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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年度共於九次野外調查中採集 277種物種，其中 67總為新紀錄之物種，總計

於所有計畫年度共採集 13目 95科 518種昆蟲物種，其中包含陸生螢火蟲九種，

但尚未有水生螢火蟲之採集紀錄。計畫期間舉辦兩場環境永續利用之教育研習會，

期會議除針對當地環境教育人員，亦有居民以及地方仕紳參與。研究團隊共進行

五次森林棲地復育與管理示範，並與當地商家業者達成：1. 蚊蟲防治管理，清

除環境堆積物與落葉；2. 森林原生蜜源植物管理，增加移植原生蜜源植物，減

少蜜源植物之砍伐；3. 森林原生昆蟲可利用植物管理，增加昆蟲可利用之植物，

移除外來入侵植物三點共識，並將由業主進行自我監測以檢視棲地韌性復育之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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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楠梓仙溪野生動物保護區位於臺灣高雄市那瑪夏區的楠梓仙溪及其支流，是為了

保護當地淡水魚類及其棲息環境。因進入那馬夏區之公路開通，使大批遊客前往

楠梓仙溪上游支流遊憩與利用非法方式捕獵溪流魚群，對此，當地居民發起護溪

計劃「三民鄉楠梓仙溪魚類資源保護計畫」，進而於 1993年依據《野生動物保育

法》之公告成立野生動物保護區，為臺灣第一個溪流保護區，劃分核心以及永續

利用兩保護區。保護區範圍包括那瑪夏區境內長約 28公里的楠梓仙溪主流及其

11條支流，總長約 33公里。主流平均寬 45 公尺，水域面積約 274.22 公頃。 

 

於保護區成立後，動物調查計畫即於 1996年開始擴大進行（方，1996），然而截

至 2014 年止，此類計畫均僅針對溪流流域魚、貝及甲殼類，甚少關於昆蟲相之

調查。唯獨在莫拉克風災之後重創了那瑪夏地區，棲地環境受損嚴重，林務局在

100 至 105 年度委託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進行魚類資源包含部份水棲昆蟲復原

狀況之調查與監測工作（韓，2011、2012、2013，邱，2015）中，記錄水生昆蟲

9 科 27 種（韓，2011、2012、2013），而陸域昆蟲部份，尤其是具有環境品質監

測、保育價值，與教育觀光價值之物種，以其相關棲地之調查則付之闕如，連玉

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所轄範圍內之楠梓仙溪部份也未見任何資訊（楊，2004），因

此為了瞭解風災後棲地受損、物種多樣性，與地方政府在管理經營上可發展之方

向，有必要進行初步的物種普查與棲地保育評估，以利政策之設計與推動。 

 

為了瞭解風災後棲地受損、物種多樣性現況，與地方政府在管理經營上可發展之

方向，本研究團隊於 105與 106年度針對楠梓仙溪野生動物保護區範圍已進行：

（1）轄區內陸域與週邊溼地之重要陸生與水生昆蟲進行普查；（2）評估現有昆

蟲資源與森林與溼地品質之間的關係；（3）挑選在環境監測、科學研究、教育宣

導、生態產業重要之指標物種；（4）評估重要昆蟲棲地之品質以及所受到之威脅；

（5）針對具有自然與產業永續經營之昆蟲進行重點調查；（6）加強社區居民、

學校與觀光產業業者之自然永續經營概念，以及（7）提供管理建議與相關教案。

至 106 年度計畫期間，研究團隊在重要資源昆蟲普查方面一共調查昆蟲物種 13

目 79科 450種，其中有 7種螢科物種。並且藉由普查物種中的蝶類以及螢火蟲

分布狀況瞭解開發與道路之影響，由監測此兩類昆蟲之分布，我們認為地區開發

確實會影響螢火蟲以及蝴蝶生態，雖然目前各樣點仍有螢火蟲與蝴蝶的紀錄，但

若無法改進或維持現況，未來將可能使得具有自然與產業永續經營之昆蟲物種消

失在特定區域中。此外研究團隊也完成座談會以及講習會各一場，並於座談會中

討論到如何將永續的自然資源與社區結合以及自然資源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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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擬解決問題 

 

楠梓仙溪於莫拉克颱風後，自然環境資源受其重創，雖林務局曾於 100 年至 105

年度委託國立海洋生物科學博物館進行魚類資源包含部份水棲昆蟲復原狀況之

調查與監測工作。然而陸域昆蟲部分、尤其具有環境品質監測、保育價值與教育

觀光價值之物種也僅於 105 至 106 年由本研究團隊調查紀錄 450 種。為持續瞭

解此研究區域的物種組成與特性與地方觀光產業、與地方政府管理經營方向的可

行性的關聯，本年度將持續進行物種普查與棲地保育評估，此外也將特別針對當

地具有觀光產業與在地教育價值之昆蟲進行重點調查與文案編纂，在當地社區、

產、官、學合作的合作之下推行具有自然生態永續經營之管理策略。 

 

（二） 計畫目標 

 

1. 持續進行轄區內陸域與週邊濕地之重要陸生與水生昆蟲之普查：將著重於陸

生及水生螢火蟲之調查，確認是否有水生螢火蟲存在。 

2. 輔導業者自主監測與環境管理：確認業者的營業、賞螢與經營路線（民宿、

露營、農業）與範圍；協助挑出可留意的物種、棲地環境、監測因子、以及

調查數據回報方式；教導環境管理方式。 

3. 進行森林棲地復育示範：為達自然環境的資源永續利用，期間將示範環境整

理，植栽挑選與提供管理策略。 

4. 辦理永續利用教育研習會：聽取地區業者意見以及研習教學共兩場。 

 

（三） 重要工作項目 

 

表一、107今年度重要工作項目 

重要工作項目 單位 本年度預定目標 

持續進行轄區內陸域與週邊濕地

之重要陸生與水生昆蟲之普

查 

次 9 

輔導業者自主監測與環境管理 家 5 

進行森林棲地復育示範 場 5 

永續利用教育研習會 場 2 

 

 

 

 

 



3 
 

 

二、材料與方法 

 

（一） 計畫範圍 

 

為持續進行轄區內陸域與週邊濕地之重要陸生與水生昆蟲之普查，研究團隊擬使

用九次的調查，並延續過往樣點進行目視、掃網、燈光誘集、陷阱誘集的採集。

採集到的昆蟲樣本除製成標本外，部份可飼養之活體也將攜回研究室飼養。所有

樣本都將被數位化，並置於公開網頁資料庫上，以利公部門、業者與大眾之參考。 

 

依據研究可行性、未來監測可行性、舉行教育與生態觀光活動可能性之下，我們

分別挑選涵蓋轄區之重要產業道路進行調查。調查地點將挑選在林相、海拔、濕

度、向陽性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地點進行目視、掃網、燈光誘集、陷阱誘集的採集。

其樣點設選於達卡努瓦里以及瑪雅里，共設置樣點六處，分別為三條產業道路樣

點以及三處溪流樣點，基於研究團隊過往研究之基礎，於 107度擴大範圍螢火

蟲資源調查區域，因此除了原有六個原有持續樣點之外，我們另行新增加四處賞

螢路線為採集樣點，藉此擴大調查此區域螢火蟲物種的分布範圍（圖一）。 

 

1. 一溪（樣點代號：溪 1）（圖二）：為開闊地，白天全日照，屬乾燥環境，海

拔高度約 737m，經緯度為 120.724217, 23.280894 （120°43'27.17"東，

23°16'51.22"北）。位於過去前往龍鳳瀑布之產業道路，屬重度開發之地段，

其兩旁多栽植山櫻花與果園及農地。此河段未見汙染，但河道已經開始進入

整治工程。林相屬重複人為開發的次生林，其河段上方無森林植被覆蓋，其

兩旁主要植被為竹亞科，五倍樹、禾本科草本植物、山櫻花、朴樹、血桐、

山黃麻、青苧麻、水麻等，均為陽性耐旱植物。 

2. 五權溪（樣點代號：溪 2）（圖三）。為開闊地，白天全日照，屬乾燥環境，

海拔高度約 659m，經緯度為 120.715953, 23.266755 （120°42'57.43"東，

23°16'0.32"北）。樣點位於旗甲公路上民權橋旁。此河段稍遠離住宅區，未

見汙染亦無河道工程。林相屬次生林，其河段上方無森林植被覆，週遭植物

以禾本科草本植物為主，木本植物為山黃麻、血桐、五倍樹與山櫻花，另有

葛藤、槭葉牽牛花等，均為陽性耐旱植物。 

3. 那多羅薩溪（樣點代號：溪 3）（圖四）。為開闊地，白天全日照，屬乾燥環

境，海拔高度約 562m，經緯度為 120.695732, 23.227587 （120°41'44.64"東，

23°13'39.31"北）。樣點位於位於旗甲公路上民族橋旁。河段雖遠離住宅區，

但仍為當地居民遊憩地點，未見汙染亦無河道工程。林相屬次生林，河段上

方無森林植被覆，週遭以禾本科草本植物為主，銀合歡、青苧麻、五倍樹、

血桐、大花咸豐草及軟毛柿等，均為陽性耐旱植物。 

4. 一溪旁產業道路（樣點代號：陸 1）（圖五）。屬半開闊地，正午過後為主要

的日照時間，環境濕度略乾。，海拔高度約 762m，經緯度為 120.723929, 

23.286753 （120°43'26.14"東，23°17'12.31"北）。位於重度開發產業道路，

附近設有露營區、果園、農地與工寮。林相屬重複人為開發次生林。樣點上

方森林覆蓋度不佳，主要植被以竹亞科植物、果樹為大宗，次為禾本科草本

植物與樟樹，朴樹、山櫻花、月桃、白匏子、姑婆芋、大花咸豐草、漢氏山

葡萄、菝契、山棕等。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espv=2&biw=1280&bih=899&q=%E6%A7%AD%E8%91%89%E7%89%BD%E7%89%9B%E8%8A%B1&spell=1&sa=X&ved=0ahUKEwiw3oaxw-POAhVGHZQKHROkD8QQvwUIFy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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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五權溪旁產業道路（樣點代號：陸 2）（圖六）。屬半開闊地。正午過後為主

