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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案由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由內政部於 102 年 6 月 24 日(臺內營字第 10208181141

號函)公告為地方級國家重要濕地。濕地保育法(以下簡稱本法)於 104 年 2 月 2 日施行

後，依據本法第 40 條第 2 項之規定將本濕地視同「地方級暫定重要濕地」。本案分

析集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環境與生態現況，發現該濕地範圍內三重埔埤與新庄

仔埤歷史久遠，且水域與鄰近淺山森林連結，形成良好天然生態廊道與都市綠地，除

提供生物棲息、涵水、滯洪等功能外，更具有調節微氣候，為都會區營造舒適的居住

環境，以及保存歷史文化之價值。依本法第九條規定綜合評估本濕地之生物多樣性、

自然性、代表性、特殊性及規劃合理性和土地管理機關（國防部軍備局）之意願(附

件 1)後，其濕地服務功能與價值達重要濕地之標準，建議「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暫

定重要濕地」列入「地方級重要濕地」。 

二、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之類型、行政轄區、位置、建議範圍、面積

及等級 

(一)濕地類型： 

1. 濕地類型：內陸濕地，天然與人為濕地 

2. 細分類： O,2,5 (O：丘陵湖泊; 2：灌溉埤塘; 5：儲水池)。 

3. 本濕地包括臺北南港區三重埔埤及新庄子埤(東新埤)兩處水域，因周邊圍繞南港

山丘陵遂於低窪處積水形成埤塘，後經先民整治圍塘供當地農田灌漑及調節水位

之用。南港有三重埔埤、後山埤、新庄仔埤和等三處埤塘，但多遭填土開發，面

積逐漸縮減，現今後山埤僅存南港公園水池，三重埔埤只保留兵工廠約 1.0 公頃

水域，新庄仔埤保留完整水域面積約 3 公頃，重要濕地劃設範圍位於其東側約水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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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行政轄區：臺北市南港區 

(三)濕地位置：南港202兵工廠及周邊濕地位於臺北盆地東緣，介於基隆河南岸南港山系之

北側。新庄仔埤與三重埔埤相距約900多公尺，均位於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

202兵工廠（以下簡稱兵工廠）內。其地理座標詳如表1。 

表1 202兵工廠及周邊濕地(新庄仔埤與三重埔埤)之地理座標 

三重埔埤地理位置 

TWD97 座標系統 
X 軸座標值 311196~311324 

Y 軸座標值 2771217~ 2771094 

WGS84 座標系統(度) 
東經 121.606483~121.607748 

北緯 25.047866~25.046762 

WGS84 座標系統(度分秒) 
東經 121°36'23.34"~121°36'27.89" 

北緯 02'52.32"~25°02'48.34" 

新庄子埤地理位置 

TWD97 座標系統 
X 軸座標值 310037~310257 

Y 軸座標值 2771174~2771051 

WGS84 座標系統(度) 
東經 121.606229~ 121.607977 

北緯 25.048089~ 25.046653 

WGS84 座標系統(度分秒)  
東經 121°36'22.42"~121°36'28.72" 

北緯 25°02'53.12"~25°02'47.95" 

 

(四)範圍與面積： 

1.原濕地範圍：原濕地公告範圍，計有新庄仔埤及三重埔埤等2處埤塘。位於西邊的新

庄仔埤，西臨東新街，北臨龍華街，面積約1.2公頃；東側之三重埔埤塘，與中央研

究院國家生技研究園區（以下簡稱中研院生技園區）相臨，面積約1.3公頃，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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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2.5公頃（如圖1之紅線區域）。 

2.建議濕地範圍：目前濕地劃設範圍仍以公有地為主。本案經與國防部軍備局（土地管

理機關）多次溝通與協調，原公告劃設範圍因部分涉及軍方廠房及禁限建事項，軍方

基於營區管理考量，爰建議濕地範圍調整為臺北市南港區中南段一小段453地號及南

港區新光段一小段92-8地號等2筆土地之水域部分。本案擬依軍方意見，為保持濕地

水域完整性，兩處埤塘建議調整劃設範圍分別為：三重埔埤10337m2 （453地號，約

1.03公頃），新庄仔埤22149m2（92-8地號，2.21公頃），合計濕地面積為32486 m2 （約

3.2公頃，如圖2黃線區域）。 

 (五)濕地等級： 

1. 原濕地等級：地方級暫定重要濕地。 

2. 再評定等級：地方級重要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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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地理位置（紅框為原公告濕地示意範圍，本圖為套疊

2014 年國土測繪中心電子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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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建議範圍(黃色框線為建議範圍，紅框為原公告濕地示意

範圍，粉紅色框限為地籍界線，本圖為套疊 2014 年國土測繪中心電子地圖）



7 
 

三、重要濕地評定檢核表 

基
本
資
料 

申 請 人  

承 辦 人 員  

聯
絡
方
式 

地 址  

電話/傳

真 
 

電子郵

件信箱 
 

濕
地
資
料 

名
稱 

中 文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暫定重要濕地 

英 文 Nangang 202 Arsenal and Periphery Wetland 

濕 地 類 型 

（ 可 複 選 ） 

□海洋 / 海岸濕地 ▉內陸濕地 ▉天然濕地▉人為濕地 

細分類：O,2,5 (O：丘陵湖泊; 2：灌溉埤塘;5：儲水池)  

行 政 轄 區 臺北市南港區 

建 議 範 圍 

新庄仔埤（西側）：西臨東新街，北臨龍華街，南臨農田，西臨兵

工廠之次生林地。 

三重埔埤（東側）：西側及北側以兵工廠道路與建築物為界，東側

及南側為次生林地。 

建 議 等 級 □國際級 □國家級 ▉地方級 

面 積 約 3.24 公頃 

是否位於相關 

法定保護區內 

□野生動物保護區 

□自然保留區 

□水質水量保護區 

▉其他：軍事管制區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國家公園 

□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公所

公告之「封溪護魚計畫」 

□否，未位於上述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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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價 值 

一、濕地保育法第八條第一款至第八款： 

□為國際遷移性物種棲息及保育之重要環境 

□其他珍稀、瀕危及特需保育生物集中分布地區 

□魚類及其他生物之重要繁殖地、覓食地、遷徙路徑及其他重要

棲息地 

■具生物多樣性、生態功能及科學研究等價值 

▉具重要水土保持、水資源涵養、防洪及滯洪等功能 

■具自然遺產、歷史文化、民俗傳統、景觀美質、環境教育、觀

光遊憩資源，對當地、國家或國際社會有價值或有潛在價值之區

域 

□生態功能豐富之人工濕地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二、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 

□曾有文獻紀錄、經專家學者調查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

有保育價值且範圍明確。 

重要生態資源 

▉珍貴稀有動物： 27 種 

瀕臨絕種保育類野生動物(I): 遊隼。 

珍貴稀有野生動物(II)：麝香貓、穿山甲、魚鷹、東方蜂鷹、大冠

鷲、灰面鵟鷹、鳳頭蒼鷹、松雀鷹、彩鷸、黃嘴角鴞、領角鴞、

褐鷹鴞、八色鳥、野鵐、食蛇龜、柴棺龜、無霸勾蜓等 17 種。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III)：白鼻心、臺灣獼、臺灣藍鵲、紅

尾伯勞、臺灣山鷓鴣、臺北樹蛙、雨傘節、環紋赤蛇、龜殼花等

9 種。 

▉珍貴稀有植物：易受害（VU）植物 3 種，蔪艾、水茄苳及蒲葵。

▉其他：淡水靜水域埤塘魚貝共生生態。 

申請濕地建議
範 圍 圖 說 

▉有  □無 

土地所有權人
意願調查書或
其他證明文件 

▉有  □無 

管
理
機
關
或
單
位

名 稱 臺北市政府 

聯絡人  

電 話 02-27208889 

地 址 11008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1 號 

傳 真  

備 註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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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況環境說明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與周邊地區之關聯性 

濕地簡介： 

本濕地範圍包括三重埔埤（東側）及新庄仔埤（西側），原為南港區重要灌溉埤

塘。後因劃入軍事用地內，水塘及周邊林相保存良好少受干擾，成為臺北市境內少數

留存的天然埤塘。 

歷史成因： 

南港位於基隆河中游南岸，由於南港山系丘陵地形起伏，山溝匯流至河谷平原後

圍水成濕地，先民開墾時圍整為灌溉用埤塘。在南港地區計有有後山埤、新庄仔埤（又

稱東新埤）、三重埔埤等三大埤塘，由西元1904年的臺灣堡圖與1965年（民國54年）

七星農田水利會灌溉區域圖中三處埤塘清晰可見 (圖3)，其主要功能除提供南港地區

的農業用水外，由於水塘面積廣大，也具滯洪與調節水位的功能。但隨著都市發展與

公共建設的需要，這些埤塘逐漸被填土開發或轉變成為都市防洪設施，埤塘自然水域

面積大幅減少，在1974年（民國63年）的航空照片（圖4）可看到新庄仔埤的南側已

填土開墾，三重埔埤僅剩現今中研院生技園區滯洪池（已水泥化）與目前留存於兵工

廠內的水域。 

濕地現況： 

依據內政部102年公告濕地範圍圖，三重埔埤劃設1.3公頃及新庄仔埤劃設1.2公

頃，共計2.5公頃。現經與地籍圖套疊，三重埔埤部分範圍與兵工廠建築物及道路重疊；

新庄仔埤在民國90年由臺北市政府指定為公園用地，其東側為國防部軍備局所有，西

側為私人土地，陸域化範圍日益擴大，目前整體水域面積只有3公頃，較之前5公頃減

少許多。二處埤塘現況照片詳如圖5與圖6。 

環境關連性： 

由大範圍來看南港202兵工廠內三重埔埤濕地為古三重埔僅存的天然水域，目前

興建中的生技園區將參考過去古三重埔埤位置與生態，進行濕地復育，未來與兵工廠

內三重埔埤水系互相連結，將可恢復其埤塘原有的生態功能，以利濕地生物多樣性之

發展。新庄仔埤與三重埔埤相聚僅900多公尺，且為都會區少見的天然埤塘，此兩處

珍貴水域再加上周邊少受人為干擾完整淺山林相，在發展迅速的臺北都會區，除具歷

史文化、氣候調節、滯洪等功能外，也是生物棲息重要生態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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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904 年臺灣堡圖中三重埔埤與新庄仔埤（紅框為重要濕地原劃設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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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a)為 1965 年（民國 54 年）七星農田水利會灌溉區域，基隆河南岸為南港三大埤塘

三重埔埤、東新庄仔埤、及後山埤（影像來源：地圖與遙測影像數位典藏，

http://gis.rchss.sinica.edu.tw/mapdap/?p=2908&lang=en） 

 (b)為 1974 年航空照片圖中可見三重埔埤僅剩現今中研院生技園區與兵工廠 2 處水

域，新庄仔埤南側部分被開墾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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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2 兵工廠內的三重埔濕地 

 
    (b)中央研究院生技園區之人工濕地復育區(水泥牆後即 202 兵工廠區)

 
(c) 202 兵工廠內與生技園區相連之渠道與涵管 

圖 5. 三重埔埤濕地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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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新庄仔埤濕地，遠眺 101 大樓 (b) 新庄仔埤濕地鄰近大樓林立 

