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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JNBM�7FIJDMF�$PMMJTJPO 鸏❉そ鑂㸐
⦛闍涸鿪僽ず♧⟝✲䞕暟瑭馊麥騟
儘涮欰鮦犳鸤䧭⫊❗騟媹僽➃겳湬䱺
鸤䧭剓㢵腥嗅暟娦❗涸遤捀⛓♧罜
⚥㼭㘗暟涸騟媹䖃䖃♶僒鄄涮植䨾
⟃㻜ꥹ侸ꆀ䥰鑪鼩銴刿㢵騟媹㼩嫦♧
⦐暟珏〳腋鸤䧭涸䕧갠剚「ⵌⴕ䋒停
纈㣐㼭籗婥⸂遤捀罜㹁㥶卓僽ⴕ䋒
⤂ꣳ停纈侸ꆀ獺㼱欰崞〷⚂籗婥桧
⡜騅ꨆ鼄䖩䧴欰崞〷♶ずꥣ媯
銴㖈喌㖒獵涸珏겳㽠剚湱殹㺂僒
㔔捀騟媹㼬荞娦❗桧㣐倴ⴀ欰桧罜⼦㚖
䚍徧穪
騟媹♶⫦僽剓湬䱺僒鋅涸麥騟欰䢀

䕧갠ず儘⛳僽ꅾ銴涸❜鸒㸞㉏겗欽
騟➃䖎〳腋剚㔔捀中乹ⵌ暟罜鸤䧭荈
䊹涸欰ㄐ頿欴䴦㣟姽㢫殆㖈麥騟♳涸
暟㾏넓鼩剚鸤䧭Ⱖ➮欽騟➃涸⽭ꦖ
⛳⼧ⴕ䕧갠爢剚錚䠮㔔姽佖㊥騟媹僽
㕜ꥹ♳麥騟䒊鏤⿻斊麌涸ꅾ銴铭겗莅
姽剤ꡠ涸灇瑖⛳㖈麥騟欰䢀㷸⚥涮㾝鴾
鸠

罌ꅾ粭荈$045�"DUJPO�����)BCJUBU�'SBHNFOUBUJPO�EVF�UP�5SBOTQPSUBUJPO�*OGSBTUSVDUVSF�5BCMF����

姘繡㕜㹻㼩倴騟媹暟涸侸ꆀ窡鎙穡卓곏爚嫦䎃鿪剤侸涰蠝涸ꅿ欰暟ㄐ㋩鰶♴

暟瑭馊麥騟儘涮欰鮦犳娦❗鄄珖捀騟媹麥騟荞娦㽠鸮㣐㘗涸枡猑鿪〳腋涮欰

㕜㹻 䎃➿ 暟겳纈 㕜嫦䎃娦❗侸ꆀ
繡㕜 ���� 腥嗅暟 ��� 涰蠝ꦷ
蓸貽 ���� 腥嗅暟 ��� 涰蠝ꦷ
榰Ⱙ ���� 둷겳 ��� 涰蠝ꦷ
薊㕜 ���� 둷겳 �涰蠝ꦷ
慍崎 ���� Ⰽ喌겳 �涰蠝ꦷ
⚸띋 ���� Ⰽ喌겳 �涰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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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騟欰䢀䕧갠莅騟媹铭겗 麥騟欰䢀䕧갠莅騟媹铭겗
寓厪 ⸈鸠㢫⢵珏Ⰵ

麥騟剚㼩ヰ鼹橇㞯鸤䧭鏪㢵♶ず겳
㘗涸寄厪㖈暟椚㔔㶩倰ꤑ✫䕧갠影
憈䏞瘞䗏孵⦬㢫㕼㡝穡圓⛳〳腋剚㖈
麥騟莇䒊ㄤ⢪欽劍涮欰佖隶㖈⻋㷸
㔔㶩鿈ⴕ⺫䭍鮦鰘遤꽢欴欰涸䑛孵䑛
屘鰶胣淼瘞剚䌟⢵ꊌꋜꓸ 焬宂⻋
ざ暟♧孻⻋焬✳孻⻋炼宇孻⻋ざ暟
歌掭薆瘞寓厪暟颶鸏❉⻋㷸暟颶剚ꦑ
孵崩仍侕荛ꁈ鵜橇㞯⚥䧴ꦑ꣮ꨎ鸄崩
尣ⵘ荈騟崩䖃ꁈ鵜喌㖒䧴宐넓鸤䧭✳
䏞寓厪

ꤑ姽⛓㢫㖈麥騟笞隌盘椚⚥䌢鄄
憭欽涸ꤑ虋ⷭ瘞鴍噠欽谔❠僽䌢鋅涸寓
厪彂湱ꡠ灇瑖곏爚鸏❉寓厪暟〳仍
侕麨侸涰Ⱇ㽯欩荛侸Ⱇꅽ黇䟂Ⱖ㼩ꤷ
㚖ꅿ欰暟䧴欰䢀橇㞯涸䕧갠鯱♶僒錚
㻌⠮鎙

麥騟笞隌盘椚⚥䌢⢪欽ꤑ虋 ⷭ鸤䧭麥騟Ⰽ倾嗃鄄涸㣐鋊垸ⲱ蟦

箁朜涸㖒兞⯋稇剚䕎䧭鿈ⴕ暟珏涸
仍侕騟䖜Ⱖ⚥⛳⺫䭍♶㼱㢫⢵珏㢫⢵
Ⰵ珏㥶秋抡迎ꋓざ姹瘞䊺䧭捀⚆歲
ぐ㕜걧汥⛓欰䢀铭겗搭⚛ꬌ䨾剤㢫⢵
暟珏㖳腋㖈ꅿ㢫䒊用停纈罜䧭⸆Ⰵ暶
㹁⼦㚖欰䢀禺窡腋䧭⸆Ⰵ⛓暟珏䌢
腋黠䥰➃겳崞橇㞯罜腋ꦑ➃겳ⵄ欽
橇㞯涸遤捀䘰鸠仍侕麥騟ꤑ✫䲿⣘Ⱖ
仍侕騟䖜㢫⛳〳腋佖隶䨾竤⛓贖涸喌
㖒䧴䗏孵⦬罜⸈鸠✫㢫⢵珏涸仍侕ㄤ䬪
婥䖰罜䕎䧭欰䢀♳啜䩛⛓铭겗

䌢鋅㖈騟倾虢㖒♳涸繡崎わ繽虋
麥騟Ⰽ倾涸㼭蔅訬愯貽♳㕬

♴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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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騟欰䢀䕧갠莅騟媹铭겗
Ⱖ➮遥欰䕧갠

麥騟欰䢀䕧갠莅騟媹铭겗
籏穡麥騟㼩荈搭欰䢀涸ぐ珏䕧갠

麥騟㟞⸈✫➃겳〳⿻䚍⸈鸠✫䨾
竤⛓贖喌㖒橇㞯涸佖隶➃겳嶋罳荈搭
须彂涸麕玑⚥鸤䧭✫㕼㖒ⵄ欽㘗䢀ㄤ㖒
兞涸佖隶⛳遥欰✫ぐ珏䱺涸欰䢀䕧
갠ꤑ✫騟儘涸湬䱺䕧갠㢫麥騟斊麌
麕玑鼩〳腋鸤䧭鼹㗗䭰糵䄶㝌罜⚂❜
鸒⤑ⵄ䖕䌟⢵涸麉䤲㠓杙桄遤捀瘞
Ⱖ➮➃捀崞㟞⸈鼩剚⤛鹎鴍㖒⨢鮦
㜥翹衆涸䕎䧭麥騟䱺㼩荈搭欰䢀欴
欰刿幀黇涸䕧갠

�� 䎃莇䒊⚥涸〵⚥㣐꧉❜崩麥莅植➛涸ヰ鼹㖒兞隶⻋〳 ⟃溏ⴀ麥騟ヰ㕠鿪䋑⻋䨾鸤䧭涸㖒頗佖隶

䎙⛖ぐ珏暟鿪剚湬䱺䧴䱺㖒「ⵌ麥騟涸䕧갠

㿋⼦麥騟遥欰涸ぐ겳涮㼩嗃鄄宐㕼⥃䭰ㄤ欰暟㢵垺䚍涼〳腋鸤䧭㓂ꅾ䕧갠 	 〵⚥唅㿋犷㡽㿋

罌ꅾ粭荈$045�"DUJPO�����)BCJUBU�'SBHNFOUBUJPO�EVF�UP�5SBOTQPSUBUJPO�*OGSBTUSVDUVSF�'JHVSF����

㼩喌㖒罜鎊麥騟莇䒊麕玑莅鸒
鮦䖕䌟⢵涸暟椚⻋㷸㔔㶩佖隶ꤑ✫
䕧갠喌㖒ㅷ颶湬䱺㼩ꅿ欰暟⦐넓
欴欰⽭ꦖ⛓㢫鼩剚⸈鸠㢫⢵珏Ⰵ
瘞遥欰䕧갠刿ꅾ銴涸僽麥騟䌟⢵涸
喌㖒灶烱⻋佪䥰僽鏪㢵暟珏饥ぢ徧穪
涸⚺㔔
㼩ꅿ欰暟罜鎊麥騟ꤑ✫剚湬

䱺鸤䧭騟媹✲⟝涮欰⛓㢫麥騟♳涸
㐿갉䮸⯕㹳㢫⢵珏欰暟鼩〳腋
鸤䧭暟魨䗱♳噲㣐㠺⸂䧴佖隶暟
涸遤捀㼩併䠮玑䏞♶♧涸ꅿ欰暟
⛳剚䌟⢵♶ず涸䕧갠

넞鸠Ⱇ騟㽷䬝伢

鋕纈⫄久✲噠剤ꣳⰗ䬝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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騟媹铭겗涸幾鰋佖㊥
幾鰋騟媹䕧갠涸⾲莅湡垦

呏亙窡鎙㖈繡㕜䎂㖳嫦䎃剤 ����
��� 涰蠝ꦷ㣐㘗ꅿ欰暟黩騟媹㔔ꅿ
欰暟䒸饱涸鮦犳鸤䧭 ���� ➃娦❗
���������䎂㖳嫦䎃鸤䧭 ��� 蠝➃
「⫊ㄤ馄麕 �� ⭚繡ꆄ涸頿欴䴦㣟〵
抓㕜麥♳〳腋涮欰騟媹罜㼬荞鯱㓂ꅾ✲
佦涸暟겳纈⺫䭍넓㘗鯱㣐涸权ㄤ뙀똝
瘞㣐㘗둷겳呏亙㕜麥Ⱇ騟陪㻌㽷窡鎙
嫦䎃䎂㖳剤秉 ���� ꦷ⟃♳涸崩嵠朄ꦷ
铐Ⰵ㕜麥騟媹侸ꆀ䎂㖳嫦䎃剤鵜⼪
ꦷ涸朄ꦷㄤ ��� ꦷ涸뙀똝䧭捀㕜麥♳
㸞涸ꦡ䣯㔔姽䖰欰䢀⥃肬❜鸒㸞
䧴爢剚竤憘罜鎊锅叆澗鍑⚛幾鰋
騟媹䕧갠㖳剤Ⱖ䗳銴䚍
麥騟涸欰䢀䕧갠䥰鑪㖈劢莇䒊涸

〳遤䚍ㄤ鋊ⷔ鏤鎙ꥣ媯㽠剤㸤侮涸鐱
⠮⚛⣜䗅鶬鼚簮㼭幾鰋ㄤ酢⮉涸갫
䎸⢵꣮⡜欰䢀䕧갠玑䏞䖎㢵欰䢀䕧갠
䗳갭⛳〫腋㖈倷䊨ㄤ斊麌⟃鶬鼚ㄤ簮
㼭涸倰䒭剤佪贖椚や⟤⡦幾鰋䲃倷
鿪〳腋✲⦔⸆⼱
騟媹涮欰涸䧭㔔〳嚌ⴕ捀欰暟㔔稇

獵腋⸂停纈㺙䏞併䠮玑䏞瘞橇
㞯㔔稇麥騟穡圓騟倾嗃鄄朜屣ヰ㕠
喌㖒겳㘗儘暟傈涸鋑굺䧴崞
넞䂾䎃鰋涸⦐넓久鼄籗婥䧴㷎眏䚍
鼄䖩莅❜鸒㔔稇鮦崩ꆀ鮦鸠꽙꽢➃

陪錏䏞瘞歋倴䕧갠麥騟荞娦涸䧭㔔滞
㢵㔔姽㖈灇亼幾鰋䲃倷䗳갭⯏ⴕ涸
製꧌须鎝鸒䌢僽⟃鹎遤禺窡䚍騟媹锅
叆⚛ꂂざヰ鼹㖒兞ㄤ喌㖒겳㘗ⴕ區⿻
湡垦暟欰䢀遤捀灇瑖瘞倰䒭⢵焷钢騟
媹㥪涮涸儘攨럊莅暟珏穉䧭鹎♧姿
ꆂ幢涮欰⾲㔔䩞腋鐱⠮黠ざ涸幾鰋佖
㊥倰呪騟媹幾鰋⡲捀〳ⴕ捀Ⰽ㣐⚺銴
湡垦♧僽꣮⡜ꅿ欰暟騟媹涮欰堥桧
诔歋暶㹁酤縨涸鏤縨佖㊥麥騟鏤倷佖
㊥騟倾喌㖒瘞倰䒭⢵幾㼱暟鹎Ⰵ騟
涸堥桧✳僽鸮穡麥騟Ⰽ⩎喌㖒ㄤ暟
停纈幾鰋麥騟꣖ꥬ涸頾䕧갠⤛鹎停
纈❜崩

⾲㨥麥騟鋊ⷔ㼩欰暟喌㖒䕧갠噲㣐
0SJHJOBM

"WPJEBODF
⟃չ鶬鼚պ涸倰䒭⥃欰暟喌㖒

.JOJNJ[BUJPO
⟃넞卺涸倰䒭⢵չ簮㼭պ䊨玑䕧갠

.JUJHBUJPO
⟃鸒麥隌晘涸鏤鎙⢵չ幾鰋պ㼩欰䢀禺窡涸⫊㹳

$PNQFOTBUJPO
〥㢫斊鸤喌㖒⢵չ酢⮉պ麥騟䊨玑㼩喌㖒鸤䧭涸䴦㣟

麥騟荞娦佖㊥䊨⡲崩玑㕬

麥騟䒊鏤⣜䎸꣮⡜欰䢀䕧갠玑䏞涸姿끐捀鶬鼚簮㼭幾鰋酢⮉鑬㻜涸麥騟荞娦锅叆僽鐱⠮幾鰋佖㊥倰呪涸痧♧姿

罌ꅾ粭荈.BHOVT�;��	����
��8JMEMJGF�3PBELJMM�.JUJHBUJPO�*OGPSNBUJPO�,JU��"�HVJEF�GPS�MPDBM�HPWFSONFOU�BOE�MBOE�NBOBHFST��5BTNBOJBO�&OWJSPONFOU�$FOUSF�*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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騟媹铭겗涸幾鰋佖㊥
鏤縨ぐ겳㕠碌䧴隌笪

⣜亙♶ず屛㼩韍鏤縨㕠碌隌奌
鸒ꨶ窣笪騟箔瀖瘞鏤倷⢵姺暟
鹎Ⰵ僽꣮⡜ꅿ欰暟騟媹涮欰堥桧涸䌢
鋅倰䒭鸏珏倰䒭呏亙♶ず涸湡垦겳
纈暟鋕Ⱖ넓㘗以昮莅䮕䱡腋⸂瘞⨞
ⴀ♶ず涸罌ꆀ㥶笪湡㣐㼭㕠碌넞䏞
䫔鏤鎙䓽䏞⿻僽や㙵Ⰵ㕼♴瘞㼩倴

둷겳⢵铞鋕錏〳鋅涸㕠碌䧴僽ꥬ갉晘
瘞꣖燘鏤倷暟剤䲿⼮둷겳굳遤넞䏞涸佪
卓ꆚ㼩⩑骢湡〳倴㖒鏤縨呔叟䧴
怎鰶䒭涸穡圓⢵姺Ⱖ鸒麕㼩倴铐Ⰵ
麥騟涸暟〳⟃㟞⸈膨㔮鏤鎙⢵꣮
⡜暟涸⫊❗⢿㥶倴㕠碌笪♳㸞酤㋲
ぢ鷗欰䧴鷗欰㗗麥

⚺銴欽⢵姺㣐㘗暟鹎Ⰵ涸㕠碌笪䬝伢倴⸈䭭㣐棵㣗

㣐㘗暟㕠碌♳鏤縨剤䍲⸔暟膨㔮涸㋲ぢⴀ〡䬝伢倴傈劥⻍嵳麥

㣐㘗暟㕠碌鏤縨涸膨㔮㋲ぢⴀ〡䬝伢倴⸈䭭㣐棵㣗

腋㣁姺⩑骢겳暟鹎Ⰵ涸呔叟穡圓䬝伢倴⸈䭭㣐棵㣗

꣖乺莅䒸㼬唎䗞孒饕跨涸荆儘䚍ꥬ匢鏤縨䬝伢倴〵抓倞畾㣐㿋胝♳㕬
♴䊩
♴〸栬暶涸㋲⩎箣⫙俷䒭⩎彘わ굳砑䒭鏤鎙涸騟箔꣖ꥬ鏤倷腋剤佪姺㼭暟鹎Ⰵ麥騟䬝伢倴傈劥銯邍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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騟媹铭겗涸幾鰋佖㊥
㐿갉䧴敚⯕뀝ꨆ陪デ酤縨 �麥騟Ⰽ倾涸喌㖒盘椚

〥㢫⛳〳⟃鏤縨〳⩏庠暟崞涸
荈䠮䥰酤縨⚛䵩ꂂ敚⯕䧴㐿갉麨ⵌ
끇㑵⿻뀝ꨆ暟涸佪卓鸏珏倰䒭黠欽
倴鯱併䠮涸暟珏⟃⿻❜鸒ꆀㄤ➃捀䎁仠
㖳鯱㼱涸橇㞯⡎僽暟⛳〳腋剚恸恸
黠䥰鸏❉ⵞ慨㔔姽銴㹁劍刿䳖럊⡙
䧴锅侮垸䒭湡➠緄⛘灇瑖阮僈鸏겳
倰䒭涸㻜ꥹ䧭佪
〥♧겳涸⡲岁僽㖈麥騟♳酤鏤

⯕酤縨鷴麕㼙鮦鰘涸敚⯕⢵陪爚
暟剤鮦竤麕䧴僽㖈騟鏤縨幾鸠垦箁
ꤑ✫腋꣮⡜鮦鰘鸒麕涸鸠䏞㢫❠剚欴
欰㐿갉⢪꣡鵜暟「끇㑵罜黇ꨆ
ꤑ✫➃䊨鏤倷⛓㢫騟倾笃䌟涸⥜

ⶩ嗃呖鼇乵⿻盘椚㼩暟〳腋剤姻
Ⰽ涸䕧갠㸤獵ꤑ騟倾笃䌟嗃鄄ꧪ
搭〳⟃鼚⯝暟魸询ⵄ欽⡎剚⸈䓽麥
騟涸ⴗ꣖ꥬ佪䥰⚂♶ⵄ倴宐㕼⥃䭰
罜呖珏䌟ⵞ扫加䧴㺙嗃♶剚剤蔅卓䒸
暟《굺涸埠加〳腋〳⟃姺暟瑭馊
笃䌟鹎Ⰵ騟䧴䲿넞둷겳瑭馊麥騟儘
涸굳遤넞䏞㷎眏䚍涸⥜ⶩ麥騟鼹㗗嗃
呖〳鼚⯝鋕錏娦錬涸䕎䧭雊꽙꽢➃䲿
傍㻌錏ⵌ㖈騟倾崞涸暟

傈劥銯邍䃋䨾鏤縨涸㐿갉騟莅幾鸠垦箁鮦鰘꽢麕剚涮ⴀ僈곏耫갉麥騟荞娦㼙酤縨爚䠑㕬腋鷴麕㼙鮦敚麨ⵌ陪爚暟涸湡涸

傈劥⻍嵳麥涸㐿갉騟

ⵄ欽馄갉岚敚⯕耫갉뀝馜暟涸酤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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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鸒盘椚莅Ⱖ➮

ꤑ✫ꆚ㼩暟罜鏤鎙涸鏤倷酤縨
⛓㢫佖隶꽙꽢➃遤捀莅❜鸒盘ⵖ⛳腋
剤佪涸幾鰋麥騟荞娦涸涮欰
鷴麕鏤縨陪爚晦䲿ꄁ暟瑭馊䧴

ꣳ鸠䭸爚庠鸠撑湱堥騥騟幾鸠
垦箁欩荛㨥鑑鳵 �%用넓俤꼛箁瘞
䋞劆腋䍲⸔꽙꽢➃䲿傍㻌錏䧴幾鸠昰
《刿㢵涸䥰儘麨ⵌ꣮⡜焥中괐ꦖ
涸湡涸⡎僽鸏珏㔿㹁䒭涸陪デ垦钟䖎
㺂僒鄄欽騟➃䙐殜罜搂岁麨ⵌ佪卓
姽㢫㖈暟籗婥䧴鼄䖩넞䂾劍㼓

鿈⟨鮦麥騟媯㷎眏䚍ꣳ鸠㼩倴㖈暶
㹁儘剚㣐ꆀ꧌⚥獵䕎䧭騟媹攨럊涸
暟珏僽剤佪涸⨞岁⢿㥶㖈ꤷ迊莅Ⰽ喌
겳籗婥㷎眏冾儘㼓鼄獵涸騟媯䧴僽
宐㚖ヰ黩涸騟媯

⸈䭭㣐ꆚ㼩꼧뛩涸ꣳ鸠陪爚晦

傈劥尣粫䃋ꆚ㼩㸛㹨莅迸輅涸陪爚晦

傈劥銯邍䃋涸暟瑭馊陪デ垦钟莅㐿갉騟

�%用넓俤꼛箁㕜Ⰹ㢫鿪剤ⵄ欽♶ず겝蒀䧴幀幏䊴殯醢鸤ⴀ俤꼛箁涸用넓䠮⢵雊鮦鰘꽙꽢荈幾鸠涸鏤鎙㕬捀〵抓㎗纏♳ㄤ帝宐♴涸用넓俤꼛箁
傈劥⻍嵳麥麥騟♳涸ꅿ欰暟ⴀ尝陪爚敚贫

鏤縨倴〵⻍〵抓㣐㷸Ⰹ涸랱란뙀瑭馊陪爚晦
鏤縨倴넞꧆繡慮涸軤軨ⴀ尝陪爚晦
⡙倴ꆄ捀✫⥃隌⥃肬겳ꆄ륰罜鏤縨涸陪爚晦鏤縨倴蕑吒鸒ꩆ涸瀖贅ⴀ尝陪爚晦%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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鸮穡麥騟Ⰽ⩎喌㖒ㄤ暟停纈

湡䊺剤♶㼱灇瑖ㄤ呪⢿곏爚㖈葻
㥪涸럊⡙鼇乵鏤鎙莅㼬䒸䲃倷涸ꂂざ
♴ꅿ欰暟〳ⵄ欽暟鸒麥瑭馊麥騟
幾鰋麥騟꣖ꥬ涸頾䕧갠⤛鹎停纈❜
崩⯏ⴕ澗鍑湡垦겳纈涸暟珏绢䚍喌㖒
宠獵䧴鼄䖩騟䖜停纈朜屣⟃⿻
鷴麕㖒椚须鎝禺窡(*4ⴕ區䐤麥⡙縨
䪪ⴀꡠ꒳鸮穡럊⡙捀倞䒊暟鸒麥럊
⡙鼇乵鏤鎙莅鏤縨儘涸ꅾ銴㛇燊暟
鸒麥㸤䊨䖕銴ꂂざ黠殹涸笞隌盘椚
⡲噠莅䧭佪湌庠䊨⡲焷⥃Ⱖ腋涮䳸⾲
鏤鎙⸆腋
♶ず暟㔔绢䚍莅넓㘗瘞䊴殯罜䕧

갠Ⱖ㼩倴喌䜂獵橇㞯涸⨋㥪㖈鏤鎙
暟鸒麥儘䗳갭⯓ꆂ幢⚺銴涸欰䢀⥃
㼩韍⟃⿻Ⱖ⨋㥪绢䚍莅宠⚛⣜亙
植㖒橇㞯㔔㖒ⵖ㹆捀Ⱖꆀ魨鏤鎙鸒
麥倰剤〳腋涮䳸⡲欽♶ず겳纈暟⨋
㥪⛓鸒麥㘗䒭〳罌〸邍㻜ꥹ♳鏤鎙
儘➠갭㼩湡垦暟珏绢䚍剤䨾澗鍑⚛鼝
锞㼠㹻㷸罏Ⱏず莅鏤鎙䊨⡲

չպ邍爚♶ざ黠չպ邍爚緄⛘须俲չӪպ邍爚剓⢕倰呪չӧպ邍爚鿈ⴕ겳纈䧴⼦㚖黠欽
罌须俲���8JMEMJGF�BOE�5SBD��"�&VSPQFBO�)BOECPPL�GPS�*EFOUJGZJOH�$POJDUT�BOE�%FTJHOJOH�4PMVUJPOT	$045���
��	*VFMM�#��FUD��&ET������
���8JMEMJGF�$SPTTJOH�4USVDUVSF�)BOECPPL��%FTJHO�BOE�&WBMVBUJPO�JO�/PSUI�"NFSJDB�	$MFWFOHFS���.BSDFM������
���㼭暟⥃㼏瘼ך䩛䒸ֹ	 ⻍鿈㕂麥✲䨾�����


鏽 �仑《㕜Ⰹ㢫灇瑖欰䢀绢䚍鯱捀湱⡂겳纈⨞罌
珏겳 㖒兞騗馊堀 騗馊䒭鸒麥
㿋繙 Ӫ Ӫ㿋繜 Ӫ Ӫ哆蔅뛩 Ӫ Ӫꅿ韣 Ӫ Ӫ
瑭㿋歌 Ӫ ӧ
랱擕 Ӫ Ӫ宐桌 ӧ ӧ랔롗杵 Ӫ Ӫ롴桕 Ӫ Ӫ뜸껻頥 Ӫ Ӫ瀖贅 Ӫ Ӫ굺迊桁 Ӫ Ӫ涯뢙䗱 Ӫ Ӫ
〵抓桒柏 Ӫ Ӫ
ꅿ⯨ Ӫ Ӫ
㼺롗猰 Ӫ Ӫ
롗猰 Ӫ Ӫ匡롗 Ӫ Ӫ굳롗 Ӫ Ӫ
跨 Ӫ ӧ跑蹠蹷 Ӫ Ӫ륰 Ӫ Ӫ