要的日照時間，海拔高度約 661m，木本植被覆蓋度尚可，因此能保有林下

地區之濕度，地表亦有大量腐質層，環境濕度略濕。經緯度為 120.715111, 

23.266314 （120°42'54.40"東，23°15'58.73"北）。此樣點為舊有產業道路，

較遠離住宅區，開發跡象少且通行人數少。林相屬次生林，森林覆蓋度尚可，

植被以竹亞科為大宗，冷清草、台灣秋海棠、青剛櫟、朴樹、血桐、姑婆芋、

土肉桂、山香圓、地衣、卷柏科、山棕、台灣毛蕨等。 

6. 旗甲公路 203.9K 處賞螢步道（樣點代號：陸 3）（圖七）。開闊地。白天全日

照，海拔高度約 584m，屬乾燥環境，經緯度為 120.688163, 23.252876 

（120°41'17.39"東，23°15'10.35"北）。為重度開發之產業道路，兩旁有果園

與農地，亦為那瑪夏區公所所設置官方賞螢步道。林相屬重複人為開發次生

林，無森林覆蓋度可言，附近以竹亞科植物與山黃麻、血桐，少量樟樹，草

本植物多為大花咸豐草以及和本科植物。 

7. 達卡努瓦賞螢步道（樣點代號：陸 4）。屬保存較為完整之次生林，但亦有

些許開發為果園之區域，海拔高度約 745m。經緯度為 23.26472, 120.7203。

此處屬於部落外圍山區產業道路，開發區域並不嚴重。 

8. 櫻之屋民宿前產業道路（樣點代號：陸 5）。此路段嚴重開發，如檳榔樹、

芒果樹或芭樂樹等果樹，海拔高度約 833m。經緯度為 23.286666, 120.7269。

此區域位於嚴重農業開發區域邊緣，其林道末端亦為大範圍之龍鬚菜園。 

9. 卜谷嵐露營區產業道路（樣點代號：陸 6）。屬次生林保存較為完整之路段，

周圍已禾本科竹亞科植物為主，海拔高度約 738m。經緯度為 23.23222, 

120.7003。 

10. 南沙魯賞螢步道（樣點代號：陸 7）。因楠梓仙溪支流整治工程，海拔高度

約 566m，此步道屬高度人為破壞路段。經緯度為 23.21472, 120.6928。樣點

位於河道整治區域之邊緣，其次生林相多數均已被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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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樣點位置圖。背景圖片來源為 Googl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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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一溪樣點河道整治工程環境照。A、上游方向；B、下游方向，均已開始

進行河道工程。106 年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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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五權溪樣點環境照。A、上游方向；B、下游方向。105年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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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那多羅薩溪樣點環境照。A、上游方向；B、下游方向。105 年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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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一溪旁產業道路樣點環境照。A-B、樣點周圍環境與植被狀況。105年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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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五權溪旁產業道路樣點環境照。A-B、樣點周圍環境與植被狀況。105年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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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旗甲公路 203.9K 處賞螢步道樣點環境照。A-B、樣點周圍環境與植被狀

況。105 年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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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進行方式 

 

1. 持續進行轄區內陸域與週邊濕地之重要陸生與水生昆蟲之普查：本團隊於九

次的調查時間，依燈光誘集、掃網、定點採樣、目視以及飛行攔截陷阱採集

昆蟲樣本，所有樣本樣本皆先行進行形態種(morpho species)分類，並收置於

裝有 70%酒精之樣本瓶保存或以針插方式固定於標本箱中，放置 70%酒精

之樣本將逐步轉放置 90%之酒精中。如稀少或鑑定難度較高之昆蟲則將視其

體型大小將其足部或全身置於 99%酒精中以利後續分子系統學研究。在經過

這些流程處理完標本後，我們將建立各形態種之編號，隨後將其影像數位化、

根據過往資料與文獻鑑定至屬與種級，並置於公開網頁資料庫上，以利公部

門、業者與大眾之參考。 

 

(１) 燈光誘集：設置於三個溪流樣點。採用PL三波長PL工作燈（均為13W），

於 18:00-0:600 共進行 12 小時之夜間燈光誘集；誘集之樣本均收集帶回

鑑定。 

(２) 掃網：進行於三個陸域樣點。取固定路線約 30 公尺，以短竿（約 100

公分）以及長竿（約 810 公分）沿途各來回掃網 30 網，共計 60 網。

網袋均使用日本志賀製細目蟲網，防止樣本因過粗之質地網目而受傷

害。 

(３) 定點採樣：進行於溪流樣點。於可下水範圍，利用水生昆蟲採集網撈

取石頭縫以及草叢或落葉堆。採取到之活體樣本均移至實驗室內飼養

與鑑定。 

(４) 目視：在陸域樣點路段同掃網路段，針對大型且易辨識之昆蟲。在溪

流樣點因走動不易，因此選擇定點方式觀察 20 分鐘，並記錄大型且易

辨識之昆蟲。 

(５) 水生與陸生螢火蟲棲地尋找：我們延續 106 年所選擇之五權溪與那多

羅薩溪，以徒步方式沿溪流岸邊向上游行走，於可能之環境地區設置

離地約 30 公分（以輕便型飛行攔截器懸掛端為基準）、60 公分以及 1

公尺共 3 組輕便型飛行攔截器（由 5800cc 透明寶特瓶改裝，採雙面共

約 360 度開口，以瓶口朝下方式懸掛，並於平口下方懸掛非密閉式布

袋收集掉落陷阱之昆蟲），每次懸掛時間為期 48 小時並於每天巡察是

否有螢火蟲掉落其中，掉落其中之螢火蟲現場均先拍照後並以 70%酒

精包存，以便後續研究進行。兩溪各設置 2 樣點，總計共設置 4 點 12

組輕便型飛行攔截器。 

 

2. 辦理永續利用教育研習會：協請地方於重要生態環境相關活動中安排專業講

師或由研究團隊安排，授與自然生態相關以及永續利用之研習課程。 

3. 輔導業者自主監測、環境管理與進行森林棲地復育示範：依地區選定具有環

境代表性以及農作物代表性的業者進行溝通，確定能夠配合後依照業者之經

營方式擬定各自的自主管理策略，將策略流程化製作教育方案，各家業者能

從教育手冊中了解現有的作物、環境或地區是如何影響自然資源的永續經營，

並教導業者進行各個因子的監測，使其能整理監測數據並上傳至各個公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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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資料庫。為避免天然森林棲地逐漸被破壞，我們示範如何在整理森林棲地

同時有不破壞原有環境，並提供物種栽種策略以及管理方式。 

 

三、計畫執行成果 

 

（一）持續進行轄區內陸域與週邊濕地之重要陸生與水生昆蟲之普查 

 

今年度至 11月 1日團隊一共進行九次野外調查，九次調查共採集 277種物種，

含革翅目 2科 3種；螳螂目 1科 2種；蜉蝣目 3種；毛翅目 2科 3種；蜻蛉目 3

科 7 種；直翅目 6 科 10 種；膜翅目 3 科 10 種；雙翅目 15 科 21 種；半翅目 10

科 17種；鞘翅目 11 科 47種；鱗翅目 21科 154 種。其中 210種為往年計畫曾經

調查之種類，67 種為今年度新調查之物種包含半翅目 7 種；直翅目 1 種；革翅

目 2種；蜉蝣目 1種；蜻蛉目 1種；膜翅目 4種；鞘翅目 9種；螳螂目 1種；雙

翅目 12種以及鱗翅目 29種。累積昆蟲物種調查記錄毛翅目 4種；半翅目 30種；

直翅目 12 種；革翅目 3 種；等翅目 2 種；蜉蝣目 3 種；蜻蛉目 7 種；膜翅目

16種；鞘翅目 63種；螳螂目 2種；襀翅目 1種；雙翅目 26種；鱗翅目 349種，

總計 13目 95科 518種（圖八、附錄一）。 

 

由於過往並沒有關於那瑪夏地區的昆蟲研究紀錄，因此我們根據在地居民口耳相

傳以及每一年的螢火蟲季宣傳，得知此地區應當有 20種以上的螢火蟲種類生存，

不過研究團隊目前僅紀錄 9種陸生種類（圖九），其中以黑翅螢分布區域最為廣

泛，其次為大端黑螢（表二），而水生螢火蟲則從未有過採集紀錄。 

 

根據研究團隊與當地居民的口頭探訪紀錄，莫拉克風災破壞了當地許多螢火蟲原

有的棲息地，而風災後的重建工作也漸漸將原有棲地開發成居民活動區域，在風

災與後續的開發中，螢火蟲棲地與部落邊緣的界線被持續往深山推進，也因此，

當地居民在描述風災前後的螢火蟲種類與數量時，提及莫拉克風災後螢火蟲出現

的數量明顯減少，但種類是否也有所減少則無法確定。 

 