(c) 新庄仔埤濕地過境之雁鴨棲息 (d) 新庄仔埤濕地旁之農耕地 

(e) 新庄仔埤濕地控制水流之水圳 (f) 新庄仔埤濕地旁私人土地 
 
圖 6. 新庄仔埤濕地現況照片 



14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生態資源 

濕地氣候： 

依據中央氣象局臺北測候站（1981-2010年）的資料顯示（附表1），本區屬

亞熱帶季風氣候區，年平均氣溫約 23.2℃，平均氣溫以1月份16.1℃最低，夏季7、

8月在29℃以上。受海洋環流之影響全年有雨，平均年總降水量約2405 mm ;平均

月降雨量以9月最高（360mm），雖然每年的11月至翌年的1月降雨較少，但在冬

季仍常受東北季風影響，不時飄細雨。年平均蒸發量約為1085mm。 

濕地水文： 

濕地的水源來自雨水及鄰近山脈山溝野溪所匯集的地表水，由於周邊丘陵小

南港山、中南山、三重埔山、茅草埔山所環繞，屬於南港山系北側。且中南山、

三重埔山位於202兵工廠範圍內，人為干擾較低且林相保存完好，因此可有效匯

集地表水，加上降雨量豐沛，水源不虞匱乏。 

濕地水質： 

依據三重埔埤與鄰近山溝水質調查(附表2)，冬季水溫平均在18℃-23℃，pH

為6.3-7.4，溶氧8.4-8.7 mg/l，生化需氧量<1 mg/l，氨氮0.03-0.1 mg/l，總磷

0.009-0.049 mg/l，不論山溝匯流水及三重埔埤依河川污染指數(RPI)分級其水質

屬於未稍受汙染污染的等級（中央研究院, 2013b）。 

生物資源： 

由於濕地原為軍事用地生態調查資料不多，但因本濕地與中央研究院國家生

技研究園區為相鄰棲地，因此整合中央研究院國家生技研究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

響說明書、施工前生態保育及復育計畫生態調查報告、施工中生態監測報告書自

2010年至2016年資料進行分析，各類生物資源及其保育類物種如下：  

1.哺乳類：記錄 15 科 27 種，保育類野生動物計有 4 種(附表 4)。 

2.鳥類：共記錄 43 科 99 種(附表 5)，保育類計有 16 種，名列瀕臨絕種保育類

野生動物(I)遊隼；珍貴稀有野生動物(II)：魚鷹、東方蜂鷹、大冠鷲、灰面鵟

鷹、鳳頭蒼鷹、松雀鷹、彩鷸、黃嘴角鴞、領角鴞、褐鷹鴞、八色鳥、野鵐

等；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III)臺灣藍鵲、紅尾伯勞、臺灣山鷓鴣。本區埤

塘水鳥豐富，所有鳥種紀錄中，水鳥種類極多，其中雁鴨科、秧雞科及鷺科

等水鳥種類最多。本團隊於 2015 年 12 月 2 日現勘時，於新庄埤發現稀有冬

候鳥紅頭潛鴨及不普遍留鳥綠簑鷺，另於 202 兵工廠的三重埤發現保育類的

彩鷸，顯見此二處埤塘為候鳥及水鳥重要棲地。 

3.魚蝦貝類：水域底棲動物共紀錄魚類 6 科 18 種(附表 6)，貝類 7 科 10 種，蝦

蟹類 5 科 7 種 (附表 7) 。水生物種類豐富，且原生種比例高。魚種多屬棲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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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靜水域淡水魚，其中臺灣石魚賓、臺灣鬚鱲、粗首馬口鱲及革條田中鰟鮍為

特有種，特有種比例達 22%。水域中革條田中鰟鮍與高體鰟鮍俗稱「牛屎鯽」，

此兩種魚在繁殖時會將卵產入田蚌等淡水貝體內，而田蚌的幼體需附著魚體

表面，因此形成魚類與貝類互利共生。在本區調查到的石蚌與圓蚌為這兩種

淡水魚產卵的主要的棲所，形成良好的水域共生環境。 

4.兩棲爬蟲類：共記錄 6 科 16 種兩棲類(附表 8)，池塘內因水生植物生長茂盛，

因此兩棲類種類豐富，其中盤古蟾蜍、褐樹蛙及面天樹蛙為特有種，特有種

比例達 25%。爬蟲龜鱉類 10 科 28 種(附表 9)， 8 種為特有種。珍貴稀有野生

動物(II)：食蛇龜、柴棺龜；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III)：雨傘節、環紋赤

蛇、龜殼花。 

5.水棲昆蟲：蜻蛉目(蜻蜓與豆娘)包含幼體共記錄 9 科 57 種(附表 10)，其中有

5 種臺灣特有種以及 1 種珍貴稀有野生動物(II)無霸勾蜓。螢火蟲共記錄 1 科 8

種(附表 11)，其中黑翅螢、紅胸黑翅螢及山窗螢為臺灣特有種。其它水棲昆蟲

共記錄 24 科 31 種(附表 12)。 

5.蝴蝶類：計有 6 科 44 種(附表 13)，由於調查範圍內之林相植物相完整，因此

本區蝴蝶種豐富，特有亞種高達 20 種。 

6.植物相：紀錄有 68 科  206 屬 259 種植物(附表 14)，濕地除部分填土範圍外，

區內多天然雜木林與濕地植物，惟新庄仔埤有大量的大萍生長，應注意其擴

散影響。本區共有蔪艾、水茄苳(穗花棋盤腳)及蒲葵等 3 種植物於臺灣植物紅

皮書中列為易受害(Vulnerable, VU)等級。 

珍貴稀有動物(依行政院農業委員會103年7月2日公告「保育類野生動物名錄」)：

1. 瀕臨絕種保育類野生動物(I)：遊隼。 

2. 珍貴稀有野生動物(II)：麝香貓、穿山甲、魚鷹、東方蜂鷹、大冠鷲、灰面鵟

鷹、鳳頭蒼鷹、松雀鷹、彩鷸、黃嘴角鴞、領角鴞、褐鷹鴞、八色鳥、野鵐、

食蛇龜、柴棺龜、無霸勾蜓等17種。  

3.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III)：白鼻心、臺灣獼、臺灣藍鵲、紅尾伯勞、臺

灣山鷓鴣、臺北樹蛙、雨傘節、環紋赤蛇、龜殼花等9種。 

珍貴稀有植物(臺灣植物紅皮初評名錄)： 

 1.易受害（VU）植物：蔪艾、水茄苳及蒲葵。 

重要濕地保育利用計畫指定物種：無。 
 



16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等級之再評定 

法律依據： 

依據濕地保育法第 40 條第 2 項「本法公布施行前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

之地方級國家重要濕地，於本法施行後，視同第十二條第一項之地方級暫定重

要濕地，並予檢討…（略）」之規定。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之重要價值： 

依濕地保育法第 8 條第一款至第八款所列要項，考量該濕地之生物多樣性、

自然性、代表性、特殊性及規劃合理性和土地管理機關意願等，評定其等級。

本濕地符合第 8 條第一款至第六款要項，評估結果如下： 

一、 為國際遷移性物種棲息及保育之重要環境： 

本濕地位於基隆河中游，且為南岸僅存天然水域。就其生物資料來看，

其水鳥數量與種類豐富，其中雁鴨科與鷺科等候鳥種類及數量眾多。基隆

河沿岸為候鳥重要中繼站，因此本濕地為候鳥遷徙重要棲地。 

二、 其他珍稀、瀕危及特需保育生物集中分布地區： 

本區記錄有 27 種保育類動物，濕地周邊自然未受干擾的淺山生態與水

域，提供野生動物良好的棲息與繁殖地。 

三、 魚類及其他生物之重要繁殖地、覓食地、遷徙路徑及其他重要棲息地： 

濕地水域中魚類高達 18 種，其中革條田中鰟鮍與高體鰟鮍具特殊的繁

殖機制，須與田蚌等淡水貝共生，隨著淡水埤塘逐漸消失或水泥化，此處

為靜水域魚類與貝類重要繁殖地。 

四、 具生物多樣性、生態功能及科學研究等價值： 

本區次生林與濕地自然度高且具豐富的生物多樣性，為水域及淺山生

態系研究的最佳場所。 

五、 具重要水土保持、水資源涵養、防洪及滯洪等功能： 

本濕地位於都會區，周邊大樓及社區林立，但新庄仔埤與三重埔埤的

保留將可形成天然生態廊道，除提供生物棲息外，更具有調節水位、微氣

候、涵水、滯洪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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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具自然遺產、歷史文化、民俗傳統、景觀美質、環境教育、觀光遊憩資源，

對當地、國家或國際社會有價值或有潛在價值之區域： 

新庄仔埤與三重埔埤原為南港三大埤，據鄭傳先生留其祖先之『清賦

驗訖』（道光 14 年，西元 1834 年）古契中就已提及「新庄仔埤」，當時

灌溉範圍廣大，埤岸西面以基隆河岸八卦窯特製的雙孔磚，形成埤塘，極

具歷史文化價值。且本濕地具備優美的濕地景觀，為良好的環境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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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定列入地方級重要濕地之原因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列入地方級重要濕地之理由： 

1.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其形成的歷史久遠，周邊保留自然邊坡且水源補

注豐沛，可依自然營力維持穩定之濕地狀態。 

2. 本濕地為臺北市南港區僅存之自然埤塘，新庄仔埤與三重埔埤的保留後，將

可與中研院生技園區之人工濕地復育區連結，周邊淺山森林與埤塘將形成天

然的生態廊道，除可提供生物棲息、涵水、滯洪外，更具有調節微氣候，為

都會區營造舒適的居住環境等濕地生態服務功能。 

3. 生物調查結果顯示本濕地生物多樣性極高，區內有 27 種保育類野生動物棲

息，其中 1 種為瀕臨絕種保育類野生動物；17 種為珍貴稀有保育類；9 種為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此外區內有 3 種植物為易受害等級之植物，因此

本濕地應列為重要濕地提供良好棲地保護，以保育珍貴生物資源。 

4. 本濕地範圍內之三重埔埤與新庄仔埤為少數現存天然埤塘，其埤塘中原生淡

水魚與貝類形成之共生生態系，為淡水靜水域生態之重要研究議題。多數埤

塘被填平或水質嚴重污染，均無法維持此種生態模式，因此三重埔埤與新庄

仔埤的劃設為重要濕地，將可維續國內日漸消失的淡水靜水域生態。 

5. 綜合分析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具生物多樣性、自然遺產、歷史文化、

水土保持及科學研究等濕地服務價值，並徵得土地管理機關（國防部軍備局）

同意，爰建議列入地方級重要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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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環境照片與 GPS 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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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號碼 說明 座標 

1 生技園區攔水堰 25° 2'50.59" 121°36'38.60" 

2 生技園區 25° 2'50.62" 121°36'35.29" 

3 連結 202 兵工廠之渠管 25° 2'49.22" 121°36'30.80" 

4 四分溪與三重埔埤匯流處 25° 2'46.99" 121°36'31.04" 

5 三重埔埤 25° 2'50.55" 121°36'25.38" 

6 連接生技園區之涵洞 25° 2'48.80" 121°36'29.56" 

7 四分溪 25° 2'47.31" 121°36'28.43" 

8 生技園區入口處 25° 2'50.64" 121°36'40.63" 