㢵⸆腋騗馊堀 埠騗馊䒭鸒麥 넞卺堀♴倰 ⚥㣐㘗㇄✌겳瑭馊䒭鸒麥 ⚥㼭㘗㇄✌겳瑭馊䒭鸒麥 佖葻䒭䱖宐盘巒 㼭㘗Ⰽ喌겳鸒麥
��������������������������������������⩑骢湡  Ӫ ӧ   ӧ  Ӫ Ӫ   ӧ  Ӫ Ӫ   ӧ  Ӫ Ӫ   ��������������������������������������돍歌湡  Ӫ Ӫ   ��������������������������������������굺聘湡  Ӫ ӧ   ӧ  Ӫ Ӫ Ӫ  Ӫ  Ӫ Ӫ Ӫ Ӫ Ӫ  Ӫ Ӫ ӧ ӧ ӧ  Ӫ Ӫ ӧ  ӧ  Ӫ Ӫ   ӧ  Ӫ Ӫ ӧ  Ӫ ӧ Ӫ Ӫ Ӫ ӧ ��������������������������������������湡Ӫ Ӫ Ӫ    ��������������������������������������⯨䕎湡ӧ  Ӫ Ӫ ӧ  ��������������������������������������굺辿湡Ӫ  Ӫ Ӫ Ӫ Ӫ ӧ��������������������������������������㓿룈湡Ӫ  Ӫ Ӫ Ӫ Ӫ ӧӧ Ӫ ӧ ӧ    Ӫ     ��������������������������������������昮遤笧ӧ  Ӫ Ӫ ӧ ӧ ӪӪ  Ӫ ӧ ӧ ӧ ӧӧ  Ӫ 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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騗馊䒭暟鸒麥

暟鸒麥㣐荞〳ⴕ捀騗馊䒭ㄤ瑭馊
䒭Ⰽ珏겳㘗♶ず겳㘗⿶〳⣜倞䒊䧴佖
㊥傂剤穡圓暟ⱄ稣ⴕ⛳〳⣜撑黠ざ涸
暟겳纈剤♶ずⴕ겳ぐ겳暟鸒麥鏤
鎙儘⚺銴⺫わⴀⰅ〡鸒麥Ⰹ鿈穡圓ㄤ
꣡㿂㼬䒸鏤倷♲⦐㋲⯋ⴀⰅ〡鏤鎙䥰
⟃暟㺂僒涮植ㄤ鹎ⴀ捀⾲㔔姽䌢
䱰怪修䒭鏤鎙⚛笞䭰喌㖒荈搭鼚⯝琎
宐䧴衆䊴䕎䧭ꥻ燘鸒麥Ⰹ䥰鋕湡垦暟
珏绢䚍ㄤ넓㘗鏤鎙黠殹ꡀ䏞⿻䏁颶䧴
嗃鄄橇㞯꣡ 㿂㼬䒸鏤倷僽䌢ꌊ䱺
隌笪ず儘幾㼱暟铐Ⰵ麥騟⚛㟞⸈
暟涮植ㄤ绢䢫ⵄ欽鸒麥涸堥桧
չ騗馊䒭暟鸒麥պ僽䭸䲿⣘暟歋

麥騟♳倰騗馊䖃⢵倴Ⰽ⩎喌㖒涸鸒麥
⺫わ㼠莇䒊窍暟騗馊麥騟⢪欽涸㣐
㘗㖒兞騗馊堀佖㊥傂剤騗馊堀䲿⣘
暟鸒遤涸㢵⸆腋騗馊堀⟃⿻ⵄ欽粫程
勍叙卺鏤䲿⣘埠喌暟騗馊麥騟涸㣔堀
瘞䕎䒭

㣐㘗涸騗馊䒭暟鸒麥堀♳鸒䌢
剚銼㕼嗃欰斊鸤捀䱺鵜ヰ鼹㣔搭喌㖒
涸橇㞯幾㼱剚꣖燘暟鸒遤涸➃䊨圓
鸤暟鸒麥瑠〳⣘ぐ珏暟鸒遤欩荛
喌䜂㣐䌴笞䭰✫喌㖒涸鸮穡䚍鸏겳倰
䒭鸒䌢鸤⭆傱顜㢵鏤縨㖈넞鸠Ⱇ騟瘞
暟♶僒騗馊⿶㺂僒涮欰麥騟荞娦⚂捀

ꅾ銴鸮穡럊⡙涸騟媯
㢵⸆腋騗馊堀僽㼟⾲劥㼱➃鮦鸒

遤涸鏤倷暟倴Ⰽ⩎䧴㋲⩎銼㕼嗃欰䲿
⣘暟鸒遤⿻冾儘魸询涸瑠〳 ず儘
麨ⵌ䲿⣘➃鮦莅ꅿ欰暟⢪欽涸佪卓
湱鯱倞鏤鸒麥姽倰呪顥欽鯱捀⡜䐢⡎
䧭佪剚「➃捀䎁仠玑䏞鸒麥劥魨瑠
暶䚍⟃⿻嗃鄄涸笞隌盘椚罜隶

桪㿋㕜㹻Ⱇ㕨鏤縨倴〵 �� 箁♳㼠窍埠喌暟⢪欽涸桒柏㣔堀
鏤縨倴⸈䭭㣐棵㣗㕜㹻Ⱇ㕨#BO�/BUJPOBM�1BSL涸騗馊䒭鸒麥♳㕬鸒麥♳斊鸤䧭喌㖒橇㞯♴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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瑭馊䒭暟鸒麥

չ瑭馊䒭暟鸒麥պ僽䲿⣘暟㸞
歋麥騟♴倰瑭馊䖃⢵Ⰽ⩎喌㖒涸鸒麥
⺫䭍넞卺堀哀♴倰麥騟♴倰涸盳盘巒
䧴䱖宐穡圓瘞겳㘗涸鸒麥㼭㘗㇄✌겳
䧴Ⰽ喌昮辿겳䌢〳⢪欽傂剤涸穡圓暟
⡎㣐㘗㇄✌겳㥶擕ㄤ뛩瘞銴鯱㣐涸
瑭馊䒭鸒麥

佖㊥傂剤穡圓暟⡲捀瑭馊䒭暟
鸒麥剤鸤⭆湱㼩⡜䐢涸⮛럊⡎罌ꆀ
湡垦暟珏绢䚍ㄤ宠锅侮鏤鎙⺫䭍㼩
琎宐䧴惐徒橇㞯⿻Ⱖ➮䗏孵⦬哭⟝涸⨋
㥪⛳銴鋕暟珏獵腋⸂㟞⸈鸒麥侸
ꆀ䧴簮瀊騅

⸈䭭㣐棵㣗㕜㹻Ⱇ㕨#BO�/BUJPOBM�1BSL涸瑭馊䒭暟鸒麥

罌ꅾ粭荈8JMEMJGF���5SBD�"�&VSPQFBO�)BOECPPL�GPS�*EFOUJGZJOH�$POJDUT�BOE�%FTJHOJOH�4PMVUJPOT��IUUQT���IBOECPPLXJMEMJGFUSBD�JOGP�DI���GBVOB�QBTTBHFT�BOE�PUIFS�TPMVUJPOT

盳巒穡圓〳⣜亙湡垦暟珏鹎遤鹎♧姿涸佖㊥"鏤倷Ⰹ剤宐ꤷ㚖暟搂岁ⵄ欽#$䏁鿈䱰♶ず㗗䏞䧴넞䏞䲿⣘暟鸒遤%넞贖㟞鏤啲堀⣘暟ⵄ欽

醳䒭倬瑭馊䒭暟鸒麥鏤鎙�傈劥銯邍䃋♳㕬䱖宐鏤倷㋲鼹㟞넞䲿⣘暟鸒遤⚛ꂂざ荈湱堥湌庠♴㕬䱖宐⩎倷Ⰽ⩎㟞넞䲿⣘暟鸒遤Ⰵ〡⟃俷㗗麥⚛ꂂざꚩ䅺瀖걧䲿⣘䷒亮⸂䍲⸔暟⢪欽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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ꤿ僈㿋㕜㹻Ⱇ㕨ꁈ鵜〵⻍䋑鿪剚
⼦Ⱇ㕨Ⰹ騟笪㺙䏞넞⚂麉㹐ꆀ륔㣐騟
媹铭겗㓂ꅾ僽〵抓剓傍㨥禺窡䚍涸
鹎遤騟媹须俲製꧌ㄤ幾鰋佖㊥㎲鑑涸㋲
⡙㖈 ���� 䎃荛 ���� 䎃盘椚贖鹎
遤✫㕨⼦Ⰹ鿈ⴕ麥騟涸劍騟媹湌庠
䪪ⴀ✫䎙贖攨럊⚛鏤縨✫侸䏠暟鸒麥
佖㊥⚛䭰糵湌庠佖㊥灇瑖
䱺糵ꤿ僈㿋㕜㹻Ⱇ㕨䖕剤劍㸤侮

涸騟媹灇瑖佖㊥⡲捀涸僽넞鸠Ⱇ騟㽷
麕⼧㢵䎃衆㻜稙俤軨⚥㘗㇄✌
暟뙀똝騟媹涸灇瑖佖㊥⺫䭍隌笪ㄤ
騗馊䒭⿻瑭馊䒭暟鸒麥鿪剤䖎㥪涸䧭
佪⚛鹎遤朄頥枡猑ㄤ躶軁騟媹涸湱ꡠ
灇瑖
暶剤欰暟灇瑖⥃肬⚥䗱 ���� 䎃㖈

茁剅♳ⶾ用涸騟媹爢〵抓ꅿ欰暟騟
娦錚㻌笪僽㼟〵抓涸騟媹铭겗灇瑖
ㄤ佖㊥䲿傻ⵌ✫Ⱇ字猰㷸涸㾵妄䌟
✫〵ぐ㖒㨥䫏Ⰵ騟媹铭겗涸锅叆
罜㖈嵳䁘ㄤꨆ䃋㖒⼦涸ꤷ迊籗婥劍

騟媹铭겗傍䖰 ���� 䎃㨥㽠剤笃䃋涸
灇瑖ㄤ佖㊥呪⢿暶欰⚥䗱騟媹爢ㄤ滞
㢵䘋䊨⛳䭰糵䲀ぐ珏隌迊崞㠓♨
㕜㹻Ⱇ㕨盘椚贖⛳♧湬ꡠ岤㕜㹻Ⱇ㕨眕
㕠Ⰹ涸湱ꡠ铭겗鵜䎃剤剎內颩來䱇涸

莅⚛莅Ⱇ騟籏㽷宐㕼⥃䭰㽷瘞㋲⡙
ざ⡲䲀ぐ珏佖㊥⡲捀罜Ⱖ➮㥶㔋虋
ㄤ넞繡㖒⼦涸佖㊥䊨⡲⛳剤隌迊罏耢湅
ㄤ匌嵳㣐㷸瘞㋲⡙㖈⸗⸂
Ⱇ騟籏㽷盘鱨〵⚺銴Ⱇ騟鵜䎃

⛳ꆚ㼩騟媹铭겗琎噲䫏Ⰵ灇瑖佖㊥䊨
⡲⺫䭍㖈〵 �箁犷鸮蟛蟛騟媯鏤縨瑭
馊䒭暟鸒麥䲿⣘窍굺迊桁瘞暟莅
㠓♨㕜㹻Ⱇ㕨盘椚贖ざ⡲隌迊莅暶剤
欰暟灇瑖⥃肬⚥䗱ㄤ⚥莇㣐㷸ざ⡲䲀
⚥鿈㖒⼦㊥麥騟佖㊥鎙殥⟃幾鰋瀖贅
騟媹䕧갠莅蔅角卌盘贖瘞㋲⡙ざ⡲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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莅笃䃋殹㖒⥃肬㕰넓ざ⡲䲀չ隌迊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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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騟媹䞕䕎⛳栽䖤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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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〥㢫㖈幢螠㣐㷸剎內颩來䱇涸ざ
⡲䭸㼬♴㖈麥騟Ⰽ⩎⟃笃蒀䋕䋒鏤縨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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Ⱖ껷銴㸻傌捀䒊圓欰䢀㊥麥騟⟃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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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䒸㼬鏤倷傂剤騗馊堀㢵⸆腋佖㊥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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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肬䗂肬瘼殜



37 38

㕜麥ヰ鼹尝剤岁㹁涸欰䢀⥃隌䧴⥃
殆⼦⡎屡箁剤㢵垺涸橇㞯ꚩ䅺捀⢪㕜
麥騟奚眕㕠Ⰹ㢵⯋ⵄ欽倰䒭腋곃欰䢀
莅㖒倰竤憘涮㾝넞Ⱇ㽷⟃㖒椚须鎝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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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椚鳵岁ⴕⴽ䖰倞䒊笞盘ㄤ䗂肬

錬䏞䲿ⴀぐ瘞秹騟媯䥰黾䗅鋊眕䒊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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㖈笞盘鿈⟨䥰⮛⯓罌ꆀ欰䢀铭겗䖰
钢귢獆欽笞盘倰䒭ㄤ걽䏞ⵌ鼹㗗嗃呖
涸欰䢀⸆腋㖳秝Ⰵ罌ꆀ㖈䗂肬鿈⟨
䥰琎噲幾鰋麥騟荞娦䕧갠騟奚眕㕠鹎
遤ぐ겳欰䢀㊥䪮遯㻜⡲⟃⿻鹋劍䚍
鹎遤欰暟须彂锅叆ꤑ〳䱍䳣㕜麥屡箁
欰䢀橇㞯隶㢫嗃暟须彂锅叆❠〳㔐
꺈鼹㗗笃⻋䊨⡲鐱⠮殹㖒嗃纈怵剐朜
䢀剤⸔倴睨鼇黠欰暟珏⟃➃捀㼬Ⰵ倰
䒭⸈鸠鼹㗗嗃纈怵剐⿻䗂肬暟须彂
锅叆〳㔐꺈荛㕜麥欰䢀㊥⡲捀⺫
䭍麥騟荞娦幾鰋瘼殜⟃⿻㕜麥ꁈ鵜

暟喌㖒⥃肬䗂肬瘞䖕糵䊨⡲
併䠮ꅽ玑ⴕ秹盘椚鳵岁鎎㹁䖕䊺㸤

䧭✫♧秹併䠮騟媯涸欰䢀须彂锅叆䊨
⡲⚛㨥痧✳鰶涸锅叆⟃䒊用垦彋锅
叆倰岁ㄤ劍湌庠堥ⵖ痧♧鰶 �㷎锅
叆㖈㕜麥Ⰽ⩎ �Ⱇꅽ眕㕠Ⰹ涸 �� 贖
暟垺⼦Ⱏ鎹ꏗⵌ둷겳 ��� 珏㇄✌겳 ��
珏Ⰽ喌겳 �� 珏昮遤겳 �� 珏軨겳
��� 珏ㄤ躃跕겳 �� 珏⺫わぐ秹⥃肬겳
�� 珏ㄤ暶剤❏珏 �� 珏嗃暟⣜㖒
椚孵⦬⼦鹎遤ⴕ區⚛鐱⠮屡箁黠欰珏
겳Ⱏ㸤䧭 �� 贖垺⼦涸锅叆鎹ꏗⵌ笞
盘勲嗃暟����珏Ⱖ⚥わ暶剤珏��珏
⾲欰珏 ��� 珏

幏㿋喀卌莅䎂⾲鴍㖒筝ꁈ⚺銴ꀀꔩ
鿪䋑䲿⣘湬䱺⚂ꅾ銴涸欰䢀禺剪⺫
わ⣘窍佅䭰俒⻋莅锅眏捀荩抓➃字
㸞㾀坿噠涸㛇燊㕜麥鼹㗗騟䐤ꤑ✫僽
ꅿ欰暟涸鼚ꨈ䨾莅獺剤嗃暟涸䗂肬㖒
㢫⛳筝ꁈ㢵贖㣐琎喀卌ꅿ欰暟⥃
隌⼦㕜㹻ꅾ銴憈㖒荈⢵宐宐颶宐ꆀ⥃
隌⼦궬欽宐宐彂宐颶⥃隌⼦㕜㹻괐兞
⼦瘞橇㞯併䠮⼦㚖㔔姽麥騟盘椚㋲⡙
〳㛇倴字滞涸劍䖊笞䭰騟䐤ヰ鼹欰䢀
禺剪涸⸆腋䒂糵帩⻋瑠孵琽㹁宐
㕼䧴锅眏孵⦬涸剪⟃暟珏⥃肬昰《
㣐滞佅䭰麨ⵌ㟞渤欰䢀禺剪⸆腋涸
湡涸

痧 �秹 痧 �秹 痧 �秹
 7
7
7

� 㷎 �妄 �荛 �㷎ぐ �妄 �㷎 �妄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盘椚鳵岁
〳遤䚍鋊鏤橇鐱欰䢀➃㆞莅鋊鏤ꥣ媯鐱⠮欰䢀䕧갠䲿ⴀ鶬鼚簮㼭幾鰋莅酢⮉鎙殥湌庠䧭佪
⥃肬겳ㄤ獺剤珏倷䊨灇瑖莅⥃肬
橇鐱欰䢀锅叆걽桧妄侸倷䊨⼱䎃荛斊麌 �䎃欰䢀湌庠
钢귢獆欽➿盘黾㸛併䠮騟媯鋊眕
笞盘걽䏞莅倰䒭Ⱘ欰䢀罌ꆀ
鼹㗗嗃呖⮛⯓罌ꆀ欰䢀⸆腋
㢫⢵Ⰵ珏ꤑ
麥騟荞娦锅叆莅佖㊥鼹㗗騟奚嗃欰佖㊥喌㖒斊鸤莅欰䢀㊥䪮遯㻜⡲騟奚莅鹋鼹 �Ⱇꅽ欰暟须彂锅叆

倞䒊涮
笞隌盘椚
琎噲䗂肬

欰䢀禺剪⸆腋爚䠑㕬

㕜麥欰䢀併䠮ꅽ玑ⴕ秹爚䠑♳莅♲ぢ盘椚鳵岁♴

欰䢀禺剪
⣘窍剪
⣘䥰荈欰䢀禺窡涸頿顊莅欴ㅷ
福굺⾲俲谔勞

锅眏剪
欰䢀禺窡锅眏⡲欽⚥栽䖤涸佐渤
孵⦬锅眏宐㕼⥃䭰

俒⻋剪
➃겳䖰欰䢀禺窡⚥栽䖤涸ꬌ暟颶佐渤
俒⻋⠅繡㷸

佅䭰剪
欴欰Ⱖ➮欰䢀禺窡剪䨾涸剪

㥶㕼㡝䕎䧭⯕ざ⡲欽귢ⴕ䗅橇宐䗅橇

㕜麥欰䢀⥃肬莅騟媹幾鰋佖㊥⡲捀
㕜麥併䠮ꅽ玑ⴕ秹莅盘椚

痧♧秹 ���
痧✳秹 ���
痧♲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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넞Ⱇ㽷剓傍㨥䫏Ⰵ騟媹铭겗涸锅
叆莅幾鰋僽䖰����䎃䲀չ㕜麥雊軨麥պ
⥃肬鎙殥㨥鑪鎙殥䭰糵荛➛麨 ��
䎃剤佪佖㊥稙俤軨騟媹䞕䕎❠栽䖤㕜
Ⰹ㢫㯯넓涸㜡㼬ㄤ雙隘
⟃垦彋倰岁剤禺窡涸鹎遤騟媹须俲

佐꧌僽幾鰋騟媹✲⟝涸痧♧姿ⴕ區騟
媹✲⟝涸暟珏攨럊ㄤ儘瑠隶⻋〳 对㹁
幾鰋佖㊥涸⮛⯓갫䎸✫鍑騟媹⾲㔔灇
亼㼩瘼⚛鹎遤佖㊥䧭佪鐱⠮罜㖈䏞
馄麕 �⼪Ⱇꅽ涸㕜麥♳銴鹎遤剤禺窡
涸騟媹暟锅叆涸ꨈ䏞ㄤ⽭ꦖ䚍鿪䖎
넞���� 䎃㖈㨽鎷欰䢀㼠噠➃㆞鹎遤✫
Ⰽ䎃涸鑑뀿莅灇瑖䖕넞Ⱇ㽷鷷姿䒊用
歋㕜麥䊨玑騟㺂幢悦笞隌ㄤ✲佦贖
椚䑖㉂➃㆞Ⱏず㛂遤騟媹锅叆涸堥ⵖ
嫦䎃竤麕湱ꡠ鎯箻䖕鸏❉➃㆞〳㖈嫦
㣔㛂遤⢿遤䊨⡲儘♧⢘锅叆㕜麥♳涸
暟㾏넓㔔姽荈 ���� 䎃 � 剢㨥⼪
ꅽ㕜麥涸⽂♴ㄤ⻍♳騟肖嫦㣔鿪剤騟㺂
幢悦➃㆞頾顑䊣鋕涮植涸暟㾏넓须
俲♧瘘瘘涸鄄鎹ꏗ♴⢵䨔荛 ���� 䎃 �
剢䏁稡鎙涸侸ꆀ䊺馄麕 �蠝 �⼪瘘
ꤑ✫⢿遤䚍锅叆㢫殹欽騟➃涮植

暟㾏넓儘鼩〳丸䩧 ���� 㼠箁鸒㜡
ぐ䊨媯涸✲佦贖椚➃㆞剚䖎䘰涸䫼麨
植㜥鹎遤贖椚ㄤ鎹ꏗꆚ㼩♧❉銴幀

鵜⼧䎃⢵涸锅叆穡卓곏爚㕜麥♳
涸騟媹涮欰桧㣐荞♳⟃ � 剢荛 � 剢涸
僱㢚㷎捀넞䂾�� 剢荛 � 剢侸ꆀ鯱
㼱ぐ䎃涸稡琎侸ꆀ⟃ ���� 䎃荛 ����
䎃剓㢵⛓䖕剤幾㼱涸馸歋倴锅
叆➃㆞㣐㢵♶Ⱘ欰䢀㼠噠㔔姽鏪㢵须
俲⚛劢Ꙥ㹁荛珏湡Ⱉ蠝㢵瘘私ꏗ⚥
〳鳺陏ⴀ �� 珏둷겳�� 珏㇄✌겳��
珏昮遤겳ㄤ �珏Ⰽ喌겳歋겳纈⢵溏
⟃넓㘗㖈㹻듻⟃♴涸⚥㼭㘗둷겳剓㢵
⡥鿈须俲涸 �����Ⱖ妄捀朄頥겳⡥
����㣐㘗둷겳⡥ ���㼭㘗㇄✌겳
⡥ ���ぐ暟겳纈莅ぐ剢⟨涸㕜麥
麥騟荞娦侸ꆀ窡鎙〳鋅♴倰㕬邍

Ⰵ✫鍑涸铭겗넞Ⱇ㽷剚〥㢫㨽鎷㼠
噠㋲⡙鹎遤锅叆灇瑖鸏垺劍
㣐㽯䏞涸禺窡䚍騟媹锅叆搂锸㖈㕜Ⰹ
䧴㕜㢫㖳㿂ⶾ莊⛳稡琎✫㼂顜涸须俲
雊넞Ⱇ㽷〳⟃㉬佖㊥幾鰋⡲噠

㕜麥➃㆞來肬鎯箻♳莅騟媹锅叆♴

ぐⴕ㽷 ��������� 䎃ぐ剢麥騟荞娦侸ꆀ隶⻋

须俲窡鎙儘眕㕠捀 ���� 䎃 �剢荛 ���� 䎃 �剢䏁

㕜麥管贫 � � � � � � � �� � 歌 籏鎙둷겳㣐㘗둷 ���� �� ���� � �� �� � ��� � ����⚥㼭㘗둷 ����� ��� ����� �� ���� ��� �� ���� �� �����㇄✌겳㼭㘗㇄✌겳 ��� �� ��� �� � � ��� � ����⚥㘗㇄✌겳 ��� � ��� � �� � �� � ���躶軁 ��� � ��� � � �� ���匡롗 �� ��� � � � � ���ꬌꅿ欰暟頥权 ���� ��� ���� ��� ��� ��� ��� ��� ��� �����Ⱖ➮ ��� �� ��� � �� �� � � � ���Ⰽ喌昮遤겳跑 ��� �� ��� �� � � ��� � ���륰뎴 �� �� ��� � � �� � ���蹠蹷 � �� � ��跨겳 �� � ��� � �� ���

㕜麥欰䢀⥃肬莅騟媹幾鰋佖㊥⡲捀
䖰騟媹幾鰋涸㎲鑑ⵌ䛫䗂喌㖒鸮穡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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罌ꆀ⥃肬⭆⧩欽騟➃㸞须俲ㅷ
颶莅佖㊥〳遤䚍瘞㔔稇넞Ⱇ㽷⮛⯓鼇
乵⚥㘗㇄✌暟涸騟媹铭겗鹎遤ⴕ區佖
㊥窡鎙涯뢙䗱〵 抓ꅿ⯨롴桕瑭㿋歌
ㄤ瀖贅瘞⚥㘗㇄✌겳涸㕜麥嫦Ⱇꅽ騟媹
侸ꆀꆚ㼩騟媹㺙䏞剓넞涸攨럊ꅽ玑鏤
㹁鷷䎃佖㊥湡垦锅叆鼇乵黠ざ⡲捀
暟鸒麥涸㕜麥盳盘巒넞卺堀ㄤ騗馊堀
瘞穡圓暟罌㕜Ⰹ㢫竤뀿ㄤ暟珏欰䢀
绢䚍鹎遤暟鸒麥鏤鎙⚛䵩ꂂ倴騟肖
ㄤ鼹㗗鏤縨隌笪ㄤ㼬䒸笪姺暟
瑭馊㕜麥⚛㼬䒸Ⱖ竤歋暟鸒麥鸒麕

痧♧䏠㕜麥暟鸒麥倴 ���� 䎃 �
剢佖㊥㸤䧭䱺♴⢵荛 ���� 䎃⚥ꤷ糵
鏤縨✫籏䏞馄麕 �� Ⱇꅽ涸㕜麥騟媹
暟隌笪歋傂剤穡圓暟佖㊥罜䧭涸
暟鸒麥剤騗馊䒭 �䏠ㄤ瑭馊䒭 ��
䏠佖㊥䲃倷㸤䊨䖕鹎遤湌庠ㄤ鐱⠮
⟃焷钢僽や麨ⵌ⾲鏤鎙湡垦㥶꣮⡜湡
垦暟珏麥騟荞娦涮欰桧䲿⣘湡垦暟珏
ⵄ欽鸒遤喌㖒䧴騟䖜瘞⚛〳ꂂざぐ䊨
媯䭰糵鹎遤㊥䲃倷涸笞隌盘椚
鐱⠮倰䒭僽ⵄ欽秋㢫箁荈湱堥湌庠
暟ⵄ欽㊥䲃倷涸䞕䕎⟃⿻嫲鯱佖㊥
䖕騟媹侸ꆀ涸䊴殯ぐ贖佖㊥䲃倷䧭
佪鐱⠮穡卓㖳곏爚湡垦暟珏涸騟媹桧㣐
䌴♴ ꣮⚂⢪欽暟鸒麥瑭馊㕜麥걽桧
⛳琽㹁㟞⸈ꤑ✫稙俤軨ㄤ㇄✌暟⛓
㢫넞Ⱇ㽷❠ꤷ糵鹎遤뙀똝枡猑朄頥
鼄磌軨ㄤ躶軁騟媹铭겗涸增鎣⚛灇亼䖕
糵⡲捀