由於此地過往嚴重缺乏昆蟲資源調查，因此研究團隊無法確認水生螢火蟲是否存

在於那瑪夏三里的部落中，或是因風災導致族群消失。在研究團隊持續尋找水生

螢火蟲同時，也觀察到其部落周遭的楠梓仙溪支流多數均已接受河道整治工程並

持續整治中，整治中的工程改變支流原先可提供的生態棲位，使得倚賴水源生活

的生物無法在這些支流中生存，而我們也以風災前確實有水生螢火蟲為前提推測，

以現階段的溪流環境條件，不論是適合靜水域的黃緣螢或是流水域的黃胸黑翅螢，

都無法穩定的建立起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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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那瑪夏的地方行政單位為增進更好的賞螢與復育螢火蟲環境，有意興建復育

水生螢火蟲的生態池，但根據研究團隊對於支流水域狀況的紀錄、水域內食物鏈

的供應以及河道開發的紀錄，目前所得到的溪流環境資訊均不屬於水生螢火蟲可

建立族群之環境，意味生態池並無法發揮其復育水生螢火蟲的作用。對此，我們

建議應當等待溪流河道自行恢復其原有生態功能後，再觀察是否有原生水生螢火

蟲在這些支流中建立起族群，如有，興建生態池飼養水生螢火蟲將能提供良好的

環境保育教育作用；如無，則無需特地興建生態池飼養水生螢火蟲，因為由外引

入的水生螢火蟲雖能在人工池中生存，但未必能存活於野外環境，而且也可能破

壞原先早已達成生態平衡，影響在地原生昆蟲生存空間。 

 

表二、本研究所記錄之螢火蟲種類以及其分布區域。 

 
陸 1 陸 2 陸 3 陸 4 陸 5 陸 6 陸 7 溪 1 溪 2 溪 3 

大端黑螢 

Abscondita anceyi           

黑翅螢 

Abscondita cerata           

梭德氏脈翅螢 

Curtos sauteri           

弩螢  

Drilaster sp.           

雲南扁螢 

Lamprigera yunnana           

紅胸窗螢 

Pyrocoelia           

山窗螢 

Pyrocoelia praetexta           

橙螢 

Diaphanes citrinus           

擬紋螢 

Luciola curtithor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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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累積調查之各目昆蟲種類數量比例圖。

0.19% 

0.39% 

0.39% 
0.58% 

0.58% 

0.77% 

1.35% 

2.32% 

3.09% 

5.02% 

5.79% 

12.16% 

67.37% 

4.25% 

襀翅目 等翅目 螳螂目 革翅目 蜉蝣目 毛翅目 蜻蛉目 

直翅目 膜翅目 雙翅目 半翅目 鞘翅目 鱗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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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研究調查紀錄之螢火蟲。A. 雲南扁螢成蟲；B. 梭德氏脈翅螢成蟲；C. 大

端黑螢成蟲；D. 黑翅螢成蟲；E. 橙螢成蟲；F. 山窗螢成蟲；G. 紅胸窗螢幼蟲；

H. 弩螢屬幼蟲。（鑑定者：方華德，自由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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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永續利用教育研習會 

 

研究團隊已於 3 月 22 日以及 6 月 30 日各自於那瑪夏區公所圖書館進行場教育

研習會。3 月 22 日研習對象為參與年度螢火蟲季之解說人員，邀請專家吳加雄

博士以螢火蟲生態保育為主題，讓解說人員能在導覽中將當地螢火蟲生態告知與

外地遊客並了解保育區之生態永續重要性（附錄二）。6 月 30 日研習對象為部

落居民，由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顏聖紘副教授以環境永續利用與昆蟲之相關性為

主題，探討棲地保育、部落生活以及觀光之間的議題，藉此讓當地居民了解自身

環境永續利用與利益之相對關係（附錄三）。 

 

（三）業者自主監測與環境管理輔導與森林復育示範 

 

研究團隊於 7月 1日在呼頌民宿進行第一場復育示範以及業者輔導（附錄四），

於第一場次之示範輔導活動中，我們邀請到柯路加議員以及地方仕紳前往參予討

論。主要討論內容包含如何將該地成為環境管理之示範區，以及如何將環境永續

利用推廣至各個部落，此外研究團隊也與相關人員達成共識，以此地為示範區域

進行較大規模之環境規劃，在此次的討論中研究團隊與相關人士共達成以下三點

共識。此後分別邀集並於瑪雅工坊、屋那民宿、深山裡的麵包店以及由位於周浩

祥先生私人土地並由其管理之達卡努瓦賞螢步道進行輔導解說，研究團隊商請業

主以影像記錄植物栽植狀況以及昆蟲種類並回傳予研究團隊。未來此五個單位將

在其環境中進行保護區周圍的生物棲地復育，成為本次計畫首度參與棲地復育的

當地居民，藉此方式不間斷地維持、強化並管理原生野生動物的棲地，保持楠梓

仙溪保護區周圍環境的韌性。 

 

1. 三點共識 

 

(１) 蚊蟲防治。主要討論內容有利用生物防治方式抑制該地蚊蟲孳生，減

少蚊蟲對於居民生活以及遊客之干擾：如具有大型景觀蓄水池之業者，

研究團隊建議維持蓄水池終年水源不間斷，藉此提供水生昆蟲如鞘翅

目、半翅目以及蜻蛉目等肉食性水生昆蟲合適的棲地環境，由於肉食

性水生昆蟲能有效且持續地捕捉水生生物，因此如孑孓等小型生物將

成為水生肉食昆蟲之獵物，且當蜻蛉目成蟲族群數量增加之後，將得

以大量獵捕空中飛行之小型昆蟲，如此得以此控制此地滋生之蚊蟲。

由於山區森林大量落葉堆積形成蚊蟲躲藏之環境，研究團隊也建議需

要定期清除較為靠近居民活動場所之落葉，減少蚊蟲躲藏環境以降低

蚊蟲與居民接觸機會。 

(２) 森林原生蜜源植物管理。山區森林或其邊緣均具有大量原生蜜源植物

冇骨消以及原生澤蘭屬植物，但由於這些原生植物生長環境混雜有大

花咸豐草以及外來物種小花蔓澤蘭等生長能較強之植物，因此研究團

隊建議定期以人工方式拔除大花咸豐草與小花蔓澤蘭等此類強勢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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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增加原生蜜源植物的生長空間並減少對於蜜源植物的生存競爭，

此外亦可規劃原生蜜源植物區，利用增加蜜源植物誘引訪花昆蟲提高

以開發環境地區的昆蟲多樣性。 

(３) 森林原生昆蟲可利用植物管理。衡量經濟來源以及森林復育之平衡，

研究團隊可協助提供備受昆蟲利用的原生植物資訊，讓業者或居民在

進行開發同時能保留最受昆蟲利用之地被、草本以及木本植物，利用

當地原生植物建立適合昆蟲生存的大環境，藉此保持並恢復森林原有

的昆蟲多樣性。除此之外，也可以適當規劃這些原生植物的栽植範圍，

藉此同時進行環境美化的與森林原生植物之保育管理。 

 

2. 業者與其推廣項目 

 

呼頌民宿。於 7 月 1 日前往執行輔導作業。因此處位於部落與森林交界，因此

蚊蟲數量眾多，研究團隊邀請業者進行落葉整理以減少蚊蟲棲息環境（圖十）；

此處占地廣泛，且具有未開發之林地，未開發林立實屬原生動植物的重要棲息地，

如未能有效與其共存，動物原生棲息地將再次消失，且其中的動物也將往森林內

層移動，而對於棲地具有高度敏感度的動物則可能因此消失。研究團隊與業者溝

通希望能在進行環境管理時保留林地中重要的昆蟲原生蜜源植物以及原生植物

之幼苗，再嘗試規劃蜜源植物栽植區（圖十一），移植多樣化的原生蜜源植物，

也移除如小花蔓澤蘭等之嚴重危害原生生態的外來植物（圖十二），藉此方式不

僅能保留與再造棲地的韌性，同時也可以利用原生植物達成民宿環境綠美化之效

應（圖十三），而再藉由增加蜜源植物的可及性讓此處不單只具有遊憩功能，也

開拓訪花昆蟲的活動區域，並同時將環境與永續利用之教育傳遞給外來民眾。 

 

瑪雅工坊、屋那山莊與深山裡的麵包店。於 9月 18日前廣執行輔導作業。此三

處位於通往達卡努瓦部落中心的主要道路旁，互相距離甚近，研究團隊與三業者

溝通讓業者在其管理之地區中增加移植原生蜜源植物或昆蟲可利用之原生植物，

如蕁麻科植物、原生樟科或殼斗科植物，藉此將昆蟲可利用之原生植物從森林邊

緣延伸至部落，利用點線面的方式拓展森林植物，讓原生植物在部落中恢復該存

在的昆蟲與植物之交互關係，增加資源的永續利用（圖十四、圖十五）。 

 