9 新庄仔埤塘 25° 2'49.35" 121°35'46.58" 

10 大量繁殖的浮萍 25° 2'51.57" 121°35'41.93" 

11 新庄埤塘攔水堰 25° 2'52.82" 121°35'40.99" 

12 新庄埤塘旁之農墾地 25° 2'43.48" 121°35'39.62" 

 

 



 21

五、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或其他證明文件 

（一） 機關協調會： 

1.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於 104 年 12 月 29 日召開「南港 202 兵工廠及

周邊、集集雙子湖及菜園等 3 處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作業」機關協調會議，

國防部軍備局建議重要濕地劃設儘量以水域為主。 

2. 國防部軍備局於 105 年 1 月 6 日來函表示同意將臺北市南港區中南段一小

段 453 地號及南港區新光段一小段 92-8 地號等 2 筆土地之水域部分納入濕

地範圍，其餘土地因涉及軍備局廠房及禁限建事項，建議排除（附件 1）。 

3. 為瞭解國防部軍備局對於調整後濕地範圍（表 2 及圖 8）之意見，內政部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於 105 年 3 月 21 日召開協調會進行討論，並於本次會

議獲致共識。 

（二） 國防部軍備局意見及 2 次機關協調會議記錄(詳附件 1)。 

表 2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土地權屬 

編號 

土地權屬 

縣市 
鄉鎮

市區 
地段 地號 面積(㎡)

權利人姓

名 
管理單位 使用分區 備註 

1 臺北市 南港區 
中南段一

小段 
453 20,784 中華民國 國防部軍備局 － 

部分 

(10337m2)

2 臺北市 南港區 
新光段一

小段 
92-8 28,320 中華民國 國防部軍備局 － 

部分

(22149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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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建議劃設範圍（藍色為建議範圍，上圖為三重埔

埤下圖為新庄仔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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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相關會議記錄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發言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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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地方級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作業」 

公開展覽說明會會議紀錄 
 

壹、會議時間：105年5月30日(星期一)下午2時30分 

貳、會議地點：中研區民眾活動中心2樓會議室 

參、主持人： 姚副分署長克勛 

肆、出(列)席人員：詳簽到簿                   記錄：李麗華 

伍、各單位發言要點： 

一、 國防部軍備局： 

本濕地未來如評定為地方級重要濕地，建請主管機關編列經

費支援該地區之環境經營管理工作。 

二、 吳議員世正代表謝富佳主任: 

本濕地主要的維護工作就是水芙蓉的打撈清除作業，需要經

費支應相關工作。 

三、 臺北市政府黃股長: 

市府未來會編列相關經費來支應本濕地經營管理上的問題。 

四、 姚副分署長克勛: 

（一） 依濕地保育法規定，地方級重要濕地主管機關為直轄市、縣

(市)政府，爰俟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作業程序完成後，本濕地

將由臺北市政府管理，市府也會配合編列相關經費支應。 

（二） 另臺北市政府業已委託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針對本濕地進行

重要濕地保育利用計畫研擬作業，未來會依據本濕地特性及

環境現況等條件，提出允許明智利用項目及管理規定之建

議，以作為臺北市政府編列管理經費之依據，內政部亦可據

以考量給予適當之協助。 

陸、 會議結論 

一、 本日會議各與會機關代表皆表達支持本濕地列入地方級重要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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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意見。 

二、 本案公開展覽期間（105年5月10日至6月8日止），公民或團體所

提出之意見，均作為「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審議本濕地

再評定作業之參考。 
 

柒、散會 （會議結束時間：下午3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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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氣候與生態資料 

一、氣候概況 

本濕地位於臺北市南港區，氣候屬亞熱帶季風氣候。臺灣位於東亞沿岸，冬季

有來自西伯利亞的大陸冷高壓，以東北季風為主，夏季則有來自太平洋的海洋性高

氣壓，以西南季風為主。西北區除了梅雨季、夏季的降雨多，春雨為全臺之冠，也

是重要的春耕水源，與臺灣其他地區相較本區雨量較為豐沛。依據中央氣象局臺北

測候站（1981-2010 年）的資料顯示（附表 1），本區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區，年平均

氣溫約 23.2℃，平均氣溫以 1 月份 16.1℃最低，夏季 7、8 月在 29℃以上。受海洋

環流之影響全年有雨，平均年總降水量約 2405 mm ;平均月降雨量以 9 月最高

（360mm），雖然每年的 11 月至翌年的 1 月降雨較少，但在冬季仍常受東北季風影

響，不時飄細雨。年平均蒸發量約為 1085mm。 

附表 1 中央氣象局臺北測候站（1981-2010 年）氣象資料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平均/合

計 
濕度(%) 78.5 80.6 79.5 77.8 76.6 77.3 73 74.1 75.8 75.3 75.4 75.4 76.6 
平均氣溫

(℃) 
16.1 16.5 18.5 21.9 25.2 27.7 29.6 29.2 27.4 24.5 21.5 17.9 23 

降雨量 
(mm) 

83.2 170.3 180.4 177.8 234.5 325.9 245.1 322.1 360.5 148.9 83.1 73.3 2405.1

降雨日數 
(day) 

14.1 14.6 15.5 14.9 14.8 15.5 12.3 14 13.8 11.9 12.4 11.7 165 

日照時數

(hr) 
80.6 71.3 89.6 92.6 113.7 121.7 179 188.9 153.7 124 99.4 90.7 1405.2

風速(m/s) 2.8 2.7 2.6 2.7 2.6 2.2 2.2 2.4 2.9 3.4 3.3 3 2.7 
蒸發量 
(mm) 

49 52.9 70.8 87.5 111.5 123.9 137.1 131.6 103.5 90.7 66.7 60.8 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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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文及水質 

兩處埤塘的水源主要來自周邊的山溝，依據三重埔埤與鄰近山溝水質調查(附表

2)，不論山溝匯流水及三重埔埤依河川污染指數(RPI)分級其水質屬於未稍受汙染污

染的等級（中央研究院, 2012b）。可見本區雨量豐沛且水質良好可提供濕地水源補

注。 

附表 2 三重埔埤及周邊之水質調查 

檢測項目 
三重埔埤 
出水口 

中研院 
滯洪池出水口 

中央研究院 
生技園區山溝 

水溫°C 22.7 23.3 18.1 

氫離子濃度指數(pH) 6.5 7.7 6.3 

懸浮固體(mg/L) 9.1 20.3 10.4 

化學需氧量(mg/L) 21.6 24.3 ND<4.3 

生化需氧量(mg/L) 3.7 2.5 <1 

氨氮(mg/L) 0.06 0.1 0.03 

溶氧量(mg O2/L) 8.4 8.4 8.7 

總磷(mg P/L) 0.049 0.031 0.009 

大腸桿菌群

(CFU/100mL) 
4.3X102 2.1X102 1.9X104 

總硬度(mg CaCO3/L) 34.4 105 24.5 

正磷酸鹽(mg/L) 0.047 0.052 ND<0.009 

河川汙染指標(RPI) A(未稍受汙染) A(未稍受汙染) A(未稍受汙染) 

註:中央研究院 (2012) b國家生技研究園區施工前生態保育及復育計畫第一季報告書。 

 
三、生態資料 

濕地周邊環繞小南港山、中南山、三重埔山、茅草埔山，屬於南港山系北側，

連結四獸山、山猪窟山、大坑山等丘稜，形成淺山生物重要庇護所。就物種組成來

看，不管植物或動物其原生種比例極高‚且保育類野生動物高達 27 種，可為淺山寶

庫。 

本濕地水域生物資源豐富，依中央研究院國家生技園歷年的調查顯示本區在水

域生物(魚、貝、水棲昆蟲、龜鱉及兩棲類等)以及陸域生物(哺乳、爬蟲等)，均有

極高的原生種比例，極具保護價值。以濕地水生物來看;在水域生物中兩棲類高達

6 科 16 種已佔臺灣兩棲類二分之一，其中保育類臺北樹蛙廣泛棲息於全區低漥水

池或溝渠。淡水魚與貝類雖未發現保育類，但水域中有兩種俗稱「牛屎鯽」的革條

田中鰟鮍與高體鰟鮍，此兩種魚在繁殖時會將卵產入田蚌等淡水貝體內，而田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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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體需附著魚體表面，因此形成魚類與貝類互利共生。在本區調查到的石蚌與圓蚌

為這兩種淡水魚產卵的主要的棲所，形成良好的水域共生環境。另在本濕地也發現

多種蜻蛉、螢火蟲，這些水棲昆蟲在缺乏水域的環境下無法生存，其中包括保育類

無霸勾蜓。在臺灣多數埤塘被填平或水質嚴重污染的狀況下，三重埔埤與新庄仔埤

的劃設，可維續日漸消失的淺山靜水域濕地生態。 
 
附表 3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動物種類 

類別 科 種 特有種

(E) 

特有亞種 

(Es) 

保育類 

哺乳類 15 27 7 9 II: 麝香貓、穿山甲 
III: 白鼻心、臺灣獼猴 

鳥類 43 99 9 19 I: 遊隼 
II: 魚鷹、東方蜂鷹、大冠鷲 
、灰面鵟鷹、鳳頭蒼鷹、松雀鷹、

彩鷸、黃嘴角鴞、領角鴞、 
褐鷹鴞、八色鳥、野鵐 
III: 臺灣藍鵲、紅尾伯勞、臺灣山

鷓鴣 

魚類 6 18 3 0  

蝦蟹螺貝類 12 17 2 0  

兩棲 6 16 4 0 III: 臺北樹蛙 

爬蟲 10 28 3 5 II: 食蛇龜、柴棺龜 
III: 雨傘節、環紋赤蛇、龜殼花 

蜻蛉(含幼蟲) 9 57 2 3 II: 無霸勾蜓 

螢火蟲 1 8 3 0  

水棲昆蟲 24 31    

蝴蝶 5 44    
保育類：I 表瀕臨絕種保育類野生動物； II 表珍貴稀有保育類野生動物 ：III 表一般

保育類野生動物。 
物種資料整理自： 

1.中央研究院(2012)國家生技研究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 
2.中央研究院(2012-2013)國家生技研究園區施工前生態保育及復育計畫報告書。 
3. 中央研究院(2014-2016)國家生技研究園區施工中生態監測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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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哺乳動物名錄 

目 科 中文名 學名 
保育

類 
特有

性 

兔形目 兔科 臺灣野兔 Lepus sinensis formosus Es 
食肉目 犬科 家犬 Canis familiaris 
食肉目 貂科 鼬獾 Melogale moschata subaurantiaca Es 
食肉目 貓科 家貓 Felis catus 
食肉目 靈貓科 白鼻心 Paguma larvata taivana III Es 
食肉目 靈貓科 麝香貓 Viverricula indica taivana II Es 

翼手目 游離尾蝠科 
東亞游離尾

蝠 
Tadarida insignis 

  

翼手目 葉鼻蝠科 臺灣葉鼻蝠 Hipposideros terasensis 
  

翼手目 蝙蝠科 堀川氏棕蝠 Eptesicus serotinus horikawai Es 

翼手目 蝙蝠科 東亞摺翅蝠 Miniopterus schreibersii fuliginosus 
  

翼手目 蝙蝠科 臺灣管鼻蝠 Murina puta E 
翼手目 蝙蝠科 長趾鼠耳蝠 Myotis sp. 2 
翼手目 蝙蝠科 長尾鼠耳蝠 Myotis sp. 3 