ⵄ欽秋㢫箁荈湱堥湌庠暟ⵄ欽㊥䲃倷涸䞕䕎

⚥㼭㘗둷겳⚥⟃俤둽荛㼱⺫䭍
棟걸俤둽秋둽ꆄ胝둽综缾둽ㄤ笃
둽듻㶩란ꦿ涯걧绀ㄤ涯㽵Ⱄㆥわ
㼱侸Ⱄㆥㄤ㹻Ⱄㆥ瘞 �겳둷涸侸ꆀ
剓㢵Ⱖ妄捀笃粚滚ㄤ敶㶩⟃峕敶捀
⚺鸏❉鿪僽鯱䌢鋅⚂㺂僒鄄鳺陏涸
珏겳鸏 �겳⚥㼭㘗둷涸须俲ꆀ⽰⡥
✫鿈騟媹侸ꆀ涸 ���⡎Ⱖ⚥➠〳
腋剤♶㼱Ꙥ㹁ꐫ铐涸须俲㣐둷⚥
⟃뙀똝⟃㼭涯뙀랔걧뙀ㄤ㢹뙀捀⚺
侸ꆀ剓㢵㇄✌겳ꤑ✫涯뢙䗱莅〵抓
ꅿ⯨㢫⟃饕艏匡롗㼭㘗롗겳ㄤ躶軁
私ꏗ鯱㢵⡎䖕Ⰽ겳暟锅叆➃㆞鸒
䌢搂岁ⴼ倬珏겳䖰锅叆➃㆞䲿⣘涸
撑晚〳Ꙥ㹁ⴀ剤彘롗뇬롗㼭랔艏롗
〵抓뢈롗荏롪〵 抓衞뢙軁〵 抓㼭
骢뢙軁ㄤ넞걧軁瘞珏겳昮遤겳⚥⟃
ꨎ⪑眏滚ꖏ跑荏ꫭⰗ뎴ㄤ俤륰鯱
㢵ꤑ✫䌢鋅珏겳㢫㼱侸⥃肬겳䧴
「ꡠ岤暟珏涸騟娦侸ꆀ❠♶㼱⺫䭍
걆錬듊뒉걧襟똿〵 抓ꅿ⯨ㄤ涯뢙
䗱瘞鸏겳併䠮暟珏捀䥰⮛⯓佖㊥
姺騟娦涸湡垦暟珏㕜麥娜䎃䌢鋅麥
騟荞娦暟珏겳ㄤ併䠮暟珏窡鎙〳
鋅〸邍
嫲鯱ぐ㕜麥锅叆穡卓㕜麥 �贫

ㄤ㕜麥 � 贫歋倴䏞ꡠ⤚ⴕⴽ⡙㾀
騟媹侸ꆀ♧✳そ罜㕜麥 � 贫⿶
㔔ꁈ鵜幏㿋⚂ヰ鼹喌㖒鯱㕜麥 � 贫
㣔搭佦騟媹侸ꆀ鯱㢵⟃㺙䏞⢵溏
⟃㕜麥 �� 贫涸騟媹㺙䏞剓넞䎂

㖳嫦剢嫦Ⱇꅽ ��� ꦷⰦ妄捀㕜麥 �贫
��� ꦷㄤ㕜麥 � 贫��� ꦷ♶ず㕜麥
涸騟媹穉䧭⛳鿪剤䨾䊴殯

䌢鋅暟珏 侸ꆀ俤둽瘞 � �����权 ����ꅿ듻 ����頥 ����란ꦿ ����涯㽵Ⱄㆥ瘞 � ����涯걧绀 ����뙀똝瘞 � ����笃粚滚 ���敶㶩瘞 � ���㣐⽷㽵 ���〵抓㢹똿 � ���❀蒀둷 ���饕艏匡롗 ���埠땍 ���畾ꧽ ���獖ꧽ瘞 � ���㋐땍 ��秋㏠랱땇 ��殤딚 ��〵抓衞뢙軁 ��桬ꐘ跑 ��랱半桬떸 ��啖♲駙땳 ��综둷 ��
窡鎙 ���� 䎃 �剢荛 ���� 䎃 �剢须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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䕎㕜麥騅ꨆ喀卌騅ꨆ莅Ⱖ㸐❜鸒鏤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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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稙俤軨莅㼭稙俤軨瘞 �珏稙俤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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䫏Ⰵ稙俤軨⥃肬遤莅稙俤軨⥃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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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뢙䗱ㄤ瀖贅瘞暟⛳㖈佖㊥䖕䎙⦐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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瑭㿋歌瀖贅涯뢙䗱뜸껻頥롴桕饕
艏匡롗뇬롗彘롗ㄤ〵抓ⵞ롗 
�� 珏
둷겳ㄤ �珏Ⰽ喌昮遤겳ⵄ欽堀♴瑠
ぐ겳㊥䊨岁㖳䧭⸆涮䳸喌㖒鸮穡涸⸆
腋

㎗纏字꧆㕜麥 �贫 ���L���� 暟鸒麥 �䎃㢵⢵ぐ剢⟨ �珏⚺銴ⵄ欽暟涸ⴀ植걽桧隶⻋

♳䱖歋䊩罜〸⣜䎸捀涯뢙䗱〵抓ꅿ⯨롴桕♴䱖歋䊩罜〸⣜䎸捀瑭㿋歌ㄤ瀖贅姽❀珏ꅿ欰暟僽넞Ⱇ㽷⮛⯓ꡠ岤涸⚥㘗㇄✌겳暟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提供

㕜麥欰䢀⥃肬莅騟媹幾鰋佖㊥⡲捀
⚥㘗㇄✌겳⿻喀卌䚍暟珏騟媹幾鰋ㄤ喌㖒鸮穡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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㕜麥♴倰涸ぐ겳鮦遤盳巒䱖宐盳
盘巒ㄤ넞卺堀♴倰㖳剤佖㊥⡲捀瑭馊䒭
暟鸒麥涸悴⸂湬䖜 �� Ⱇⴕ⟃♳涸
盘巒鸒䌢⽰腋剤佪䲿⣘涯뢙䗱瘞⚥㘗㇄
✌暟⢪欽⡙倴湡垦暟珏獵䐤麥䧴
騟媹攨럊涸穡圓暟䥰⮛⯓鹎遤佖㊥罜
䧭⸆涸暟鸒麥㖈鼇乵ㄤ鏤鎙倷䊨♳鼩
銴罌ꆀ鏪㢵㔔稇㥶湡垦暟珏暶䚍莅
⨋㥪ⴀⰅ〡Ⰽ畮僽や〳鸮穡ⵌ黠ざ喌
㖒鸒麥㣐㼭鸒麥ꡀ䏞鸒麥勞颶ꥬ
ꨆ莅䒸㼬鏤倷➃捀䎁仠玑䏞ㄤ䖕糵涸
笞隌盘椚⿻湌庠䊨⡲瘞
㕜麥痧♧贖佖㊥㸤䧭涸暟鸒麥僽

���L���� 涸䱖宐盘巒Ⱖ䏞捀 �� Ⱇ
㽯湬䖜 ��� Ⱇ㽯⡙倴涯뢙䗱騟媹攨럊
騟媯Ⰽ畮〡㖳鸮䱺妄欰卌ㄤ卓㕨佖
㊥⡲捀ꤑ⟃隌笪㼬䒸㢫⫦剤ꆚ㼩⻍
♳⩎ⴀ〡涸衆䊴倴㠗⟃錬ꏈㄤ植㖒《
勞涸呟畾鏤縨矦僒涸ⴀⰅ㗗麥畾勞傈
⛉剚臱勁䕧갠暟⢪欽㔔姽嫦䎃刿
䳖♧妄歋倴巒峯鯱㼭荈湱堥䬝伢錬
䏞♶駈㔔姽ⴕⴽ倴巒峯Ⰹㄤ巒峯〡ぐ
鏤縨 �鿈荈湱堥鹎遤湌庠歋倴䱖宐
巒盘肖頾ꨎ㷎䘰鸠㹒峾㣐ꆀ騟鸄崩涸
⸆腋㔔姽佖㊥䊨⡲鼚⯝䕧갠Ⱖ鸒宐
倬ㄤ⸆腋巒盘Ⰹ鿈涸⯕徿炽ꎦ❠
搂岁鹎遤勞颶涸佖㊥㔔姽姽겳暟鸒
麥鸒䌢♶黠ざ〵抓ꅿ⯨瘞以昮以꣡腋⸂
♶⢕涸暟⢪欽���L���� 暟鸒麥

涸湌庠穡卓⽰곏爚롴桕♧媯儘倰
腋黠䥰姽鸒麥〵 抓ꅿ⯨僽鹎ⴀ㔮ꨈ
罜⢪欽桧⡜⟃鮦遤盳巒䧴넞卺堀♴瑠
佖㊥涸暟鸒麥鯱黠ざ鸏겳暟ⵄ
欽

㎗纏字꧆㕜麥�贫���L����涸暟鸒麥莅荈湱堥

㕜麥 � 贫 ���L���� ㄤ ���L����
瘞暟鸒麥僽ⵄ欽鮦遤盳巒鹎遤佖㊥
歋倴佖㊥⛓ⴲ⽰⮛⯓䮋鼇鯱㼱➃捀⢪欽
涸鮦遤盳巒㔔姽湱ꡠ⡲捀⛳⫦剤鏤縨
㼬䒸笪鸮䱺騟肖隌笪ㄤ盳巒ⴀⰅ〡
幢椚鸒遤騟䖜♳涸ぐ겳ꥻ燘⚛倴盳巒
Ⰹ鿈鏤縨荈湱堥鹎遤湌庠㕜麥鮦遤
盳巒㻫䏞♧菛歋�Ⱇ㽯荛��Ⱇ㽯♶瘞
鯱㻫涸盳巒〳腋銴ず儘鏤縨Ⰽ鿈⟃♳
涸荈湱堥倰腋㸤侮湌庠⢪欽涸暟
➃捀崞鯱㢵涸鮦遤盳巒〳腋剚遥欰騟
媹湁桄鏤⪔㣟甦ㄤ暟ⵄ欽桧♴꣮瘞
㉏겗罜㼱➃捀崞涸盳巒鸒䌢㖒剚
琎㕼欰嗃鄄䕎䧭鯱荈搭涸朜䢀⺫䭍
瀖贅〵 抓ꅿ⯨瑭㿋歌ㄤ넓㘗鯱㣐涸〵
抓㿋繜㖳〳⢪欽鸏겳鸒麥
騗馊彰崩䧴㿋靽涸넞卺堀♴倰䌢剤

荈搭䏞鯱넞涸嗃鄄橇㞯〳 腋僽植䧭涸
暟鸒麥⡎➠갭植焷钢僽や〳腋剤
➃䊨圓鸤暟䕎䧭涸ⴗ꣖ꥬ

倞畾ꡠ銯媯ㄤ蕑吒㣐歌媯鮦遤盳巒佖㊥罜䧭涸暟鸒麥

蕑吒㣐歌媯鸒ꩆ �贫넞卺堀♴倰佖㊥⡲捀暟鸒麥

�瑭馊䒭暟鸒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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㕜麥♳倰涸騗馊堀僈ꦎ麥ㄤꦎ麥
〳⟃佖㊥⡲捀騗馊䒭暟鸒麥鋊ⷔ鏤
鎙騗馊䒭暟鸒麥罌ꆀ㔔稇㣐荞莅瑭
馊䒭湱ずꦎ麥♳倰鸒䌢艏㖒鯱㣐⚂剤
嗃鄄橇㞯鯱僒佖㊥䲿⣘暟鸒遤騗馊
堀ꧪ搭湱鯱倴盳盘巒剤鯱㣐琎ㄤꡀ
䏞〳 䲿⣘♶ず⨋㥪涸暟珏ⵄ欽⡎㔔騗
馊堀䌢捀㖒倰㾀字⢵䖃倴㕜麥Ⰽ⩎涸ꅾ
銴麥騟騟奚ꬌ넞Ⱇ㽷䨾剤㔔姽佖㊥铭
겗醳꧹䏞鯱넞銴鳵椚铞僈剚莅㖒倰
彘鸒罜罌ꆀⵌ➃遤宠⟃⿻暟㸞
㢵⸆腋䕎䒭ず儘怏駈➃ㄤ暟宠涸鋊
ⷔ䌢捀剓䖕鼇갪

麨 ��� Ⱇ㽯涸鸒ꩆ � 贫騗馊
堀僽㕜麥♳䖎剤そ涸♧䏠 Ģ㘗堀堀哀
䨾㖈騟媯Ⰽ⩎喀卌橇㞯剤⺫䭍瀖贅㖈Ⰹ
涸鞮㺢㇄✌暟⚂鸏䏠堀哀涸鮦崩ꆀ
鯱㼱➃捀䎁仠玑䏞⡜��� Ⱇ㽯㻫涸騟
❠駈㣁ⴕ❧窍暟⢪欽㔔姽넞Ⱇ㽷
鼇乵鑪堀⡲捀㕜Ⰹ痧♧䏠騗馊䒭暟鸒
麥㖈罌ꆀ䱖宐⚛鎙皿蚛ꅾ㉏겗䖕㣐歌
䊨媯㼟堀ⴕⴀ♲ⴕ⛓♧涸㻫䏞鏤
縨㕼郍ㄤ銼㕼嗃呖⟃斊鸤〳⣘暟鸒遤
⼦㚖ⱄꂂざ倴宐彘鏤縨暟㗗麥鍑铞
晦デ爚晦湌鋕㐼宐㝝ㄤ忹扫瘞鏤倷
㸤䧭✫佖㊥涸鑑뀿䊨玑

蕑吒㣐歌媯鸒ꩆ �贫㢵⸆腋騗馊䒭暟鸒麥

♳䊩♳〸鸒麥佖㊥䖕嗃欰隶⻋♴佖㊥㸤䧭䖕涸㢵⸆腋騗馊䒭暟鸒麥

㣐卌ꦎ麥⡙倴⚥㘗㇄✌暟騟媹攨
럊騟媯Ⱖ♳倰湡僽㕜鿈倞Ⱕ鎯箻
⚥䗱礶䘞㿋㋲Ⱕ竸ざ來箻㜥䎂䌢㼱➃
捀䎁仠⫦剤鿈鎯箻宠儘䩞剤鯱㢵
➃捀崞⚂鹎ⴀ麥騟㖳捀鮪倰盘ⵖ㼓
鎯箻㜥⚺銴捀虋欰㖒橇㞯㔋ヰ剤厣
屘ꎦ麥騟ㄤ䱖宐彘橇粕鎯箻㜥⻍⩎
䱺鵜堀〵鼹箔⽂⩎⥃剤䌟朜妄欰卌
���� 䎃 � 剢넞Ⱇ㽷剚ず鮪倰➃㆞

鹎遤植鐱⠮佖㊥捀騗馊䒭暟鸒麥涸
〳遤䚍荛 ���� 䎃 � 剢ꤷ糵㸤䧭㕼㖒

⦶欽ㄤ暟鸒麥佖㊥䊨⡲⺫䭍䬓ꤑꦎ
麥♳倰搂⸆欽⚂ⴗ暟騟䖜涸㕠笪
倴彘庉♳倰鏤縨騗堀倰⤑暟鸒遤黠
䏞幢ꤑ暟鸒麥♳涸嗃鄄䖕鏤縨꧹虋䫈
ⵖ襺倰⤑暟鸒遤⚛꣮⡜䖕糵笞盘걽
䏞ꂂざ倴⽂⻍⩎꧱ぢ騟肖鏤縨暟
隌笪

涯屎媯㕜麥 �贫㎗纏㣐卌ꦎ麥騗馊䒭暟鸒麥鏤鎙嚌䙂

⢵彂僽(PPHMF�&BSUI

�騗馊䒭暟鸒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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隌笪僽鏤縨倴㕜麥騟肖䧴鼹㗗
姺暟铐Ⰵ鮦麥涮欰騟媹涸鏤倷暟㼬
䒸笪僽鸮䱺♶ず鏤倷䒸㼬暟㸞
鸒麕㕜麥涸鏤倷暟陶㥶⟃㼬䒸笪鸮䱺
騟肖涸隌笪竤麕鼹㗗荛暟鸒麥ⴀⰅ
〡〳 䒸㼬鄄隌笪꣖乺涸暟歋暟
鸒麥㸞瑭馊䧴騗馊㕜麥
隌笪ㄤ㼬䒸笪㖳⣜撑湡垦暟珏

暶䚍ㄤ宠鏤鎙勞颶ㄤ笪湡䥰黠⚥⟃
鼚⯝湡垦暟珏灶㡏ꚽ麕䧴「㔮䥰鏤鎙

黠殹넞䏞⚛ꂂざ倴♳畮⟃䷱砑䒭⦝
錬䧴䧆㘍䒭鏤鎙⟃姺湡垦暟珏以昮缺
馊䥰鐱⠮♴倰僽や㔿㹁䧴㙵Ⰵ㖒
⟃姺湡垦暟珏䮕䱡ꚽ麕〥㢫❠䥰罌
ꆀ䖕糵笞⥜鮦䴦䗂⾲涸⤑ⵄ䚍
㕜麥剓傍涸㼬䒸笪鏤鎙湬䱺䱰䌢欽

涸 ��� Ⱇ㽯ꕖ䒭窣笪倷⡲⡎湌庠涮
植以昮腋⸂䓽涸涯뢙䗱〳鰋僒缺馊姽겳
㼬䒸笪㔔姽䖕糵倷⡲涸㼬䒸笪㣐㢵䱰
莅隌笪湱ず涸䕎䒭

㕜麥鿈ⴕ騟媯剤鏤縨秣愯銯隌奌
〳䲿⣘鿈ⴕ暟隌佪卓剤鏤縨隌奌
涸騟媯♶乲以昮涸暟㣐鿈ⴕ搂岁鹎Ⰵ
㕜麥Ⰹ罜㕜麥♳㼠捀暟鏤鎙涸隌
笪Ⱖ䕎䒭竤娜麕㢵妄涸隶刿痧 �➿
涸隌笪⢪欽䋑㈒랱蒀㝖芣笪䬘筝竁㖈
騟肖ꏈ匢隌奌㢫⩎♳箔⥃殆 ����� Ⱇ
ⴕ♶㔿㹁䕎䧭䧆㘍朜剤姺暟以昮⸆
腋♴箔⥃殆♧㹁䏞ꎦ㖈㖒⚛⟃
箁㔿㹁〳姺暟ꚽⰅ痧♧➿隌
笪涸⮛럊僽勞俲《䖤㺂僒⭆呔⡜䐢倷
⡲倰⤑緄럊僽♶罣欽ㄤ♶繡錚傈刳
ꨎ巵䖕勞颶剚腛⻋䧴隶䕎㖽㝌〥㢫
暟〳⟃ㅘ倬㝖芣笪Ⰵ⛳剤鄄虋堥
䩧㡏涸䞕䕎
痧 � ➿隌笪⟃㕜麥䌢欽涸ꑟꍙ

ꕖ笪捀勞俲笪湡 ��� Ⱇⴕ넞䏞莅ꏈ匢
隌奌湱ず⚛㔿㹁倴㢫⩎♳箔鏤鎙䏞
�� Ⱇⴕ涸ꕖ笪⟃ �� 䏞錬瑳ⴀ倴隌奌⟃
姺暟以昮♴箔⥃殆♧㹁䏞莦鏤
倴㖒⚛⸈⟃㔿㹁姽鏤鎙⮛럊捀⪔俲
倰⤑笞⥜㺂僒⡎♳箔瑳ⴀ隌奌僈곏鯱
♶繡錚⚂ꕖ笪䓽䏞넞倷⡲♶僒䔪䷱
贖傈⛉剚䛫䗂⾲朜㼬荞隶䕎〥㢫歋倴
넞䏞鯱넞㔔姽倷⡲騟媯笞盘➃㆞䧴欽
騟➃麂筝䚊朜屣剚搂岁缺馊隌笪鹎ⴀ
㕜麥〥㢫鏤縨崞⣘➃㆞鹎ⴀ

涯屎媯㕜麥 �贫倞䒭涸㼬䒸笪䱰欽莅隌笪湱ず涸䕎䒭

㕜麥痧 �➿隌笪

㕜麥痧 �➿隌笪

�隌笪莅㼬䒸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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痧 � ➿ㄤ痧 � ➿隌笪
㖳倴涯屎䊨媯㕜麥�贫㎗纏
字꧆騟媯鑑뀿倷⡲䖕糵㣐歌
䊨媯倴㕜麥 � 贫蕑吒鸒ꩆ
騟媯倷⡲涸隌笪䱰痧 � ➿
䕎䒭⡎⟃ꏈ瘢《➿Ⰹ錬瘞
鏤鎙倷䊨倰䒭刿矦㋲⡎緄럊
莅痧 �➿隌笪湱ず僽捀痧
��� ➿隌笪
製꧌隌笪倷䊨ㄤ䖕糵

笞隌盘椚竤뀿䖕ꡠ銯媯ㄤ涯
屎媯倞涸暟鸒麥䊨玑䱰欽
✫痧 �➿隌笪鏤鎙勞俲捀
䋑㈒稣笪䖜涸륰歌笪㔔姽剤
勞俲㺂僒《䖤ㄤ倷䊨涸⮛럊
♳箔佖瑳ⴀ鿈捀넞䏞莅ꏈ匢
隌奌뢶䎂涸砑䒭湬錬ꂂざ稣
笪䖜륰歌笪⽰♶僒捀欽騟➃
涮植㔔姽兞錚♳䱺「䏞鯱넞
〥㢫捀倰⤑➃㆞鹎ⴀ罜鏤鎙
㗂匢緄럊僽ꨫ穉⟝㢵倷䊨鯱
醳꧹⚂㋲⭆鯱넞♴箔♶僒㔿
㹁倴㖒⟃姺暟ꚽⰅ笪
䖜稣㺂僒鄄虋堥䩧㡏

痧 �➿隌笪佖㊥痧 �➿緄럊♶
⢪欽륰歌笪罜䱰笪湡 ��� Ⱇⴕ涸ꑟꍙ
窣笪♳箔佖捀♶馄麕隌奌涸俷錬〥㢫
㟞⸈驎匢ㄤ佖㊥⾲㗂匢鏤鎙劥隌笪
㼿劢剤㻜ꥹ倷⡲呪⢿⡎鸤⭆❠넞
痧 � ➿隌笪捀넞Ⱇ㽷傂剤⛓垦

彋醳ざ䒭㕠碌劥䕎䒭莅Ⱖ➮➿隌笪
♶ず⚛♶黠欽倴騟肖鏤縨罜黠ざ鏤縨
倴騟奚䧴鼹㗗ㄤ㖒倰麥騟⛓㖈鸏겳
⡙縨倷⡲隌笪剚㼟鼹㗗笃䌟♧⢘ꥬꨆ
⢪暟搂岁⢪欽㔔姽鸒䌢欽倴鼹㗗笃
䌟鯱瑻⚂騟肖♶僒倷⡲隌笪涸騟媯

㕜麥痧 ��� ➿隌笪

㼿劢剤㻜ꥹ倷⡲呪⢿涸痧 �➿隌笪

㕜麥痧 �➿隌笪ˌ醳ざ䒭㕠碌

㕜麥痧 �➿隌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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暟㗗麥鏤鎙ㄤ鏤縨⚺銴湡涸捀䲿
⣘暟♳♴㘍湬➃䊨圓鸤暟涸騟䖜㔔
Ⱘ剤膨㔮涸⸆腋㔔姽⿶珖捀暟鷗欰
㗗麥䌢鋅㘍湬➃䊨圓鸤暟⺫䭍乺㕼晘
ぐ䒭♲⯕䱖宐鏤倷尐瀨忲峿寒ㄤ꧌
宐❁瘞
矦僒涸暟㗗麥⡲岁㥶ⵄ欽㛜佞㕼

⺫郍涸倰䒭䲿⣘⫙俷⚂倰⤑以昮涸㗗
麥〥 ���L���� 暟鸒麥ⴀⰅ〡ⵄ欽
㔿㹁倴㠗涸錬ꏈ䵩ꂂ植㖒呟畾醢⡲涸
鹎ⴀ㗗麥⛳僽겳⡂涸矦僒倷⡲倰䒭鹎
♧姿涸⡲岁㥶㕜 � 歌ꁈ鵜㺢ꤿⰗ㕨
騟媯涸忲峿寒鏤縨涸暟鷗欰㗗㗗麥
涸錬䏞ㄤ㻫䏞瘞鏤鎙䥰鋕⚺銴湡垦暟珏
锅侮
鸒ꩆ � 贫넞卺堀♴倰喌㖒鸮穡佖

㊥䊨玑ⵄ欽㕜麥鮦䴦ꏈ匢隌奌鏤鎙✫㣐
㘗尐瀨寒黠欽涸暟㗗麥⛳ꆚ㼩♶ず
㣐㼭涸䱖宐彘庉鏤鎙✫〳嵥䒭暟㗗
麥勞俲捀ꍑ醢ꆄ㿂仍䓹笪♳倰䱰♶ꗄ
ꏈ崞鱲鯥鏤鎙㗗麥♴倰㔿㹁 &7" 岙
唼〳㖈㣐宐⢵儘䲿⣘嵥⸂鼚⯝暟㗗
麥䕧갠鸤䧭㜧㝱䱖峿

㘍湬㠗䱖宐彘剚鸤䧭䱈衆暟「㔮娦❗♳鏤鎙䧭箣㗗磧祴♶剚䕧갠暟鸒遤♴䬝伢倴傈劥銯邍䃋

㕜麥 �贫㎗纏字꧆涸暟㗗麥ⵄ欽㔿㹁倴㠗涸錬ꏈ植㖒呟畾䨾醢⡲ ⵄ欽㕜麥鮦䴦ꏈ匢隌奌鏤鎙㣐㘗尐瀨寒涸暟㗗麥

ⵄ欽♶ꗄꏈ崞鱲鯥&7" 〳嵥岙唼鏤鎙黠欽倴㕜麥䱖宐彘尐瀨寒欽涸〳嵥䒭暟㗗麥

㛜佞㕼⺫郍〳⟃䲿⣘倰⤑以昮涸㗗麥僽矦僒涸暟㗗麥䕎䒭 㕜 �歌ꁈ鵜㺢ꤿⰗ㕨騟媯忲峿寒䨾鏤縨涸暟鷗欰㗗㗗麥錬䏞㻫䏞瘞鏤鎙䥰鋕湡垦暟珏锅侮

�暟㗗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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騗堀涸⚺銴⸆腋僽䲿⣘暟〳騗
馊彘庉瘞獵騟䖜♳涸ⴗ䧴ꥻ燘涸
鏤倷㕜麥 �贫ꡠ銯媯涸騟肖隌笪ㄤ
鼹㗗㼬䒸笪⛓剤 7㘗彘꣖ꥬ捀♶䕧
갠䱖宐⸆腋㔔姽鏤鎙 �� Ⱇⴕ㻫涸啲
匢堀鸮䱺捀♧䧭⸆涸騗堀䕎䒭鸒ꩆ �
贫넞卺堀♴倰喌㖒鸮穡佖㊥䊨玑⛳ꆚ㼩
䱖宐彘鏤鎙✫騗堀〳 ㋲栬䧴ꂂざ暟
㗗麥鏤縨♳倰銼㕼䖕〳輑Ⰵ植㖒橇㞯
涯屎䊨媯佖㊥㣐卌ꦎ麥⡲捀騗馊

䒭暟鸒麥Ⱖ⚥ꆚ㼩ⴗꦎ麥♳倰騟
䖜涸䎙贖䱖宐彘涯屎媯じ䱦䑛唳♶欽
涸宐彘覈匢卺鏤倴䱖宐彘♳倰⡲捀騗堀
⢵佖㊥歋倴覈匢⾩䏞鸤䧭衆䊴⢪㼭
暟♶僒ⵄ欽涯屎媯倴覈匢Ⰽ⩎㛜佞㕼
⺫郍䲿⣘♳♴涸箣㗗〥㢫鸒麥騟䖜蕰
㺙欰꧹虋谑訬剚꣮⡜暟ⵄ欽堥桧⚂䕧
갠荈湱堥湌庠佪卓㔔姽倴騟䖜♳莦
鏤䌟朜꧹虋䫈ⵖ襺ㄤ虋咽〳 ꣮⡜䖕糵
笞隌盘椚걽䏞⚛⢪騟䖜兞錚荈搭⻋