達卡努瓦賞螢步道地區業主。於 10 月 30 日前廣執行輔導作業。步道位於森林

邊緣，林相單純且周遭為已開發之農作地區，由於達卡努瓦賞螢步道地在螢火蟲

季時是重要的對外觀光資源，因此研究團隊建議業主在進行農作與螢火蟲保育同

時能移除不必要之外來植物，藉此增加原生植物生存空間。由於步道位於林下位

置，具有鬱閉以及開闊兩種不同形式的環境空間，研究團隊根據不一樣的環境空

間建議業主移植適合的原生植物，如青剛櫟、小西氏石櫟、水麻、楓香、或內苳

子等原生植物，研究團隊希望藉由增加此處植物的多樣性，彌補已被開發成為農

作區的地區，讓動物棲地持續保留，並強化此地的環境保育功能（圖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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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環境管理方式。維持環境無堆積物，並定期集中落葉堆，減少蚊蟲躲藏環

境。攝於屋那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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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冇骨消的恢復區域。藉由維持原生植物蜜源植物生長環境，增加環境蜜

源以恢復因開而減少的蜜源可及性。攝於呼頌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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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外來物種，小花蔓澤蘭。本區具有大量小花蔓澤蘭覆生於原生植物上，

需持續清除以維護原生植物之生存空間。攝於呼頌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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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開發後與次生林共存的民宿環境。維持次生林中原生植物環境，藉此將

開發與復育結合，並提供昆蟲多樣化的生態棲位。攝於呼頌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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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原生蜜源植物栽植規劃區域。協請具有植物栽植區域的業者進行原生蜜源或可利用植物的移植，藉此在部落中保留並延伸保

護區周圍原生植物，讓植物與昆蟲的交互作用不因人為活動而間斷。攝於馬雅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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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原生昆蟲可利用植物栽植規劃區域。攝於屋那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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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原生植物之幼苗移植與保留。在清除外來植物後的空間移植本區原生植

物，利用增加植物多樣性強化賞螢步道對於環境保育的意義。攝於達卡努瓦賞螢

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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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楠梓仙溪保護區周圍地區昆蟲名錄。調查時間為 2016至 2018年 11月 1日止。 

目名 科名 科名 科學名 中文名 棲地 首次記錄年份 

毛翅目 長角石蛾科 Leptoceridae Leptoceridae sp. 
 

水域 106 

毛翅目 石蛾科 Phryganeidae Phryganeidae sp. 
 

水域 106 

毛翅目 
  

Trichoptera sp. 1 毛翅目 1 水域 105 

毛翅目 
  

Trichoptera sp. 2 毛翅目 2 水域 105 

半翅目 蛛緣蝽科 Alydidae Leptocorisa acuta 禾蛛緣蝽象 陸域 106 

半翅目 常蚜科 Aphididae Hyalopterus pruni 桃粉蚜 陸域 105 

半翅目 常蚜科 Aphididae Aphis nerii 夾竹桃蚜 陸域 107 

半翅目 常蚜科 Aphididae Aphididae sp. 1 常蚜科 1 陸域 107 

半翅目 常蚜科 Aphididae Aphididae sp. 2 常蚜科 2 陸域 107 

半翅目 常蚜科 Aphididae Aphididae sp. 2 常蚜科 2 陸域 107 

半翅目 沫蟬科 Cercopidae Cosmoscarta uchidae 紅紋沫蟬 陸域 105 

半翅目 葉蟬科 Cicadellidae Amrasca biguttula 小綠葉蟬 陸域 105 

半翅目 束腰蝽科 Colobathristidae Phaenacantha marcida 錐突束蝽 陸域 106 

半翅目 緣蝽科 Coreidae Paradasynus spinosus 刺副黛緣蝽 陸域 106 

半翅目 盾介殼蟲科 Diaspididae Pseudaulacaspis pentagona 桑介殼蟲 陸域 105 

半翅目 兜椿科 Dinidoridae Coridius chinensis 九香蟲 陸域 105 

半翅目 青翅飛蝨科 Flatidae Geisha distinctissima 青蛾蠟蟬 陸域 105 

半翅目 青翅飛蝨科 Flatidae Geisha mariginellus 小蛾蠟蟬 陸域 106 

半翅目 黽蝽科 Gerridae Aquarius elongatus 大黽蝽 水域 106 

半翅目 大紅蝽科 Largidae Physopelta gutta gutta 突背斑紅蝽 陸域 105 

半翅目 長蝽科 Lygaeidae Nerthus taivanicus 臺裂腹長蝽象 陸域 106 

半翅目 蝽象科 Pentatomidae Dalpada cinctipes 中華岱蝽 陸域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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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名 科名 科名 科學名 中文名 棲地 首次記錄年份 

半翅目 蝽象科 Pentatomidae Glaucias beryllus 黑點青蝽象 陸域 106 

半翅目 蝽象科 Pentatomidae Halyomorpha halys 褐翅蝽象 陸域 106 

半翅目 蝽象科 Pentatomidae Nezara viridula 稻綠蝽 陸域 106 

半翅目 蝽象科 Pentatomidae Plautia crossota 珀蝽象 陸域 106 

半翅目 蝽象科 Pentatomidae Plautia stali 小珀蝽象 陸域 106 

半翅目 蝽象科 Pentatomidae Tolumnia gutta 大斑點蝽象 陸域 106 

半翅目 紅蝽科 Pyrrhocoridae Dysdercus cingulatus cingulatus 離斑棉紅蝽 陸域 105 

半翅目 地長蝽科 Rhyparochromidae Dieuches uniformis 白邊長足長蝽象 陸域 105 

半翅目 盾背蝽科 Scutelleridae Cantao ocellatus 角盾蝽 陸域 105 

半翅目 粉蝨科 Aleyrodidae Aleyrodidae sp. 1 粉蝨科 1 陸域 107 

半翅目 粉蝨科 Aleyrodidae Aleyrodidae sp. 2 粉蝨科 2 陸域 107 

半翅目 粉蝨科 Aleyrodidae Aleyrodidae sp. 3 粉蝨科 3 陸域 107 

直翅目 蝗科 Acrididae Traulia ornata 林蝗 陸域 105 

直翅目 蝗科 Acrididae Xenocatantops brachycerus 短角外斑腿蝗 陸域 106 

直翅目 斑腿蝗科 Catantopidae Oedipodids sp. 斑腿蝗科 1 陸域 105 

直翅目 斑腿蝗科 Catantopidae Oxya chinensis 台灣稻蝗 陸域 105 

直翅目 斑翅蝗科 Oedipodids Trilophidia japonica 疣蝗 陸域 107 

直翅目 蟋蟀科 Gryllidae Loxoblemmus angulatus 尖角棺頭蟋 陸域 106 

直翅目 蟋蟀科 Gryllidae Loxoblemmus equestris 石首棺頭蟋 陸域 105 

直翅目 蟋蟀科 Gryllidae Velarifictorus aspersus 長顎鬥蟋 陸域 106 

直翅目 稜蝗科 Tetrigidae Eucriotettix oculatus oculatus 平背棘稜蝗 陸域 105 

直翅目 螽蟴科 Tettigoniidae Conocephalus melaenus 黑翅細蟴 陸域 106 

直翅目 螽蟴科 Tettigoniidae Hexacentrus unicolor 台灣棘腳蟴 陸域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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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名 科名 科名 科學名 中文名 棲地 首次記錄年份 

直翅目 螽蟴科 Tettigoniidae Phaneroptera trigonia 三角露螽 陸域 106 

革翅目 蠼螋科 Forficulidae Timomenus komarovi 科氏蠼螋 陸域 105 

革翅目 蠼螋科 Forficulidae Elaunon bipartitus 
 

陸域 107 

革翅目 肥蠼螋科 Carcinophoridae Carcinophoridae sp. 1 
 

陸域 107 

等翅目 鼻白蟻科 Rhinotermitidae Coptotermes formosanus 臺灣家白蟻 陸域 105 

等翅目 白蟻科 Termitidae Odontotermes formosanus 臺灣土白蟻 陸域 106 

蜉蝣目 
  

Ephemeroptera sp. 1 蜉蝣目 1 水域 105 

蜉蝣目 
  

Ephemeroptera sp. 2 蜉蝣目 2 水域 105 

蜉蝣目 
  

Ephemeroptera sp. 3 蜉蝣目 3 陸域 107 

蜻蛉目 幽蟌科 Euphaeidae Euphaea formosa 短腹幽蟌 水域 105 

蜻蛉目 細蟌科 Coenagrionidae Ischnura senegalensis 青紋細蟌 陸域 107 

蜻蛉目 蜻蜓科 Libellulidae Brachythemis contaminata 褐斑蜻蜓 水域 105 

蜻蛉目 蜻蜓科 Libellulidae Neurothemis ramburii 善變蜻蜓 水域 105 

蜻蛉目 蜻蜓科 Libellulidae Orthetrum glaucum 金黃蜻蜓 水域 106 

蜻蛉目 蜻蜓科 Libellulidae Orthetrum pruinosum neglectum 霜白蜻蜓中印亞種 水域 105 

蜻蛉目 蜻蜓科 Libellulidae Orthetrum triangulare 鼎脈蜻蜓 水域 105 

膜翅目 瘦蜂科 Evaniidae Evania appendigaster 蠊卵旗腹蜂 陸域 105 

膜翅目 胡蜂科 Vespidae Polistes rothneyi 黃長腳蜂 陸域 106 

膜翅目 胡蜂科 Vespidae Vespa affinis 黃腰虎頭蜂 陸域 107 

膜翅目 胡蜂科 Vespidae Vespa ducalis 黑尾虎頭蜂 陸域 107 

膜翅目 胡蜂科 Vespidae Parapoliybia varia 變側異腹胡蜂 陸域 107 

膜翅目 胡蜂科 Vespidae Phimenes flavopictus formosanus 虎斑泥壺蜂 陸域 107 

膜翅目 蟻科 Formicidae Anoplolepis gracilipes 長腳捷山蟻 陸域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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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翅目 蟻科 Formicidae Crematogaster subnuda nigrosubnuda 暗褐舉尾家蟻 陸域 105 