翼手目 蝙蝠科 
渡瀨氏鼠耳

蝠 
Myotis watasei 

 
E 

翼手目 蝙蝠科 絨山蝠 Nyctalus velutinus 
翼手目 蝙蝠科 東亞家蝠 Pipistrellus abramus 
翼手目 蝙蝠科 高頭蝠 Scotophilus kuhlii 

翼手目 蹄鼻蝠科 
臺灣大蹄鼻

蝠 
Rhinolophus formosae 

 
E 

翼手目 蹄鼻蝠科 
臺灣小蹄鼻

蝠 
Rhinolophus monoceros 

 
E 

嚙齒目 松鼠科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嚙齒目 松鼠科 大赤鼯鼠 Petaurista philippensis grandis Es 
嚙齒目 鼠科 刺鼠 Niviventer coxingi E 
鼩形目 尖鼠科 小麝鼩 Crocidura shantungensis hosletti Es 
鼩形目 尖鼠科 臺灣灰麝鼩 Crocidura tanakae E 
鼩形目 鼴鼠科 臺灣鼴鼠 Mogera insularis insularis Es 

鱗甲目 穿山甲科 穿山甲 Manis pentadactyla pentadactyla II Es 

靈長目 獼猴科 臺灣獼猴 Macaca cyclopis III E 
 合計 15 27 
註：分類參考臺灣物種名錄 http://taibnet.sinica.edu.tw/AjaxTree/allkingdom.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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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及新庄埤周遭鳥類名錄 

  
科 

  
中名 

  
學名 

保育 
類 

特有性 
數量分布

狀況 

雁鴨科 綠頭鴨 Anas platyrhynchos     UC 
雁鴨科 小水鴨 Anas crecca     C 
雁鴨科 鳳頭潛鴨 Aythya fuligula     C 

雁鴨科 北京家鴨 Anas platyrhynchos var. domesticus     C 

雉科 臺灣山鷓鴣 Arborophila crudigularis III E UC 

雉科 竹雞 Bambusicola thoracicus   Es C 
鸊鷉科 小鸊鷉 Tachybaptus ruficollis     C 
鷺科 蒼鷺 Ardea cinerea     C 
鷺科 大白鷺 Ardea alba     C 
鷺科 中白鷺 Mesophoyx intermedia     C 
鷺科 小白鷺 Egretta garzetta     C 
鷺科 黃頭鷺 Bubulcus ibis     C 
鷺科 池鷺 Ardeola bacchus     R 
鷺科 夜鷺 Nycticorax nycticorax     C 
鷺科 黑冠麻鷺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C 
鶚科 魚鷹 Pandion haliaetus II   UC 
鷹科 東方蜂鷹 Pernis ptilorhynchus II   UC 
鷹科 大冠鷲 Spilornis cheela II Es C 
鷹科 灰面鵟鷹 Butastur indicus II   C 
鷹科 鳳頭蒼鷹 Accipiter trivirgatus II Es C 
鷹科 松雀鷹 Accipiter virgatus II Es UC 
秧雞科 灰腳秧雞 Rallina eurizonoides   Es UC 
秧雞科 白腹秧雞 Amaurornis phoenicurus     C 
秧雞科 緋秧雞 Porzana fusca     C 
秧雞科 紅冠水雞 Gallinula chloropus     C 
鴴科 小環頸鴴 Charadrius dubius     C 
彩鷸科 彩鷸 Rostratula benghalensis II   C 
鷸科 磯鷸 Actitis hypoleucos     C 
鷸科 白腰草鷸 Tringa ochropus     UC 
鷸科 山鷸 Scolopax rusticola     R 
註： 
1.分類參考臺灣鳥類名錄(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2014 年修訂)。 
2. 稀有類別：R-稀有、UC-不普遍 、C-普遍。 



 40

續附表 5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及新庄埤周遭鳥類名錄 

  
科 

  
中名 

  
學名 

保育 
類 

特有性 
數量分布

狀況 

鳩鴿科 野鴿 Columba livia     C 
鳩鴿科 金背鳩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Es C 
鳩鴿科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C 
鳩鴿科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C 
鳩鴿科 翠翼鳩 Chalcophaps indica     UC 
鳩鴿科 綠鳩 Treron sieboldii     UC 

杜鵑科 北方中杜鵑 Cuculus optatus     C 

杜鵑科 番鵑 Centropus bengalensis     C 
鴟鴞科 黃嘴角鴞 Otus spilocephalus II Es C 
鴟鴞科 領角鴞 Otus lettia glabripes II Es C 
鴟鴞科 褐鷹鴞 Ninox japonica II   UC 
雨燕科 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   Es C 
翠鳥科 翠鳥 Alcedo atthis     C 
鬚鴷科 五色鳥 Megalaima nuchalis   E C 
啄木鳥

科 
小啄木 Dendrocopos canicapillus     C 

隼科 遊隼 Falco peregrinus I   UC 
八色鳥

科 
八色鳥 Pitta nympha II   UC 

伯勞科 紅尾伯勞 Lanius cristatus III   C 
綠鵙科 綠畫眉 Erpornis zantholeuca     C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Es C 
卷尾科 小卷尾 Dicrurus aeneus   Es C 
王鶲科 黑枕藍鶲 Hypothymis azurea   Es C 
鴉科 臺灣藍鵲 Urocissa caerulea III E C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Es C 
鴉科 喜鵲 Pica pica     C 
鴉科 巨嘴鴉 Corvus macrorhynchos     C 
燕科 家燕 Hirundo rustica     C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C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Es C 
鵯科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Es C 
樹鶯科 日本樹鶯 Horornis diphone     R 
註： 
1.分類參考臺灣鳥類名錄(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2014 年修訂)。 
2. 稀有類別：R-稀有、UC-不普遍 、C-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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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附表 5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及新庄埤周遭鳥類名錄 

  
科 

  
中名 

  
學名 

保育 
類 

特有性 
數量分布

狀況 

樹鶯科 遠東樹鶯 Horornis canturians     UC 
柳鶯科 黃眉柳鶯 Phylloscopus inornatus     UC 
柳鶯科 極北柳鶯 Phylloscopus borealis     C 

柳鶯科 堪察加柳鶯 Phylloscopus examinandus     UC 

葦鶯科 東方大葦鶯 Acrocephalus orientalis     C 

蝗鶯科 蒼眉蝗鶯 Locustella fasciolata     R 
扇尾鶯

科 
灰頭鷦鶯 Prinia flaviventris     C 

扇尾鶯

科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flavirostris   Es C 

繡眼科 冠羽畫眉 Yuhina brunneiceps   E C 
繡眼科 綠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C 
畫眉科 山紅頭 Cyanoderma ruficeps   Es C 
畫眉科 小彎嘴 Pomatorhinus musicus   E C 
畫眉科 大彎嘴 Megapomatorhinus erythrocnemis   E C 
雀眉科 頭烏線 Schoeniparus brunneus   Es C 
噪眉科 繡眼畫眉 Alcippe morrisonia   E C 
噪眉科 白耳畫眉 Heterophasia auricularis   E C 

鶲科 臺灣紫嘯鶇 Myophonus insularis   E C 

鶲科 野鴝 Calliope calliope     UC 
鶲科 黃尾鴝 Phoenicurus auroreus     UC 
鶇科 虎鶇 Zoothera dauma     C 
鶇科 烏灰鶇 Turdus cardis     R 
鶇科 白眉鶇 Turdus obscurus     UC 
鶇科 白腹鶇 Turdus pallidus     C 
鶇科 赤腹鶇 Turdus chrysolaus     C 
鶇科 斑點鶇 Turdus eunomus     UC 
註： 
1.分類參考臺灣鳥類名錄(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2014 年修訂)。 
2. 稀有類別：R-稀有、UC-不普遍 、C-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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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附表 5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及新庄埤周遭鳥類名錄 

  
科 

  
中名 

  
學名 

保育 
類 

特有性 
數量分布

狀況 

八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C 
八哥科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C 
八哥科 灰椋鳥 Sturnus cineraceus     UC 
啄花科 綠啄花 Dicaeum minullum   Es UC 

鶺鴒科 東方黃鶺鴒 Motacilla tschutschensis     C 

鶺鴒科 灰鶺鴒 Motacilla cinerea     C 
鶺鴒科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C 
鶺鴒科 樹鷚 Anthus hodgsoni     C 
鵐科 野鵐 Emberiza sulphurata II   R 
鵐科 黑臉鵐 Emberiza spodocephala     C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C 
梅花雀

科 
白腰文鳥 Lonchura striata     C 

梅花雀

科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C 

合計 43 99    

註： 
1.分類參考臺灣鳥類名錄(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2014 年修訂)。 
2. 稀有類別：R-稀有、UC-不普遍 、C-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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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魚類名錄 

目 科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合鰓魚目 合鰓科 黃鱔 Monopterus albus 
鯉形目 鯉科 臺灣石魚賓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E 
鯉形目 鯉科 臺灣馬口魚 Candidia barbata E 
鯉形目 鯉科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鯉形目 鯉科 鯉魚 Cyprinus carpio carpio 
鯉形目 鯉科 長鰭馬口鱲 Opsariichthys evolans 
鯉形目 鯉科 粗首馬口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E 
鯉形目 鯉科 羅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鯉形目 鯉科 高體鰟鮍 Rhodeus ocellatus 
鯉形目 鯉科 平頷鱲 Zacco platypus 
鯉形目 鰍科 中華花鰍 Cobitis sinensis 
鱂形目 胎鱂魚科 食蚊魚(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A 
鱂形目 胎鱂魚科 劍尾魚 Xiphophorus hellerii 
鱸形目 慈鯛科 巴西珠母麗魚 Geophagus brasiliensis A 
鱸形目 慈鯛科 尼羅口孵魚 Oreochromis sp. A 
鱸形目 慈鯛科 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A 
鱸形目 鰕虎科 極樂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合計 6 18 

註: 
1.魚類分類參考中央研究院之臺灣魚類資料庫。 
2. E 臺灣特有種;Es 臺灣特有亞種;A 外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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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蝦、蟹、貝類名錄 
目 科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十足目 長臂蝦科 粗糙沼蝦 Macrobrachium asperulum 
十足目 長臂蝦科 日本沼蝦 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十足目 原喇蛄科 克氏原喇蛄 Procambarus clarkii A 
十足目 匙指蝦科 擬多齒新米蝦 Caridina pseudodenticulata E 
十足目 匙指蝦科 多齒新米蝦 Neocaridina denticulata 
十足目 方蟹科 合浦絨螯蟹 Eriocheir hepuensis 
十足目 溪蟹科 宮崎氏澤蟹 Geothelphusa miyazakii E 
中腹足目 田螺科 石田螺 Sinotaia quadrata 
中腹足目 錐蜷科 網蜷 Melanoides tuberculatus 
中腹足目 錐蜷科 川蜷 Semisulcospira libertina 
中腹足目 錐蜷科 瘤蜷 Tarebia granifera 
中腹足目 錐蜷科 塔蜷 Thiara scabra 
中腹足目 蘋果螺科 福壽螺 Pomacea canaliculata A 
基眼目 椎實螺科 臺灣椎實螺 Radix auricularia 
基眼目 囊螺科 囊螺 Physa acuta 
蚌目 蚌科 圓蚌 Anodonta woodiana 
蚌目 蚌科 石蚌 Unio douglasiae taiwanicus 
簾蛤目 蜆科 臺灣蜆 Corbicula fluminea 
合計 12 17 
註: 
1.分類參考臺灣物種名錄 http://taibnet.sinica.edu.tw/home.php 
2.特有性:E 臺灣特有種; Es 臺灣特有亞種; A 外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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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兩棲(含幼體、卵)動名錄 