㕜麥 �贫倞畾ꡠ銯媯涸 7彘騗堀鏤鎙莅㻜⡲

鸒ꩆ �贫넞卺堀♴倰䱖宐彘鏤縨涸騗堀

涯屎䊨媯捀✫佖㊥ⴗ騗馊䒭暟鸒麥涸䎙贖䱖宐彘じ䱦✫䑛唳♶欽涸宐彘覈匢⡲捀騗堀⚛倴Ⰽ⩎㛜佞㕼⺫郍꣮⡜衆䊴ꎦ鏤䌟朜꧹虋䫈ⵖ襺虋咽⢵꣮⡜䖕糵笞盘걽䏞⚛⢪騟䖜兞錚荈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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ぐ䒭欰䢀㊥䊨岁䧴鏤倷鿪䥰罌ꆀ
湡垦暟珏宠植㖒哭⟝ㄤ䖕糵笞隌盘
椚䊨⡲⢵鋊ⷔ鏤鎙佖㊥㸤䧭䖕䥰㛂遤
㸤侮湌庠鎙殥⢵✫鍑佖㊥䧭佪⚛䥰製
꧌湱ꡠ➃㆞䠑鋅ㄤ竤뀿⣘䖕糵笞隌盘
椚䧴锅侮佖㊥罌ꆚ㼩⚥㘗㇄✌暟
涸欰䢀㊥䲃倷䨾涸䧭佪湌庠鐱⠮䊨
⡲秋㢫箁荈湱堥僽⦐湱㼩⤑㹆〳ꬒ
涸䊨Ⱘ〳 ꂂざ鏤縨倴ぐ䒭佖㊥䲃倷倾
製꧌暟ⵄ欽䞕䕎

ⵄ欽荈湱堥鹎遤欰䢀㊥鏤倷䧭佪湌庠 荈湱堥涸湌庠穡卓湱殹葻㥪

�荈湱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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뙀똝ㄤ枡猑僽㕜麥⚺銴㣐㘗둷겳騟
媹겳纈㣐㘗둷㼩欽騟➃㸞䕧갠玑䏞
넞뙀똝騟媹䌢꧌⚥涮欰枡猑㖳捀⥃
肬겳㔔姽Ⰽ罏㖳捀ꡠ岤㼩韍
㕜麥麕⼧䎃稡琎 ���� 瘘뙀똝騟

媹私ꏗ⚺銴捀㢹뙀㼭涯뙀ㄤ랔걧뙀 �
珏ⴕ區곏爚Ⱖ攨럊ⴕ䋒莅㖒兞ㄤ❜崩
麥剤ꡠ剤鯱㢵뙀똝騟媹私ꏗ涸鸮糵騟
媯䌢㿂倴ꁈ鵜彰崩宐歊㚝㝦ㄤ눴㞈瘞
徒㖒겳㘗㖒兞鸏❉㖒兞❠捀㣐鿈ⴕ珏
겳涸뙀똝䨾⨋㥪涸喌㖒겳㘗罜鿈⟨❜
崩麥剤鯱㢵涸騟媹私ꏗ剤Ⰽ⦐〳腋⾲
㔔♧捀❜崩麥鸒䌢剤醳꧹涸⻚麥禺窡
뙀똝瑭馊儘荈搭剤鯱넞涸괐ꦖ〥㢫刿
ꅾ銴涸⾲㔔僽鿈⟨❜崩麥㔔眕㕠鯱㣐
⚂嗃欰䗂肬葻㥪䕎䧭䒸뙀똝翹꧌⨢
喌䧴斊䊤涸卌⼦橇㞯㔔姽剤䖎넞涸騟
媹괐ꦖ㥶㕜麥 �贫〵⚥❜崩麥莅넞猰
❜崩麥⟃〵⚥❜崩麥捀⢿���� 䎃锅
叆倴❜崩麥Ⰹ埠加♳斊䊤涸珏겳⚺銴捀
㼭涯뙀랔걧뙀ㄤ㢹뙀籗婥㷎 � 剢荛
� 剢⟃ � 剢荛 � 剢捀넞䂾侸ꆀ馄麕
♧⼪ ꦷ荛 ���� ㄤ ���� 䎃剓㣐ꆀ䊺馄
麕Ⱉ⼪ ꦷ鋑굺鵦㔐㇄肬꧶둷涸뙀똝⟃
⿻ⶍꨆ䊤굳遤腋⸂ㄤ竤뀿㖳♶⢕涸䎓둷
ㄤ❏䧭둷䌢剚鄄䖃⢵鮦鰘中乹娦❗〵
⚥❜崩麥傍劍剎倴鿈ⴕ⼦㚖鏤縨⡜瀍
隌笪ㄤ陪爚晦⡎歋倴隌笪⡜瀍⚂뙀

똝斊䊤⼦㚖竤䌢隶㔔姽䧭佪♶⢕
����䎃 �剢㋲剢⽰剤���瘘騟媹私ꏗ
���� 䎃넞Ⱇ㽷⥜ⶩ✫筝ꁈ❜崩麥鮦麥
涸鿈⟨埠加鼚⯝뙀똝斊䊤⡙縨麕倴䱺
鵜鮦麥⡎鑪䎃饱뙀똝斊䊤㖒럊⻍獵荛
���L���� ⽂♴⩎騟媹攨럊❠ꦑ⛓⻍
獵넞Ⱇ㽷⽰倴鑪騟媯ꂂざ⾲剤ꥬ갉晘
鏤縨隌笪剤佪꣮⡜✫騟媹桧넞猰❜
崩麥❠㔔뙀똝騟媹✲⟝걽籗涮欰罜倴鑪
騟媯鏤縨✫隌笪ㄤ鹎遤埠加⥜ⶩ⡎
〳腋㔔隌笪⫦剤㋲⩎鿈ⴕ騟媯鏤縨
㔔姽➠䭰糵剤騟媹涮欰竸ざ㕜麥竤뀿
莅㕜Ⰹ㢫湱ꡠ灇瑖䒊陾劢⢵〳鑑뀿涸
뙀똝騟媹幾鰋㼩瘼ꤑ✫鏤縨넞䏞駈㣁涸
隌笪㢫〳 倴ꬌ籗婥㷎ꆚ㼩넞괐ꦖ⼦
㚖涸斊䊤埠加鹎遤䓽⥜ⶩ䧴獵嗃䧴倴
籗婥㷎鹎遤⺫銼贖椚❠〳庠鑑둷偫
뀝둷孵椕瘞倰岁涸䧭佪

〵⚥莅넞猰❜崩麥鏤縨涸뙀똝隌笪

㕜麥 � 贫〵⚥❜崩麥뙀똝纈翹斊䊤涸植韍鋕纈⫄久✲噠剤ꣳⰗ䬝伢

�뙀똝
㕜麥欰䢀⥃肬莅騟媹幾鰋佖㊥⡲捀

뙀똝莅枡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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걆錬듊ㄤ뒉걧襟똿ⴕⴽ僽〵抓䎂㖒
荛幏㿋橇㞯剓䌢鋅涸㢹遤䚍ㄤ傈遤䚍枡
猑⚂❠捀鯱腋黠䥰鿪剚橇㞯ㄤ➃捀䎁
仠涸枡猑⺫䭍暶剤欰暟灇瑖⥃肬⚥䗱
䚊佹畀涸ㄤ〵⻍둷剚瘞佹⫊㋲⡙佐ⵌ涸
「⫊枡猑⚥걆錬듊ㄤ뒉걧襟똿竤䌢ⴕ
㾀痧♧ㄤ痧✳そ곏爚걆錬듊ㄤ뒉걧襟
똿〳腋㔔捀侸ꆀ鯱㢵⚂崞橇㞯莅➃
겳ꅾ毕鯱넞㔔姽㖈〵㖳捀剓䌢涮欰
ぐ겳⫊❗朜屣涸枡猑⛳㔔姽剤鯱넞涸
騟媹涮欰桧
㕜麥麕⼧䎃稡鎙騟媹涸뒉걧襟

똿ㄤ걆錬듊㖳馄麕 ��� ꦷ걆錬듊騟媹
㺙䏞捀㕜 �歌剓넞Ⱖ妄捀㕜 �뒉걧襟
똿⟃㕜 �� 剓넞Ⱖ妄❠捀㕜 �䖰㷎
眏⢵溏Ⰽ珏둷겳涸騟媹私ꏗ㖳㢚㷎㼱
罜猨Ⱶ㷎㢵⡎⽂⻍馸♶♧荞〳 腋莅
籗婥劍䊴殯剤ꡠ卌俒ꥑ䭸ⴀ姽Ⰽ珏枡
猑〳腋㔔饱굳錬䏞㼭⚂뒉걧襟똿䌢顦
㖒굳遤㔔姽麂剤⢵鮦剚䥰♶⿻涮欰
騟媹㕜㢫灇瑖䭸ⴀ麥騟鼹㗗嗃鄄
䒸枡猑鋑굺䧴⨢喌⛳僽㼬荞騟媹涸⾲㔔
⛓♧〥㢫〵⚥䋑ꅿ欰暟⥃肬㷸剚暶
欰⚥䗱ㄤ㷟⯋⺍瘞涸灇瑖须俲곏爚騟媹
涸뒉걧襟똿䧴걆錬듊剤㺕欰辿㢵鴍谔
䧴媹롗ⷭ婫殆瘞铭겗䭸ⴀ姽Ⰽ珏枡猑
娦❗桧넞涸⾲㔔〳腋⚛♶㋲秫
歋倴㕜麥걆錬듊ㄤ뒉걧襟똿⚛搂僈

곏騟媹攨럊 	 ざ⢘鎙皿Ⰽ珏枡猑麥騟

荞娦㺙䏞剓넞涸騟媯秉捀嫦䎃嫦 ���
Ⱇ㽯 ��� ꦷ 
騟媹⾲㔔㼿䖊ꆂ幢罜⚂
湡㕜Ⰹ㢫㖳緄⛘剤佪佖㊥呪⢿㔔姽
넞Ⱇ㽷冾♶ꆚ㼩㕜麥涸枡猑騟媹铭겗鹎
遤佖㊥㼟䭰糵佐꧌须俲⟃鹎♧姿✫鍑
騟媹䧭㔔

걆錬듊莅뒉걧襟똿僽剓㕜麥♳剓䌢鄄騟媹涸枡猑

麉諴涸㹻朄頥䧴僽崩嵠涸搂⚺朄頥僽㕜麥♳騟媹侸ꆀ剓㢵涸暟

⟃暟珏騟媹侸ꆀ⢵䱖そ涸鑨㕜麥
♳騟媹涸朄ㄤ頥〳腋ⴕ㾀痧♧ㄤ痧♲
そⴕ區곏爚朄頥涸騟媹攨럊㢵捀竤麕
鿪剚⼦䧴⚺銴翹衆涸騟媯❠䌢捀剤❜
崩麥ⴕ䋒涸騟媯곏爚鿪剚⼦ヰ鼹崩嵠
朄頥㉏겗鯱㓂ꅾ⚂❜崩麥䥰捀Ⱖ鹎Ⰵ
㕜麥盘麥⛓♧㕜麥Ⱇ騟陪㻌㽷剎倴
���� 䎃㸤䧭չ넞鸠Ⱇ騟♳⛓崩嵠权䕧갠
遤鮦㸞ⴕ區莅ⵖ⛓灇瑖պ灇瑖⚥⟃
陪㻌䑞久ꨶ〵〵⻍籏〵涸欽騟➃鸒㜡须
俲窡鎙⠮皿嫦䎃䎂㖳秉剤 ���� ꦷ⟃♳

涸崩嵠朄ꦷ铐Ⰵ넞鸠Ⱇ騟Ⱖ⚥秉 ���
捀娦❗⦐넓涸鸒㜡私ꏗ罜鑪灇瑖䭸ⴀ
崩嵠朄ꦷ铐Ⰵ넞鸠Ⱇ騟涸⾲㔔⺫䭍欽騟
➃㽠鵜♴❜崩麥欽귭䖕⟤䠑⚓唳ⶦ긅蝳
궤罜䒸朄ꦷ翹꧌㖈❜崩麥꣡鵜鮦麥
䬪㻫䊨玑涸䑉긅䒸朄ꦷ歋䊨玑⤑麥鹎
Ⰵ欽騟➃倴㖒煈畀⠅䜂⚛✥⚓㘏㖣
䒸朄 ꦷ屡箁騟奚㕠笪黩꣡鵜㾀字灶㡏
⡥欽騟奚⢪朄ꦷ䖤⟃鹎Ⰵ瘞
歋倴㕜Ⰹ崩嵠頥朄涸侸ꆀ륔㣐ꁈ

鵜鿪剚⼦涸騟媯䌢䕎䧭騟媹攨럊ꤑ鸤
䧭㣐ꆀ暟娦❗㢫❠㼩欽騟➃遤鮦㸞
鸤䧭㪮腙㕜Ⰹ㢫湡⚛搂剤佪〳
姺朄頥鹎Ⰵ麥騟䧴幾鰋騟媹涸䲃倷㔔
姽넞Ⱇ㽷ⴲ姿鹎遤뀝馜䧴㜧鏤⪔涸鑑
뀿㥶馄갉岚뀝馜㐼瘞⚛⮛⯓⥜䗂䧴酢
䓽攨럊騟媯屡箁涸騟奚㕠笪⟃姺朄ꦷ
歋♴倰鹎Ⰵ〥㢫㕜麥Ⱇ騟陪㻌㽷湱ꡠ
灇瑖㜡デ⚥❠䒊陾倴⻚麥䧴⤑麥〡䑞鏤
湌鋕㐼涮植崩嵠权遤髠儘⭽鸠鸒㜡뀝
ꨆ䧴䯲䯝Ⰵ〡贖㙵鏤뀝权갉岚⭑㐼ꂂ
涮란ꃰ圙鹎遤㸞䯲䯝盘ⵖ《箎❜崩
麥꣡鵜伱顋ㄤ✥⚓㘏㖣欽騟➃⭽鸠⥜
䗂灶䴦㕠碌笪䯲䯝⛓崩嵠权䰿䲾兪晚
⚛鷆瑖귁⚺顑⟤⚥㣜䧴㖒倰⚺盘堥ꡠ
䲿ⴀ琎噲〳遤⛓㼩瘼瘞

㕜麥欰䢀⥃肬莅騟媹幾鰋佖㊥⡲捀
朄頥

�枡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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Ⰹ廪䊨媯倴 ���� 䎃 �� 剢㸤䧭
��L։ ��L 朄ꦷ騟媹攨럊騟媯涸騟奚㕠
碌佖㊥⡎嫲鯱佖㊥䖕騟媹侸ꆀ곏爚
䧭佪⚛♶곏衽���� 䎃넞Ⱇ㽷〮չ
ⵖ朄ꦷ铐Ⰵ㕜麥䊨⡲剚陾պ穡锸捀㼟䱰
《♲갪ⵖ鳵岁
"⼦㚖耢彂걧盘ⵖ
#㓂㺙隌犝姺鹎Ⰵ
铐Ⰵ贖椚➃麥䯲䯝
���� 䎃Ⰹ廪䊨媯倴♲ꅾ❜崩麥

㨥鹎遤馄갉岚ⵖ朄ꦷ鹎Ⰵ鑑뀿⿻崞
湌庠ⵄ欽 �妵䋑㈒馄갉岚뀝馜㐼庠
鑑朄ꦷ遤捀䥰穡卓곏爚뀝馜䧭佪♶
⢕〳 腋⾲㔔捀鿪剚⼦朄ꦷ鯱黠䥰➃捀
䎁仠ㄤぐ겳㐿갉⛳〳腋僽뀝馜㐼ⴕ頺

♶駈㖈崞湌庠鿈ⴕ涮植❜崩麥笃
㖒朄ꦷ崞걽䏞넞⡎⚺銴⚛ꬌⵄ欽⻚
麥鹎ⴀ鏞锓ㄤ植㖒叆涮植騟奚㕠笪
ㄤꥬ갉晘♴倰簧ꥵ⟃⿻鿈ⴕ䱖宐巒峯
〳腋僽朄ꦷ鹎ⴀ㕜麥涸⚺銴鸒麥
歋倴崩嵠朄頥涸陾겗暽嶍欩䑞鴍

㨽剚ㄤ簖䋑佟䏎瘞⚺盘堥ꡠ❜鸒鿈
ㄤꡠ䧃暟㕰넓䥰⟃Ⱇ猙⼿⸂✽垸䒭
Ⱏず꧌䙼䑞渤ꆚ㼩귁귢暟盘椚 	 㥶
衆㻜朄硃盘椚焷㻜㛂遤暟⥃隌岁ㄤ
朄頥穪肬酢⸔瘞 
崩嵠暟贖椚 	 깐굺
㉏겗钢귢㸞귢⿻佞귢 
⟃⿻❜鸒岁
鋊⚥ꡠ倴귁⚺顑⟤ㄤ湱ꡠ縫涸鋊㹁ㄤ
衆㻜瘞倰䒭鎣锸〳遤涸幾鰋㼩瘼

㻜庠䋑㈒涸馄갉岚뀝馜㐼㼩朄ꦷ뀝馜䧭佪♶⢕

植㜥锅叆崩玑莅ꅾ럊䲿銴
㕜麥騟媹锅叆垦彋⡲噠玑䎸

㕜麥馄♧⼪Ⱇ
ꅽ遤鮦鸠䏞䘰锅叆⽭ꦖ
䚍넞㔔姽⟓飅㸞
隌䲃倷㸤㊥⚂竤뀿鞮㺢涸
騟㺂幢悦⿻✲佦贖椚➃㆞
⢵鹎遤须俲製꧌ⱄꂂざ
넞Ⱇ㽷ぐ䊨媯➃㆞㼟邍
呔⿻撑晚瘞须俲䕀侮䖕♳
⫄㕜麥欰䢀须俲䏨湱ꡠ
➃㆞嫦䎃鿪剚莅騟媹锅
叆䊨⡲涸來肬鎯箻锅叆
䊨⡲莅㔿㹁涸幢悦ㄤ✲佦
䊨⡲穡ざ䩞䖤⟃㸤䧭
㕜麥嫦傈涸騟媹暟锅叆
⡲噠
植㜥锅叆鹎遤儘䨾

剤䊨⡲㖳䥰⟃锅叆➃㆞ㄤ
欽騟➃㸞捀⮛⯓罌ꆀ
遤䊨Ⱘ彋⪔わ锅叆邍呔
ㄤ鎹ꏗ秶瘘侸⡙湱堥㼭
涯匢䧴랱匢垦劥郍瘞䊩
㕬捀㛇劥⡲噠岤䠑✲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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㕜麥騟媹锅叆垦彋⡲噠玑䎸
邍呔㞅㻨铞僈莅ꅾ럊

嫦妄锅叆锞伟䌟㢵䓹邍呔⪔欽邍呔♳倰㛇劥须鎝䥰㕖鼇ㄤ㞅㻨㸤侮幢嘽锅叆
➃㆞䥰嫦鹋㼟㸤䧭邍呔ㄤ撑晚鷑荛䊨媯砞佐ぐ䊨媯䥰嫦剢 �妄妄剢 �� 傈
㼟须俲⣜呔䒭吥㼩䒊墂䖕♳⫄须俲䏨

邍呔㞅㻨ꅾ럊

騟媹锅叆邍呔㞅㻨眕⢿

邍呔♳倰ぐ갪㛇劥须俲䥰㞅㻨幢嘽㸤侮⺫わ劥妄䊨⡲㛂遤㕜麥ꅽ玑眕㕠ㄤ鎹ꏗ➃瘞
�
�
�
�
�
�

嫦瘘暟崞넓䧴㾏넓鿪䥰剤栬用♧私ꏗ倰ぢ捀鮦
遤倰ぢꅽ玑䥰鎹ꏗⵌ涰Ⱇ㽯㥶 ����L 䧴 ��L����
蕰捀❜崩麥䧴剪⼦涮植䥰倴⪔鏽奌⡙铞僈

㣐둷ㄤ⚥㼭둷锞⟃듻㶩넓㘗捀垦彋僈곏嫲듻㶩㣐罏㕖鼇㣐둷

嫦瘘须俲㖳䥰㕖鼇겳纈搂岁鳺陏暟珏ㄤ暶婌暟珏
䥰䬝伢撑晚⚛倴⪔鏽奌⡙䲾鶤㣐㼭넓㘗겝蒀暶䗚瘞

䬝撑儘⟃랱涯匢剅㻨傈劍ꅽ玑倰ぢ縨倴㾏넓倾♧⢘䬝伢⚛倴邍呔鏽僈

㼭暟㥶罉롗躶軁ꫭ 跨瘞锞湈ꆀ焷㻜鎹ꏗ

鑬稣鎹ꏗꅽ玑荛涰Ⱇ㽯

ꆚ㼩♶钢陏涸暟鑬湈䲾鶤暶䗚
鏽そ❜崩麥莅剪⼦

湈ꆀ䬝撑⥃殆䕧⫹私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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㕜麥騟媹锅叆垦彋⡲噠玑䎸
騟媹撑晚䬝伢岤䠑✲갪 垦劥书䭫䵃꧌莅佹⫊

㕜麥騟媹锅叆垦彋⡲噠玑䎸
撑晚〳䲿⣘刿㢵涸阮亙ㄤ稣眏剤⸔倴䖕糵涸鳺陏ㄤⴕ區ⵄ欽兰䢵㘗䩛堥㉬

(14 ⸆腋䬝撑䬝撑㖒럊⛳剚鎹ꏗ㖈湱晚⚥
捀✫殆♴刿㸤侮涸阮亙ㄤ稣眏⛳

雊♶䎋騟媹䖃欰涸暟腋剤㼩灇瑖ㄤ來
肬倰剤䨾顀桐㖈㸞遺欰鏪〳朜屣
♴䥰湈ꆀ⼿⸔製꧌⥃㶸騟媹暟㾏넓
⚛䲿⣘窍湱ꡠ㋲⡙ⵄ欽

蕰僽书䭫ⵌ涸暟鼩剤欰ㄐ騋韍
䥰⭽鸠鹎遤佹⫊贖縨

騟媹撑晚䬝伢ꅾ럊
垦劥书䭫ꅾ럊

佹⫊ꅾ럊

� 涮植搂岁Ꙥ㹁䧴暶婌併䠮涸暟㾏넓䥰湈ꆀ䬝撑㶸阮 �
㕜用荈搭猰㷸⽈暟긭ㄤ暶欰⚥䗱騟媹爢鿪剤醢⡲չ騟娦ꅿ欰暟垦劥䱰꧌㼠欽郍պ〳 ⣘程《

�㸞痧♧�
⮛⯓⼿⸔书䭫製꧌鯱㸤侮倞늫暟㾏넓⟃⿻鯱暶婌㼱鋅暟珏涸㾏넓

� 焷⥃书䭫➃➃魨㸞Ⱘ余乹䚍涸暟䥰⟃ざ黠䊨Ⱘ⼿⸔贖椚�

� 湱堥⯓鏤㹁姻焷傈劍ㄤ儘䬝撑儘⟃㼭랱匢䧴涯匢ず儘〳⡲捀嫲⢿㽯罌剅㻨涮植傈劍㕜麥ꅽ玑瘞须鎝⚛縨倴㾏넓倾♧⢘䬝伢鹎湱晚 � ⺫酤郍♳⟃屘䚍瘘幢嘽㞅㻨涮植傈劍㕜麥ꅽ玑䭫栽➃瘞须鎝䧴⟃秶䓹剅㻨䖕㼓Ⰵ垦劥郍⚥

�
� 撑晚䥰㼩搋幢嘽⚺銴撑晚䥰⺫わ侮ꦷ暟暟䥰幢兠〳鳺陏

� 㺙㼓⺫酤㥪䖕⭽䘰䌟㔐䊨媯ⱺ壜⥃㶸䧴⟃Ⲉⲵ㸕䚊⤑㺕鷑荛湱ꡠ㋲⡙

�
� 䬝伢錬䏞⟃歋姻♳倰㘍湬䖃♴䬝伢鯱⢕〳 겙㢫㢵䬝伢♶ず錬䏞䧴暶䗚撑晚� 撑晚锞⟃⾲㨥墂呪ㄐそ䖕㠺

簮♳⫄♶銴簮㕬䧴缺䬝撑晚
鍑區䏞䥰㖈 �涰蠝殥稇⟃♳

䥰岤䠑⦐➃㸞ㄤ麌鷑麕玑涸遺欰〳⢪欽黠殹㣐㼭㣰ꕖ郍꧱㾵⺫酤

������〵⚥䋑⻍⼦긭騟 �贫㕜用荈搭猰㷸⽈暟긭꤫䕔ば�㼭㨱佐������������������

欽佐⟝罏➰顥Ⲉⲵ㸕ꂂ㺕ⵌ♴Ⰽ㋲⡙

垦劥郍须鎝䗳幢兠㸤侮

������⽂䫏簖꧌꧌ꔩ字欰匌騟 �贫暶剤欰暟灇瑖⥃肬⚥䗱卌䗞䛸�⯓欰佐�����������

ꤑꬌ⸂孵䖎㣐涸暟⚥㼭㘗暟鿪〳⟃剤覈秶盳冾儘佐㺂

秶盳Ⰹ鿈⥃䭰랱冝幾㼱䎁仠岤䠑鷴孵ㄤ⥃影♶銴㎲鑑깐굺
㔿㹁㥪秶盳覈㶩♶銴窍宐♶銴窍굺暟⭽鸠䖕鷑佐㺂佹⫊㋲⡙ぐ簖䋑佹⫊须鎝〳鋅�1���

麕䏞佞涸硱㶩♶⡎剚鸤䧭暟筝䓹鼩剚⫊ⵌ纷嬁駙昩♶腋⡲捀佹⫊⢪欽

㕜麥ꅽ玑莅倰ぢ傈劍
湱堥锅侮姻焷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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㕜麥騟媹锅叆垦彋⡲噠玑䎸
騟媹须俲♳⫄㕜麥欰䢀须俲䏨崩玑

嫦剢涸騟媹锅叆须俲䥰倴妄剢 �� 贫㸤䧭䒊墂吥㼩䖕鸮ず撑晚♧⢘♳⫄ⵌ㕜
麥欰䢀须俲䏨⚥

騟媹须俲♳⫄须俲䏨ꅾ럊

騟媹须俲♳⫄鷷姿㕬俒鍑铞

�
�
�
�
�
�

须俲䏨笪㖧捀 IUUQT���FDPEBUB�GSFFXBZ�HPW�UX�
ぐ䊨媯⟃ぐ荈䌙贫㺙焺涬Ⰵ⽰ 〳
鹎Ⰵչ䪡妄♳⫄պ⛓չ麥騟荞娦须俲պ⸆腋
♴鯺չ䪡妄暟麥騟荞娦锅叆眕⢿պ

ㄤչ麥騟荞娦䪡妄♳⫄來㷸պ瘞铞僈俒⟝
㞅㻨暟麥騟荞娦锅叆须俲

䗳㞅须俲管贫䊨媯㕜麥管贫倰ぢꅽ玑
⚛增叆撑晚墂そ僽や剤姻焷㞅㻨

♳⫄暟荞娦锅叆须俲

禺窡荈ⴼ倬♳⫄姻焷䚍
剤ꐫ铐剚곏爚ꐫ铐须俲管贫

♳⫄䧭⸆

ꅾ倞增叆㞅㻨呔䒭

���鹎Ⰵ㕜麥欰䢀须俲䏨䪡妄♳⫄갤

���չ䪡妄暟麥騟荞娦锅叆眕⢿պ♴鯺⡙縨

럊鼇姽贖鹎遤䪡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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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䪡妄暟麥騟荞娦锅叆㞅㻨ꅾ럊

