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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自 2008 年 4 月至 2009 年 8 月止，利用豎琴網(Harp trap)，於宜蘭大學大礁溪實驗林場內不同區域，進

行翼手目哺乳動物多樣性之現況研究，以建立當地的蝙蝠相基礎資料，並補足林場野生動物相之缺漏。調查期間，

豎琴網共紀錄有 2 科 11 種，包含蹄鼻蝠科(Rhinolophidae)的台灣小蹄鼻蝠(Rhinolophus monoceros)；蝙蝠科

(Vespertilionidae)的堀川氏棕蝠(Eptesicus serotinus horikawai)、台灣彩蝠(Kerivoula sp.)、東亞摺翅蝠(Miniopterus 

schreibersii fuliginosus)、台灣管鼻蝠(Murina puta)、隱姬管鼻蝠(M. recondita)、渡瀨氏鼠耳蝠(Myotis ruforniger 

watasei)、長趾鼠耳蝠(Myotis sp.2)、長尾鼠耳蝠(Myotis sp.3)、台灣家蝠(Pipistrellus taiwanensis)及山家蝠(P. 

mountanus)等。加上目擊所記錄的葉鼻蝠科(Hipposideridae)台灣葉鼻蝠(Hipposideros armiger terasensis)，總計大礁

溪實驗林場現有紀錄 3 科 12 種蝙蝠，約占台灣本島現有蝙蝠紀錄種類的 34.3％。 

關鍵詞：洞穴型物種、森林性物種、豎琴網、月變化、空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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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is part of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ontemporary wildlife fauna of Da-Jiou-Shi experimental forest,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From April 2008 to August 2009, we utilized harp traps to survey the Chiroptera fauna, and their 

diversity inventory,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experimental forest. Eleven species of bats, from 2 families, were collected 

by the harp traps; including Rhinolophus monoceros of the family Rhinolophidae, and Eptesicus serotinus horika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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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ivoula sp., Miniopterus schreibersii fuliginosus, Murina puta, M. recondite, Myotis ruforniger watasei, Myotis sp.2, 

Myotis sp.3, Pipistrellus taiwanensis, and P. mountanus of the family Vespertilionidae. In addition to that, Hipposideros 

armiger terasensis of the family Hipposideridae was recorded by a visual encounter method. In summary, there are 12 bat 

species belonging to 3 families exist in Da-Jiou-Shi experimental forest, constituting ca. 34.3% of Taiwanese bats species. 

Keywords: cave species, forest species, harp trap, monthly dynamic, spatial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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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蝙蝠為唯一真正能飛行的哺乳類動物類群，分類上