膜翅目 蟻科 Formicidae Ectomomyrmex javanus 爪哇粗針蟻 陸域 106 

膜翅目 蟻科 Formicidae Leptogenys confucii 仲尼細顎針蟻 陸域 106 

膜翅目 蟻科 Formicidae Lophomyrmex taivanae 臺灣背脊家蟻 陸域 105 

膜翅目 蟻科 Formicidae Pachycondyla luteipes 黃足粗針蟻 陸域 106 

膜翅目 蟻科 Formicidae Polyrhachis dives 黑棘山蟻 陸域 106 

膜翅目 蟻科 Formicidae Polyrhachis wolfi 渥氏山棘蟻 陸域 105 

膜翅目 蟻科 Formicidae Tapinoma melanocephalum 黑頭慌琉璃蟻 陸域 105 

膜翅目 蟻科 Formicidae Technomyrmex albipes 白足扁琉璃蟻 陸域 106 

鞘翅目 捲葉象鼻蟲科 Attelabidae Euops chinensis 姬琉璃捲葉象鼻蟲 陸域 105 

鞘翅目 步行蟲科 Carabidae Cosmodela batesi 台灣八星虎甲蟲 陸域 105 

鞘翅目 天牛科 Cerambycidae Anoplophora macularia 馬庫白星天牛 陸域 105 

鞘翅目 天牛科 Cerambycidae Apriona rugicollis 桑天牛 陸域 107 

鞘翅目 天牛科 Cerambycidae Chlorophorus annularis 竹虎天牛 陸域 106 

鞘翅目 天牛科 Cerambycidae Chlorophorus signaticollis 淡黑虎天牛 陸域 106 

鞘翅目 天牛科 Cerambycidae Perissus hooraianus 北山矮虎天牛 陸域 106 

鞘翅目 天牛科 Cerambycidae Prothema ochraceosignata 黃點紙翅紅天牛 陸域 105 

鞘翅目 天牛科 Cerambycidae Xylotrechus atronotatus 胸紋青銅虎天牛 陸域 106 

鞘翅目 天牛科 Cerambycidae sp. 1 天牛科 1 
 

陸域 107 

鞘翅目 天牛科 Cerambycidae sp. 2 天牛科 2 
 

陸域 107 

鞘翅目 金花蟲科 Chrysomelidae Altica birmanensis 藍金花蟲 陸域 105 

鞘翅目 金花蟲科 Chrysomelidae Lema cyanea 深藍細頸金花蟲 陸域 106 

鞘翅目 金花蟲科 Chrysomelidae Morphosphaera chrysomeloides 榕四星金花蟲 陸域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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鞘翅目 金花蟲科 Chrysomelidae Nisotra gemella 四溝葉蚤 陸域 105 

鞘翅目 金花蟲科 Chrysomelidae Ophrida spectabilis 白紋大葉蚤 陸域 105 

鞘翅目 金花蟲科 Chrysomelidae Phaedon brassicae 甘藍金花蟲 陸域 106 

鞘翅目 金花蟲科 Chrysomelidae Cassida circumdata 甘藷龜金花蟲 陸域 107 

鞘翅目 金花蟲科 Chrysomelidae Aspidomorpha miliaris 大黑星龜金花蟲 陸域 107 

鞘翅目 金花蟲科 Chrysomelidae Chrysomelidae sp. 1 金花蟲科 1 陸域 107 

鞘翅目 金花蟲科 Chrysomelidae Chrysomelidae sp. 2 金花蟲科 2 陸域 107 

鞘翅目 金花蟲科 Chrysomelidae Chrysomelidae sp. 3 金花蟲科 3 陸域 107 

鞘翅目 金花蟲科 Chrysomelidae Chrysomelidae sp. 4 金花蟲科 4 陸域 107 

鞘翅目 瓢蟲科 Coccinellidae Amida tricolor formosana 台灣三色瓢蟲 陸域 105 

鞘翅目 瓢蟲科 Coccinellidae Cheilomenes sexmaculata 六條瓢蟲 陸域 105 

鞘翅目 瓢蟲科 Coccinellidae Henosepilachna pusillanima 茄十二星瓢蟲 陸域 105 

鞘翅目 瓢蟲科 Coccinellidae Illeis koebelei 黃瓢蟲 陸域 105 

鞘翅目 瓢蟲科 Coccinellidae Lemnia saucia 赤星瓢蟲 陸域 106 

鞘翅目 象鼻蟲科 Curculionidae Cosmopolites sordidus 香蕉球莖象鼻蟲 陸域 105 

鞘翅目 象鼻蟲科 Curculionidae Eugnathus distinctus 橫斑灰象 陸域 105 

鞘翅目 象鼻蟲科 Curculionidae Hypothenemus hampei 咖啡果小蠹 陸域 105 

鞘翅目 龍蝨科 Dytiscidae Hydaticus pacificus 太平洋麗龍蝨 陸域 105 

鞘翅目 叩頭蟲科 Elateridae Ludioschema obscuripes 黑緣紅胸叩頭蟲 陸域 106 

鞘翅目 豉甲科 Gyrinidae Dineutus mellyi 梅氏圓豉甲 水域 106 

鞘翅目 螢科 Lampyridae Abscondita anceyi 大端黑螢 陸域 105 

鞘翅目 螢科 Lampyridae Abscondita cerata 黑翅螢 陸域 105 

鞘翅目 螢科 Lampyridae Curtos sauteri 梭德氏脈翅螢 陸域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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鞘翅目 螢科 Lampyridae Drilaster sp. 
 