�� 撑晚墂呪㠺簮

�� 麥騟荞娦须俲䪡妄♳⫄

�� 须俲姻焷搂铐⽰〳䭾♴焷钢♳⫄䭾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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ꅿ欰暟佹⫊须鎝
〵ぐ㖒ꅿ欰暟佹⫊镪鑉䖕鷑㋲⡙

簖䋑 ㋲⡙そ珖 ꨶ鑨 㖒㖧 ⪔鏽
㛇ꥑ䋑 欴噠涮㾝贖鴍卌遤佟猰

������������������������ 鱲 ���_��� 㛇ꥑ䋑⚥姻⼦⥌✳騟 ��� 贫 �垜暟⥃隌氋䨾 ������������ 㛇ꥑ䋑⥌纏⼦⥌✳騟 ��� 贫 �垜㛇ꥑ䋑ꅿ둷㷸剚 ����������� 㛇ꥑ䋑㷂♧騟 �� 贫⛓ �

〵⻍䋑

暟⥃隌贖 ������������ 〵⻍䋑⥌纏⼦ゟ莇遳 ��� 䋀 ���贫暟遺欰增뀿䨾 ������������ 〵⻍䋑ゟ莇遳 ��� 䋀 ��� 贫
〵⻍䋑ꅿ둷㷸剚 ������������ 〵⻍䋑䗂莇⽂騟✳媯 ��� 䋀 �贫�垜
〵⻍䋑ꅿ둷㷸剚佹⫊⚥䗱 ������������ 〵⻍䋑⥌纏⼦ㄤ䎂匌騟♲媯 ���䋀 �贫〵抓㣐㷸꣡鏤暟ꄴꤎ ������������ 鱲 ���� 〵⻍䋑㣐㸞⼦㛇ꥑ騟♲媯 ��� 贫 ♧䖒佐 ��� ⯋ꤿ朄頥暟ꄴꤎ ������������ 〵⻍䋑匡㿋⼦Ⱄ䗞騟㔋媯 ��� 贫ⳝ飓晋飓듻㼀暟둷ꄴꤎ ������������� 〵⻍䋑㣐ず⼦字停銯騟 �� 贫
惶嫏暟ꄴꤎ ������������ 〵⻍䋑㣐㸞⼦㸞ㄤ騟✳媯 ��� 䋀�� 贫

倞⻍䋑
鴍噠㽷卌猰 ������������鱲 ����_���� 倞⻍䋑匢堀⼦⚥㿋騟♧媯 ��� 贫�� 垜
暟⥃隌氋贖 ������������ 倞⻍䋑匢堀⼦㔋䊛騟♧媯 ��� 䋀�贫
䃪䛸㼀暟ꄴꤎ ������������ 倞⻍䋑宕ㄤ⼦宕ⵄ騟 �� 贫 〵⻍䋑ꅿ둷㷸剚⼿⸔ꄴ䌌

呠㕨簖
暟⥃隌氋贖 ���������� 呠㕨䋑呠㕨⼦簖䏎騟 �贫 �垜
呠㕨䋑ꅿ둷㷸剚 ���������������������� 呠㕨䋑呠㕨⼦㸪僅⼧✳遳 ��� 贫
兜繏暟ꄴꤎ ���������� 呠㕨䋑呠㕨⼦⚥㿋騟 ��� 贫խ넞欰暟ꄴꤎ剎㸪⛓ꤎ ���������� 呠㕨䋑呠㕨⼦⚥㿋騟 ��� 贫խ 呠㕨簖ꅿ둷㷸剚⼿⸔ꄴ䌌倞畾簖 鴍噠贖喀卌冸荈搭⥃肬猰 ���������� 鱲 ����_���� 倞畾簖畾⻍䋑⯕僈Ⱉ騟 �� 贫

倞畾䋑

欴噠涮㾝贖欰䢀⥃肬猰 ����������鱲 ������������������� 倞畾䋑⚥姻騟 ��� 贫
倞畾䋑ꅿ둷㷸剚 ���������� 倞畾䋑⯕䗂騟✳媯 ��� 贫 �垜⛓�
⼿ㄤ暟ꄴꤎ卌ꉎ畎ꄴ䌌 ���������� 倞畾䋑⽂㣐騟 �� 贫 �垜 倞畾䋑ꅿ둷㷸剚⼿⸔ꄴ䌌♶佐㼀暟둷倞畾䋑用暟㕨 ���������� 倞畾䋑匌⼦⽈䠦遳 ��� 贫

蕑吒簖
鴍噠贖荈搭欰䢀⥃肬猰 ���������� 蕑吒簖蕑吒䋑簖䏎騟 ��� 贫 �垜蕑吒簖荈搭欰䢀㷸剚 ���������� 蕑吒䋑⚥㿋騟 �� 贫 �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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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分類地位

保育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偏好棲地類型

相似物種

辨識重點

體長 40-70 公分

台灣山羌
Formosan Reeve's Muntjac

別稱
羌仔
麂

Muntiacus reevesi micrurus

春季較常發生

體型似中型犬
眼眶下腺體極發達
雄性有不分叉短角

雌性無角

廣泛分布於全台低地到中
高海拔山區，個性極為膽
怯，多棲息在森林中，主食
植物嫩葉。因嚴重獵捕、棲
地開發列為保育類動物Ⅲ。

哺乳類
Mammal Cervidae

鹿科

梅花鹿

台灣水鹿

Formosan Sika Deer

Formosan Sambar Deer

別稱

別稱

花鹿

鹿仔

Cervus nippon taiouanus

Rusa unicolor swinhoii

1969 年後野外滅絕。目前
西部平原有部分地區有零
星人為釋放族群、墾丁國家
公園則有復育族群。棲息在
草原、丘陵等淺山地區。

主要分布於中、高海拔的原
始森林與高山草原中。為保
育類動物，然而由於養殖場
相當普遍，各地時有發現養
殖場逸出個體。

哺乳類

哺乳類

Mammal

Mammal

Cervidae

Cervidae

鹿科

鹿科

穿山甲
Chinese Pangolin

別稱 鯪鯉、土龜

Manis pentadactyla pentadactyla

Ⅱ
珍貴稀有野生動物

以夏季較常發生

淺山森林與周圍農墾地

全身覆蓋鱗片
前腳腳爪發達

頭部小、尾巴粗長

無

主要分布於低、中海拔的淺
山地區，喜歡於闊葉林或次
生林地中活動。主要食物為
白蟻、螞蟻，前腳腳爪發
達，會挖掘地道或爬到樹上
取食蟻巢，食性非常專一。
在四處挖掘的同時更會在
林間創造許多可供其他小
動物躲藏、休息的洞穴。除
了棲地破壞之外還承受極
大的獵捕壓力，族群現已相
當稀少。

哺乳類
Mammal Manidae

穿山甲科

穿山甲最大的特色就是全身覆蓋著鱗片。

遭遇危險時，穿山甲會將身體蜷曲成一球，讓堅
硬的鱗片保護自己。

因為移動速度不快，
時有路殺發生。

雌山羌沒有角，雄山羌則具
有不分叉的短角。桃紅色箭
頭處為眶下腺。

雄鹿具有鹿角，雌鹿則
無。全身被棕色毛。

雄鹿具有鹿角，雌鹿則
無。背上白斑皆發達。

吳志典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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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保育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偏好棲地類型

相似物種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保育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偏好棲地類型

相似物種

辨識重點

台灣獼猴
Formosan Rock Monkey

別稱

Macaca cyclopis

Ⅲ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夏、秋季較常發生

淺山森林及原始林

四肢手掌
臀部肉墊
尾巴修長

紅色到白色的無毛臉部

無

普遍分布於各海拔山區，會
在原始森林或是次生林間
活動。日行性，為雜食動
物，以各種嫩葉、果實、昆
蟲與小型動物為食，在部分
區域由於農業型態、人為不
當餵食的關係有較多的猴
群，會發生人猴衝突。台灣
獼猴是少數具有高度社會
結構的野生動物，會成群結
隊活動，集體穿越馬路時容
易發生路殺。

哺乳類
Mammal Cercopithecidae

獼猴科

受到驚擾正發出警戒叫聲的獼猴。

台灣獼猴體型大，穿越馬路時如果發生路殺對用
路人非常危險。

成年公猴具有威嚇性
十足的長犬齒。

歐亞水獺
Eurasian Otter

別稱 水獺

Lutra lutra chinensis

Ⅰ
瀕臨絕種野生動物

多發生在秋、冬季

湖泊、溪流等水域

頭圓身體長
具有蹼的四肢

毛短且伏貼身體
尾巴長

食蟹獴 P.84

哺乳類
Mammal Mustelidae

貂科

台灣本島的族群已滅絕，目
前僅剩下金門有野生族群。
喜歡棲息在溪流、池塘等水
域游泳覓食，有時候甚至會
到河口、海灘附近活動。族
群非常稀少，由於棲地破壞
嚴重、流浪動物衝突、道路
開闢等因素，可用的棲地越
來越少，目前估計金門只剩
下不到 200 隻個體。

水獺的體型十分流線，在水中活動自如。

金門的水獺族群數量估計不到 200 隻個體，每一
次路殺對整個保育工作都是一大打擊。

水獺四肢趾間有蹼，
十分擅長游泳。

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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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保育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偏好棲地類型

相似物種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保育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偏好棲地類型

相似物種

辨識重點

臉部白線不連續的特
徵可與白鼻心分辨。

尾巴短且蓬鬆。

左鼬獾、右白鼻心，
體型相差懸殊。

鼬獾
Formosan Ferret-badger

別稱 田螺狗、臭狸仔

Melogale moschata subaurantiaca

一般類野生動物

春、秋兩季較多

淺山森林與周圍農墾地

體型小
臉部的白線延伸不連續
頭頂白線延伸到背中央

尾巴短、蓬鬆、白

白鼻心 P.86

普遍分布於低中海拔山區，
會在森林與半開發的農墾地
間活動。夜行性，為雜食動
物，以果實、蚯蚓、昆蟲、
小型哺乳類、兩棲爬行動物
為食物。嗅覺靈敏，覓食時
會用前足挖掘搜索食物，在
土表留下許多淺坑。鼬獾臭
腺發達，有明顯的體味。

哺乳類
Mammal Mustelidae

貂科

鼬獾體型嬌小、身材短胖、前足粗壯。

敏銳鼻子跟尖長的吻
部是覓食利器。

左鼬獾、右白鼻心，
體型相差懸殊。

頭尾長不超過 50 公分

白鼻心體型大，不含尾部約 50 公分長，

臉上連續的白線是重
要特徵。

軀幹的顏色明顯較四
肢淺。

長長的尾巴有利於樹
棲活動。

不含尾部約 50 公分

白鼻心
Masked Palm Civet

別稱 果子狸、烏腳香

Paguma larvata taivana

Ⅲ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以春、夏季較常發生

淺山森林與周圍農墾地

臉部連續的白線
黑長尾巴
體型大

軀幹淺棕灰色

鼬獾 P.85
家犬 P.91

主要分布在低、中海拔的森
林中，也常出現在附近有森
林的淺山農墾地周圍，能適
應被人為干擾的環境。為雜
食性偏食果性的動物，會取
食各種核果、漿果、昆蟲與
其他小動物，大多數的時間
都在樹上活動，是食肉目動
物中的爬樹高手，肛門與後
腳腳底都有氣味腺體，故別
名又稱「烏腳香」。族群數
量較多，常有路殺紀錄。

哺乳類
Mammal Viverridae

靈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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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保育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偏好棲地類型

相似物種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保育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偏好棲地類型

相似物種

辨識重點

莊棨州 攝影

麝香貓
Small Indian Civet

別稱

Viverricula indica

Ⅱ
珍貴稀有野生動物

以冬、春季較常發生

淺山森林及原始林

長吻
全身斑點與條紋
長、蓬鬆的尾巴

尾巴環紋

石虎 P.89

主要分布低、中海拔山區森
林或雜木林中，常在淺山農
墾地周遭活動。體型細長、
吻部突出，全身布滿斑點、
條紋，尾部具有 8-9 節環狀
帶紋。夜行性雜食動物，以
小型鼠類、昆蟲、鳥類、兩
棲類、爬行動物等各種小型
動物為食物，也會吃種子、
果實。由於棲地破壞、人為
獵殺等因素，族群數量少，
國道上少有路殺的紀錄。

哺乳類
Mammal Viverridae

靈貓科

麝香貓在國道上少有路殺紀錄。

麝香貓體型細長，全身布滿斑點、條紋，尾巴具
數條環狀紋。

尾巴上的環紋為重要
特徵，又名九節貓。

七仔
筆貓
九節貓

食蟹獴
Crab-eating Mongoose

別稱 棕簑貓

Herpestes urva formosanus

Ⅱ
珍貴稀有野生動物

以春季較容易發生

淺山森林及原始林

白色粗毛
又長又蓬鬆的尾巴

粉紅色的鼻子

水獺 P.84

哺乳類
Mammal Herpestidae

獴科

主要分布於低至中海拔的淺
山森林溪流附近，非常擅長
涉水捕捉螺貝、魚、蝦、蟹
類，還會捕捉鳥、青蛙、鼠
類、蝸牛，為偏肉食的雜食
動物，清晨及傍晚為其活動
的高峰。頭部細長、吻部突
出、體型修長具流線，四肢
具 5 趾，趾間有蹼，頭部側
邊有道明顯白色鬃毛。國道
於 2018 年首次紀錄到路殺
事件。

食蟹獴常到溪流附近覓食。

食蟹獴全身雜有白色粗毛，粉紅色的大鼻子是食
蟹獴的正字商標。

頭型相當流線，頸部
兩側有白條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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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保育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偏好棲地類型

相似物種

辨識重點

石虎
Leopard Cat

別稱 豹貓、山貓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Ⅰ
瀕臨絕種野生動物

以秋冬兩季較常發生

淺山森林與周圍農墾地

耳殼背面黑底白斑
身軀遍布斑點

具斑點的粗尾巴

麝香貓 P.87
家貓 P.91

分布於低海拔山區，常出現
在半開發的農墾地附近，夜
行性，為肉食動物，以小型
哺乳類、鳥類、兩棲爬行動
物等動物為食。全身皆布滿
豹斑、臉部具明顯白色條
紋、耳後具黑底白斑是主要
的特徵。過去全台淺山皆有
分布，然而由於棲地破壞、
獵捕、流浪動物等因素，現
在只有苗栗、台中、彰化、
南投、嘉義有分布。

哺乳類
Mammal Felidae

貓科

路殺熱點鄉鎮
苗栗卓蘭
苗栗後龍
苗栗通霄
苗栗三義
南投集集

石虎全身到腹部都密布斑點。

這是石虎 這不是石虎

耳殼背側為黑底且具白斑。

因受傷而被收容的石虎 (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提供 )。

尾巴很粗且密布深色斑點。

外觀相似的家貓以條紋為主。

國道路殺點

非國道路殺點



91 92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保育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偏好棲地類型

相似物種

辨識重點

外來種

狗的體型、花紋、身形差距
很大。遊蕩犬隻是國道上最
常見的路殺動物之一。

貓的花色差異很大。遊蕩貓
是最常見的路殺動物之一。

家貓

家犬

Domestic Cat

Domestic Dog

別稱

別稱

貓仔

狗

Felis silvestris catus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全年都有、春季稍多

全年都有、春季稍多

花紋多變
吻部短

可內縮腳爪

花紋多變
體型差異很大

多數個體吻部長

為馴化動物，經人類培育出
數百個品種，外型變化相當
大。由於棄養、放養等因
素，數量龐大，是相當常見
被路殺的物種。

家犬經人類培育出數百個品
種，外型變化相當的大。由
於棄養、放養等因素，遊蕩
犬隻數量龐大，是常見被路
殺的物種。

哺乳類

哺乳類

Mammal

Mammal

Felidae

Canidae

貓科

犬科

台灣野兔
Formosan Hare

別稱 山兔仔

Lepus sinensis formosus

一般類野生動物

春、冬季數量較多

淺山森林邊緣、
草生地與周圍農墾地

耳朵長
毛短且柔軟
後肢修長
尾巴極短

無

普遍分布於平地與低、中海
拔山區，會在廢耕農地、高
灘地、草生地、灌木叢間活
動，牠們屬於夜行性草食動
物，取食嫩草、嫩葉，白天
多躲藏在灌叢或岩石間隙縫
休息，並不會挖掘複雜巢穴
系統。外觀上長長的雙耳、
較長的後腳、極短的尾巴皆
是牠們最大的特徵，體色棕
黃到棕灰色。族群較豐富，
是常見的被路殺動物。

哺乳類
Mammal Leporidae

兔科

台灣野兔反應機敏，遇到驚擾會四處逃竄。

台灣野兔後腳比前腳長，奔跑速度雖快卻還是常
命喪輪下。

長雙耳是重要特徵。

外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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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鬼鼠

台灣刺鼠

溝鼠

Greater Bandicoot Rat

Coxing's White-bellied Rat

Brown Rat

別稱

別稱

別稱

田鼠、山和

白腹仔

褐鼠

Bandicota indica

Niviventer coninga

Rattus norvegicus

體型碩大
尾巴明顯比身軀短

尾巴上下同色

尾巴明顯比身軀長
腹部乳白色

毛間雜有刺毛
尾巴上下不同色

尾巴明顯比身軀短
尾巴上下同色

後腳腳背為灰白色

普遍分布在低海拔農墾、草
生地。雜食性，為台灣最大
的鼠類，常造成農損，數量
多，極常被路殺。

分布於低中海拔森林或林緣草
生地，夜行性雜食動物，擅長
爬樹。背、腹部毛色有明顯分
界，背部細毛間夾雜刺毛。

普遍出現在低海拔人類住家
周圍，為夜行性雜食動物。
體型僅次鬼鼠，最大差異在
後腳腳背為灰白色。

哺乳類

哺乳類

哺乳類

Mammal

Mammal

Mammal

Muridae

Muridae

Muridae

鼠科

鼠科

鼠科

鬼鼠是田野間常見的
鼠類。

背部細毛間夾雜粗硬
的刺毛。

腹部灰白色，後腳腳
背為灰白色。

鬼鼠的尾巴明顯比身軀短，尾巴十
分粗壯。

台灣刺鼠腹部乳白色，尾巴比身軀
長。

溝鼠尾巴明顯比身軀短，尾巴上下
同色。

赤腹松鼠

大赤鼯鼠

Red-bellied Tree Squirrel

Formosan Giant Flying Squirrel

別稱

別稱

蓬鼠

飛鼠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Petaurista philippensis grandis

以春、夏季較常發生

春季紀錄較多

腹部毛為紅褐色
尾巴蓬鬆

尾巴雜有白毛

紅棕色的毛色
前後肢間有飛膜

尾巴很長

分布於低、中海拔的森林，
對人類干擾適應力極強，現
在普遍出現在都市綠地中。
日行性雜食動物，紅色的肚
子為主要特徵。

棲息在低、中海拔山區的森
林中。夜行性，以植物嫩
葉、果實、種子為主食。為
常見的大型飛鼠，尾巴與身
軀等長，前後肢間有飛膜。

哺乳類

哺乳類

Mammal

Mammal

Sciuridae

Sciuridae

松鼠科

松鼠科

大赤鼯鼠全身紅褐色，腹部
較淺，前後肢之間有大型飛
膜，能在林間滑翔活動。

赤腹松鼠尾巴蓬鬆、雜有白
色毛，腹部紅褐色的毛為其
主要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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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臭鼩

台灣鼴鼠

Asian House Shrew

Formosan Blind Mole

別稱

別稱

錢鼠、香鼠

悶鼠
土撥鼠
穿地鼠

Suncus murinus

Mogera insularis insularis

冬季較少發生

夏季較少發生

吻端很尖
眼睛小

尾巴粗短布滿剛毛

尖吻
眼睛、尾巴極短
前足發達如鏟子

分布在平地至低海拔住宅
區、草生地附近。牠們是屬
於鼩形目的鼩鼱，不是嚙齒
目的鼠類，為夜行性偏肉食
動物。數量多，常有路殺發
生。

從平地到高海拔山區都有分
布。肉食性動物，主要吃土
中的小蟲跟蚯蚓。全身被黑
色短毛，眼睛、尾巴極小，
四肢短，前肢特化成鏟狀。

哺乳類

哺乳類

Mammal

Mammal

Soricidae

Talpidae

尖鼠科

鼴鼠科

台灣鼴鼠尾巴極短、眼睛極
小、前足發達如鏟子。

臭鼩全身灰色，吻端很尖、
眼睛很小。尾巴短且布滿剛
毛。

台灣葉鼻蝠

台灣小蹄鼻蝠

Taiwan Leaf-nosed Bat

Formosan Lesser Hoseshoe Bat

Hipposideros armiger terasensis

Rhinolophus monoceros

以 5 到 9 月較常發生

以 6 到 8 月較常發生

體型大，翼展約 54 公分
鼻部葉狀特化

翼展約 17 公分
下鼻葉扁平如馬蹄形

成群緊密棲息

分布於低、中海拔，棲息在
洞穴與大型人工隧道、排水
箱涵中，各群停棲會保持距
離。體型大，以特化鼻葉發
出超音波搜尋、捕食昆蟲。

分布各海拔山區，是典型的
洞穴型蝙蝠，國道結構物中
有大量族群棲息。體型小，
會緊密聚集，數量可高達數
千隻。以特化鼻葉發出超音
波來定位、捕捉昆蟲。

哺乳類

哺乳類

Mammal

Mammal

Hipposideridae

Rhinolophidae

葉鼻蝠科

蹄鼻蝠科

蹄鼻蝠科的蝙蝠，下鼻葉特
化扁平如馬蹄形。

台灣葉鼻蝠體型大，特化的
鼻葉是一大特徵。



97 98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東亞摺翅蝠

東亞家蝠

台灣毛腿鼠耳蝠

高頭蝠

Japanese Long-fingered Bat

Japanese House Bat

Taiwan Hairy-legged Myotis

Lesser Asiatic Yellow Bat

Miniopterus fuliginosus

Pipistrellus abramus

Myotis fimbriatus taiwanensis

Scotophilus kuhlii

低至高海拔森林、岩洞皆有
發現紀錄，群聚量甚大，以
昆蟲為食。翼展約 30 公分，
第 3 趾特長，停棲時會反摺
於翅內。

為低、中海拔分布最廣的種
類，棲息於樹洞、房舍或其
他人工結構物縫隙中，群聚
規模小。捕食昆蟲。翼展長
約 14 公分，是小型蝙蝠。

分布於各海拔地區，喜歡在
溪流上活動覓食昆蟲，並在
洞穴中群聚棲息。翼展約 17
公分，是小型種類。

普遍分布於低海拔地區，會
棲息在棕櫚科植物葉叢、人
工結構物中，群聚數量可達
千隻，以昆蟲為食。體色棕
黃色，翼展約 30 公分。

哺乳類

哺乳類

哺乳類

哺乳類

Mammal

Mammal

Mammal

Mammal

Vespertilionidae

Vespertilionidae

Vespertilionidae

Vespertilionidae

蝙蝠科

蝙蝠科

蝙蝠科

蝙蝠科

群聚棲息在蒲葵枯葉中
的高頭蝠。

東亞家蝠常利用人工結
構物的縫隙。

本種翼膜與股肩膜切齊於腳踝
處，鑑定較為困難。

群聚在國道下涵洞的東
亞摺翅蝠。

周政翰 攝影

周政翰 攝影

周政翰 攝影

周政翰 攝影

鳥類
Bird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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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目前少有路殺發生

成鳥頭到頸部無羽毛
嘴黑色、長而下彎

飛羽白、末端為黑色

為早期引進逸出的外來種鳥
類，族群擴張快。成群棲息
在河口、濕地、水田等地，
成鳥頭到頸部裸皮黑色，嘴
黑色且長而下彎。近似種為
黑頭白䴉。

鳥類
Bird Threskiornithidae

䴉科

頭部到頸部成年後無羽毛，
嘴喙長且下彎，飛羽最末端
為黑色。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左成鳥，眼周藍色，與
上圖亞成鳥羽色不同。

左成鳥體色分明。上圖
亞成鳥羽色完全不同。

棲息於湖泊、溪流、魚塭等
水域環境，晨昏或夜間活
動。成鳥體色分明，虹膜橙
紅色。亞成鳥背部灰褐色雜
縱斑，翅上有白斑。

棲息在低海拔樹林、都市綠
地，多單獨活動，以蚯蚓、
昆蟲等小動物為食。羽色褐
色為主，頭頂飛羽黑色，亞
成鳥全身雜白斑。

Ardeidae

Ardeidae

鷺科

鷺科

鳥類
Bird

鳥類
Bird

外來種

外來種

台灣竹雞

環頸雉

藍孔雀

Taiwan Bamboo-Partridge

Ring-necked Pheasant

Blue Peafowl

別稱

別稱

竹雞仔

啼雞

Bambusicola sonorivox

Phasianus colchicus

Pavo cristatus

頭胸部羽毛藍灰色
喉部羽毛橘黃色

腳上有距

雄鳥臉部紅色肉垂
雄鳥頸部深藍色
雄鳥頸部有白環

頭頂有飾羽
羽色藍綠色

尾羽極長、華麗

棲息在淺山森林的底層，以
種子、小昆蟲為主食，會發
出「雞狗乖、雞狗乖」的鳴
叫聲，是常見的鳥類。

棲息在中、南、東部的平原
荒地、農墾地。由於棲地破
壞、盜獵等因素，已列為 2
級珍貴稀有保育類動物。

為逸出的外來種觀賞鳥，羽
色艷麗，雄鳥有極長尾羽，
體型大且具有飛行能力，橫
越馬路時相當危險。

鳥類

鳥類

鳥類

Bird

Bird

Bird

Phasianidae

Phasianidae

Phasianidae

雉科

雉科

雉科

喉部羽毛為橘黃色。

雌鳥羽色樸素，尾羽
短。

雄鳥的尾羽極長，羽
色相當華麗。

比較起來有又大又粗的腳，且雄鳥
腳後方具有腳距（箭頭處）。

雄鳥羽色艷麗，臉部有紅色肉垂，
頸部白環不相連，尾羽長。

頭頂有明顯的飾羽，體型很大，闖
入道路會對用路人造成很大危險。

埃及聖䴉
Sacred Ibis
Threskiornis aethiopicus

夜鷺
Black-crowned Night Heron

別稱 暗光鳥

Nycticorax nycticorax nycticorax

黑冠麻鷺
Malayan Night Heron

別稱
大笨鳥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山暗公



101 102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繁殖羽
非繁殖羽

小白鷺

黃頭鷺

Little Egret

Eastern Cattle Egret

別稱

別稱

白翎鷥

繁殖羽
非繁殖羽

牛背鷺

Egretta garzetta garzetta

Bubulcus ibis coromandus

春、夏繁殖季較多

春季到秋季為發生高峰

嘴、腳為黑色
腳趾黃綠色

眼先黃色 / 粉紅色

體型小
嘴為黃色、粗壯

腳、趾黑到黃褐色
繁殖羽頭、背部為橙色

低海拔溪流、池塘、魚塭、
農地都可見，數量極多。羽
色全白，嘴、腳為黑色，腳
趾黃綠色。繁殖期眼先由黃
轉粉紅。

喜歡在低海拔旱田、草地、
沼澤地、牧場等區域覓食昆
蟲和各種小動物。有遷徙現
象，春、秋季可見到成群遷
徙活動。

鳥類

鳥類

Bird

Bird

Ardeidae

Ardeidae

鷺科

鷺科

嘴為黃色，比例較粗壯。繁
殖羽在頭、頸、背部為橙黃
色，非繁殖羽為白色。腳、
趾黑到黃褐色。

嘴為黃色，比例較粗壯。繁
殖羽在頭、頸、背部為橙黃
色，非繁殖羽為白色。腳、
趾黑到黃褐色。

小白鷺嘴、腳為黑色，腳趾
黃綠色。是常見路殺物種。
右圖為黃色腳趾特寫。

繁殖羽

大白鷺

蒼鷺

中白鷺

栗小鷺

Great Egret

Grey Heron

Intermediate Egret

Cinnamon Bittern

別稱

別稱

別稱

別稱

白翎鷥

海站仔

白翎鷥

田車仔
紅雞仔

Ardea alba modesta

Ardea cinerea jouyi

Mesophoyx intermedia intermedia

Ixobrychus cinnamomeus

多為冬候鳥，棲息在河口、
濕地等水域環境。體型大，
頸部 S 型明顯。嘴裂超過眼
後，腳、趾黑色，繁殖期嘴
黑色、眼先藍綠色。

多為冬候鳥，棲息在河口、
魚塭等水域環境。體型為鷺
科最大，嘴、腳黃褐色，全
身以灰白色為主，頭兩側、
翅緣黑色，胸有黑色紋。

多為冬候鳥，常和小白鷺、
大白鷺混棲。嘴裂至眼下，
非繁殖期嘴黃色且尖端為黑
色，繁殖期嘴則全黑，腳、
趾皆為黑色。

棲息在草澤、水田等水域草
叢。雄鳥背部栗紅色、腹部
淡黃色、喉到胸中央有黑褐
色紋。雌鳥背部暗褐色、腹
部有很多暗褐色縱紋。

鳥類

鳥類

鳥類

鳥類

Bird

Bird

Bird

Bird

Ardeidae

Ardeidae

Ardeidae

Ardeidae

鷺科

鷺科

鷺科

鷺科

左雌上雄，性情羞怯隱
密，常躲在草叢中。

灰白色為主，頭、翅緣
為黑色，胸有黑紋。

非繁殖期嘴為黃色，且
尖端為黑色。

頸部S型曲線非常明顯，
非繁殖期嘴為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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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保育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偏好棲地類型