目 科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類 

無尾目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無尾目 叉舌蛙科 福建大頭蛙 Limnonectes fujianensis 
無尾目 赤蛙科 腹斑蛙 Babina adenopleura 
無尾目 赤蛙科 貢德氏赤蛙 Hylarana guentheri 
無尾目 赤蛙科 拉都希氏赤蛙 Hylarana latouchii 
無尾目 赤蛙科 斯文豪氏赤蛙 Odorrana swinhoana 
無尾目 赤蛙科 長腳赤蛙 Rana longicrus 
無尾目 狹口蛙科 小雨蛙 Microhyla fissipes 
無尾目 樹蛙科 日本樹蛙 Buergeria japonica 
無尾目 樹蛙科 褐樹蛙 Buergeria robusta E 
無尾目 樹蛙科 面天樹蛙 Kurixalus idiootocus E 
無尾目 樹蛙科 布氏樹蛙 Polypedates braueri 
無尾目 樹蛙科 臺北樹蛙 Rhacophorus taipeianus E III 
無尾目 樹蟾科 中國樹蟾 Hyla chinensis 
無尾目 蟾蜍科 盤古蟾蜍 Bufo bankorensis E 
無尾目 蟾蜍科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合計 6 16 

註: 
1.分類參考臺灣物種名錄 http://taibnet.sinica.edu.tw/home.php 
2.特有性:E 臺灣特有種; Es 臺灣特有亞種; A 外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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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爬蟲與龜鱉動物名錄 

目 科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類 

龜鱉目 地澤龜科 食蛇龜 Cuora flavomarginata II 
龜鱉目 地澤龜科 柴棺龜 Mauremys mutica II 
龜鱉目 地澤龜科 斑龜 Mauremys sinensis 
龜鱉目 澤龜科 紅耳泥龜 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有鱗目 正蜥科 古氏草蜥 Takydromus kuehnei 
有鱗目 正蜥科 蓬萊草蜥 Takydromus stejnegeri E 
有鱗目 石龍子科 中國石龍子 Plestiodon chinensis formosensis Es 
有鱗目 石龍子科 麗紋石龍子 Plestiodon elegans 
有鱗目 石龍子科 臺灣滑蜥 Scincella formosensis E 
有鱗目 石龍子科 印度蜓蜥 Sphenomorphus indicus 
有鱗目 守宮科 鉛山守宮 Gekko hokouensis 
有鱗目 守宮科 無疣蝎虎 Hemidactylus bowringii 
有鱗目 飛蜥科 黃口攀蜥 Japalura polygonata xanthostoma Es 

有鱗目 飛蜥科 
斯文豪氏攀

蜥 
Japalura swinhonis E 

 
有鱗目 鈍頭蛇科 泰雅鈍頭蛇 Pareas atayal 
有鱗目 黃頷蛇科 梭德氏遊蛇 Amphiesma sauteri 
有鱗目 黃頷蛇科 大頭蛇 Boiga kraepelini 
有鱗目 黃頷蛇科 青蛇 Cyclophiops major 
有鱗目 黃頷蛇科 臭青公 Elaphe carinata 
有鱗目 黃頷蛇科 紅斑蛇 Lycodon rufozonatus 
有鱗目 黃頷蛇科 白梅花蛇 Lycodon ruhstrati ruhstrati Es 
有鱗目 黃頷蛇科 赤背松柏根 Oligodon formosanus 
有鱗目 黃頷蛇科 紅竹蛇 Oreocryptophis porphyracea kawakamii 
有鱗目 黃頷蛇科 茶斑蛇 Psammodynastes pulverulentus Es 
有鱗目 蝙蝠蛇科 雨傘節 Bungarus multicinctus III 

有鱗目 蝙蝠蛇科 環紋赤蛇 Sinomicrurus macclellandi 
swinhoei 

Es III 

有鱗目 蝮蛇科 龜殼花 Protobothrops mucrosquamatus III 
有鱗目 蝮蛇科 赤尾青竹絲 Trimeresurus stejnegeri 
合計 10 28 
 
註: 
1.分類參考臺灣物種名錄 http://taibnet.sinica.edu.tw/home.php 
2.特有性:E 臺灣特有種; Es 臺灣特有亞種; A 外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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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蜻蛉(水躉)名錄 
目 科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類 

蜻蛉目 弓蜓科 海神弓蜓 Macromia clio  

蜻蛉目 弓蜓科 慧眼弓蜓 Epophthalmia elegans  

蜻蛉目 勾蜓科 無霸勾蜓 Anotogaster sieboldii  II 
蜻蛉目 勾蜓科 褐翼勾蜓 Chlorogomphus risi  

蜻蛉目 幽蟌科 Euphaea sp. Euphaea sp.  

蜻蛉目 幽蟌科 短腹幽蟌 Euphaea formosa E 
蜻蛉目 春蜓科 曲尾春蜓 Heliogomphus retroflexus  

蜻蛉目 春蜓科 海南春蜓 Asiagomphus hainanensis  

蜻蛉目 春蜓科 粗鈎春蜓 Ictinogomphus rapax  

蜻蛉目 春蜓科 細鈎春蜓 Sinictinogomphus clavatus  

蜻蛉目 春蜓科 紹德春蜓(嘉義亞種) Leptogomphus sauteri 
formosanus 

Es 
 

蜻蛉目 春蜓科 鈎尾春蜓 Lamelligomphus 
formosanus 

 
 

蜻蛉目 春蜓科 鈎紋春蜓 Asiagomphus septimus  

蜻蛉目 珈蟌科 中華珈蟌(指名亞種) Psolodesmus mandarinus 
mandarinus 

Es 
 

 

蜻蛉目 珈蟌科 白痣珈蟌 Matrona cyanoptera E 

蜻蛉目 晏蜓科 石垣晏蜓 Planaeschna ishigakiana 
flavostria 

Es 
 

蜻蛉目 晏蜓科 長鋏晏蜓 Gynacantha hyalina  

蜻蛉目 晏蜓科 倭鋏晏蜓 Gynacantha japonica  

蜻蛉目 晏蜓科 烏帶晏蜓 Anax nigrofasciatus  

蜻蛉目 晏蜓科 烏點晏蜓 Anax guttatus  

蜻蛉目 晏蜓科 琉球晏蜓 Gyancantha ryukyuensis  

蜻蛉目 晏蜓科 麻斑晏蜓 Anax panybeus  

蜻蛉目 晏蜓科 碧翠晏蜓 Anaciaeschna jaspidea  

蜻蛉目 晏蜓科 綠胸晏蜓 Anax parthenope julius  

蜻蛉目 細蟌科 弓背細蟌 Pseudagrion pilidorsum 
pilidorsum 

 
 

蜻蛉目 細蟌科 青紋細蟌 Ischnura senegalensis  

蜻蛉目 細蟌科 紅腹細蟌 Ceriagrion auranticum ryukyuanum  
蜻蛉目 細蟌科 眛影細蟌 Ceriagrion fallax fallax  

蜻蛉目 細蟌科 橙尾細蟌 Agriocnemis pygmaea  

蜻蛉目 琵蟌科 青黑琵蟌 Coeliccia cyanomelas  

蜻蛉目 琵蟌科 脛蹼琵蟌 Copera marginipes  

蜻蛉目 琵蟌科 環紋琵蟌 Copera ciliata  

蜻蛉目 蜻蜓科 三角蜻蜓 Rhyothemis triangularis  

蜻蛉目 蜻蜓科 大華蜻蜓 Tramea virgi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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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附表 10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蜻蛉(水躉)名錄 

目 科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類 

蜻蛉目 蜻蜓科 灰黑蜻蜓 Orthetrum melania  

蜻蛉目 蜻蜓科 呂宋蜻蜓 Orthetrum luzonicum  

蜻蛉目 蜻蜓科 杜松蜻蜓 Orthetrum sabina sabina  

蜻蛉目 蜻蜓科 侏儒蜻蜓 Diplacodes trivialis  

蜻蛉目 蜻蜓科 金黃蜻蜓 Orthetrum glaucum  

蜻蛉目 蜻蜓科 海霸蜻蜓(粗斑亞種) Tramea transmarina 
propinqua 

 
 

蜻蛉目 蜻蜓科 彩裳蜻蜓 Rhyothemis variegata 
arria 

 
 

蜻蛉目 蜻蜓科 硃紅蜻蜓 Hydrobasileus croceus  

蜻蛉目 蜻蜓科 粗腰蜻蜓 Acisoma panorpoides 
panorpoides 

 
 

蜻蛉目 蜻蜓科 善變蜻蜓 Neurothemis ramburii  

蜻蛉目 蜻蜓科 猩紅蜻蜓 Crocothemis servilia 
servilia 

 
 

蜻蛉目 蜻蜓科 紫紅蜻蜓 Trithemis aurora  

蜻蛉目 蜻蜓科 黃紉蜻蜓 Pseudothemis zonata  

蜻蛉目 蜻蜓科 溪神蜻蜓 Potamarcha congener 
congener 

 
 

蜻蛉目 蜻蜓科 鼎脈蜻蜓 Orthetrum triangulare  

蜻蛉目 蜻蜓科 廣腹蜻蜓 Lyriothemis elegantissima  

蜻蛉目 蜻蜓科 樂仙蜻蜓 Trithemis festiva  

蜻蛉目 蜻蜓科 褐斑蜻蜓 Brachythemis contaminata  
蜻蛉目 蜻蜓科 樹穴蜻蜓 Lyriothemis flava  

蜻蛉目 蜻蜓科 橙斑蜻蜓 Brachydiplax chalybea 
flavovittata 

 
 

蜻蛉目 蜻蜓科 薄翅蜻蜓 Pantala flavescens  

蜻蛉目 蜻蜓科 霜白蜻蜓 Orthetrum pruinosum 
neglectum 

 
 

蜻蛉目 蜻蜓科 藍黑蜻蜓 Rhyothemis regia regia  

合計 9 57  

註: 
1.分類參考臺灣物種名錄 http://taibnet.sinica.edu.tw/home.php 
2.特有性:E 臺灣特有種; Es 臺灣特有亞種; A 外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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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螢火蟲名錄 

目 科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類 

鞘翅目 螢科 黑翅螢 Luciola cerata E 
鞘翅目 螢科 擬紋螢 Luciola curtithorax 
鞘翅目 螢科 黃緣螢 Luciola ficta 
鞘翅目 螢科 紋胸黑翅螢 Luciola filiformis 
鞘翅目 螢科 紅胸黑翅螢 Luciola kagiana E 
鞘翅目 螢科 小紅胸黑翅螢 Luciola satoi 
鞘翅目 螢科 臺灣窗螢 Pyrocoelia analis 
鞘翅目 螢科 山窗螢(大窗螢) Pyrocoelia praetexta E 
合計 1 8 