屬 於 翼 手 目 (Chiroptera) ， 其 下 分 為 ： 大 翼 手 亞 目

(Megachiroptera) 和 小 翼 手 亞 目 (Microchiroptera) 兩 大 類

群，在總物種數上為僅次於囓齒目的第二大哺乳類動物

分類群。絕大多數的蝙蝠種類屬於夜行性動物，白天隱

棲在各類棲所中，黃昏時或日落後始外出活動覓食；而

大 部 分 的 小 翼 手 亞 目 具 有 為 人 所 熟 知 的 回 聲 定 位

(Echolocation)能力。此外，不同的類群有食性專化的現

象(如：食蟲性、食魚性、食血、食蜜及食果等)(Feldhamer 

et al., 2003)。然而，蝙蝠夜間活動的特性，並以飛行為

主的活動方式，使之行蹤不易捉摸，因此生態習性及相

關資料相當缺乏(Cole and Wilson, 1996)。 

根據台灣脊椎動物誌的紀錄，台灣的蝙蝠共有 22 

種，但受限早期研究方法與調查技術的不足，許多的物

種紀錄，僅根據單一或零星出現的個體，部份物種在分

類上亦未完全被確認(陳和于，1984)。近年來，蝙蝠在

生態上的重要性逐漸受到重視，新穎的研究調查方法引

進與改良(Cole and Wilson, 1996；鄭等， 2008)，加上保

育上關注、分類與生態研究的增加(林等，2004)，台灣

目前已知的蝙蝠種類共有 35 種(鄭等，2010)，約占台灣

哺乳類動物物種數的 40％，也成為台灣現生野生哺乳動

物中，物種數最多的分類群(方，2007)。現有台灣的蝙

蝠種類，依其形態特徵，分類上可區分為：大翼手亞目

的大蝙蝠科(Pteropodidae)一個種，小翼手亞目的蹄鼻蝠

科 (Rhinolophidae) 、 葉 鼻 蝠 科 (Hipposideridae) 、 蝙 蝠 科

(Vespertilionidae)及游離尾蝠科(Molossidae)等五個科。這

些蝙蝠廣泛地分布於台灣的各類陸域環境當中，從海

邊、平地一直到海拔 3000 公尺以上的高山都有不同種類

的出現(鄭，2004)；就已經過分類比對與研究的物種，

半數以上為台灣的特有或特有亞種(Kuo et al., 2006, 

2009)；而部份種類的分類工作仍持續進行中(周，2004；

郭，2004；吳，2007)。 

過去有關大礁溪林場的野生動物資源調查，已進行

了蝶類(陳，1991)、鳥類(游，1991；毛，2011)、魚類(楊

等，2004)、哺乳類(毛等，2006；毛，2008)及兩棲爬行

類(毛等，2008)。關於林場中的蝙蝠紀錄，已知有台灣

葉鼻蝠(Hipposideros armiger terasensis)、台灣小蹄鼻蝠

(Rhinolophus monoceros)，以及根據周政翰(2004)的研究，

所區分出來的長趾鼠耳蝠(又名：大足寬吻鼠耳蝠；Myotis 

sp. 2)長尾鼠耳蝠(Myotis sp. 3)等四種(毛等，2006)。由於

蝙蝠的物種及個體數量均較其他哺乳動物豐富，加上以

食蟲性物種占大宗，無論就就生態系的食物鏈或能量流

轉之觀點，均是不可忽視的生態監測對象(林等，1998)。

但因其分布狀況常呈現不均勻的嵌塊狀，且隨著日間或

季節間的活動，如：繁殖、覓食、休息或冬眠等，會進

行空間上的遷移及變換(張，2009)，不同種類間，有時

亦會形成大量群聚或單獨棲息等截然不同的棲居方式，

因此真正族群密度之估算較不易進行(林等，1998)。蝙

蝠所需的調查器材較為特殊而不易取得(如：豎琴網、霧

網、蝙蝠超音波偵測器)，相似種類的外型亦令人不易辨

別 (如：台灣家蝠與山家蝠、姬管鼻蝠與隱姬管鼻蝠)，

若無具有蝙蝠分類及生態專業的研究人員從旁協助，就

現有的文獻資料不易有效區別相似的物種，因此，過去

大礁溪林場的蝙蝠相及空間分布狀況，仍處於混沌不明

的狀況(毛等，2006)。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針對大礁溪林場內不同林相間

的樣點進行調查，希望藉由蝙蝠的捕捉及辨識，來了解

大礁溪林場的蝙蝠物種多樣性狀況，並建立大礁溪林場

蝙蝠的基礎群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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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一、環境及調查樣區簡介 