相似物種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雄

鳳頭蒼鷹
Crested Goshawk

別稱 粉鳥鷹

Accipiter trivirgatus formosae

Ⅱ
珍貴稀有野生動物

以春、冬季較常發生

淺山森林與周圍農墾地

頭部冠羽
尾羽背面深色橫帶

胸腹部白色密布深色斑

松雀鷹（未收錄）
灰面鵟鷹（未收錄）

棲息在都市綠地、平地到中
海拔的森林中，是森林型的
猛禽。成鳥頭部棕灰色，頭
後有冠羽，嘴黑色，喉部白
色、中央具黑線。背部與翅
背面深褐色，翅腹面羽毛色
淺且具橫帶。胸腹面白色，
密布深褐色斑紋。尾羽背面
褐色，有明顯橫帶。雄鳥的
尾下覆羽白、蓬鬆，像是穿
著白色尿布一般。足黃色，
爪黑且長。擅捕抓鳥類。

鳥類
Bird Accipitridae

鷹科

頭部後有冠羽，尾羽背面有明顯深色橫帶。

喉央線黑褐色，胸密布褐色紋、成鳥腹部有褐色
橫紋。本張照片為雄鳥，白色尾下覆羽明顯。

幼鳥胸、腹部為水滴
狀縱斑。

黑翅鳶

大冠鷲

Black-winged Kite

Crested Serpent Eagle
別稱 蛇鵰

Elanus caeruleus vociferus

Spilornis cheela hoya

發生次數較少

紀錄不多

黑色的眼周
黑色的覆羽

羽色黑、白、灰分明

體型大
全身深褐色

虹膜、眼先、蠟膜黃色

棲息在荒地、草原地、開闊農
地周圍，嗜吃老鼠。眼周黑
色，虹膜紅色，頭、腹面白色，
頭頂、背、翼、尾部灰色，翅
上部分覆羽黑色。為珍貴稀有
保育類Ⅱ動物。

分布在低、中海拔山區，盤
旋時常伴隨嘹亮聲音，嗜吃
蛇類、非洲大蝸牛。成鳥全身
深褐色，頭頂有黑白相間的
冠羽，腹部有許多白色斑點。
為珍貴稀有保育類Ⅱ動物。

鳥類

鳥類

Bird

Bird

Accipitridae

Accipitridae

鷹科

鷹科

成鳥頭上有冠羽，全身深褐
色，虹膜、眼先、蠟膜皆為
黃色。翅腹面邊緣的黑白條
紋很粗。

黑翅鳶翅上一部分覆羽為黑
色，十分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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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白腹秧雞

緋秧雞

White-breasted Waterhen

Ruddy-breasted Crake

別稱

別稱

苦雞母
白面

米雞仔

Amaurornis phoenicurus phoenicurus

Zapornia fusca erythrothorax

棲息在水域周圍灌叢間，
取食嫩芽、種子、昆蟲、
小魚。成鳥背面黑色，額、
頰、侯、腹部為白色，嘴、
腳黃色，上嘴基部紅色。

棲息在沼澤、水田、水域
周圍草叢間，個性羞怯、
警戒心強。嘴灰黑色、腳
紅色、身體背側棕色、臉
到上腹部紅褐色。

鳥類

鳥類

Bird

Bird

Rallidae

Rallidae

秧雞科

秧雞科

紅冠水雞
Common Moorhen

別稱
水駕令
田雞仔

Gallinula chloropus chloropus

為全年常見路殺物種

成鳥嘴、額板紅色
全身灰黑、尾兩側白斑

腳、趾黃綠色

常小群棲息池塘、魚塭、
水田地區，穿梭在草叢與
浮水植物間覓食。成鳥全
身多為灰黑色，嘴、額板
紅色，嘴先黃色。

鳥類
Bird Rallidae

秧雞科

成鳥嘴、額板紅色，嘴先黃
色。右圖亞成鳥嘴、額板不
鮮豔，為黃褐色到褐色。

腹面紅褐色、腳紅色、
長腳趾是一大特色。

背部與腹部羽色黑白分
明。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彩鷸
Greater Painted Snipe

別稱 骨簪仔

Rostratula benghalensis

以冬季較常發生

眼周到眼後的白線
頭頂中央有條黃線
嘴橙色、長且直

棲息在水田、濕地、水域附
近的草叢間。眼周有白線延
伸至眼後，頭頂有黃線，胸
側到後背有白到黃色寬帶。
為珍貴稀有保育類Ⅱ動物。

鳥類
Bird Rostratulidae

彩鷸科

磯鷸

鷹斑鷸

Common Sandpiper

Wood Sandpiper

別稱

別稱

水尖仔

水尖仔

Actitis hypoleucos

Tringa glareola

冬候鳥為主，棲息在海岸、
水田、溪流等環境。眼周白
色、眉線白色、過眼線黑褐
色，頭到背部為灰褐色，腹
部白色並延伸到胸側邊。

冬候鳥，棲息在沼澤、水田
等環境。眼周圍白色、眉線
白色、過眼線黑色，頭到背
部黑褐色、雜有斑點、羽緣
白色，腹部白色。

鳥類

鳥類

Bird

Bird

Scolopacidae

Scolopacidae

鷸科

鷸科

上雌右雄，彩鷸雌鳥體色比
雄鳥鮮豔，且是由雄鳥負責
育雛。

鷹斑鷸白色的羽緣相當
明顯。

停棲時翅前緣與胸部側
邊的白色區塊明顯。

雌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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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東方環頸鴴

棕三趾鶉

Kentish Plover

Barred Buttonquail
別稱

無尾仔
無尾煙頓

Charadrius alexandrinus

Turnix suscitator rostratus

以冬季較常發生

夏天紀錄較多

後頸環白色
過眼線黑色（雄鳥）
頸部黑色帶（雄鳥）

體型似鵪鶉
腹部橙色
尾極短

冬候鳥族群量大，成群棲息
在沙洲、魚塭、水田等地。
雄鳥白色眉線與白色額部相
連，過眼線黑色，有白色後
頸環，頸部具黑色帶斑。

棲息在平地草叢、旱田等地
區，多在地面行走覓食。體
色大致棕灰色，全身雜有黑
色、淺色橫斑，腹部橙色。
雌鳥喉至前頸黑色。尾短。

鳥類

鳥類

Bird

Bird

Charadriidae

Tumicidae

鴴科

三趾鶉科

上圖左雌右雄，雌鳥喉部到
前頸為黑色。

上雄右雌，雌鳥顏色樸素，
與幼鳥相似，不論雄鳥、雌
鳥皆有白色後頸環。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水雉

燕鴴

Pheasant-tailed Jacana

Oriental Pratincole

別稱

別稱

菱角鳥

草埔鳦仔

Hydrophasianus chirurgus

Glareola maldivarum 

目前紀錄不多

以春、夏季較常發生

後頸金黃色
尾羽很長

翼白色、翼端黑色

喉部乳黃色圍有黑線
嘴黑色、嘴基紅色
翼下覆羽橙紅色

棲息在大型靜水域，常在菱
角田活動。頭、翼白，後頸
金色，身體黑褐，尾羽長。
非繁殖期羽樸素、尾羽短。
為珍貴稀有保育類Ⅱ動物。

為夏候鳥，成群棲息在農
地、河床地等環境。嘴黑
色、基部紅色，喉部乳黃色
圍黑線，體色褐到灰褐色。
為其他應予保育類Ⅲ動物。

鳥類

鳥類

Bird

Bird

Jacanidae

Glareolidae

水雉科

燕鴴科

喉部乳黃色並圍有黑線，嘴
黑色、嘴基紅色，飛行時可
見橙紅色的翼下覆羽。

水雉腳趾長，能在浮水植物
上行走。頭、翼白色，後頸
金色，繁殖期尾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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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外來種

頸部黑、灰相間紋路與
翅膀紋路相當顯眼。

左雄上雌，雄鳥銀灰色
的額、眉線顯眼。

野鴿
Rock Pigeon

別稱 粉鳥

Columba livia

以春季為路殺高峰

羽色多變
灰藍色的羽色

頸、胸部紫綠色光澤

為馴養的家鴿逸出，常見於
平地市區周圍。以穀類、草
籽、人類食物垃圾為食。羽
色變異很多，常有紫綠色光
澤，嘴黑色，腳紅紫色。

鳥類
Bird Columbidae

鳩鴿科

金背鳩

翠翼鳩

Oriental Turtle Dove

Asian Emerald Dove

別稱

別稱

大花斑

金鵻
林腳鳥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Chalcophaps indica indica

棲息在平地到低海拔山區的
農墾地、樹林邊緣。羽色大
致淡褐色，頸側有黑、灰相
間條紋，翼羽黑褐色，翼羽
緣紅褐色，翅膀紋路明顯。

棲息在平地到低海拔山區的
樹林中或林緣，地棲性。成
鳥頭、頸、胸、腹部紫褐色，
翼綠色，嘴鮮紅。雄鳥額、
眉線為銀灰色。

鳥類

鳥類

Bird

Bird

Columbidae

Columbidae

鳩鴿科

鳩鴿科

野鴿羽色變化大，常見組合
為頭、背灰藍色，頸、胸部
有紫綠色光澤。

紅鳩

珠頸斑鳩

Red Collared Dove

Spotted Dove

別稱

別稱

火鵻仔
紅斑甲

斑甲
素珠仔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humilis

Streptopelia chinensis chinensis

全年都很容易被路殺

全年都很容易被路殺

後頸黑色不相連環帶
尾下覆羽白色

缺少紋路的羽色

頸側到後頸黑底鑲白斑
尾下腹羽灰色
體型較粗壯

棲息在平地到低、中海拔樹
林，也非常適應都市環境。
頭部灰色，後頸有黑色不相
連環帶，頭部以下羽色灰褐
到紅褐色，尾下覆羽白色。

棲息在平地到低、中海拔樹
林，也是極為常見的種類。
頭部灰色，頸側到後頸黑底
鑲有許多白點，羽色灰褐色
為主，尾下覆羽灰色。

鳥類

鳥類

Bird

Bird

Columbidae

Columbidae

鳩鴿科

鳩鴿科

頸側延伸到後頸的黑底鑲白
斑紋路十分顯眼，尾部腹面
的下覆羽為灰色。

上雄右雌，雄鳥羽色較紅。
本種數量多、飛行速度慢，
是常被路殺的種類。

雌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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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保育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偏好棲地類型

相似物種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黃嘴角鴞

領角鴞

Mountain Scops-Owl

Collared Scops Owl

別稱

別稱

貓頭鳥

貓頭鳥

Otus spilocephalus hambroecki

Otus lettia

以秋、冬兩季較常發生

以秋、冬兩季較常發生

黃色嘴喙、眼睛
褐色的腿粗短且有毛

腳趾呈前 2 後 2

灰色嘴喙、暗紅色眼睛
灰的腿粗短且有毛
腳趾呈前 2 後 2

棲息在低、中海拔森林中。捕
食昆蟲、鳥、老鼠等小動物。
嘴、虹膜黃色，顏盤黃褐色，
全身羽色褐色具深淺不一斑
紋，翼有黃色橫斑。為珍貴稀
有保育類Ⅱ動物。

棲息在平地到低海拔森林，且
能適應都市綠地環境。主食昆
蟲、老鼠。虹膜暗紅色，嘴灰
色，顏盤灰色，角羽明顯，全
身灰褐色雜黑褐色斑紋。為珍
貴稀有保育類Ⅱ動物。

鳥類

鳥類

Bird

Bird

Strigidae

Strigidae

鴟鴞科

鴟鴞科

明顯的角羽、灰色的嘴喙、
暗紅色的眼睛、粗壯有毛的
灰色腳是辨識重點。

頭上角羽、黃色的嘴喙、黃
褐色的顏盤、粗壯有毛的腳
是辨識重點。

南亞夜鷹
Savanna Nightjar

別稱
石磯鳥
蚊母鳥

Caprimulgus affinis

一般類野生動物

以夏季為路殺高峰

平地荒地、都市、淺山

嘴喙很小
嘴喙基部有毛

腳爪與領角鴞不同
翅膀外緣的大塊白斑

領角鴞 P.111

天然棲地為河床高灘地、缺
乏遮蔽物的草原荒地，近年
來已能適應都市環境，會在
大樓頂樓水泥地上繁殖。夜
行性，白天多伏坐在地面休
息，不築巢，直接將卵、幼
鳥放在地上照顧，容易遭到
路殺。以各種飛蟲為食物，
2 到 8 月繁殖季時雄鳥會在
空中發出宏亮的「追咿」
聲，鳴唱時間長，部分人視
為騷擾性害鳥。

鳥類
Bird Caprimulgidae

夜鷹科

南亞夜鷹停棲時會直接伏坐在地上。

翼展長，且翅膀外緣有大塊的白色斑。在路殺的
屍體上很容易看到這個特徵。

嘴喙小，且基部很多
硬毛。

常被誤認的領角鴞，
羽上無大塊白斑。

這是領角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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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八色鳥羽色艷麗，亮藍
色的覆羽十分顯眼。

小啄木覓食時會以尾羽
抵住樹幹，用力啄木。

翠鳥
Common Kingfisher

別稱

別稱

別稱

釣魚翁

撿篕仔

啄樹鳥

Alcedo atthis bengalensis

春、秋季紀錄較多

翠藍綠色的羽色
嘴長、粗壯
橘紅色的腳

分布在平地到中海拔的溪流
及靜水域，常站在突出枝條
上，發現魚蝦時俯衝入水捕
食。羽色以藍綠為主，雜有
亮藍色點。

鳥類
Bird Alcedinidae

翠鳥科

八色鳥

小啄木

Fairy Pitta

Grey-capped Woodpecker

Pitta nympha

Dendrocopos canicapillus kaleensis

夏候鳥，在低海拔近水樹林中
繁殖，黑色過眼線延伸到後頸，
背綠色，小覆羽亮藍，腹中央
到尾下紅色。捕食蚯蚓等小動
物。為珍貴稀有保育類Ⅱ動物。

棲息在平地至中海拔的森林
中，常啄打枯朽木樹幹來捕
食昆蟲，啄木聲音響亮。後
頸至背部黑色、有白斑，喉
到腹部黃褐色、有黑斑。

鳥類

鳥類

Bird

Bird

Pittidae

Picidae

八色鳥科

啄木鳥科

翠藍的羽色，橘紅色的腹部
與腳，粗壯且長的嘴是翠鳥
的重要特徵。

五色鳥
Taiwan Barbet

別稱 花仔和尚

Psilopogon nuchalis

全年皆常發生路殺

體色翠綠
全身有五色

嘴粗壯、基部有毛

棲息在都市公園、平地到中
海拔樹林中。全身翠綠，眉
線黑色，頭頂、頰、頸部藍
色，喉部黃色，眼先、胸口
紅色，故名五色鳥。

鳥類
Bird Megalaimidae

鬚鴷科

五色鳥全身顏色絢爛，體型
圓胖，是常見鳥種。全身有
黃、橙、藍、綠、黑五色。

番鵑
Lesser Coucal

別稱 草嘓

Centropus bengalensis lignator

春季為路殺高峰

橙色顯眼的翅膀
繁殖羽黑橙分明

棲息在平地到低海拔的農
耕地、樹林間，常在樹叢間
低空滑翔。成鳥繁殖羽全身
黑色，雙翼橙色。非繁殖羽
全身黃褐色，羽軸白色。

鳥類
Bird Cuculidae

杜鵑科

上繁殖羽右非繁殖羽，番鵑
的繁殖羽黑橙分明，非繁殖
羽的黃色羽軸很明顯。

非繁殖羽

繁殖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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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尾伯勞

朱鸝

Brown Shrike

Maroon Oriole

別稱

別稱

筆勞

紅嬰仔

Lanius cristatus

Oriolus traillii ardens

以秋季最常發生

少有路殺發生

黑色過眼線
尖銳且尖端下彎的嘴

紅黑分明的羽色
嘴比例大、灰藍色

冬候鳥，棲息在平地到低海拔
的樹林邊緣、農墾地、公園等
地區。常停在高處伺機捕捉各
種小動物。嘴尖銳下彎，黑色
過眼線明顯。為其他應予保育
類Ⅲ動物。

棲息在平地到低海拔的森林之
中，取食漿果或昆蟲。雄鳥除
了頭、頸、翼黑色外皆為鮮紅
色，雌鳥腹部灰白色雜黑色斑
紋。數量稀少，為珍貴稀有保
育類Ⅱ動物。

鳥類

鳥類

Bird

Bird

Laniidae

Oriolidae

伯勞科

黃鸝科

上雄右雌，紅黑的羽色相當
醒目，雌鳥腹部灰白色雜黑
色斑紋。

紅尾伯勞有很粗的黑色過眼
帶，嘴粗壯尖銳、性格兇
猛，猶如一隻小猛禽。

大卷尾

黑枕王鶲

Black Drongo

Black-naped Monarch

別稱

別稱

烏秋

染布鳥

Dicrurus macrocercus

Hypothymis azurea

以夏季為發生高峰

以春、夏季較多

全身藍黑色
尾羽長且微微上捲

體型小
鮮豔的藍色羽毛

前頸下黑線

棲息在平地到低海拔地區的
樹林、都市周圍。全身藍黑
色，尾羽長且分叉，末端略
微上捲。兇猛好鬥、領域性
強，連猛禽都敢攻擊。

棲息在平地到低海拔濃密樹
林間捕食飛蟲。雄鳥大致藍
色，頭後枕有黑斑，前頸下
有黑線。雌鳥頭部後無黑
斑，背、翼、尾灰褐色。

鳥類

鳥類

Bird

Bird

Dicruridae

Monarchidae

卷尾科

王鶲科

上雄右雌。體型嬌小，雌鳥
羽色樸素，雄鳥頭後枕有黑
斑，前頸下有黑線。

全身藍黑色、長尾巴的特徵
相當好認，喜歡站在電線、
樹枝高處等制高點。

雌

雄

雌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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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藍鵲
Taiwan Blue Magpie

別稱
山娘
長尾陣

Urocissa caerulea

以春、夏季較常發生

體型大
藍黑分明羽色
嘴、腳紅色

尾長且有黑白相間紋路

棲息在低、中海拔樹林、果
園，常成群活動，以果實、各
種小動物為食，性情兇悍，領
域性強。全身羽色藍色，頭到
胸黑色，尾長。為其他應予保
育類Ⅲ動物。

鳥類
Bird Corvidae

鴉科

樹鵲

喜鵲

Gray Treepie

Eurasian Magpie

別稱

別稱

嘎嘎仔

客鳥

Dendrocitta formosae

Pica pica sericea

棲息在平地到中海拔森林，
以果實、昆蟲、蜥蜴為食。
羽色棕色為主，頭頂到頸後
灰色，翼黑且具白斑，長尾
羽灰黑色，尾下覆羽橙色。

從平地荒地、農墾地、都市
綠地都可以見，適應力強，
幾乎什麼都吃，是清代引入
的外來種。羽色黑白分明，
翼、尾羽暗藍色，尾長。

鳥類

鳥類

Bird

Bird

Corvidae

Corvidae

鴉科

鴉科

尾羽中央兩根藍色羽毛特別
長，其他羽毛呈現黑白相間
紋路。

體型大、黑白分明的體
色是喜鵲一大特色。

體型中大，羽色棕色為
主，尾羽長是一特點。

小雨燕

家燕

House Swift

Barn Swallow

別稱

別稱

燕仔

燕仔

Apus nipalensis kuntzi

Hirundo rustica

以夏、秋兩季較多

以春季較常發生

喉、腰部的白色斑
翅鐮刀狀
尾羽短

上胸藍黑色橫帶
胸以下白色
尾羽分叉深

棲息在平地到低海拔地區，
常大群活動。以泥土、纖
維等材料在岩壁或建物下築
巢。羽色黑褐色，翅鐮刀
狀，喉、腰白色，尾短扇狀。

夏候鳥為主，棲息在平地到
低海拔開闊地。在屋簷下
以泥、草莖築巢。背、翼、
上胸橫帶藍黑色，額、喉橙
色，胸下白色，外尾羽長。

鳥類

鳥類

Bird

Bird

Apodidae

Hirundinidae

雨燕科

燕科

家燕外觀與洋燕很像，不過
上胸具藍黑色的橫帶，且外
側尾羽特長，尾羽分叉深。

羽色大致黑褐色，翅鐮刀

狀，腰部的白色斑明顯。

吳志典 攝影

吳志典 攝影

外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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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燕
Pacific Swallow

別稱 燕仔

Hirundo tahitica

以春、夏季為路殺高峰

胸中間無藍黑色橫帶
腹部灰褐色

尾羽無大分叉

在平地至低海拔的農地、水
域上空捕食昆蟲。銜泥丸築
巢。背、翼藍黑色，額、頰、
喉、胸上半部為橙色，胸下
半部到腹部淡灰褐色。

鳥類
Bird Hirundinidae

燕科

赤腰燕

棕沙燕

Striated Swallow

Asian Plain Martin

別稱

別稱

燕仔

燕仔

Cecropis striolata striolata

Riparia chinensis chinensis

在平地至低海拔田地、郊區
活動，用泥土、枯草築巢。
演到後頸橙色，背、翼藍黑
色，腰部橙色，尾分叉深，
喉到腹灰白色雜黑縱紋。

在平地到低海拔的水域附近
捕食飛蟲，常混群於家燕群
中，在水域周圍土堤壁上造
洞穴育雛。身體背面羽色淺
灰褐色為主，腹面白色。

鳥類

鳥類

Bird

Bird

Hirundinidae

Hirundinidae

燕科

燕科

洋燕的胸部中央無藍黑色橫
帶且腹部為淡灰褐色。

羽色以淺灰褐色跟白色
為主，身形纖細。

赤腰燕以腰部的色斑得
名，腹面有黑縱紋。

紅嘴黑鵯

白頭翁

烏頭翁

Black Bulbul

Light-vented Bulbul

Styan's Bulbul

別稱

別稱

別稱

番仔烏秋
紅嘴嗶仔

白頭殼仔

烏頭殼仔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Pycnonotus sinensis

Pycnonotus taivanus

紅色嘴喙、腳
黑亮的羽色

頭部後方、頰上的白斑
橄欖綠色的羽色

頭頂全黑
下嘴後延伸的黑線

下嘴基部紅斑

從平地到中海拔都可見，常
喧嘩地群飛，以漿果、昆蟲
為食。羽色黑色有光澤，有
冠羽，嘴、腳鮮紅色。

平地到中海拔可見，喜群聚
活動，吃漿果、種籽、小昆
蟲。成鳥頭部後方、頰上白
斑顯眼，翼、尾橄欖綠色。

分布在恆春半島與花東，習性
似白頭翁。頭頂黑，下嘴黑線
延伸到頰下，下嘴基有紅斑。
為珍貴稀有保育類Ⅱ動物。

鳥類

鳥類

鳥類

Bird

Bird

Bird

Pycnonotidae

Pycnonotidae

Pycnonotidae

鵯科

鵯科

鵯科

紅色的嘴喙、腳搭配
黑色羽色非常顯眼。

幼鳥頭部後方沒有白
斑，要依羽色判斷。

下嘴延伸的黑線與基
部紅斑相當特別。

紅嘴黑鵯數量多，群飛的習性容易
在穿越馬路時遭到路殺。

成鳥的白斑、橄欖綠色的羽色相當
容易辨識。

身體羽色大致與白頭翁相似，頭頂
全黑是最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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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頭鷦鶯

褐頭鷦鶯

Yellow-bellied Prinia

Plain Prinia

別稱

別稱

罔噹丟仔
布袋鳥

罔噹丟仔
布袋鳥

Prinia flaviventris sonitans

Prinia inornata flavirostris

以夏季較常發生

以夏季較常發生

體型小
頭頂暗灰色

尾羽長、扇狀

頭頂顏色與身體相近
淺色眉線不明顯

尾羽甚長

棲息在平地低海拔的農墾
地、灌叢間捕食昆蟲。頭頂
暗灰色，有短白色眉線，背
部橄欖綠，喉部白色，腹部
顏色偏黃，尾羽長。

與灰頭鷦鶯習性相仿，是郊
區常見的鳥種。頭、背大致
褐色，淺色眉線不明顯，腹
面淡黃褐色，尾羽很長且較
為凌亂不齊。

鳥類

鳥類

Bird

Bird

Cisticolidae

Cisticolidae

扇尾鶯科

扇尾鶯科

褐頭鷦鶯頭部的顏色跟灰頭
鷦鶯不同，尾羽比例也長。
都喜歡在草叢中活動。

頭頂暗灰色，有短短的白色
眉線，尾羽與身體的比例相
較下很長且呈扇狀。

小彎嘴
Taiwan Scimitar Babbler

別稱 竹腳花眉

Pomatorhinus musicus

以春、夏季紀錄最多

粗黑的過眼線
長長的白色眉線

胸口的白底黑斑紋路

常成群棲息在低海拔的森
林灌叢間活動。頭頂暗褐
色，白色眉線長，黑色過眼
線長。上嘴黑，下嘴白。胸
口白底黑斑，頸側紅棕色。

鳥類
Bird Timaliidae

畫眉科

台灣畫眉

大陸畫眉

Taiwan Hwamei

Hwamei

別稱

別稱

花眉

花眉

Garrulax taewanus

Garrulax canorus

棲息在平地至低海拔林緣。嘴
黃，腳橙黃，全身羽色大致褐
色，頭到後頸有黑褐色紋路。
鳴唱聲富變化，獵捕壓力大。
為珍貴稀有保育類Ⅱ動物。

本島多為逸出個體，會與台灣
畫眉雜交，破壞基因獨特性。
眼周白色並延伸到眼後方有如
眼罩。野生族群列為珍貴稀有
保育類Ⅱ動物。

鳥類

鳥類

Bird

Bird

Leiothrichidae

Leiothrichidae

噪眉科

噪眉科

眉線、過眼線、彎彎的嘴、
胸口斑紋是小彎嘴畫眉的重
要特徵，不易認錯。

外來種

大陸畫眉原本為引進的
玩賞鳥。

台灣畫眉外觀雖樸素，
可是鳴唱聲相當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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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繡眼
Japanese White-eye