註: 
1.分類參考臺灣物種名錄 http://taibnet.sinica.edu.tw/home.php 
2.特有性:E 臺灣特有種; Es 臺灣特有亞種; A 外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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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水棲昆蟲名錄 

目 科 中文名 學名 
特有

性 
保育類 

蜉蝣目 四節蜉蝣科 四節蜉蝣 Baetis sp. 
蜉蝣目 四節蜉蝣科 雙尾蜉蝣 Batiella sp. 
蜉蝣目 扁蜉蝣科 扁蜉蝣 Ecdynorus sp. 
蜉蝣目 姬蜉蝣科 姬蜉蝣 Caenis sp. 
毛翅目 紋石蠶科 紋石蛾 Hydropsyche sp. 
毛翅目 網石蠶科 網石蠶 Hydropsyche   sp. 
毛翅目 流石蠶科 Rhyacophila sp. Rhyacophila sp. 
半翅目 尺椿科 沖繩尺椿 Hydrometra okinawana 
半翅目 仰泳椿科 小仰泳椿 Anisops ogasawarensis 
半翅目 仰泳椿科 仰永椿 Anisops stali 
半翅目 划椿科 四纹小划椿 Micronecta quadristrigata 
半翅目 划椿科 橫紋划椿 Sigara distort 
半翅目 黽椿科 水黽 Aquarius elongatus 
半翅目 寬肩椿科 道氏寬肩椿 Microvelia douglasi 
半翅目 蝎蝽科 中華螳蠍椿 Ranatra chinensis 
脈翅目 魚蛉科 斑石蛉 Neochauliodes sinensis 
鞘翅目 牙蟲科 牙蟲 Berosus sp. 
鞘翅目 牙蟲科 牙蟲 Enochrus sp. 
鞘翅目 長角泥蟲科 粗點曲脛長角泥蟲 Stenelmis wongi 
鞘翅目 扁泥蟲科 臺大扁泥蟲 Homoeogenus laurae 
鞘翅目 螢科 黃緣螢 Luciola ficta 
鞘翅目 龍蝨科 龍蝨 Hydroglyphus sp. 
雙翅目 大蚊科 大蚊 Hexatoma sp. 

雙翅目 大蚊科 臺灣大蚊 Tipula (Tipulodina) 
taiwanica   

雙翅目 大蚊科 大蚊 Tipula sp. 
雙翅目 蚊科 白線斑蚊 Aedes albopictus 
雙翅目 蚊科 叢蚊 Armigeres sp. 
雙翅目 蚊科 家蚊 Culex sp. 
雙翅目 蚋科 蚋 Simulium sp. 
雙翅目 搖蚊科 搖蚊 Chironomidae ssp. 
雙翅目 蛾蚋科 蛾蚋 Telmatoscopus(clogmia) sp. 
鱗翅目 草螟科 連斑水螟 Eoophyla conjunctalis 
鱗翅目 草螟科 Parapoyns sp. Parapoyns sp. 
合計 24 31 

註: 
1.分類參考臺灣物種名錄 http://taibnet.sinica.edu.tw/home.php 
2.特有性:E 臺灣特有種; Es 臺灣特有亞種; A 外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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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周遭蝴蝶名錄 

科 中文名 常用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弄蝶科 袖弄蝶 黑弄蝶 Notocrypta curvifascia  
弄蝶科 稻弄蝶 單帶弄蝶 Parnara guttata  
弄蝶科 黃星弄蝶 狹翅黃星弄蝶 Ampittia virgata myakei Es 
弄蝶科 黃斑弄蝶 臺灣黃斑弄蝶 Potanthus confucius angustatus Es 
弄蝶科 寬邊橙斑弄蝶 竹紅弄蝶 Telicota ohara formosana 
鳳蝶科 木蘭青鳳蝶 青斑鳳蝶 Graphium doson postianus  Es 
鳳蝶科 青鳳蝶 青帶鳳蝶 Graphium sarpedon connectens Es 
鳳蝶科 琉璃翠鳳蝶 大琉璃紋鳳蝶 Papilio paris nakaharai  Es 
鳳蝶科 大白紋鳳蝶 臺灣白紋鳳蝶 Papilio nephelus chaonulus 
鳳蝶科 翠鳳蝶 烏鴉鳳蝶 Papilio bianor thrasymedes Es 
鳳蝶科 大鳳蝶 大鳳蝶 Papilio memnon heronus  Es 
鳳蝶科 黑鳳蝶 黑鳳蝶 Papilio protenor protenor  
鳳蝶科 花鳳蝶 無尾鳳蝶 Papilio demoleus  
粉蝶科 異色尖粉蝶 臺灣粉蝶 Appias lyncida eleonora 
粉蝶科 緣點白粉蝶 臺灣紋白蝶 Pieris canidia  
粉蝶科 白粉蝶 紋白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粉蝶科 橙端粉蝶 端紅蝶 Hebomoia glaucippe formosana Es 
粉蝶科 纖粉蝶 黑點粉蝶 Leptosia nina niobe Es 
粉蝶科 遷粉蝶 銀紋淡黃粉蝶 Catopsilia pomona 
粉蝶科 亮色黃蝶 臺灣黃蝶 Eurema blanda arsakia 
蛺蝶科 異紋紫斑蝶 端紫斑蝶 Euploea mulciber barsine Es 
蛺蝶科 旖斑蝶 琉球青斑蝶 Ideopsis similis 
蛺蝶科 斯氏絹斑蝶 小青斑蝶 Parantica swinhoei Es 
蛺蝶科 虎斑蝶 黑脈樺斑蝶 Danaus genutia 
蛺蝶科 斐豹蛺蝶 黑端豹斑蝶 Argyreus hyperbius 
蛺蝶科 異紋帶蛺蝶 單帶蛺蝶 Athyma selenophora laela Es 
蛺蝶科 網絲蛺蝶 石牆蝶 Cyrestis thyodamas formosana 
蛺蝶科 黃襟蛺蝶 臺灣黃斑蛺蝶 Cupha erymanthis 
蛺蝶科 幻蛺蝶 琉球紫蛺蝶 Hypolimnas bolina kezia 
蛺蝶科 雌擬幻蛺蝶 雌紅紫蛺蝶 Hypolimnas misippus 
蛺蝶科 琉璃蛺蝶 琉璃蛺蝶 Kaniska canace drilon 
蛺蝶科 殘眉線蛺蝶 臺灣星三線蝶 Limenitis sulpitia tricula Es 
蛺蝶科 散紋盛蛺蝶 黃三線蝶 Symbrenthia lilaea formosanus Es 
蛺蝶科 豆環蛺蝶 琉球三線蝶 Neptis hylas luculenta 
蛺蝶科 藍紋鋸眼蝶 紫蛇目蝶 Elymnias hypermnestra hainana 
蛺蝶科 曲紋黛眼蝶 雌褐蔭蝶 Lethe chandica ratnacri Es 
蛺蝶科 暮眼蝶 樹蔭蝶 Melanitis leda  
蛺蝶科 稻眉眼蝶 姬蛇目蝶 Mycalesis gotama nanda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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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續)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蝴蝶名錄 

科 中文名 常用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蛺蝶科 密紋波眼蝶 臺灣波紋蛇目蝶 Ypthima multistriata Es 
灰蝶科 紫日灰蝶 紅邊黃小灰蝶 Heliophorus ila matsumurae  Es 
灰蝶科 雅波灰蝶 琉璃波紋小灰蝶 Jamides bochus formosanus Es 
灰蝶科 豆波灰蝶 波紋小灰蝶 Lampides boeticus  
灰蝶科 波灰蝶 姬波紋小灰蝶 Prosotas nora formosana Es 
灰蝶科 藍灰蝶 沖繩小灰蝶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註： 
1. 分類參考臺灣產蝴蝶名錄(2013 年臺灣蝴蝶保育學會修訂)。 
2. 特有性:E 臺灣特有種; Es 臺灣特有亞種; A 外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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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植物名錄 
      蕨類植物：1 科 1 屬 2 種 

      裸子植物：0 科 0 屬 0 種 

      被子植物：68 科 206 屬 259 種 

            雙子葉植物：54 科 151 屬 195 種 

            單子葉植物：14 科 55 屬 64 種 

      總   計：68 科 206 屬 259 種 

 

Pteridophyte     蕨類植物 

Cyatheaceae 桫欏科 

            Cyathea lepifera (J. Sm.) Copel. 筆筒樹  (原生)  
            Cyathea metteniana (Hance)C. Chr. & Tard.-Blot 臺灣樹蕨  

 

Dicotyledon    雙子葉植物 

Apiaceae 繖形花科 

            Centella asiatica (L.) Urb. 雷公根  (草本,原生)  
            Hydrocotyle sibthorpioides Lam. 天胡荽  (草本,原生)   

Asteraceae 菊科 

            Ageratina adenophora (Spreng.) R. M. King & H. Rob. 假藿香薊  (草本,歸   
化)  
            Ageratum conyzoides L. 藿香薊  (草本,歸化)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紫花藿香薊  (草本,歸化)  
            Aster subulatus Michaux 掃帚菊  (草本,歸化)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Bip. 大花咸豐草  (草本,歸化)  
            Blumea aromatica DC. 薄葉艾納香  (草本,原生)  
            Blumea lanceolaria (Roxb.) Druce 走馬胎  (草本,原生)  
            Blumea riparia (Blume) DC. var. megacephala Randeria 大頭艾納香  (草本,原
生)  
            Conyza canadensis (L.) Cronq. 加拿大蓬  (草本,歸化)  
            Conyza sumatrensis (Retz.) Walker 野茼蒿  (草本,歸化)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Benth.) S. Moore 昭和草  (草本,歸化)  
            Crossostephium chinense (L.) Makino 蔪艾  (草本,原生,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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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lipta prostrata L. 鱧腸  (草本,原生)  
            Elephantopus mollis Kunth 地膽草  (草本,歸化)  
            Erechtites valerianifolia (Wolf ex Rchb.) DC. 飛機草  (草本,歸化)  
            Gnaphalium luteoalbum L. subsp. affine (D. Don) Koster 鼠麴草  (草本,原生)  
            Hemistepta lyrata (Bunge) Bunge 泥胡菜  (草本,原生)  
            Ixeridium laevigatum (Blume) J. H. Pak & Kawano 刀傷草  (草本,原生)  
            Mikania micrantha Kunth 小花蔓澤蘭  (木質藤本,歸化)  
            Paraprenanthes sororia (Miq.) C. Shih 山苦藚  (草本,原生)  
            Pluchea sagittalis (Lam.) Cabrera 翼莖闊苞菊  (草本,歸化)  
            Soliva anthemifolia (Juss.) R. Brown ex Less. 假吐金菊  (草本,歸化)  
            Sonchus arvensis L. 苦苣菜  (草本,歸化)  
            Sonchus oleraceus L. 苦滇菜  (歸化)  
            Synedrella nodiflora (L.) Gaertn. 金腰箭  (草本,歸化)  
            Tridax procumbens L. 長柄菊  (草本,歸化)  
            Vernonia cinerea (L.) Less. 一枝香  (草本,原生)  
            Wedelia biflora (L.) DC. 雙花蟛蜞菊  (草本,原生)  
            Wedelia trilobata (L.) Hitchc. 南美蟛蜞菊  (草本,歸化)  
            Youngia japonica (L.) DC. 黃鵪菜  (草本,原生)   