大礁溪實驗林場位於宜蘭縣礁溪鄉二結村山區，全

境面積 173.45 ha，海拔區間位於 175~650 m，氣候屬於

東亞亞熱帶季風氣候之迎風帶，雖位於東北季風區，但

因季風吹入境內，受到周圍高山阻擋迴旋所致，因此冬

季盛吹西風及西南風，夏季則多吹東風及東北風；而受

到氣候及位於東北季風區等因素影響，使該地潮濕多

雨，年降雨量更可達 2,700 mm 以上，年降雨日在 200 日

以上。 

本研究依周邊造林樹種及環境類型，沿著林道劃分

4 個調查樣區，共 18 個樣點，分別為：蘭花溪區(A 區：

樣點數 5)、木油桐-楓香林區(B 區：樣點數 4)、烏心石-

台灣杉區(C 區：樣點數 4)及苗圃附近區域(D 區：樣點數

5)等四處調查區域(圖 1)；四個調查樣區中海拔最高的木

油桐-楓香林區，海拔約 500 m 左右，以木油桐(Aleurites 

montana Lour.)、楓香(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及小面

積的烏心石(Michelia formosana (Kaneh.) Masam. & Suzuki)

等人工栽植的闊葉樹為主；烏心石-台灣杉區，除較大面

積的烏心石、台灣杉(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Hayata)造林

地外，其間也參雜小區域的落羽松(Taxodiun distichum (L.) 

Rich.)、台灣肖楠(Calocedrus formosana (Florin) Florin.)等人

工造林針葉樹所構成；蘭花溪區臨近溪流，周邊以木油

桐及相思樹(Acacia confusa Merr.)等闊葉造林樹種為主；

苗圃區周邊較為開闊，鄰近栽植除園藝綠籬灌木外，還

有竹柏(Nageia nagi (Thunb.) de Laub.)、小葉桑(Morus 

australis Poir.)及台灣肖楠等，其中苗圃倉庫的廁所常成為

蝙蝠外出覓食期間之休息站，調查期間亦多次目擊台灣

葉鼻蝠(H. armiger terasensis)、台灣小蹄鼻蝠(R. monoceros)

及東亞摺翅蝠(Miniopterus schreibersii fuliginosus)出現其

中。 

二、調查方法 

(一)調查器材的架設 

自 2008 年 4 月起至 12 月止，每週挑選一至兩天沒

有下雨的夜晚，於下午天色昏暗前至所選定的調查地點

架設豎琴網(Harp trap)，但自 2009 年 1 月起至 8 月止，

調查的頻度則減為每月至少進行一次的調查。器材架設

地點選擇以林道、步道為主，尋找具有兩側林木鬱閉且 

圖 1 豎琴網架設各樣點及樣區相對位置圖(A-蘭

花溪區、B-木油桐-楓香林區、C-烏心石-台灣杉

區、D-苗圃區；紅色圓點表示每次豎琴網固定調查

之樣點所在位置)。 

Fig. 1 The relative locations of the sampling 
regions and plots in which the harp trap were set 
in Da-Jiou-Shi experimental forest. (A: orchid 
creek sampling region; B: Aleurites montana- 
Liquidambar formosana artificial forest sampling 
region; C: Michelia formosana-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artificial forest sampling region; 
and D: nursery sampling region. Each red dot 
represent a permanent sampling plot). 

林間有狹窄的開闊通道穿越處，進行豎琴網的架設；若

樣點兩旁之樹木枝條延伸度小、阻擋性不足，則於豎琴

網兩旁以蕨類、樹枝或塑膠布增加其阻擋性。於翌日清

晨檢查豎琴網袋，將捕獲的蝙蝠物種進行物種辨識及形

值測量。前期(2008 年 4 月至 7 月)以一具攔截面積(長 x

寬) 220 x 177.5 (cm)之大型豎琴網進行調查，後期(2008

年 7 月至 2009 年 8 月)新增兩具攔截面積(長 x 寬) 174 x 

130 (cm)之豎琴網，以提高各樣點調查的努力量，每次調

查以一到三具豎琴網同時進行一夜的捕捉。 

(二)形值測量 

參考方(2007)及吳(2007)的形質量測方式，將捕捉到

的蝙蝠以電子秤測量體重(BW in g)，用電子游標卡尺測

量其頭體長(HBL in mm)：吻端至肛門口的長度；尾長(TL 

in mm)：肛門口至尾部末端的長度；前臂長(FAL in mm)：

蝙蝠飛翼上前臂的長度；腳脛長(Tib in mm)：膝蓋至踝

部的長度，等形値資料並紀錄。各物種之中文名稱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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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參照鄭等(2010)所使用之名稱。 