別稱 青笛仔

Zosterops japonicus simplex

以春、夏兩季較常發生

體型很小
羽色黃綠、眼周白色

平地到低海拔山區都很常
見，常成群在枝葉間覓食花
蜜、果實、昆蟲。羽色大致
黃綠色，眼周白色，腹部白
色，喉、尾下覆羽黃色。

鳥類
Bird Zosteropidae

繡眼科

綠繡眼的體型嬌小可愛，黃
綠色的體色、白色腹部非常
容易辨識。

疣鼻栖鴨
Muscovy Duck

別稱 紅面番鴨

Cairina moschata

偶而可見路殺

臉部紅色肉疣
體型大

羽色常帶綠色金屬光澤

為逸出外來種。羽色有的為
黑色帶綠色金屬光澤，有些
則為黑、白、褐色交雜，共
同特徵為臉部裸露的紅色肉
疣。體型頗大。

鳥類
Bird Anatidae

雁鴨科

臉部自嘴基部到眼周的裸露
紅色肉疣是本種最大特徵。

白鶺鴒
White Wagtail 別稱 牛屎鳥仔
Motacilla alba

較少發生路殺

白色的臉部
黑白分明的羽色
胸口大塊黑斑

常在平地到低海拔水域附近
空曠地邊走邊擺動尾羽。雄
鳥頭頂、肩、背黑色，胸有
大黑斑，臉部、腹部等部分
多為白色。雌鳥羽色較淡。

鳥類
Bird Motacillidae

鶺鴒科

灰鶺鴒

黃鶺鴒

Gray Wagtail

Eastern Yellow Wagtail
別稱

別稱

牛屎鳥仔

牛屎鳥仔

Motacilla cinerea cinerea

Motacilla tschutschensis

冬候鳥，常在水邊活動。成鳥
頭到背部灰色，眉線灰白色，
胸部以下黃色，翼、尾羽黑色，
腳粉紅色。雄鳥繁殖期時嘴下
到前頸部為黑色。

冬候鳥，常在農地、水田、荒
地活動。成鳥頭到背灰褐色，
眉線鮮黃色，喉部黃色，胸到
腹部灰白到黃色，腳黑色。翼、
尾羽灰褐色，羽緣黃白色。

鳥類

鳥類

Bird

Bird

Motacillidae

Motacillidae

鶺鴒科

鶺鴒科

白鶺鴒臉部白色，胸口有大
黑斑，整體羽色黑白分明。

外來種

幼鳥

成鳥

黃鶺鴒與灰鶺鴒外觀相
似，黃鶺鴒腳黑色。

灰鶺鴒的眉線灰白色，
腳是粉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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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別稱 長尾四喜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左雄上雌，翼上白斑，
雄鳥頭頂到後頸灰白。

白腰鵲鴝
White-rumped Shama
Copsychus malabaricus

路殺紀錄較少

尾羽極長
腰上有大塊白斑
黃藍分明的體色

為逸出外來種。棲息在都市周
遭的綠地至淺山森林。頭、
胸、背部黑藍色，腹部橙黃
色，尾巴很長，腹面可見較短
的白色尾羽，腰部有大白斑。
雌鳥顏色較樸素。

鳥類
Bird Muscicapidae

鶲科

黃尾鴝

野鴝

Daurian Redstart

Siberian Rubythroat

別稱

別稱

紅尾溜

紅圭仔

Phoenicurus auroreus auroreus

Calliope calliope

冬候鳥，棲息在平地到中海拔
林緣。雄鳥頭、背黑色，頭頂
到後頸灰白色，胸到腹橙黃
色，翼黑色有大白斑。雌鳥頭、
背灰褐色，胸到腹淡褐色。

冬候鳥，棲息在開闊農墾
地、荒地和林緣。雄鳥羽色
褐色為主，眉線與顎線白
色，喉部為顯眼的橙紅色。
雌鳥喉部多為白色。

鳥類

鳥類

Bird

Bird

Muscicapidae

Muscicapidae

鶲科

鶲科

羽色上黑藍下橙黃色，十分
分明。尾羽極長。腰上有一
大塊白斑，故名白腰鵲鴝。

藍磯鶇

白腹鶇

白氏地鶇

赤腹鶇

Blue Rock Thrush

Pale Thrush

White's Thrush

Brown-headed Thrush

別稱

別稱

別稱

別稱

厝角鳥

淺色鶇

花柿仔

赤柿仔

Monticola solitarius

Turdus pallidus

Zoothera aurea

Turdus chrysolaus chrysolaus

冬候鳥，棲息在平地到低海
拔疏林開闊地的高處。全身
羽色大致灰藍色並密布深淺
不一的斑紋。雄鳥腹部為鐵
鏽色，雌鳥羽色較暗淡。

冬候鳥，多在平地到中海拔的
樹林底層和林緣農地活動，撿
拾果實、小蟲。成鳥頭部灰
色，眼圈黃色，翼、背部暗褐
色，腹部淡褐色。

冬候鳥，會出現在平地到高
海拔山區樹林下層，在地面
覓食蚯蚓、昆蟲。背面羽色
黃褐色，腹面白色，全身密
布黑色鱗片狀花紋。

冬候鳥，多在平地至低海拔的
樹林底層和林緣農地活動，常
小群活動。羽色以暗褐色為
主，胸到腹側邊紅褐色。雄鳥
喉黑褐色，雌鳥喉白色。

鳥類

鳥類

鳥類

鳥類

Bird

Bird

Bird

Bird

Muscicapidae

Turdidae

Turdidae

Turdidae

鶲科

鶇科

鶇科

鶇科

胸到腹側紅褐色。雄鳥
喉部黑褐色。

白腹鶇上嘴黑色、下嘴
黃色，冬季偶有路殺。

全身密布黑色鱗片狀花
紋，十分華麗。

左雄右雌，全身羽色藍
灰，雄鳥腹部鐵鏽色。

吳志典 攝影

外來種

雌 雄

雄鳥喉部橙紅斑、白色
眉、顎線相當顯眼。吳志典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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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保育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偏好棲地類型

相似物種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八哥
Crested Myna

別稱 駕鴒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formosanus

Ⅱ
珍貴稀有野生動物

路殺紀錄不多

淺山森林與周圍農墾地

體型偏大
象牙白色的嘴
頭部冠羽明顯
翼上白斑顯眼

白尾八哥 P.128
家八哥 P.128

會單獨或小群活動，捕食昆
蟲及各種果實、種籽。早期
數量很多，相當普遍。後來
由於棲地破壞、人為獵捕加
上外來種入侵的影響，現今
已相當少見，為保育類野生
動物。全身羽色黑、富有光
澤，翼上有白斑，飛行時白
斑明顯，尾羽末端白色。嘴
象牙白色，基部豎立冠羽，
相當顯眼。腳橙黃色。

鳥類
Bird Sturnidae

八哥科

象牙白色的嘴喙能與其他種類八哥區別。

八哥與外來種競爭嚴重，加上棲地破壞、路殺、
盜獵來作為寵物等因素，野外數量稀少。

頭部冠羽相當明顯。

白尾八哥

家八哥

Javan Myna

Common Myna

別稱

別稱

駕鴒

駕鴒

Acridotheres javanicus

Acridotheres tristis tristis

春、夏季紀錄較多

夏季紀錄較多

嘴黃色
尾下覆羽白色
翼上白斑顯眼

嘴、眼周裸皮黃色
沒有冠羽
翼有白斑

尾下覆羽、尾端白色

逸出外來種，適應力強，已
建立可觀的族群，對本土鳥
種有負面影響。嘴黃色，有
冠羽。全身黑，翼有白斑，
尾下覆羽跟尾端白色。

逸出外來種，適應力強，已
有穩定族群，對本土鳥種有
負面影響。嘴黃色，眼周裸
皮黃色。全身黑褐，翼有白
斑，尾下覆羽跟尾端白色。

鳥類

鳥類

Bird

Bird

Sturnidae

Sturnidae

八哥科

八哥科

與白尾八哥外型相似，最大
差異在家八哥的眼周裸露出
黃色皮膚，且無冠羽。

黃嘴、冠羽、翼上白斑、尾
下白色覆羽是重要特徵，數
量很多，路殺相當常見。

外來種

外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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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白色的腹部與腰部是一
大特徵。

喜歡在草叢間活動，成鳥腹
部有特別的鱗片狀斑紋。

白腰文鳥

斑文鳥

White-rumped Munia

Nutmeg Mannikin
別稱 黑嘴嗶仔

Lonchura striata

Lonchura punctulata

常見於平地到低海拔林緣的
灌叢間，吃穀類、草籽。上
嘴黑色，下嘴灰色。羽色大
致黑褐色，頭、翼顏色深，
腹部白色，腰部白色。

常見於平地到低海拔林緣的
灌叢間，吃穀類、草籽。嘴
喙厚實，黑色。羽色大致褐
色，頭部較深，胸部以下灰
白色且密布鱗片狀斑紋。

鳥類

鳥類

Bird

Bird

Estrildidae

Estrildidae

梅花雀科

梅花雀科

麻雀

山麻雀

Eurasian Tree Sparrow

Russet sparrow

別稱 厝鳥仔

Passer montanus saturatus

Passer rutilans rutilans

平地到中海拔可見，適應力
極強，常成群活動覓食草
籽、昆蟲。頭上紅褐色，頸
後有白環帶，頰上白底有黑
斑，翼羽斑紋豐富。

分布在低、中海拔山區的農墾
地、聚落附近，數量稀少，為
瀕臨絕種保育類 I 動物。頭頂、
背、翼羽色似麻雀，無頸後白
圈，頰無黑斑。

鳥類

鳥類

Bird

Bird

Passeridae

Passeridae

麻雀科

麻雀科

左雄上雌，頸後無白
環，頰無黑斑。

麻雀是最常見也最容易
被路殺的鳥種之一。 爬行動物

Reptil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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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外來種

紅耳龜

中華鱉

Red-eared Slider

Chinese Softshell Turtle

別稱

別稱

巴西龜

甲魚、圓魚

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Pelodiscus sinensis

以春、秋季較常見

夏季紀錄較多

頭部兩側的紅斑
腹甲有許多圈狀紋路

管狀的鼻孔
殼上無明顯紋路
殼軟富有彈性

因為放生的關係逸出的外來
種，普遍出現在平地、低海
拔接近聚落的水域中，數量
極多。殼上花紋豐富，頭部
兩側有條橘紅色斑紋。

為原生種，可是因為有人為
養殖，也可能是逸出個體。
棲息在低海拔水域中，常將
身體潛在砂礫中埋伏魚蝦。
缺乏紋路，鼻孔呈管狀。

爬行動物

爬行動物

Reptile

Reptile

Emydidae

Trionychidae

澤龜科

鱉科

中華鱉是軟殼龜類，殼上無
明顯花紋，鼻孔呈現管狀。

因為頭部兩側的橘紅色斑紋
而得名，殼上花紋豐富。

柴棺龜

斑龜

Yellow Pond Turtle

Chinese Stripe-necked Turtle

別稱

別稱

黃龜
黃喉擬水龜
水龜

綠龜、花龜

Mauremys mutica mutica

Mauremys sinensis

以春、秋季較常見

以春、秋季較常見

頭部兩側淡黃色紋路
缺乏紋路的背甲

腹甲排列的大塊黑斑

尾巴長
頭與四肢密布條紋

背甲有 3 道橙紅色斑紋
腹甲側邊有圓形斑紋

棲息在低海拔水域，受棲地消
失、盜獵威脅，已經列為珍貴
稀有保育類動物Ⅱ。頭兩側有
淡黃色紋，背甲暗紅或灰色，
腹甲黃、兩側排列大塊黑斑。

最常見的原生淡水龜類，棲
息在低海拔的水域環境中。
頭與四肢密布黃綠色條紋，
背甲暗褐色且有 3 道橙紅斑
紋，腹甲側邊有圓形紋。

爬行動物

爬行動物

Reptile

Reptile

Geoemydidae

Geoemydidae

地龜科

地龜科

斑龜頭部與四肢密布條紋，
背甲上有 3 道橙紅色斑紋，
腹甲側邊很多圓形斑紋。

頭部兩側淡黃色紋路延伸至
後方，背甲無明顯花紋，腹
甲兩側排列大塊黑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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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保育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偏好棲地類型

相似物種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外來種

食蛇龜
Yellow-Margined Box Turtle

別稱
箱龜
黃緣閉殼龜

Cuora flavomarginata 

Ⅱ
珍貴稀有野生動物

數量稀少、較少紀錄

淺山森林與周圍農墾地

頭部兩側具金黃色線
背甲中央有橙黃色線

全黑的腹甲

無

因為棲地消失、盜獵而日漸
稀少的保育類動物。跟其他
的淡水龜不同，食蛇龜主要
住在森林底層，不擅游泳，
以落果、腐屍、小昆蟲為食
物。頭部兩側有大塊黃斑，
黃斑上有條細而向右延伸的
金黃色線，相當醒目。背甲
暗紅褐色，中央有 1 條橙黃
色的線。腹甲全黑，中間有
1 條韌帶相連，能沿著韌帶
合上腹甲，猶如盒子一般。

爬行動物
Reptile Geoemydidae

地龜科

食蛇龜頭部兩側的金黃色線非常顯眼。

食蛇龜多在樹林下活動，背甲上有條醒目的橙黃
色線，背甲殼型高聳隆起。

腹甲全黑且有韌帶。

綠鬣蜥

斯文豪氏攀蜥

Green Iguana

Taiwan Tree Lizard 別稱
肚定
竹虎

Iguana iguana

Diploderma swinhonis

偶而會出現

以春、夏季較常見

體型可達 150 公分
背上有長鬣鱗

成體嘴下有肉垂

長尾巴
頭部後方短鬣鱗
四肢腳趾頗長

為逸出的外來種，中南部都
已建立野外族群。棲息在水
域周圍樹上，吃植物葉片。
背上密布長鬣鱗，幼體翠綠
色，成蜥綠、橄灰或橙色。

樹棲蜥蜴，常見於低海拔的
各種綠地中。成體體色橄欖
色，頭部後方有短鬣鱗。雄
蜥身體兩側具黃色帶狀紋，
下巴黑底白斑。雌蜥則無。

爬行動物

爬行動物

Reptile

Reptile

Iguanidae

Agamidae

美洲鬣蜥科

飛蜥科

上雄右雌，頭部後方具有短
鬣鱗。雄蜥身體兩側具黃色
帶紋，喉部黑底白斑。

上成蜥右幼蜥，成蜥背上的
鬣鱗相當發達，且嘴下有大
塊肉垂。幼體體色翠綠。 莊棨州 攝影

莊棨州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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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分類地位

保育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偏好棲地類型

相似物種

辨識重點

長尾真稜蜥

麗紋石龍子

中國石龍子

印度蜓蜥

Long-tailed Sun Skink

Five-striped Blue-tailed Skink

Formosan Chinese Skink

Indian Forest Skink

別稱

別稱

土溜

蝘蜓
肥豬
銅蜓蜥

Eutropis longicaudata

Plestiodon elegans

Plestiodon chinensis formosensis

Sphenomorphus indicus

棲息在低海拔農墾地或林緣
地區，以小昆蟲為食。成蜥
身體圓胖、四肢短小、尾巴
極容易自割，身體兩側有粗
黑帶自眼後延伸到尾部。

外觀、習性似中國石龍子，
可分布到中海拔。成蜥體色
棕色，體側一直到頭部有橘
紅色帶狀紋。幼體背部具金
線延伸至尾部，尾藍色。

棲息在平地至低海拔農墾地或
林緣地區。成蜥體色棕色，鱗
片末端有黑斑，體側近頭部密
布許多橘紅色斑點。幼蜥背部
黑底密布白斑，尾藍色。

廣泛棲息在低海拔農墾地或
林緣地區。體型小，背紅棕
色，腹淺棕色，背腹由 1 條
深棕色斑紋區隔，全身布滿
深色斑點，尾巴紅棕色。

爬行動物

爬行動物

爬行動物

爬行動物

Reptile

Reptile

Reptile

Reptile

Scincidae

Scincidae

Scincidae

Scincidae

石龍子科

石龍子科

石龍子科

石龍子科

體型較小、尾紅褐色，
能與長尾真稜蜥區別。

成蜥體側帶狀紅斑，幼
蜥背部黑底鑲 5 金線。

成蜥全身棕色，頭部側
面一帶密布橘紅斑點。

體側的黑帶將身體分成
棕背與白腹兩部分。

王錦蛇
King Ratsnake

別稱
臭青公
臭青母

Elaphe carinata

一般類野生動物

以春、秋季較常發生

平地農墾地與淺山森林

體型大
鱗片黑斑發達

眼上鱗片大、眼神兇

南蛇 P.138

平地到低、中海拔山區都
可見，是常見的大型蛇類。
日夜皆會活動，行動非常
迅速，會捕食蛙、鳥、蛋、
鼠，甚至其他蛇類，常入
侵農舍造成人蛇衝突。受
到驚嚇時會從肛門腺排出
臭液，故稱臭青公 / 母。
體色黃褐色到黑褐色，鱗
片周圍黑紋明顯，身體前
段有深淺相間的寬帶狀紋，
身體後段紋路漸不明顯。

爬行動物
Reptile Colubridae

黃頷蛇科

常入侵農舍捕食老鼠、雞蛋，是常見的大蛇。

王錦蛇眼睛上方的鱗片較大，看起來眼神兇惡，
被激怒時頸部會膨大。

頭部鱗片外緣的黑斑
尤其發達。

軀幹紋路。



137 138

分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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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學資訊

偏好棲地類型

相似物種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保育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偏好棲地類型

相似物種

辨識重點

黑眉錦蛇
Taiwan Beauty Snake

別稱 黑眉曙蛇
錦蛇

Orthriophis taeniurus friesi 

Ⅲ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以春、秋季較常發生

平地農墾地與淺山森林

體型大
眼後明顯黑帶紋

黃、黑、白相間的體色

無

中海拔以下的平地或山區都
可見，為日行性大型蛇類，
常入侵農舍或住宅捕食老
鼠、雞蛋，也會吃蛙類、鳥
類。眼睛後方有條似眉毛的
黑色縱帶。背側有 1 條寬黃
褐色帶紋延伸到尾端，帶紋
中間有數條黑帶。另外背側
還有 4 條較不明顯黃褐色帶
延伸至尾端。軀幹前半段有
規律的黑色菱形斑紋，後半
段形成黑色連續塊狀斑紋。

爬行動物
Reptile Colubridae

黃頷蛇科

黑眉錦蛇常入侵民宅，形成人蛇衝突。

眼後黑線是黑眉曙蛇一大特色，其軀幹的前段與
後段紋路不相同，黃、黑、白相間的配色亮眼。

日行性大蛇很容易遭
受路殺威脅。

左：軀幹前段紋路。
右：軀幹後段紋路。

南蛇
Oriental Ratsnake

別稱 山瀨仔、草錦

Ptyas mucosus

一般類野生動物

以春、秋季較常發生

平地農墾地與淺山森林

體型大
體色單純

唇與軀幹後段有黑斑

王錦蛇 P.136
細紋南蛇（未收錄）

平地到低海拔的農墾地、小
樹林、荒地可見，為常見日
行性大蛇，會捕食蛙類、蜥
蜴、鳥、鼠，甚至其他蛇類，
常意外跑到住家附近而發生
人蛇衝突。體色紅褐色到紅
褐色，眼上鱗片突出，看起
來眼神兇惡，上下唇鱗片有
黑斑，軀幹後半段雜有許多
黑色縱斑。與王錦蛇、黑眉
曙蛇並列台灣 3 大大型無毒
蛇類。

爬行動物
Reptile Colubridae

黃頷蛇科

長度可達 3 公尺，上下嘴唇鱗片有黑斑。

除了具有唇斑之外，南蛇的軀幹後段還具有許多
黑色縱紋，可與細紋南蛇作區別。

日行性大蛇很容易遭
受路殺威脅。

左：偏紅褐色個體。
右：偏黃褐色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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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保育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偏好棲地類型

相似物種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保育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偏好棲地類型

相似物種

辨識重點

過山刀
Big-Eyed Ratsnake

別稱 大眼蛇、烏梢蛇

Ptyas dhumnades

一般類野生動物

以春季數量最多

平地農墾地與淺山森林

體型大
背部深淺分明的紋路

眼睛比例極大
背部中央的強鱗脊

無

平地到低海拔的草地、農墾
地、林地邊緣，為日行性蛇
類，以蛙類、蜥蜴、鳥、鼠，
甚至其他蛇類為食，行動速
度很快。眼睛比例很大，身
體以橄欖綠色到黃褐色為
主，背部有 1 條亮黃褐色帶
紋，兩側有 4 條黑色帶紋自
頸部向後延伸，背部中央數
列鱗片有強鱗脊（鱗片中央
突起），摸起來很刮手，成
體後段為均一的深褐色。

爬行動物
Reptile Colubridae

黃頷蛇科

過山刀速度很快，背部紋路深淺分明很好辨識。

過山刀眼睛比例很大，又被稱為大眼蛇，相當依
賴視力追擊獵物。

幼蛇的體色更加鮮艷
分明。

背部中央鱗
片有鱗脊。

眼鏡蛇
Chinese Cobra

別稱 飯匙倩

Naja atra

Ⅲ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以春、秋季較常發生

平地農墾地與淺山森林

體型大、體色黝黑
頸部可伸縮的皮褶

皮褶可能有白色紋路
軀幹後段常有淡色紋路

無

毒蛇，棲息在平地到低海拔
的荒地、農墾地、林地邊
緣，近年由於平地棲地增加
而有變多的趨勢。常日間活
動，捕食蛙類、蜥蜴、鳥、
鼠或其他蛇類。背面以暗褐
色到黑色為主，身軀有數條
淡色斑紋。西部族群腹面偏
白，東部族群則偏黑。頸部
有皮褶，皮褶可能有白色紋
路。當牠遇到危險時會挺起
前段身軀、張開皮褶。

爬行動物
Reptile Elapidae

蝙蝠蛇科

挺起前段身軀、張開皮褶是眼鏡蛇的招牌行為。

皮褶缺乏白色紋路的個體。眼鏡蛇給人的第一眼
印象就是體型大、頭部很圓、體色黝黑。

皮褶上的白色紋路相
當多變。

左：前段皮褶紋路。
右：後段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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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保育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偏好棲地類型

相似物種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雨傘節
Many-banded Krait

別稱 白節仔、銀環蛇

Bungarus multicinctus multicinctus

Ⅲ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以夏、秋季數量多

平地農墾地與淺山森林

體色黑白分明
鱗片平滑具虹彩光澤

背部中央的 6 角形鱗片

白梅花蛇 P.142
紅斑蛇 P.142

毒蛇，棲息在低海拔山坡
地、農墾地周圍，喜歡潮濕
環境。夜行性，捕食蛙類、
蜥蜴、鼠類或其他蛇類，甚
至會吃同種體型較小的個
體。全身黑底白環，鱗片平
滑具虹彩光澤，背部中央的
鱗片較大，呈 6 角形。性格
膽小，遇到危險時會捲成 8
字形，將頭部藏在軀幹之
下，很少做出攻擊行為。

爬行動物
Reptile Elapidae

眼鏡蛇科

雨傘節的體色黑白分明、富有光澤。

性格膽小，遇到危險時會將頭部藏在身體底下，
並捲成 8 字形。

背部中央具有較大的
6 角形鱗片。

局部紋路。

白梅花蛇

紅斑蛇

Formosa Wolf Snake

Red-banded Snake
別稱

火赤煉
赤煉蛇
紅雨傘節

Lycodon ruhstrati ruhstrati

Lycodon rufozonatus rufozonatus

以 5-8 月為高峰

以 6、7 月為高峰

體型小
斑紋雜亂不平整

黑、白、灰褐色交錯

中型蛇
斑紋不平整

橙紅色與黑色相間

半樹棲蛇類，棲息在中海拔
以下的山區樹叢，吃蜥蜴、
昆蟲，性格非常神經質。體
色大致黑白不平整的交錯，
且交雜著淺灰褐色斑紋。

棲息在中海拔以下山區、田
野的潮濕環境。食性很廣，
蛙、蟾蜍、蜥蜴、蛇，甚至
吃路殺屍體。體色橙紅與黑
色不平整相間，臭腺發達。

爬行動物

爬行動物

Reptile

Reptile

Colubridae

Colubridae

黃頷蛇科

黃頷蛇科

紅斑蛇全身橙紅色與黑色相
間，特徵明顯。食性很廣，
是少數會吃蟾蜍的蛇。

白梅花蛇遇到干擾就擺出攻
擊姿態，黑白色塊不平整的
交錯，中間雜灰褐色斑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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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草花蛇

花浪蛇

Checkered Keelback

Buff Striped Keelback

別稱

別稱

草花仔
漁游蛇

草花仔蛇
土地公蛇

Xenochrophis piscator

Amphiesma stolatum

以秋季數量最多

以 4-6 月為高峰

中型蛇
眼下有 2 條黑線

黃褐色、黑斑紋交錯

小型蛇
花紋豐富、斑斕

少見的藍灰色紋路
背部兩條鏈狀紋路

半水生蛇，棲息在低海拔的
水域環境。食性廣，常捕食
蛙類。體色黃褐色為主，密
布黑、黃斑紋，有些個體還
有紅斑。眼下有 2 條黑線。

棲息在低海拔農墾地或小丘
陵地，捕食蛙類、魚類、小
蜥蜴。灰褐色為主，遍布黃
褐、藍灰色、黑色斑紋。背
有兩條黃褐、白色鏈狀紋。

爬行動物

爬行動物

Reptile

Reptile

Colubridae

Colubridae

黃頷蛇科

黃頷蛇科

花浪蛇花紋非常豐富，背部
兩側各有一條黃褐色底、鑲
白點的鏈狀紋路。

草花蛇全身黃褐色為主，滿
布黑、黃色斑紋，眼下有 2
條明顯的黑線。

赤背松柏根

大頭蛇

Taiwan Kukri Snake

Taiwanese Tree Snake

別稱

別稱

台灣小頭蛇
花秤桿蛇

絞花林蛇

Oligodon formosanus

Boiga kraepelini

以 5-8 月數量最多

以 6、7 月為高峰

小型蛇
背部中央磚紅色線

頭部很短、有不規則紋

中型蛇
身體細長、頭大

背部有大塊連續斑紋

棲息在低海拔山區、農地、
海岸林中，以鳥類、蜥蜴的
蛋為主食。全身大致灰褐色
到黃褐色，背部有道磚紅色
線延伸到尾部，腹部白色。

樹棲蛇，棲息在低海拔山區
樹林，吃小鳥、蜥蜴。體色
有黃褐或灰褐兩種色型，背
有大塊連續較深斑紋。身體
非常細長，頭、眼睛大。

爬行動物

爬行動物

Reptile

Reptile

Colubridae

Colubridae

黃頷蛇科

黃頷蛇科

大頭蛇頭部比例很大，身軀
細長且有大塊連續斑紋。

赤背松柏根的頭部很短，吻
端微微上翹，背部磚紅色的
線很顯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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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保育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偏好棲地類型