Brassicaceae 十字花科 

            Brassica chinensis L. 小白菜  (草本,栽培,普遍)  
            Brassica oleracea L. var. capitata DC. 高麗菜  (草本,栽培,普遍)  
            Brassica pekinensis Skeels 結球白菜  (草本,栽培)  
            Cardamine scutata Thunb. var. rotundiloba (Hayata) T. S. Liu & S. S. Ying 臺
灣碎米薺  (草本,原生,臺灣特有種)  
            Raphanus sativus L. 蘿蔔  (草本,栽培,普遍)   

Clusiaceae 金絲桃科 

            Calophyllum inophyllum L. 瓊崖海棠  (喬木,原生)  
            Garcinia multiflora Champ. 恆春福木  (喬木,原生)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Cuscuta australis R. Br. 菟絲子  (草本,原生)  
            Dichondra micrantha Urban 馬蹄金  (草本,原生)  
            Ipomoea aquatica Forsk. 甕菜  (草本,歸化)  
            Ipomoea batatas (L.) Lam. 甘薯  (草本,歸化)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槭葉牽牛  (草本,歸化)  
            Ipomoea sinensis (Desr.) Choisy 白花牽牛  (草本,原生)  
            Ipomoea triloba L. 紅花野牽牛  (草質藤本,歸化)   

Cucurbitaceae 瓜科(葫蘆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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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ffa cylindrica (L.) M. Roem. 絲瓜  (草質藤本,栽培,普遍)  
            Melothria pendula L. 垂果瓜  (草質藤本,歸化)  
            Neoalsomitra integrifolia (Cogn.) Hutch. 穿山龍  (草質藤本,原生)  
            Solena amplexicaulis (Lam.) Gandhi 茅瓜  (草質藤本,原生)  
            Zehneria mucronata (Blume) Miq. 黑果馬皎兒  (草質藤本,原生)   

Daphniphyllaceae 虎皮楠科 

Daphniphyllum glaucescens Blume subsp. oldhamii (Hemsl.) T. C. Huang var. 
oldhamii (Hemsl.) T. C. Huang 奧氏虎皮楠  (喬木,原生)   

Dilleniaceae 第倫桃科 

            Dillenia indica L. 第倫桃  (喬木,歸化,普遍)   

Ebenaceae 柿樹科 

            Diospyros maritima Blume 黃心柿  (喬木,原生)   

Elaeocarpaceae 杜英科 

            Elaeocarpus japonicus Siebold & Zucc. 薯豆  (喬木,原生)  
            Elaeocarpus sylvestris (Lour.) Poir. 杜英  (喬木,原生)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 茄冬  (喬木,原生)  
            Bridelia balansae Tutcher 刺杜密  (小喬木,原生)  
            Codiaeum variegatum Blume 變葉木  (灌木,栽培,普遍)  
            Glochidion philippicum (Cavan.) C. B. Rob. 菲律賓饅頭果  (小喬木,原生)  
            Glochidion rubrum Blume 細葉饅頭果  (小喬木,原生,普遍)  
            Macaranga tanarius (L.) Mull. Arg. 血桐  (喬木,原生)  
            Mallotus japonicus (Thunb.) Muell. -Arg. 野桐  (喬木,原生)  
            Mallotus paniculatus (Lam.) Mull. Arg. 白匏子  (喬木,原生)  
            Manihot esculenta Crantz. 樹薯  (灌木,歸化,普遍)  
            Melanolepis multiglandulosa (Reinw.) Rchb. f. & Zoll. 蟲屎  (小喬木,原生)  
            Sapium sebiferum (L.) Roxb. 烏臼  (喬木,歸化)   

Fabaceae 豆科 

            Acacia confusa Merr. 相思樹  (喬木,原生)  
            Alysicarpus vaginalis (L.) DC. 煉莢豆  (草本,原生)  
            Archidendron lucidum (Benth.) I. Nielsen 頷垂豆  (喬木,原生)  
            Bauhinia purpurea L. 洋紫荊  (小喬木,歸化)  
            Cajanus scarabaeoides (L.) Thouars 蔓蟲豆  (草本,原生)  
            Cassia fistula L. 阿勃勒  (喬木,栽培,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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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銀合歡  (小喬木,歸化)  
            Millettia pachycarpa Benth. 臺灣魚藤  (灌木,原生)  
            Mimosa pudica L. 含羞草  (小灌木,歸化)  
            Pongamia pinnata (L.) Pierre 水黃皮  (小喬木,原生)  
            Pueraria montana (Lour.) Merr. 山葛  (草質藤本,原生)  
            Sesbania cannabiana (Retz.) Poir 田菁  (草本,歸化)   

Fagaceae 殼斗科 

            Cyclobalanopsis gilva (Blume) Oerst. 赤皮  (喬木,原生)  
            Cyclobalanopsis glauca (Thunb.) Oerst. 青剛櫟  (喬木,原生)  
            Cyclobalanopsis longinux (Hayata) Schottky 錐果櫟  (喬木,原生,臺灣特有種)   

Flacourtiaceae 大風子科 

            Scolopia oldhamii Hance 魯花樹  (小喬木,原生)   

Gesneriaceae 苦苣苔科 

            Rhynchotechum discolor (Maxim.) B. L. Burtt 同蕊草  (草本,原生)   

Hamamelidaceae 金縷梅科 

            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 楓香  (喬木,原生)   

Lamiaceae 唇形花科 

            Mesona procumbens Hemsl. 仙草  (草本,原生)  
            Scutellaria barbata D. Don 向天盞  (草本,原生)   

Lauraceae 樟科 

           Cinnamomum cassia Presl. 肉桂  (喬木,原生)  
            Litsea hypophaea Hayata 黃肉樹  (喬木,原生,臺灣特有種)  
            Machilus thunbergii Siebold & Zucc. 猪腳楠  (喬木,原生)  
            Machilus zuihoensis Hayata 香楠  (喬木,原生,臺灣特有種)  
            Persea americana Mill 酪梨  (喬木,栽培,普遍)   

Lecythidaceae 玉蕊科 

            Barringtonia racemosa (L.) Blume ex DC. 水茄苳  (喬木,原生,VU)   

Lythraceae 千屈菜科 

            Cuphea cartagenesis (Jacq.) Macbride 克非亞草  (草本,歸化)  
            Cuphea hyssopifolia H. B. K. 細葉雪茄花  (灌木,栽培,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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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gerstroemia subcostata Koehne 九芎  (喬木,原生)  
            Rotala rotundifolia (Wall. ex Roxb.) Koehne 水猪母乳  (草本,原生)   

Magnoliaceae 木蘭科 

            Michelia compressa (Maxim.) Sargent 烏心石  (草本,原生)   

Malvaceae 錦葵科 

            Hibiscus taiwanensis S. Y. Hu 山芙蓉  (灌木,原生,臺灣特有種)  
            Sida cordifolia L. 圓葉金午時花  (草本,原生)  
            Sida rhombifolia L. 金午時花  (小灌木,原生)  
            Urena lobata L. 野棉花  (小灌木,原生)  
            Urena procumbens L. 梵天花  (小灌木,原生)   

Melastomataceae 野牡丹科 

            Melastoma candidum D. Don 野牡丹  (灌木,原生)   

Meliaceae 楝科 

            Melia azedarach L. 楝  (喬木,原生)   

Menispermaceae 防己科 

            Pericampylus formosanus Diels 蓬萊藤  (木質藤本,原生)  
            Stephania japonica (Thunb.) Miers 千金藤  (木質藤本,原生)   

Moraceae 桑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 Her. ex Vent. 構樹  (喬木,原生)  
            Ficus ampelas Burm. f. 菲律賓榕  (喬木,原生)  
            Ficus benjamina L. 白榕  (喬木,原生)  
            Ficus elastica Roxb. 印度橡膠樹  (喬木,栽培,普遍)  
            Ficus fistulosa Reinw. ex Blume 水同木  (喬木,原生)  
            Ficus formosana Maxim. 天仙果  (灌木,原生)  
            Ficus microcarpa L. f. 榕樹  (喬木,原生)  
            Ficus pumila L. 薜荔  (木質藤本,原生)  
            Ficus septica Burm. f. 大冇榕  (喬木,原生)  
            Ficus virgata Reinw. ex Blume 白肉榕  (喬木,原生)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葎草  (蔓性草本,原生)  
            Malaisia scandens (Lour.) Planch. 盤龍木  (木質藤本,原生)  
            Morus australis Poir. 小葉桑  (喬木,原生)   

Myricaceae 楊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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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rica rubra (Lour.) Siebold & Zucc. 楊梅  (喬木,原生)   

Myrsinaceae 紫金牛科 

            Ardisia sieboldii Miq. 樹杞  (灌木,原生)  
            Maesa perlaria (Lour.) Merr. var. formosana (Mez) Yuen P. Yang 臺灣山桂

花  (灌木,原生)   

Myrtaceae 桃金孃科 

            Eucalyptus citriodora Hook. 檸檬桉  (喬木,栽培,普遍)  
            Eucalyptus robusta Smith 大葉桉  (喬木,栽培,普遍)  
            Melaleuca leucadendra L. 白千層  (喬木,栽培,普遍)   

Nyctaginaceae 紫茉莉科 

            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 Willd. 九重葛  (攀緣灌木,栽培,普遍)   

Oleaceae 木犀科 

            Fraxinus griffithii C. B. Clarke 白雞油  (喬木,原生)  
            Osmanthus fragrans Lour. 桂花  (喬木,栽培,普遍)   

Onagraceae 柳葉菜科 

            Ludwigia hyssopifolia (G. Don) Exell 細葉水丁香  (草本,原生)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P. H. Raven 水丁香  (草本,原生)  
            Oenothera laciniata J. Hill 裂葉月見草  (草本,歸化)   

Oxalidaceae 酢醬草科 

            Oxalis corniculata L. 酢漿草  (草本,原生)  
            Oxalis corymbosa DC. 紫花酢漿草  (草本,歸化)   

Passifloraceae 西番蓮科 

          Passiflora foetida L. var. hispida (DC. ex Triana & Planch.) Killip 毛西番蓮  (草
質藤本,歸化)  
            Passiflora suberosa L. 三角葉西番蓮  (草質藤本,歸化)   

Piperaceae 胡椒科 

            Piper arborescens Roxb. 蘭嶼風藤  (木質藤本,原生)  
            Piper kadsura (Choisy) Ohwi 風藤  (木質藤本,原生)   

Plantaginaceae 車前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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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tago asiatica L. 車前草  (草本,原生)  
            Plantago major L. 大車前草  (草本,原生)   

Polygonaceae 蓼科 

            Polygonum chinense L. 火炭母草  (草本,原生)  
            Polygonum perfoliatum L. 扛板歸  (木質藤本,原生)  
            Polygonum persicaria L. 春蓼  (草本,原生)  
            Rumex crispus L. var. japonicus (Houtt.) Makino 羊蹄  (草本,歸化)   

Portulacaceae 馬齒莧科 

            Portulaca oleracea L. 馬齒莧  (草本,原生)  
            Talinum paniculatum (Jacq.) Gaertn. 土人參  (歸化)   

Ranunculaceae 毛茛科 

            Clematis grata Wall. 串鼻龍  (木質藤本,原生)   