(三)資料分析 

由於本調查所使用的兩種豎琴網，攔截面積也各有

差異，大的豎琴網攔截面積為 3.905 m
2
，小的豎琴網只

有 2.262 m
2
 ，在林道上所能攔截的斷面積不同，為了方

便各區進行物種相對豐富度比較，故在計算相對豐富度

時，我們以單位攔截面積的累計捕捉夜來做為物種豐富

度的計算基準，其公式如下： 

物種豐富度 =  捕捉夜攔截面積

捕獲動物個體數


 

各調查樣區的蝙蝠物種多樣性指數，如：異質性指

數(e.g.: Simpson's index, Shannon's index)、均勻度(Evenness)

及物種豐度(e.g.: Jackknife species richness estimation)的推

估，均利用 Ecological Methodology Version 6.1.1 軟體進行

計算。 

四處調查樣區的種類相似度計算則利用 Sørensen 相

似度指數進行運算，其公式如下： 

Sørensen 相似性係數：CS＝2j/(a＋b) 

上述公式的 a＝樣區 A 的物種數，b＝樣區 B 中的物

種數，j＝樣區共有的物種數。CS 最大值 1 時表示在這

兩個樣區間物種的組成式相似的；CS 最小值為 0 時表示

樣區間物種無相同種類出現，本研究報告中將此一係數

轉換為相似度百分比(％)來表示。 

結果與討論 

調查期間，共於大礁溪林場紀錄到蝙蝠 3 科 12 種(表

1)。包含豎琴網調查到：蹄鼻蝠科(Rhinolophidae)的台灣

小蹄鼻蝠(R. monoceros)3 隻，蝙蝠科(Vespertilionidae) 的

堀川氏棕蝠(Eptesicus serotinus horikawai)2 隻、台灣彩蝠

(Kerivoula sp.)5 隻、東亞摺翅蝠(M. schreibersii fuliginosus)6  

隻 、 台 灣 管 鼻 蝠 (Murina puta)5 隻 、 隱 姬 管 鼻 蝠 (M. 