相似物種

辨識重點

青蛇

赤尾青竹絲

Greater Green Snake

Chinese Bamboo Pit Viper 

別稱

別稱

青竹絲
翠青蛇

赤尾鮐
竹葉青

Cyclophiops major

Trimeresurus stejnegeri stejnegeri

以 5-7 月最常見

以秋季最容易發生路殺

中型蛇
全身翠綠、腹部偏黃

頭部比例小

中型蛇
體色翠綠無光澤

體側有白線
尾部為磚紅色

分佈在中海拔以下的林緣、
農墾地，常在樹叢間活動，
吃蚯蚓、昆蟲。通體翠綠光
華，腹部顏色偏黃。因體色
常被誤認為赤尾青竹絲。

棲息在中海拔以下樹林、水
域旁灌叢，是常見毒蛇。夜
行性，嗜吃蛙類。全身綠色
無光澤，頭大、眼紅褐色，
體側邊有白線，偶有紅線。

爬行動物

爬行動物

Reptile

Reptile

Colubridae

Viperidae

黃頷蛇科

蝮蛇科

青竹絲眼前有頰窩構造，全
身翠綠，體側有白線，有些
個體有紅線，尾部磚紅色。
死後可能變成藍色。

青蛇頭部比例小，全身翠綠
色、富光澤，近腹部偏黃。
死後可能變成藍色。

龜殼花
Taiwan Habu

別稱 烙鐵頭

Protobothrops mucrosquamatus

Ⅲ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以秋季最容易發生路殺

平地農墾地與淺山森林

中型蛇
頭大、頭頂不規則紋路

眼後有條暗色線
背部大塊暗色斑排列

大頭蛇 P.144
擬龜殼花（未收錄）

毒蛇，棲息在平地到中海拔
的農墾地、林地邊緣，會侵
入農舍覓食鼠類。食性為蛙
類、蜥蜴、鳥類、鼠類。全
身淺褐色，背部中央有大塊
深色斑紋排列，背部兩側還
有較淡色的斑紋排列，花紋
豐富。頭部大，頭頂有不規
則深淺紋路，眼後有黑線，
眼前具有頰窩。本種脾氣暴
躁，警戒時會盤起身體伺機
攻擊。

爬行動物
Reptile Viperidae

蝮蛇科

頭頂有許多不規則暗色紋，全身密布暗色紋。

背部中央有大塊不規則暗色斑紋排列，兩側也有
深淺不一的不規則斑紋。

頭大，眼前有頰窩，
眼後有一條暗色線。

軀幹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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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台灣鈍頭蛇

泰雅鈍頭蛇

駒井氏鈍頭蛇

Taiwan Slug Snake

Atayal Slug Snake

Komaii Slug Snake

Pareas formosensis

Pareas atayal

Pareas komaii

小型蛇
眼睛橘色

背部鱗片光滑

小型蛇
眼睛黃色

背部鱗脊列數少

小型蛇
眼睛黃色

背部鱗脊列數多

半樹棲蛇，分布在低、中海
拔山區，吃蝸牛、蛞蝓。體
褐色，全身暗色斑紋排列，
背鱗片光滑，眼橘色。

半樹棲蛇，分布在北部低、
中海拔山區。體褐色，全身
暗色斑紋排列，背鱗片有弱
鱗脊，眼黃色。

半樹棲蛇，分布在中南部、
東部的低、中海拔山區。體
褐色，全身暗色斑紋排列，
背鱗片有強鱗脊，眼黃色。

爬行動物

爬行動物

爬行動物

Reptile

Reptile

Reptile

Pareatidae

Pareatidae

Pareatidae

鈍頭蛇科

鈍頭蛇科

鈍頭蛇科

台灣鈍頭蛇的眼睛為
橘色到橘紅色

泰雅鈍頭蛇背部鱗片
的鱗脊列數少。

駒井氏鈍頭蛇背部鱗
片的鱗脊列數多。

台灣鈍頭蛇背部鱗片光滑，沒有鱗
脊結構。

泰雅鈍頭蛇的眼睛為黃褐色。分布
在雪山山脈以北山區。

駒井氏鈍頭蛇的眼睛為黃褐色。分
布在雪山山脈以南與東部山區。

兩棲類
Amphibian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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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保育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偏好棲地類型

相似物種

辨識重點

盤古蟾蜍

黑眶蟾蜍

Central Formosa Toad

Asian Common Toad

別稱

別稱

癩蛤蟆

癩蛤蟆

Bufo bankorensis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以春、秋兩季較常見

以春、夏兩季較常見

體型大
眼後顯眼黑帶

腳趾末端不是黑色

體型較小
眼眶周圍黑線
腳趾末端黑色

從平地到高山的水域附近都
有分布。體色多變，從黃褐
色、灰黑色到紅褐色都有。
體型較大，眼後沿著耳後腺
有 1 道明顯黑帶。

分布在平地到低海拔水域周
遭環境。體色變化大，體型
較小，嘴緣、眼睛周邊、耳
後腺上有黑色條紋，腳趾末
端為黑色。

兩棲類

兩棲類

Amphibian

Amphibian

Bufonidae

Bufonidae

蟾蜍科

蟾蜍科

上圖圖中上雄下雌。黑眶蟾
蜍眼睛周圍黑線有如戴了黑
框眼鏡，腳趾末端為黑色。

上圖中上雄下雌。盤古蟾蜍
眼後有明顯的黑色帶紋。腳
趾末端也不為黑色。

虎皮蛙
Chinese Edible Frog

別稱 田雞、水雞

Hoplobatrachus rugulosus

一般類野生動物

以夏季發生最多

平地農地與草澤環境

體型很大
背部密布整齊棒狀突起

腹側黑色虎斑

澤蛙 P.151
古氏赤蛙（未收錄）

棲息在平地到低海拔農田、
草澤環境，由於棲地破壞日
漸減少。體色從黃綠色到暗
褐色為主。背部有許多棒狀
突起。腹側白色、密布不規
則黑色斑紋，故名虎皮蛙。
腹部白色、光滑、雜黑斑。
鼓膜大、明顯。本種目前也
有人工繁殖作為食用蛙類。

兩棲類
Amphibian Dicroglossidae

叉舌蛙科

虎皮蛙因為下巴到腹側的虎斑紋路而得名。

虎皮蛙的背部密布整齊的棒狀突起，位於眼睛後
方的鼓膜又大又明顯。

國道上偶有路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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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澤蛙

貢德氏赤蛙

Asian Grass Frog

Guenther's Frog

別稱

別稱

田雞、水雞

狗蛙
沼蛙
石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Hylarana guentheri

除了冬季外都很常見

以春、夏季較常見

體型小
背部密布棒狀突起

腹部全白

體型大
鼓膜周圍淺色
明顯背側褶
叫聲如狗叫

普遍分布於平地到低海拔水
域環境。體色與花紋多變，
背部密布棒狀突起與小疣，
有些個體有背中線。腹部白
色、光滑。

分布在平地到低海拔水域、
草澤中，能適應都市環境。
背部褐色，體側有明顯的背
側褶，腹側有大塊不規則黑
斑。鼓膜大，周圍淺色。

兩棲類

兩棲類

Amphibian

Amphibian

Dicroglossidae

Ranidae

叉舌蛙科

赤蛙科

體色從淺褐色到深褐色，鼓
膜大且周圍有一圈淺色，背
側褶相當明顯。

澤蛙背部密布短棒狀突起與
小疣，有些個體有背中線。

拉都希氏赤蛙

斯文豪氏赤蛙

梭德氏赤蛙

Latouchte's Frog

Bangkimtsing Frog

Sauter's Brown Frog

別稱

別稱

闊褶蛙

鳥蛙

Hylarana latouchii

Odorrana swinhoana

Rana sauteri

中型
背側褶粗大明顯

皮膚粗糙

大型
背部多有綠色斑
背側褶不明顯

中型蛙
有細細的背側褶
後腿內側偏紅

平地到中海拔水域常見。背
部紅棕色，皮膚粗糙，背側
褶很粗，腹側有黑斑。

偏好中海拔以下山區溪流環
境。背部綠色或是綠色夾雜
褐色，顏色多變。腹側多黑
斑，背側褶不明顯。

分布在低至高海拔森林，秋季
繁殖期大量移動到水域，因此
時常被路殺。有背側褶。吻端
到鼓膜連成三角形暗紋。

兩棲類

兩棲類

兩棲類

Amphibian

Amphibian

Amphibian

Ranidae

Ranidae

Ranidae

赤蛙科

赤蛙科

赤蛙科

拉都希氏赤蛙的皮膚
粗糙，背部紅棕色。

背側褶不明顯，腳趾
末端膨大成吸盤。

梭德氏赤蛙的後腿內
側打開為橙紅色。

拉都希氏赤蛙背側褶又粗又明顯，
鼓膜大且外圍沒有淺色環。

背部有些個體極綠，有些則綠、褐
色交雜。

吻端、眼睛、鼓膜有 1 塊像眼罩的
三角型暗色斑紋。腳趾有吸盤。



153 154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外來種

褐樹蛙

布氏樹蛙

斑腿樹蛙

Brown Treefrog

Brauer's Tree Frog

Spot-legged Tree Frog

別稱

別稱

壯溪樹蛙

白頷樹蛙

Buergeria robusta

Polypedates braueri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吸盤發達
吻端到兩眼間的三角斑

後腿內側與體側黑網紋

後腿內側黑底白圓點

分布在低、中海拔山區，繁
殖季移到溪流。體色多變，
吻端到兩眼間有三角斑紋。

普遍分布低海拔山區、農墾
地。體色褐色，有條紋或斑
點。後腿內側白底黑網紋。

普遍分布低海拔山區、農墾
地。體色褐色，紋路多變。
後腿內側為黑底白圓點。

兩棲類

兩棲類

兩棲類

Amphibian

Amphibian

Amphibian

Rhacophoridae

Rhacophoridae

Rhacophoridae

樹蛙科

樹蛙科

樹蛙科

褐樹蛙體型可以到很
大，吸盤發達。

後腿內側為白底、黑
網紋。

後腿內側為黑底、白
色圓點。

體色、紋路多變，不過吻端到兩眼
之間多有塊三角形淺色斑紋。

布氏樹蛙體色黃褐色到褐色，背後
常有條狀紋路。

斑腿樹蛙部分個體中間會有 X 型紋
路，斑紋變化很大。

昆蟲
Insect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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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保育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偏好棲地類型

相似物種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保育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偏好棲地類型

相似物種

辨識重點

遷粉蝶
Lemon Emigrant

別稱 淡黃蝶

Catopsilia pomona

一般類野生動物

夏、秋季是大發生期

平地農墾地與淺山森林

體型大、速度快
前翅頂角尖銳

銀紋型、無紋型的區別

細波遷粉蝶（未收錄）

分布在平地至中海拔山區。
幼蟲取食鐵刀木、阿勃勒等
植物，都市地區也常見。有
季節型，高溫型又稱為無紋
型，翅背白色、翅基呈鵝黃
色，翅腹面鵝黃色，雌蝶翅
背面翅緣黑褐色斑紋發達。
低溫型又稱銀紋型，翅背、
腹呈黃色，翅腹面有數個紅
褐色、褐色紋路，且後翅有
銀白色斑。銀紋型中有些個
體紅褐色斑紋特別發達。

昆蟲
Insect Pieridae

粉蝶科

銀紋型的後翅腹面有銀白色斑點。

有部分銀紋型的個體紅褐色斑紋特別發達，被稱
血斑型以作為區別。

無紋型腹面無花紋。

前翅腹面中室內有 3 褐色紋，是亮色黃蝶特徵。

低溫型的翅腹面褐色斑紋發達，且散布許多暗色
鱗片。

高溫型的翅腹面
褐色紋衰退。

亮色黃蝶
Three Spot Grass Yellow

別稱 台灣黃蝶

Eurema blanda arsakia

一般類野生動物

全年都相當常見

平地農墾地與淺山森林

體型小、翅色濃黃
翅背面邊緣有黑色紋
翅腹面散布褐色斑

遷粉蝶 P.155
同屬他種黃蝶（未收錄）

分布在平地至中海拔山區。
幼蟲吃多種豆科植物，由於
寄主植物隨處可見，到處都
可見成蟲飛舞。成蟲體型較
小，有高溫、低溫型。翅背
為單純的黃色，翅緣有黑色
不規則斑紋。翅腹面黃底，
密布許多小黑點與較大褐色
斑紋，前翅腹面中室內有 3
褐色紋。台灣的本屬黃蝶有
7 種，主要差異在前翅腹面
中室、翅緣、後翅角度。

昆蟲
Insect Pieridae

粉蝶科

同屬的其他黃蝶種類

島嶼黃蝶
淡色黃蝶

北黃蝶
星黃蝶

黃蝶
角翅黃蝶

Eurema alitha esakii
Eurema andersoni godana
Eurema mandarina
Eurema brigitta hainana
Eurema hecabe
Eurema laeta punctiss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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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保育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偏好棲地類型

相似物種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旖斑蝶
Ceylon Blue Glassy Tiger

別稱 琉球青斑蝶

Ideopsis similis

一般類野生動物

冬季會往南部山區越冬

平地農墾地與淺山森林

暗褐色底、水藍色斑紋
前翅近翅基前緣的條紋
前、後翅的紋路形狀

淡紋青斑蝶 P.158
小紋青斑蝶 P. 158

絹斑蝶 P.158

平地到中海拔山區都常見。
成蟲飛行緩慢，喜歡訪花。
成蟲前、後翅表面暗褐色，
布滿半透明淺藍色條紋、斑
點，自身體往外輻射向外紋
路漸小，近翅基部的斑紋則
多為條紋。台灣的青斑蝶
有 3 屬 6 種，乍看之下外觀
相似，辨識重點在前翅前緣
的中央與後翅外緣的中央斑
紋，須仔細比對。

昆蟲
Insect Nympalidae

蛺蝶科

暗褐色翅底色、

近翅基的紋路為條紋，遠離翅基則為斑點。箭頭
處的條紋為本種特徵。

斑蝶前翅比較，記號處為主要差異：旖斑蝶多 1 條
條紋，絹斑蝶少1塊斑點，小紋青斑蝶的斑紋較小。

淡紋青斑蝶

小紋青斑蝶

絹斑蝶

Blue Tiger

Dark Blue Tiger

Glassy Tiger

別稱

別稱

別稱

淡色小紋青斑蝶

細紋青斑蝶

姬小紋青斑蝶

Tirumala limniace

Tirumala septentrionis

Parantica aglea maghaba

翅腹面顏色略呈黃褐色
淺藍色紋路較大

翅腹面顏色略呈黃褐色
淺藍色紋路明顯縮小

紋路偏白、密集
視覺上黑白分明

平地到中海拔山區都常見。
翅背面暗褐色，腹面略黃褐
色，布滿淺藍色紋路，雄蟲
後翅有 1 袋狀構造。

平地到中海拔山區都常見。
翅背面暗褐色，腹面較淡紋
青斑蝶顏色深，淺藍色斑紋
小，雄蟲後翅袋狀構造。

平地到中海拔山區都可見。
翅背面近黑色，腹面略淺，
布滿偏白藍色紋路，雄蟲後
翅近臀區有塊黑色性標。

昆蟲

昆蟲

昆蟲

Insect

Insect

Insect

Nympalidae

Nympalidae

Nympalidae

蛺蝶科

蛺蝶科

蛺蝶科

雄蝶後翅腹面有袋狀
結構，腹面底色淡。

雄蝶後翅腹面有袋狀
結構，腹面底色淡。

翅底色偏黑，紋路偏
白，十分顯眼。

整體而言，本種淺藍色紋路較大，
小紋青斑蝶淺藍色紋路較小。

與上圖淡紋青斑蝶相同部位的藍色
紋相比，本種斑紋明顯較小。

雄蝶箭頭處會有一塊黑斑，雌蝶則
無。照片為雌蝶。

旖斑蝶 淡紋青斑蝶 小紋青斑蝶 絹斑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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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保育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偏好棲地類型

相似物種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分類地位

生物學資訊

辨識重點

雙標紫斑蝶
Double-branded Black Crow

別稱
斯氏紫斑蝶
清明蝶

Euploea sylvester swinhoei

一般類野生動物

春季有大規模北遷行為
冬季也有南移群聚行為

平地農墾地與淺山森林

翅背有金屬光澤
黑褐色底、藍白斑點

後翅腹面中央數枚斑紋
雄蝶前翅背面有性標

異紋紫斑蝶 P.160
圓翅紫斑蝶 P.160
小紫斑蝶 P.160

平地到中海拔山區頗常見。
成蟲翅背面黑褐色，上泛有
藍紫色的金屬光澤，前、後
翅外緣有一排小白點與一排
較大白色斑紋。前、後翅腹
面黑褐色，無金屬光澤，外
緣有兩排白點。前翅腹面的
中央有 3 個小白點，後翅腹
面中央有數個小白點。雄蝶
在前翅背面有 2 條明顯的性
標，且腹部末端受刺激時會
露出毛筆器。

昆蟲
Insect Nympalidae

蛺蝶科

雄蝶前翅接近後翅的部位有 2 條明顯性標。

前、後翅腹面底色黑褐色。後翅腹面中央有數枚
小斑紋，雌蝶的斑紋較大。

異紋紫斑蝶

圓翅紫斑蝶

小紫斑蝶

Striped Blue Crow

Blue-banded King Crow

Dwarf Crows

別稱

別稱

別稱

端紫斑蝶
清明蝶

清明蝶

清明蝶

Euploea mulciber barsine

Euploea eunice hobsoni

Euploea tulliolus koxinga

前翅背面散生白點
雄蝶藍紫色光澤很強
雌蝶後翅放射狀白線

前翅後緣雙面有橢圓斑
雄蝶前翅後緣突出

體型小
翅背面外緣 1 排清晰斑
前翅中央白斑只腹面有

全台平地到中海拔山區都可
見。前翅背面藍紫光澤強，
散生數個白點。雌蝶後翅有
放射狀白線，整體較暗淡。

平地到中海拔山區可見。翅
外緣有 2 排藍、白色斑，前
翅雙面的後緣中央皆有大塊
斑紋。雄蝶前翅後緣突出。

平地到中海拔山區可見。翅
背面外緣 1 排清晰白斑。前
翅腹面中央有 1 白斑。雄蝶
前翅後緣突出。

昆蟲

昆蟲

昆蟲

Insect

Insect

Insect

Nympalidae

Nympalidae

Nympalidae

蛺蝶科

蛺蝶科

蛺蝶科

雌蝶後翅密布放射狀
白線。

前翅腹面後緣中央有
塊大橢圓斑。

除了前翅腹面白斑與
外緣斑列以外無斑。

雄蝶翅背藍色光澤強，散生著白色
斑點，十分美麗。

前翅背面後緣中央有 1-2 塊斑紋，
而且雄蝶前翅後緣向後突出。

遷移季節時常會在空中飛行，體型
較小，能直接判斷。

紫斑蝶辨識口訣：
小紫點一邊，圓翅兩邊點，雙標有三點，異紋亂亂點。

（前翅只有腹面有 1 白點） （前翅腹面有 3 個點） （前翅腹面有數個點）（前翅背、腹面各 1 白點）

雙標紫斑蝶 異紋紫斑蝶圓翅紫斑蝶小紫斑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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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保育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偏好棲地類型

相似物種

辨識重點

玉帶鳳蝶
Common Mormon
Papilio polytes polytes

一般類野生動物

夏季有時會大量發生

平地農墾地與淺山森林

後翅帶狀白斑
紅紋型後翅紅紋發達

軀幹黑色

紅珠鳳蝶（未收錄）

大型鳳蝶中很常見的種類，
從平地到中海拔地區都有分
布。後翅有尾突。雄蝶翅黑
色，前翅邊緣有列白點。後
翅背面中央偏外有列大白
斑、邊緣有列白點，臀區有
紅色斑紋，腹面則多了 1 列
紅斑。雌蟲兩型：「玉帶型」
外觀似雄蟲。「紅紋型」後
翅紅斑發達，擬態紅珠鳳
蝶。恆春半島約每 4-6 年會
有週期大發生，量極多。

昆蟲
Insect Papilionidae

鳳蝶科

玉帶鳳蝶以後翅白色帶狀紋路得名。

紅紋型的雌蝶，乍看與紅珠鳳蝶相似，可是軀幹
黑色，兩者之間具有貝氏擬態的關係。

玉帶型的雌蝶則與雄
蝶外觀相似。

蟹類
Crab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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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地位

保育地位

路殺好發時期

生物學資訊

偏好棲地類型

相似物種

辨識重點

94
99

125
117
97

113
135
135
153
153
122
121
121
89

146
114
139
138
120
120

152
93
96

119
106
81

97
135
104
110
109
110
95

100
158
158
131
145
106
126
126
107

117

87

143

105
126
123

奧氏後相手蟹 學名索引
A

R

S

T

U
V
X
Z

B

C

D

E

F

G

Accipiter trivirgatus formosae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formosanus
Acridotheres javanicus
Acridotheres tristis tristis
Actitis hypoleucos
Alcedo atthis bengalensis
Amaurornis phoenicurus phoenicurus
Amphiesma stolatum
Apus nipalensis kuntzi
Ardea alba modesta
Ardea cinerea jouyi

Bambusicola sonorivox
Bandicota indica
Boiga kraepelini
Bubulcus ibis coromandus
Buergeria robusta
Bufo bankorensis
Bungarus multicinctus multicinctus

Cairina moschata
Calliope calliope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Canis lupus familiaris
Caprimulgus affinis
Catopsilia pomona
Cecropis striolata striolata
Centropus bengalensis lignator
Cervus nippon taiouanus
Chalcophaps indica indica
Charadrius alexandrinus
Columba livia
Copsychus malabaricus
Cuora flavomarginata 
Cyclophiops major

Dendrocitta formosae
Dendrocopos canicapillus kaleensis
Dicrurus macrocercus
Diploderma swinhonis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Egretta garzetta garzetta
Elanus caeruleus vociferus
Elaphe carinata
Euploea eunice hobsoni
Euploea mulciber barsine
Euploea sylvester swinhoei
Euploea tulliolus koxinga
Eurema blanda arsakia
Eutropis longicaudata

Fejervarya limnocharis
Felis silvestris catus

Gallinula chloropus chloropus
Garrulax canorus
Garrulax taewanus
Glareola maldivarum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103
127
128
128
106
113
105
143
118
102
102

99
93

144
101
153
149
141

123
125
94
91

112
155
119
114
81

109
107
109
125
133
145

117
113
116
134
149

101
104
136
160
160
159
160
156
135

151
91

105
122
122
108
100

H

I

L

M

N

O

P

88
96

118
119
150
108
151
152
116
120

157
134
102

115
92

129
129
84

142
142

83
82

132
132
85

102
163
97
95

126
124
124
124
81
97

140
93

100

152
144
115
137
111
111

86
161
158
147
147
147
129
129
99

131

Herpestes urva formosanus
Hipposideros armiger terasensis
Hirundo rustica
Hirundo tahitica
Hoplobatrachus rugulosus
Hydrophasianus chirurgus
Hylarana guentheri
Hylarana latouchii
Hypothymis azurea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Ideopsis similis
Iguana iguana
Ixobrychus cinnamomeus

Lanius cristatus
Lepus sinensis formosus
Lonchura punctulata
Lonchura striata
Lutra lutra chinensis
Lycodon rufozonatus rufozonatus
Lycodon ruhstrati ruhstrati

Macaca cyclopis
Manis pentadactyla pentadactyla
Mauremys mutica mutica
Mauremys sinensis
Melogale moschata subaurantiaca
Mesophoyx intermedia intermedia
Metasesarma aubryi
Miniopterus fuliginosus
Mogera insularis insularis
Monticola solitarius
Motacilla alba
Motacilla cinerea cinerea
Motacilla tschutschensis
Muntiacus reevesi micrurus
Myotis fimbriatus taiwanensis

Naja atra
Niviventer coninga
Nycticorax nycticorax nycticorax

Odorrana swinhoana
Oligodon formosanus
Oriolus traillii ardens
Orthriophis taeniurus friesi 
Otus lettia
Otus spilocephalus hambroecki

Paguma larvata taivana
Papilio polytes polytes
Parantica aglea maghaba
Pareas atayal
Pareas formosensis
Pareas komaii
Passer montanus saturatus
Passer rutilans rutilans
Pavo cristatus
Pelodiscus sinensis

Petaurista philippensis grandis
Phasianus colchicus
Phoenicurus auroreus auroreus
Pica pica sericea
Pipistrellus abramus
Pitta nympha
Plestiodon chinensis formosensis
Plestiodon elegans
Polypedates braueri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Pomatorhinus musicus
Prinia flaviventris sonitans
Prinia inornata flavirostris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Protobothrops mucrosquamatus
Psilopogon nuchalis
Ptyas dhumnades
Ptyas mucosus
Pycnonotus sinensis
Pycnonotus taivanus

Rana sauteri
Rattus norvegicus
Rhinolophus monoceros
Riparia chinensis chinensis
Rostratula benghalensis
Rusa unicolor swinhoii

Scotophilus kuhlii
Sphenomorphus indicus
Spilornis cheela hoya
Streptopelia chinensis chinensis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humilis
Suncus murinus

Threskiornis aethiopicus
Tirumala limniace
Tirumala septentrionis
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Trimeresurus stejnegeri stejnegeri
Tringa glareola
Turdus chrysolaus chrysolaus
Turdus pallidus
Turnix suscitator rostratus

Urocissa caerulea

Viverricula indica

Xenochrophis piscator

Zapornia fusca erythrothorax
Zoothera aurea
Zosterops japonicus simplex

Vampire Crab 別稱 白目眉仔
Metasesarma aubryi

一般類野生動物

以 7 月前後為最高峰

近海岸的森林周圍

體色紫黑色
雙眼間有金色紋路

肥胖後相手蟹（未收錄）

分布很廣，以恆春半島、台
東沿海地區數量最多，台灣
具有世界上已知最大族群。
背甲以紫黑色為主，附肢橘
黃色，兩眼之間有一道金黃
色紋路。平常棲息在沿海地
區樹林中，會躲藏在枯木、
岩縫間，以各種動物屍骸、
落果等有機碎屑物為食。夏
季為產卵高峰，抱卵的母蟹
會到海水裡產卵，這個過程
常遭到車輛路殺。

甲殼類
Crab Grapsidae

方蟹科

抱卵正要前往海岸的雌蟹。

背甲偏紫黑色、各附肢為橘黃色、兩眼間金黃色
的紋路是一大特色。

死亡後的陸蟹體色常
常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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