Rosaceae 薔薇科 

            Duchesnea chrysantha (Zoll. & Mor.) Miq. 臺灣蛇莓  (草本,原生,普遍)  
            Duchesnea indica (Andr.) Focke 蛇莓  (草本,歸化)  
            Rubus croceacanthus Levl. 虎婆刺  (灌木,原生)  
            Rubus lambertianus Ser. ex DC. 高梁泡  (蔓性灌木,原生)  
            Rubus mesogaeus Focke 裏白懸鉤子  (灌木,原生)  
            Rubus parvifolius L. 紅梅消  (灌木,原生)  
            Rubus piptopetalus Hay. ex Koidz. 薄瓣懸鉤子  

Rubiaceae 茜草科 

            Lasianthus wallichii Wight 圓葉雞屎樹  (灌木,原生)  
            Mussaenda pubescens W. T. Aiton 毛玉葉金花  (蔓性灌木,原生)  
            Ophiorrhiza japonica Blume 蛇根草  (草本,原生)  
            Paederia foetida L. 雞屎藤  (木質藤本,原生)  
            Psychotria rubra (Lour.) Poir. 九節木  (灌木,原生)  
            Randia cochinchinensis (Lour.) Merr. 茜草樹  (喬木,原生)  
            Wendlandia formosana Cowan 水金京  (喬木,原生)   

Rutaceae 芸香科 

            Melicope semecarpifolia (Merr.) T. Hartley 山刈葉  (喬木,原生)  
            Murraya paniculata (L.) Jack. 千里香  (原生)  
            Toddalia asiatica (L.) Lam. 飛龍掌血  (灌木,原生)   

Sapindaceae 無患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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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phoria longana Lam. 龍眼  (喬木,歸化,普遍)  
            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 臺灣欒樹  (喬木,原生,臺灣特有種)  
            Sapindus mukorossii Gaertn. 無患子  (原生)   

Sapotaceae 山欖科 

         Palaquium formosanum Hayata 大葉山欖  (喬木,原生)   

Scrophulariaceae 玄參科 

          Mazus pumilus (Burm. f.) Steenis 通泉草  (草本,原生)   

Solanaceae 茄科 

            Lycianthes biflora (Lour.) Bitter 雙花龍葵  (草本,原生)  
            Solanum capsicoides All. 刺茄  (灌木,歸化)  
            Solanum nigrum L. 龍葵  (草本,原生)   

Symplocaceae 灰木科 

          Symplocos chinensis (Lour.) Druce 灰木  (灌木,原生)   

Theaceae 茶科 

           Cleyera japonica Thunb. var. morii (Yamam.) Masam. 森氏紅淡比  (喬木,原生,
臺灣特有種)  
            Eurya loquaiana Dunn 細枝柃木  (原生)  
            Gordonia axillaris (Roxb.) Dietr. 大頭茶  (喬木,原生)   

Ulmaceae 榆科 

            Celtis sinensis Pers. 朴樹  (喬木,原生)  
            Trema cannabina Lour. 銳葉山黃麻  (原生)  
            Trema orientalis (L.) Blume 山黃麻  (喬木,原生)   

Urticaceae 蕁麻科 

            Boehmeria densiflora Hook. & Arn.. 密花苧麻  (灌木,原生)  
            Debregeasia orientalis C. J. Chen 水麻  (灌木,原生)  
            Dendrocnide meyeniana (Walp.) Chew 咬人狗  (喬木,原生)  
            Elatostema lineolatum Wight var. majus Wedd. 冷清草  (草本,原生)  
            Gonostegia hirta (Blume) Miq. 糯米糰  (草本,原生)  
            Oreocnide pedunculata (Shirai) Masam. 長梗紫麻  (灌木,原生)  
            Pilea microphylla (L.) Liebm. 小葉冷水麻  (草本,歸化)   

Verbenaceae 馬鞭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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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icarpa formosana Rolfe 杜虹花  (灌木,原生)  
            Clerodendrum cyrtophyllum Turcz. 大青  (灌木,原生)  
            Duranta repens L. 金露花  (歸化)  
            Lantana camara L. 馬櫻丹  (灌木,歸化)   

Violaceae 菫菜科(堇菜科) 

            Viola confusa Champ. ex Benth. 短毛菫菜  (草本,原生)   

Vitaceae 葡萄科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Maxim.) Trautv. 山葡萄  (草質藤本,原生,普遍)  
            Parthenocissus tricuspidata (Siebold & Zucc.) Planch. 地錦  (灌木,原生)  
            Tetrastigma formosanum (Hemsl.) Gagnep. 三葉崖爬藤  (草質藤本,原生,臺灣

特有種)   

Zygophyllaceae 蒺藜科 

            Tribulus terrestris L. 蒺藜  (匍匐草本,原生)   

                          

Monocotyledon    單子葉植物 

Agavaceae 龍舌蘭科 

            Cordyline terminalis (Linn.) Kunth. 朱蕉  (灌木,原生,普遍)  
            Sansevieria trifasciata Prain 虎尾蘭  (草本,栽培,普遍)   

Araceae 天南星科 

            Alocasia odora (Lodd.) Spach 姑婆芋  (草本,原生)  
            Colocasia esculenta (L.) Schott 芋  (草本,歸化)  
            Colocasia formosana Hayata 臺灣青芋  (草本,原生,臺灣特有種)  
            Pistia stratiotes L. 大萍  (草本,歸化)  
            Pothos chinensis (Raf.) Merr. 柚葉藤  (草質藤本,原生)  
            Rhaphidophora aurea (Lindl. ex Andre.) Birdsey 黃金葛  (草質藤本,栽培,普
遍)  
            Syngonium podophyllum Schott 合果芋  (草本,歸化,普遍)  
            Xanthosoma sagittifolium (L.) Schott 千年芋  

Arecaceae 棕櫚科 

           Areca catechu L. 檳榔  (喬木,栽培,普遍)  
            Arenga tremula (Blanco) Becc. 山棕  (灌木,原生,普遍)  
            Chrysalidocarpus lutescens (Bory.) H. A. Wendl. 黃椰子  (喬木,栽培,普遍)  



 62

            Livistona chinensis R. Br. var. subglobosa (Mart.) Becc. 蒲葵  (喬木,原生,VU)  
            Roystonea regia (H. B. & K.) O. F. Cook 大王椰子  (喬木,栽培,普遍)   

Commelinaceae 鴨跖草科 

            Amischotolype hispida (Less. & A. Rich.) D. Y. Hong 穿鞘花  (草本,原生)  
            Commelina communis L. 鴨跖草  (草本,原生)  
            Murdannia keisak (Hassk.) Hand.-Mazz. 水竹葉  (草本,原生)   

Cyperaceae 莎草科 

            Cyperus rotundus L. 香附子  (草本,原生)  
            Fimbristylis dichotoma (L.) Vahl 竹子飄拂草  (草本,原生)  
            Fimbristylis littoralis Gaud 木虱草  (草本,原生)  
            Kyllinga brevifolia Rottb. 短葉水蜈蚣  (草本,原生)  
            Pycreus polystachyos (Rottb.) P. Beauv. 多枝扁莎  (草本,原生)  
            Scirpus ternatanus Reinw. ex Miq. 大莞草  (草本,原生)   

Hypoxidaceae 仙茅科 

            Curculigo capitulata (Lour.) Kuntze 船仔草  (草本,原生)   

Iridaceae 鳶尾科 

            Belamcanda chinensis (L.) DC. 射干  (草本,歸化)   

Juncaceae 燈心草科 

           Juncus effusus L. var. decipiens Buchenau 燈心草  (草本,原生)   

Liliaceae 百合科 

            Asparagus cochinchinensis (Lour.) Merr. 天門冬  (草本,原生)  
            Liriope spicata (Thunb.) Lour. 麥門冬  (草本,原生)   

Musaceae 芭蕉科 

            Musa basjoo Sieb. 芭蕉  (大草本,栽培,普遍)  
            Musa sapientum L. 香蕉  (大草本,栽培,普遍)   

Orchidaceae 蘭科 

            Bletilla formosana (Hayata) Schltr. 臺灣白及  (草本,原生)   

Poaceae 禾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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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undo formosana Hack. 臺灣蘆竹  (草本,原生)  
           Axonopus affinis Chase 類地毯草  (草本,歸化)  
            Bambusa dolichoclada Hayata 長枝竹  (喬木,原生)  
            Bambusa multiplex (Lour.) Raeusch. 蓬萊竹  (喬木,原生)  
            Bambusa oldhamii Munro 綠竹  (喬木,原生)  
            Chloris barbata Sw. 孟仁草  (草本,歸化)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狗牙根  (草本,原生)  
            Cyrtococcum patens (L.) A. Camus 弓果黍  (草本,原生)  
            Dendrocalamus latiflorus Munro 麻竹  (喬木,歸化)  
            Digitaria radicosa (J. Presl) Miq. 小馬唐  (草本,原生)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P. Beauv. 稗  (草本,原生)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牛筋草  (草本,原生)  
            Eragrostis amabilis (L.) Wight & Arn. ex Nees 鯽魚草  (草本,原生)  
            Imperata cylindrica (L.) P. Beauv. var. major (Nees) C. E. Hubb. ex Hubb.         
&Vaughan 白茅  (草本,原生)  
            Leersia hexandra Sw. 李氏禾  (草本,歸化)  
            Lophatherum gracile Brongn. 淡竹葉  (草本,原生)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 ex Schum. & Laut. 五節芒  (草本,原生)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草本,歸化)  
            Paspalum conjugatum Bergius 兩耳草  (草本,歸化)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草本,歸化)  
            Phragmites vallatoria (L.) Veldkamp 開卡蘆  (草本,原生)  
            Saccharum spontaneum L. 甜根子草  (草本,原生)  
            Setaria palmifolia (J. Konig) Stapf 棕葉狗尾草  (草本,歸化)  
            Sporobolus indicus (L.) R. Br. var. major (Buse) Baaijens 鼠尾粟  (草本,原生)  
            Thysanolaena latifolia (Roxb. ex Hornem.) Honda 棕葉蘆  (草本,原生)   

Smilacaceae 菝契科 

            Smilax bracteata C. Presl var. verruculosa (Merr.) T. Koyama 糙莖菝契  (木質      

藤本,原生)  
            Smilax china L. 菝契  (木質藤本,原生)   

Zingiberaceae 薑科 

            Alpinia intermedia Gagnep. 山月桃  (草本,原生)  
            Alpinia uraiensis Hayata 烏來月桃  (草本,原生,臺灣特有種)  
            Alpinia zerumbet (Pers.) B. L. Burtt & R. M. Sm. 月桃  (草本,原生)  
            Zingiber kawagoii Hayata 三奈  (草本,原生,臺灣特有種)  
            Zingiber zerumbet (L.) Roscoe ex Sm. 薑花  (草本,歸化)   

 
1.依據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料庫」製作其植物名錄。 
2.物種評估等級分為絕滅 (Extinct, EX)、野外絕滅 (Extinct in the Wild, EW)、地區絕滅 

(regional extinct, RE)、嚴重瀕臨絕滅 (Critically Endangered, CR)、瀕臨絕滅 (Endang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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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易受害 (Vulnerable, VU)、接近威脅 (Near Threatened, NT)、安全 (Least Concern, 
LC)、資料不足 (Data Deficicent, DD)及未評估 (Not Evaluated, NE)等十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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