陸域 106 

鞘翅目 螢科 Lampyridae Lamprigera yunnana 雲南扁螢 陸域 106 

鞘翅目 螢科 Lampyridae Pyrocoelia formosana 紅胸窗螢 陸域 106 

鞘翅目 螢科 Lampyridae Pyrocoelia praetexta 山窗螢 陸域 105 

鞘翅目 螢科 Lampyridae Diaphanes citrinus 橙螢 陸域 106 

鞘翅目 螢科 Lampyridae Luciola curtithorax 擬紋螢 陸域 106 

鞘翅目 鍬形蟲科 Lucanidae Dorcus titanus sika 扁鍬形蟲 陸域 105 

鞘翅目 紅螢科 Lycidae Lycidae sp. 紅螢科 陸域 105 

鞘翅目 芫菁科 Meloidae Epicauta hirticornis 豆莞菁 陸域 105 

鞘翅目 裸嚙蟲科 Psyllipsocidae Psocathropos sp. 擬竊嚙蟲屬 1 陸域 105 

鞘翅目 金龜子科 Scarabaeidae Allomyrina dichotoma tunobosonis 獨角仙 陸域 105 

鞘翅目 金龜子科 Scarabaeidae Anomala albopilosa trachpyga 小青銅金龜 陸域 105 

鞘翅目 金龜子科 Scarabaeidae Anomala cypriogastra 綠豔青銅金龜 陸域 106 

鞘翅目 金龜子科 Scarabaeidae Anomala expansa expansa 台灣青銅金龜 陸域 105 

鞘翅目 金龜子科 Scarabaeidae Anomala taiwana 臺灣條金龜 陸域 105 

鞘翅目 金龜子科 Scarabaeidae Blitopertha polyanor 臺灣微條金龜 陸域 106 

鞘翅目 金龜子科 Scarabaeidae Hilyotrogus formosanus 臺灣樺金龜 陸域 106 

鞘翅目 金龜子科 Scarabaeidae Mimela confucius formosana 綠艷金龜 陸域 105 

鞘翅目 金龜子科 Scarabaeidae Mimela confucius kurodai 黑田艷金龜 陸域 105 

鞘翅目 金龜子科 Scarabaeidae Mimela excisipes 鈍綠艷金龜 水域 105 

鞘翅目 金龜子科 Scarabaeidae Mimela flavocincta 黃緣艷金龜 陸域 105 

鞘翅目 金龜子科 Scarabaeidae Mimela splendens 墨綠彩麗金龜 陸域 105 

鞘翅目 金龜子科 Scarabaeidae Sophrops formosana 蓬萊姬黑金龜 陸域 105 



35 
 

目名 科名 科名 科學名 中文名 棲地 首次記錄年份 

鞘翅目 金龜子科 Scarabaeidae Sophrops taiwana 臺灣姬黑金龜 水域 105 

鞘翅目 擬步行蟲科 Tenebrionidae Gnesis formosanus 蓬萊巨頭擬迴木蟲 陸域 105 

鞘翅目 太古天牛科 Vesperidae Philus antennatus 長角窄胸天牛 陸域 105 

螳螂目 螳螂科 Mantidae Hierodula （Hierodula） patellifera 寬腹斧螳 陸域 106 

螳螂目 螳螂科 Mantidae Tenodera aridifolia 枯葉大刀螳 陸域 107 

襀翅目 石蠅科 Perlidae Kamimuria lepida 可愛節石蠅 水域 105 

雙翅目 蚊科 Culicidae Aedes albopictus 白線斑蚊 陸域 105 

雙翅目 蛾蚋科 Psychodidae Clogmia albipunctatus 白斑蛾蚋 陸域 105 

雙翅目 蛾蚋科 Psychodidae Diptera sp. 14 雙翅目 14 陸域 107 

雙翅目 果實蠅科 Tephritidae Gastrozona fasciventris 腹帶實蠅 陸域 106 

雙翅目 麗蠅科 Calliphoridae Chrysomya megacephala 大頭麗蠅 陸域 105 

雙翅目 肉蠅科 Sarcophagida Diptera sp. 2 雙翅目 2 陸域 105 

雙翅目 寄生蠅科  Tachinidae Diptera sp. 3 雙翅目 3 陸域 105 

雙翅目 寄生蠅科  Tachinidae Diptera sp. 4 雙翅目 4 陸域 105 

雙翅目 寄生蠅科  Tachinidae Diptera sp. 5 雙翅目 5 陸域 105 

雙翅目 家蠅科 Muscidae Diptera sp. 6 雙翅目 6 陸域 105 

雙翅目 柄眼蠅科 Diopsidae Teleopsis quadriguttata 四斑柄眼蠅 陸域 105 

雙翅目 縞蠅科 Lauxaniidae Diptera sp. 9 雙翅目 9 陸域 105 

雙翅目 果蠅科  Drosophilidae Diptera sp. 10 雙翅目 10 陸域 105 

雙翅目 果蠅科  Drosophilidae Diptera sp. 11 雙翅目 11 陸域 105 

雙翅目 果蠅科  Drosophilidae Diptera sp. 12 雙翅目 12 陸域 105 

雙翅目 稈蠅科 Chloropidae Diptera sp. 13 雙翅目 13 陸域 107 

雙翅目 癭蚋科 Cecidomyiidae Diptera sp. 15 雙翅目 15 陸域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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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翅目 黑翅蕈蚋科 Sciaridae Diptera sp. 16 雙翅目 16 陸域 107 

雙翅目 黑翅蕈蚋科 Sciaridae Diptera sp. 17 雙翅目 17 陸域 107 

雙翅目 蠓科  Ceratopogonidae Diptera sp. 18 雙翅目 18 陸域 107 

雙翅目 大蚊科 Tipulidae Ctenophora （Pselliophora） ctenophorina 乾溝櫛大蚊 陸域 107 

雙翅目 大蚊科 Tipulidae Dolichopeza （Nesopeza） subalbitibia 白脛長大蚊 陸域 107 

雙翅目 大蚊科 Tipulidae Nephotoma sp. 雙翅目 19 陸域 107 

雙翅目 大蚊科 Tipulidae Tipula （Indotipula） yamata 山田大蚊 陸域 107 

雙翅目 大蚊科 Tipulidae Gnophomyia （gonomyia）sp. 雙翅目 20 陸域 107 

雙翅目 大蚊科 Tipulidae Limonia （Discobola） annulata 環飾亮大蚊 陸域 107 

鱗翅目 多翼蛾科 Alucitidae Alucita niveodactyla Pagenstecher 甘藷白鳥羽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蠶蛾科 Bombycidae Bombyx mandarina formosana 野家蠶 陸域 106 

鱗翅目 蠶蛾科 Bombycidae Ernolatia moorei 大黑點白蠶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錨紋蛾科 Callidulidae Callidula attenuata 帶錨紋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草螟科 Crambidae Drosophantis caeruleata 藍紋暗色凹翅螟 陸域 105 

鱗翅目 草螟科 Crambidae Eoophyla conjunctalis 連斑水螟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草螟科 Crambidae Eoophyla gibbosalis 圓斑水螟 陸域 105 

鱗翅目 草螟科 Crambidae Eurrhyparodes accessalis 
 

陸域 105 

鱗翅目 草螟科 Crambidae Glyphodes bivitralis 雙點絹野螟 陸域 106 

鱗翅目 草螟科 Crambidae Glyphodes duplicalis 構樹絹野螟 陸域 105 

鱗翅目 草螟科 Crambidae Goniorhynchus butyrosus 黑緣犁角野螟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草螟科 Crambidae Hymenia perspectalis 雙白帶野螟 陸域 105 

鱗翅目 草螟科 Crambidae Isocentris filalis 黃翅長距野螟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草螟科 Crambidae Maruca amboinalis 細紋豆莢野螟 陸域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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鱗翅目 草螟科 Crambidae Nausinoe geometralis 茉莉葉野螟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草螟科 Crambidae Nausinoe perspectata 雲紋葉野螟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草螟科 Crambidae Nevrina procopia 脈紋野螟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草螟科 Crambidae Nymphicula yoshiyasui 吉安氏簑水螟 陸域 105 

鱗翅目 草螟科 Crambidae Ostrinia furnacalis 亞洲玉米螟 陸域 105 

鱗翅目 草螟科 Crambidae Paracymoriza cataclystalis 麗紋地棲水螟 陸域 105 

鱗翅目 草螟科 Crambidae Parotis athysanota 
 

陸域 105 

鱗翅目 草螟科 Crambidae Pleuroptya iopasalis 紫褐肋野螟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草螟科 Crambidae Protonoceras capitale 梔子三紋野螟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草螟科 Crambidae Pygospila tyres 
 

陸域 105 

鱗翅目 草螟科 Crambidae Spoladea recurvalis 甜菜白帶野螟 陸域 105 

鱗翅目 草螟科 Crambidae Stenia charonialis 三環狹野螟 陸域 105 

鱗翅目 草螟科 Crambidae Strepsinoma hapilistalis 橙帶川水螟 陸域 106 

鱗翅目 草螟科 Crambidae Symmoracma minoralis 野螟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草螟科 Crambidae Thysanoidma octalis 八點纓翅水螟 陸域 106 

