為食

。杜氏天竺鯛也是保力溪河口區的魚類，俗

稱稻氏天竺鯛、大類切阿，雄魚有口孵習性

，多棲息在河口區防波堤底的消波樁內或岩

石海岸及珊瑚礁的洞穴，亦以小魚、甲殼類

或小蝦等無脊椎動物為食。這些洄游魚類

(另如烏魚)進出淡海水間，其目的主要是為

攝食，而非產卵而已。因而其歸屬於自由性

洄游(Amphidromy)，而這些洄游性魚

類可上朔達一公里以上，至保力溪與網紗溪

匯流處。在冬季時本保力溪河口附近有大量

的鳥魚苗，常可見到漁民們在此捕撈魚苗，

而放養於池塘養殖用。

        此外，水邊常見有小白鷺在此覓食，岸

邊堤上可見藍磯鶇的蹤跡，家燕亦在此來回

飛翔。冬季時，常可見到一些鷸科鳥類在此

停留覓食。

杜氏天竺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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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港口溪解說點 (Kangkou River)
  

        港口溪流域為台灣的次要河川，是墾丁

國家公園境內西部的重要河川，在港口附近

出海形成的河口生態交會區。今日港口溪河

口附近地區發展快速，與道路、橋樑相近，

並有著名的港口茶園在河口相區不遠之處。

基於河口生態的特殊性，加上地利之便，港

口溪河口也是墾丁國家公園淡水生態重要的

解說據點之一。

(一)港口溪流域地理環境

  

        港口溪流域位於墾丁國家公園東北區，

為恆春半島最長的河流，屬於港口溪集水區

。在水資源分類上，歸納為台灣地區之次要

河川。本河川流域發源於中央山脈南端之高

士佛山、萬得里山、出風山、豬老束山等郡

嶽，西鄰保力溪流域，由北往東流經響林、

滿州、射麻里等村落，以及主要支流欖仁溪

等匯入港口溪，至港口注入太平洋。流域幹

流全長33公里約為保力溪(15公里)之兩倍

，但流域面積(102平方公里)則與保力溪

流域(105平方公里)相近。

        本地區流域之地形呈現富饒變化，在上

游南仁山區的源頭溪谷地區，可見由山谷之

間，有自然而成雨水集匯地的南仁湖。而至

中游地區，溪谷漸趨平坦，又有明顯的河階

地形景觀；下游區段溪谷開展，夾帶大量堆

積物形成寬廣的沖積扇，造成沙丘的堆積及

砂嘴的地形景觀，以及偶有珊瑚礁台地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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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景觀。並由於冬季時盛行風吹送，河口常

封閉而形成「渡口溪」。

        本流域流經的地層可概略分為，在上游

流經地區主要地層以長樂層為主，岩層以深

港口溪河口的沒口溪景觀

灰色頁岩為主，偶有灰色砂岩；中下游流經

地區，主要地層以階地堆積層及沖積層為主

，本岩層主要以粘土、砂及礫石為主。



河口水質受到海水交會影響

(二)港口溪河口水文水質

        在淡水生態上，港口溪流域屬於流水型

的河川生態系統，並在其入海處形成了河口

生態系統。

        港口溪河口的河水，由於流水的潮汐作

用，呈現雙向交流的情形；同時由於位於淡

水和鹹水的接觸地帶，其水質含鹽濃厚。依

據近年來水質調查資料可知，目前港口溪河

口的水溫在下季高達30℃以上，而在冬季也

超過20℃，屬於溫水性水域。水體呈略鹼性

(pH 約在8左右)；溶氧量D O 值也達6m g/L

以上；水體營養鹽(N O 3-N ,P O 4-P )含

量也不高。整體而言，港口溪河口區之水質

狀況尚未出現污染現象，唯河口區的水質鹽

分及導電度(約9m s/cm )較高。不過，在

河川下游感潮河段區，加上受到潮汐影響，

水質通常在高低潮間會發生很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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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港口溪河口生態

        港口溪河口的植被在生態特性上，由於

環境中的鹽份較高，故植被多為低矮而抗體

性強之植物。岸邊沙地遍佈著馬鞍藤，邊緣

地帶雜有蔓荊、長穗木、銀合歡等的生長，

動物則鮮少，顯示此處的環境較不適合生物

的棲息。沙土交混的溪岸，為馬鞍藤及禾草

植物所覆蓋，雜有少數灌木，並有孟仁草形

成的草原。動物則較沙地為豐，蝗蟲及椿象

為這兒的主角，偶而還能發現豆娘駐足在岸

邊的禾草上隨風搖曳。在植被底層的地表，

有時尚可發現蛙類的蹤跡。由於風勢強大，

在此生長的植被提供了這些動物最佳的蔽護

所。

        港口溪流域目前出現淡水水域生物計有

43種淡水魚類、12種蝦類及6種蟹。由於出

海之河口區的水質鹽分及導電度頗高，除了

純淡水域的生物外，也有耐鹽性的洄游性動

物出現於河口區。

六帶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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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出現於港口溪河口的魚類計有鯔魚

(鯔科 )、六帶參 (參科 )、花身雞魚 (條

紋雞魚科)、青砂駿(砂駿科)、雙邊魚(

雙邊魚科)、黑鯛(鯛科)、銀紋笛鯛(笛

鯛科 )、黑石鱸 (石鱸 )、台灣輻 (輻 )、

金叉舌蝦虎(蝦虎科)、雙鬚叉舌蝦虎(蝦

虎科)、頰斑細蝦虎(蝦虎科)、銀鱗鯧(

銀鱗鯧科)、線紋叉鼻魨(四齒魨科)等洄

游性魚類，這些魚類適應海水的適應力極強

，在生態特性上，歸類為周緣級性淡水魚。

        本河口最為人所熟知的魚類是以鯔科的

鯔魚為代表，俗稱烏魚，這些魚類身體呈紡

垂狀流線形，常在河口的外，對於污染的耐

受力也強，其鰓耙細長；形成一個濾過器可

濾取藻類及有機物碎屑為食。當兩歲以上成

魚後，每年冬季由大陸沿海匯集到港口溪等

台灣南部沿海產卵。六帶參也是港口溪河口

區的魚類，俗稱蛙仔魚、甘仔魚，幼魚體側

有六條寬橫斑，多在河口區棲息，以小魚或

小蝦等無脊椎動物為食，成長後體側橫斑則

消失不明顯。此種洄游魚類(另如花身雞魚

)進出淡海水間，其目的主要是為攝食，而

非產卵而已。因而其歸屬於自由性洄游，而

這些洄游性魚類可上朔達港口溪的中下游。

        港口溪河口草岸邊，水流較緩，水面上

有許多水黽游動，河底長有藻類，並可見到

螺類、蟹類等無脊椎動物。冬季時本港口溪

河口附近有大量的烏魚苗，需可見到漁民們

在此捕撈魚苗，而放養於池塘養殖用。

烏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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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在港口溪河口捕撈烏魚苗



100

        在港口溪的入海的河口附近地區並未形

成沼澤區，河口多沙質，有機質不多，棲息

的小型無脊椎動物也少。加上風勢強大，出

現的鳥類並未如台灣西海岸河口區為多，鳥

類多停留在河岸邊、橋上或枝頭上，因而在

距離河口稍遠處的久光橋附近，出現的留鳥

較多。尤其在出海口的砂洲附近，更是鷸珩

鳥科水鳥(如磯鷸、黑胸行鳥等)最好的覓食

場所。

        此外，可觀賞到的鳥類有翠鳥、白鶺鴒

、黃鶺鴒、番鵑、藍磯鶇、小白鷺、大巷尾

、烏頭翁，有時尚可見到樹鵲、岩鷺，若天

氣晴朗，還可見到大冠鷲在天空盤旋呢!秋

冬之際，更可見到成群的灰面鷲、紅尾伯勞

、赤腹鷹在此過境。河岸邊及道路兩旁，村

民在此種植蔬菜，常可見蝴諜在此穿梭飛舞

，而這兒正是臺灣最南端的蝴蝶避冬谷。在

此的生物多采多姿，值得大家來此探索，以

了解整個港口溪的河口生態，進而培養生態

保育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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