鱗翅目 草螟科 Crambidae Tyspanodes hypsalis 黃黑紋野螟 陸域 106 

鱗翅目 扁腹蛾科 Depressariidae Ethmia crocosoma 黃腹篩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鉤蛾科 Drepanidae Horithyatira decorata takamukui 連珠波紋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鉤蛾科 Drepanidae Microblepsis violacea 灰褐鉤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貂蛾科 Epermeniidae Sinicaepermania taiwanella 臺灣貂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Aglaomorpha histrio formosana 大麗燈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Amata edwardsii 黃頸鹿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Amerila astrea 閃光玫燈蛾 陸域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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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Arctornis cygna 小點白毒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Areas galactina formosana 乳白斑燈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Arna bipunctapex 雙斑黃毒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Asota caricae 一點擬燈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Asota egens indica 橙擬燈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Asota heliconia zebrina 圓端擬燈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Asota plana lacteata 長斑擬燈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Asura acteola 梯紋豔苔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Asura alikangiae 鉤弧紋豔苔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Asura arcuata 短梯紋豔苔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Asura tricolor 三色豔苔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Barsine sauteri 東方美苔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Brunia antica 安土苔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Calliteara grotei horishanella 線茸毒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Churinga virago 橙褐丘苔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Creatonotos gangis 黑條灰燈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Cyana hamata 二斑叉紋苔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Danielithosia immaculata 無斑偽虎苔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Diduga flavicostata 黃波緣苔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Eilema obliquistria 凹翅土苔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Eilema ratonis 凸紋苔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Eilema rubrescens 中條土灰苔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Eilema vensosa 緣斑苔蛾 陸域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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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Eressa confinis finitima 斑腹鹿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Eugoa brunnea 暗良苔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Eugoa obscura 小良苔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Euproctis croceola 菱帶黃毒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Euproctis inornata 白斑黃毒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Euproctis kanshireia 頂斑黃毒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Euproctis karapina 淡紋黃毒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Euproctis magna 褐黃毒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Euproctis striata 紛黃毒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Euproctis unifascia 褐帶黃毒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Hydrillodes hemusalis 印亥鬚裳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Ilema kosemponica 甲仙毒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Ilema olivacea 角斑毒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Laspeyria ruficeps 粉拉裳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Lemyra alikangensis 三條橙燈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Lemyra rhodophilodes 姬白污燈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Lyclene acteola 梯紋艷苔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Lyclene alikangiae 關山艷苔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Lymantria grisea L紋褐舞毒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Lymantria mathura subpallida 波斑毒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Macaduma cretacea 小灰苔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Macrobrochis gigas 巨網燈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Miltochrista convexa 聯美苔蛾 陸域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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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Mithuna arizana 雙線苔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Nyctemera adversata 粉蝶燈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Olene dudgeoni 桃毒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Oraesia emarginata 裳蛾科 1 陸域 105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Palaeopsis squamifera 褐影白苔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Parasiccia dentata 波紋小苔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Pida decolorata maculosa 灰白毒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Simplicia cornicalis 小貧裳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Somena scintillans 緣黃毒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Spilarctia subcarnea 人紋污燈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Spilarctia taiwanensis 赤腹污燈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Spilarctia wilemani 褐赭污燈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Syntomoides imaon 伊貝鹿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Tigrioides immaculatus 黃苔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Abraxas suspecta 金星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Aethalura lushanalis 廬山褐尺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Agaraeus discolor 污紋鈎角尺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Agathia hemithearia 烏雲艷青尺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Agathia laetata Y紋豔青尺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Alcis ectogramma 俄霜尺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Alcis pallens 黃雙峰尺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Alcis taiwanovariegata 暗斑霜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Amblychia angeronaria 白斑褐尺蛾 陸域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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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Anisodes illepidarius 小眼斑姬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Antitrygodes divisaria perturbatus 綠斑姬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Aplochlora viridis 白緣四點綠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Argyrocosma inductaria 白斑綠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Biston perclarus 黑線黃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Borbacha pardaria 黃豹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Catoria sublavaria 點紋灰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Chiasmia eleonora 白尾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Chiasmia intermediaria 四黑斑尾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Chiasmia kanshireiensis 關仔嶺尾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Chorodna ochreimacula 黃枯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Cleora repulsaria 褐鋸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Comibaena pictipennis 大褐斑綠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Comibaena procumbaria 白腎紋綠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Comostola laesaria 小四圈青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Ecliptopera rectilinea kanshinensis 土黃尺紋波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Ectropis bhurmitra 淡猗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Eois lunulosa duplicilinea 紅波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Eumelea ludovicata 雌黃粉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Gonanticlea aversa 缺角波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Gonodontis pallida 空點雙尾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Heterostegane subtessellata 大班四格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Hypomecis corticea 噴砂尺蛾 陸域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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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Hypomecis punctinalis glos 月斑灰褐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Hyposidra infixaria 黃鉤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Hyposidra talaca 柑桔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Idaea costiguttata 三線波姬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Idaea methaemaria 曲波姬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Idaea muricolor 白波姬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Jodis nanda 小白波突尾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Jodis rantaizanensis 巒大山突尾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Krananda semihyalina 玻璃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Lophobates inchoata 褐緣黃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Luxiaria amasa fasciosa 褐煙鉤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Macaria abydata 雙前斑短尾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Menophra anaplagiata 茶褐弭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Menophra mitsundoi 灰弭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Nadagara vagaia 初雪小尖尺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Nipponogelasma chlorissodes 小翠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Nothomiza flavicosta 大黃齒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Oenospila flavifusata 紅鋸青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Ourapteryx changi 張氏尾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Pelagodes antiquadrarius 方翠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Pelagodes subquadraria 樟翠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Percnia longitermen 長緣星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Percnia suffusa 煙胡麻斑星尺蛾 陸域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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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Perixera illepidaria 小眼斑褐姬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Perixera insitiva 雌瞳褐姬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Pingasa ruginaria pacifica 基黃粉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Protuliocnemis partita 伴絲尺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Racotis boarmiaria 皺紋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Scopula actuaria 素小姬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Scopula albilarvata 淡紋白姬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Scopula attentata 小波姬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Scopula caesaria 暗紋波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Scopula limbata 電波姬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Scopula nesciaria absconditaria 微點姬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Scopula nigropunctata subcandidata 角姬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Scopula personata 真小姬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Scopula pulchellata takowensis 秀波姬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Scopula sauteri 四點灰姬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Somatina plynusaria 波點姬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Spaniocentra hollowayi 荷氏綠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Synegia eumeleata 鋸線黃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Tanaorhinus viridiluteatus 雙點鐮翅青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Timandra convectaria 尖角線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Timandra extremaria 褐線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Traminda aventiaria 缺口姬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Vindusara moorei 豹紋大尺蛾 陸域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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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Xenoplia trivialis 胡麻斑星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Xerodes contiguaria 白點截角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Yashmakia suffusa 烏塗花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Zanclopera calidata 黃褐尖尾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Geometridae sp. 1 尺蛾科 1 陸域 107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Geometridae sp. 2 尺蛾科 2 陸域 107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Geometridae sp. 3 尺蛾科 3 陸域 107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Geometridae sp. 4 尺蛾科 4 陸域 107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Geometridae sp. 5 尺蛾科 5 陸域 107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Geometridae sp. 6 尺蛾科 6 陸域 107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Geometridae sp. 7 尺蛾科 7 陸域 107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Geometridae sp. 8 尺蛾科 8 陸域 107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Geometridae sp. 9 尺蛾科 9 陸域 107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Geometridae sp. 10 尺蛾科 10 陸域 107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Geometridae sp. 11 尺蛾科 11 陸域 107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Geometridae sp. 12 尺蛾科 12 陸域 107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Geometridae sp. 13 尺蛾科 13 陸域 107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Geometridae sp. 14 尺蛾科 14 陸域 107 

鱗翅目 尺蛾科 Geometridae Geometridae sp. 15 尺蛾科 15 陸域 107 

鱗翅目 古蝠蛾科 Hepialidae Ogygioses sp. 1 古蝠蛾科 1 陸域 106 

鱗翅目 弄蝶科 Hesperiidae Badamia exclamationis 長翅弄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弄蝶科 Hesperiidae Borbo cinnara 台灣單帶弄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弄蝶科 Hesperiidae Daimio tethys niitakana 玉帶弄蝶 陸域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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鱗翅目 弄蝶科 Hesperiidae Hasora badra 鐵色絨弄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弄蝶科 Hesperiidae Pelopidas mathias oberthueri 褐弄蝶 陸域 105 

鱗翅目 弄蝶科 Hesperiidae Potanthus confucius angustatus 黃斑弄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弄蝶科 Hesperiidae Telicota bambusae horisha 竹橙斑弄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枯葉蛾科 Lasiocampidae Euthrix laeta 竹黃枯葉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枯葉蛾科 Lasiocampidae Trabala vishnou guttata 青枯葉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刺蛾科 Limacodidae Belippa horrida 背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刺蛾科 Limacodidae Darna furva 三點斑刺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刺蛾科 Limacodidae Demonarosa rufotessellata subrosea 豔刺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刺蛾科 Limacodidae Flavinarosa obscura 灰刺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刺蛾科 Limacodidae Monema rubriceps 台灣黃刺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刺蛾科 Limacodidae Narosoideus vulpinus 銀灰帶刺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刺蛾科 Limacodidae Phlossa conjuncta 三角斑刺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刺蛾科 Limacodidae Susica sinensis 素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刺蛾科 Limacodidae Thosea rufa 三色刺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灰蝶科 Lycaenidae Catochrysops panormus exiguus 淡青長尾波紋小灰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灰蝶科 Lycaenidae Heliophorus ila matsumurae 紫日灰蝶 陸域 105 

鱗翅目 灰蝶科 Lycaenidae Horaga onyx moltrechti 鑽灰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灰蝶科 Lycaenidae Jamides alecto dromicus 淡青雅波灰蝶 陸域 105 

鱗翅目 灰蝶科 Lycaenidae Spindasis syama 三星雙尾燕蝶 陸域 105 

鱗翅目 灰蝶科 Lycaenidae Taraka hamada thalaba 蚜灰蝶 陸域 105 

鱗翅目 灰蝶科 Lycaenidae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藍灰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灰蝶科 Lycaenidae Zizula hylax 迷你藍灰蝶 陸域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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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名 科名 科名 科學名 中文名 棲地 首次記錄年份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Calesia dasypterus 胡裳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Callopistria delicata 白斑散紋夜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Callopistria phaeogona 暗角散紋夜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Callyna jugaria 黃斑頂夜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Callyna monoleuca 一點頂夜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Callyna semivitta 半點頂夜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Dysgonia fulvotaenia 寬巾夜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Dysgonia illibata 失巾夜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Goenycta niveiguttata 四眼黑夜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Hipoepa biasalis 
 

陸域 106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Hipoepa fractalis 
 

陸域 106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Hypena furva 戲髯鬚夜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Ischyja ferrifracta 窄藍條裳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Lophoruza albicostalis 前白夜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Maliattha separata 玲瑙夜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Maliattha signifera 標瑙夜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Metaemene atrigutta maculata 姬胡麻斑小夜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Metaemene hampsoni 麗夜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Mythimna subplacida 散斑秘夜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Nodaria neleusalis 疽夜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Oruza divisa 粉條巧夜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Pangrapta costinotata 緣斑眉夜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Pseudosphetta moorei 社裳蛾 陸域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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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名 科名 科名 科學名 中文名 棲地 首次記錄年份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Scriptoplusia nigriluna 金翅夜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Serrodes campana 鈴斑翅夜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Simplicia niphona 曲線貧夜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Sympis rufibasis 合夜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Zanclognatha nakatomii 
 

陸域 106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sp. 1 夜蛾科 1 陸域 107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sp. 2 夜蛾科 2 陸域 107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sp. 3 夜蛾科 3 陸域 107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sp. 4 夜蛾科 4 陸域 107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sp. 5 夜蛾科 5 陸域 107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sp. 6 夜蛾科 6 陸域 107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sp. 7 夜蛾科 7 陸域 107 

鱗翅目 夜蛾科 Noctuidae Zanclognatha nigrisigna 
 

陸域 106 

鱗翅目 舟蛾科 Notodontidae Bireta formosana 點線禾舟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舟蛾科 Notodontidae Chadisra bipars 紫線黃舟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舟蛾科 Notodontidae Dudusa nobilis 著蕊尾舟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舟蛾科 Notodontidae Netria viridescens continentalis 寬帶綠舟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舟蛾科 Notodontidae Periergos magna 裂紋舟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舟蛾科 Notodontidae Phalera obscura 雙星暗舟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舟蛾科 Notodontidae Pseudofentonia argentifera argentifera 銀擬紛舟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舟蛾科 Notodontidae Stauropus alternus 弓紋蟻舟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舟蛾科 Notodontidae Syntypistis comatus 白斑胯舟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舟蛾科 Notodontidae Syntypistis cyanea 青苔舟蛾 陸域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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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名 科名 科名 科學名 中文名 棲地 首次記錄年份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Acraea issoria formosana 苧麻珍蝶 陸域 105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Argyreus hyperbius 斐豹蛺蝶 陸域 105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Athyma selenophora laela 異紋帶蛺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Cyrestis thyodamas formosana 網絲蛺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Danaus chrysippus 樺斑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Danaus genutia 虎斑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Euploea eunice hobsoni 圓翅紫斑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Euploea mulciber barsine 異紋紫斑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Euploea sylvester swinhoei 雙標紫斑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Euploea tulliolus koxinga 小紫斑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Hypolimnas bolina kezia 幻蛺蝶 陸域 105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Ideopsis similis 旖斑蝶 陸域 105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Junonia iphita 黯眼蛺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Junonia lemonias aenaria 鱗紋眼蛺蝶 陸域 105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Kaniska canace drilon 琉璃蛺蝶 陸域 105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Melanitis phedima polishana 森林暮眼蝶 陸域 105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Mycalesis francisca formosana 眉眼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Mycalesis zonata 切翅眉眼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Neptis hylas luculenta 豆環蛺蝶 陸域 105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Neptis nata lutatia 細帶環蛺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Neptis sappho formosana 小環蛺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Parantica aglea maghaba 絹斑蝶 陸域 105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Polygonia c-aureum lunulata 黃鉤蛺蝶 陸域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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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名 科名 科名 科學名 中文名 棲地 首次記錄年份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Stichophthalma howqua formosana 箭環蝶 陸域 105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Symbrenthia lilaea formosanus 黃三線蝶/散紋盛蛺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Tirumala limniace limniace 淡紋青斑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Tirumala septentronis 小紋青斑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Ypthima baldus zodina 小波眼蝶/小波紋蛇目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蛺蝶科 Nymphalidae Ypthima multistriata 密紋波眼蝶 陸域 105 

鱗翅目 鳳蝶科 Papilionidae Byasa impediens febanus 長尾麝鳳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鳳蝶科 Papilionidae Graphium doson postianum 木蘭青鳳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鳳蝶科 Papilionidae Graphium sarpedon connectens 青帶鳳蝶 陸域 105 

鱗翅目 鳳蝶科 Papilionidae Papilio bianor thrasymedes 翠鳳蝶/烏鴉鳳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鳳蝶科 Papilionidae Papilio helenus fortunius 白紋鳳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鳳蝶科 Papilionidae Papilio memnon heronus 大鳳蝶 陸域 105 

鱗翅目 鳳蝶科 Papilionidae Papilio nephelus chaonulus 大白紋鳳蝶/台灣白紋鳳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鳳蝶科 Papilionidae Papilio polytes polytes 玉帶鳳蝶 陸域 105 

鱗翅目 鳳蝶科 Papilionidae Papilio protenor amaura 黑鳳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粉蝶科 Pieridae Appias lyncida eleonora 異色尖粉蝶 陸域 105 

鱗翅目 粉蝶科 Pieridae Catopsilia pomona 遷粉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粉蝶科 Pieridae Cepora nadina eunama 淡褐脈粉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粉蝶科 Pieridae Eurema hecabe 黃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粉蝶科 Pieridae Hebomoia glaucippe formosana 橙端粉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粉蝶科 Pieridae Ixias pyrene insignis 異粉蝶 陸域 106 

鱗翅目 粉蝶科 Pieridae Leptosia nina niobe 纖粉蝶 陸域 105 

鱗翅目 粉蝶科 Pieridae Pieris canidia 緣點白粉蝶 陸域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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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名 科名 科名 科學名 中文名 棲地 首次記錄年份 

鱗翅目 粉蝶科 Pieridae Pieris rapae crucivora 白粉蝶 陸域 105 

鱗翅目 螟蛾科 Pyralidae Teliphasa albifusa 
 

陸域 106 

鱗翅目 螟蛾科 Pyralidae Teliphasa nubilosa 
 

陸域 106 

鱗翅目 螟蛾科 Pyralidae Phycitinae sp. 1 斑螟亞科 1 陸域 105 

鱗翅目 螟蛾科 Pyralidae Phycitinae sp. 2 斑螟亞科 2 陸域 105 

鱗翅目 螟蛾科 Pyralidae Pyralinae sp. 1 螟蛾亞科 1 陸域 105 

鱗翅目 螟蛾科 Pyralidae Pyralinae sp. 2 螟蛾亞科 2 陸域 105 

鱗翅目 螟蛾科 Pyralidae Pyralinae sp. 3 螟蛾亞科 3 陸域 105 

鱗翅目 螟蛾科 Pyralidae Pyralinae sp. 4 螟蛾亞科 4 陸域 105 

鱗翅目 螟蛾科 Pyralidae Pyralinae sp. 5 螟蛾亞科 5 陸域 105 

鱗翅目 螟蛾科 Pyralidae Pyralinae sp. 6 螟蛾亞科 6 陸域 107 

鱗翅目 螟蛾科 Pyralidae Pyralinae sp. 7 螟蛾亞科 7 陸域 107 

鱗翅目 螟蛾科 Pyralidae Pyralinae sp. 8 螟蛾亞科 8 陸域 107 

鱗翅目 螟蛾科 Pyralidae Pyralinae sp. 9 螟蛾亞科 9 陸域 107 

鱗翅目 螟蛾科 Pyralidae Pyralinae sp. 10 螟蛾亞科 10 陸域 107 

鱗翅目 螟蛾科 Pyralidae Pyralinae sp. 11 螟蛾亞科 11 陸域 107 

鱗翅目 螟蛾科 Pyralidae Pyralinae sp. 12 螟蛾亞科 12 陸域 107 

鱗翅目 天蠶蛾科 Saturniidae Antheraea formosana 紅目天蠶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天蠶蛾科 Saturniidae Attacus atlas formosanus 皇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天蠶蛾科 Saturniidae Loepa formosensis 黃豹天蠶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透翅蛾科 Sesiidae Melittia formosana 
 

陸域 105 

鱗翅目 天蛾科 Sphingidae Acosmeryx naga naga 全緣缺角天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天蛾科 Sphingidae Clanis bilineata formosana 豆天蛾 陸域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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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名 科名 科名 科學名 中文名 棲地 首次記錄年份 

鱗翅目 天蛾科 Sphingidae Marumba cristata bukaiana 缺六點天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天蛾科 Sphingidae Marumba saishiuana formosana 臺灣六點天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天蛾科 Sphingidae Parum colligata 構月天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天蛾科 Sphingidae Rhagastis binoculata 雙斑白肩天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蕈蛾科 Tineidae Phereoeca uterella 衣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蕈蛾科 Tineidae Tinissa indica 
 

陸域 105 

鱗翅目 燕蛾科 Uraniidae Epiplema strigulicosta 細線小雙尾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燕蛾科 Uraniidae Micronia aculeata 一點燕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燕蛾科 Uraniidae Phazaca alikangensis 里港圓翅雙尾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燕蛾科 Uraniidae Phazaca kosemponicola 甲仙雙尾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燕蛾科 Uraniidae Warreniplema fumicosta L紋雙尾蛾 陸域 106 

鱗翅目 斑蛾科 Zygaenidae Clelea formosana 蓬萊藍紋斑蛾 陸域 105 

鱗翅目 斑蛾科 Zygaenidae Eterusia aedea formosana 茶斑蛾 陸域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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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3月 22日下午永續利用教育研習會相關資料。 

一、研習會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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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講者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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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員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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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紀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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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投影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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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6月 30日下午永續利用教育研習會相關資料。 

一、學員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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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月 30日相關紀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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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2018年 7月 1日森林棲地復育示範資料。 

一、報名單 

原來生態觀光不只有螢火蟲是主角! 

培訓內容與討論議題： 

1. 除了五月的螢火蟲，在南沙魯、瑪雅以及達卡努瓦還有什麼甚麼生態資

源能夠讓我們利用呢？ 

2. 如果要恢復森林環境，吸引更多有利生態觀光的生物進駐，可以怎麼

做？ 

3. 如何認識原生植物以及它們與動物的關係？ 

4. 怎麼處理到處都是的蚊子？如果不能噴藥，進行生物

防治的時候要注意什麼？ 

5. 怎麼跨出第一步？（包含生態記錄、經營 FB 粉絲團，

以及與政府溝通） 

 講授師資：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 顏聖紘副教授 

 地點：瑪雅里呼頌民宿 

      瑪雅聯絡道路/ 雅里平和巷 210 號 

 日期：107 年 7 月 1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３：３０至５：００ 

 聯絡人：廖士睿先生 

 連絡電話：0910-729973 

 連絡信箱：MLSRLIAO@gmail.com 

歡迎前來討論那瑪夏地區的部落觀光發展。 

現場另備飲品與您分享。 

══════════════   沿此線撕下   ═══════════════════   沿此線撕下   

═ ═ ═ ═ ═ ═ ═ ═ ═ ═ ═ ═ ═ ═ 

《 報名單 》 

請幫忙填寫報名資料，里長代收，謝謝您百忙之中抽空 

您的大名：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單位或商家名稱： 

經營形式（例如餐廳、小木屋、露營區等）： 

有什麼需要幫忙解決的問題可以在這裡提問。我的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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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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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會人員合影與示範解說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