recondita)3 隻、渡瀨氏鼠耳蝠(Myotis ruforniger watasei)2

隻、長趾鼠耳蝠(Myotis sp.2)1 隻、長尾鼠耳蝠(Myotis 

sp.3)8 隻、台灣家蝠(Pipistrellus taiwanensis)10 隻及山家蝠

(P. mountanus)6 隻等 11 種，共計 51 隻。夜間亦多次同時

目擊 1 到 3 隻不等的台灣葉鼻蝠(H. armiger terasensis)、

台灣小蹄鼻蝠或東亞摺翅蝠，於不同時間，分別吊掛於

林場苗圃的廁所天花板，地上雖然遺留了許多蝙蝠的排

遺，但卻未曾於白天見到蝙蝠於此處的出沒，推測此地

應為這些蝙蝠夜間活動的暫棲點。鄰近的肖楠造林地林

道也曾拾獲一隻台灣葉鼻蝠屍體。 

豎琴網架設調查的過程中，由於部分捕獲個體有測

量時逃脫，或疑似懷孕、哺育幼雛等現象，為避免對前

述現象之後者造成太大影響，通常於判別種類後並不進

行測量，隨即釋放，因此我們僅針對部分調查到的個體，

進行形質測量。而拾獲之台灣葉鼻蝠屍體，則由於已呈

現明顯脫水乾燥的現象，並不進行體重之秤取，僅記錄

各項長度之測量(表 2)。 

一、月變化 

大礁溪林場不同調查區域的蝙蝠物種豐度(species 

richness)及相對豐富度(relative abundance)月變化分析結

果如(圖 2)所示。整體而言，相對豐富度以 2008 年 4 月

為最高，豎琴網單位攔截面積(m
2
)所捕獲個體數，遠高

於其他月份，也曾經於同一具豎琴網，單一個調查捕捉

夜，捕獲到 13 隻個體，其中大部份為台灣家蝠(n＝8)，

其次為山家蝠(n＝2)、長尾鼠耳蝠(n＝2)及台灣管鼻蝠(n

＝1)；成群的家蝠屬(Genus Pipistrellus)蝙蝠同一夜、相同

地點被捕獲，應與其群體活動的模式有關(吳，2007)，

也因此提高了當月蝙蝠的相對豐富度計算結果。單一月

份物種出現最多物種為 2008 年的 4、5 月，這兩個月均

調查到 5 種蝙蝠。5 月捕獲的蝙蝠當中，發現了近年發

表的新紀錄種台灣彩蝠，直至 11 月份也還有捕獲紀錄，

可知其活動時間至少從 5 月至 11 月，但各月份出現之狀

況並不連續(表 3)；至於 2008 年 8 月的蝙蝠捕獲數量為

零，除了是此月份因颱風及降雨日數較多，架設次數減

少之外，另一方面可能是樣點選取上的問題，2009 年同

一時期出現的蝙蝠種類則增加為 4 種(表 3)。2009 年 1、

3、4、5 月未調查到任何物種則可能與該期間較少的調

查努力量、溫度與天候均有關(圖 2、表 3)。 

二、各區域相對豐富度、多樣性 

苗圃附近區域蝙蝠的多樣性最低，但均勻度最高，

並無數量上較為優勢的種類，由於此區可提供蝙蝠棲息

的林木少且零散，故選擇此區棲息之森林性種類較少，

但林場調查到的三種穴居性蝙蝠於此區域均有出沒；苗

圃週遭人為干擾大，所以在此區活動的蝙蝠數量也不

多。另一可能性為苗圃附近區域過於空曠導致難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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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礁溪林場蝙蝠物種名錄、生態型及其調查方法(？：表示分類狀態未定，無法判斷其特有性；英

文代碼 E：表示調查方式為目擊； R：則為前人文獻紀錄；H；表示豎琴網所捕獲) 

Table 1 The ecotypes, inventory methods and the checklist of the bats in Da-Jiou-Shi experimental 

forest (?: indicates uncertain classification and a lack of material to determine the endemism status; 
E: indicates the bat species discovered by visual encounter; R: indicates reference record; H: 
indicates harp trap collection) 

物種 特有性 生態型 
發現 
方式 

翼手目  Chiroptera    

小翼手亞目  Microchiroptera    

葉鼻蝠科  Hipposideridae    

台灣葉鼻蝠(Hipposideros armiger terasensis) 特亞 穴居 E、R 

蹄鼻蝠科  Rhinolophidae    

台灣小蹄鼻蝠(Rhinolophus monoceros) 特有 穴居 E、H 

蝙蝠科  Vespertilionidae    

堀川氏棕蝠(Eptesicus serotinus horikawai) 特亞 森林性 H 

台灣彩蝠(Kerivoula sp.) ？ 森林性 H 

東亞摺翅蝠(Miniopterus schreibersii fuliginosus)  穴居、森林性 H 

台灣管鼻蝠(Murina puta) 特有 森林性 H 

隱姬管鼻蝠(Murina recondita) 特有 森林性 H 

長趾鼠耳蝠(Myotis sp. 2) ？ 森林性 H、R 

長尾鼠耳蝠(Myotis sp. 3) ？ 森林性 H、R 

渡瀨氏鼠耳蝠(Myotis ruforniger watasei) 特亞 森林性 H 

台灣家蝠(Pipistrellus taiwanensis) 特有 森林性 H 

山家蝠(Pipistrellus mountanus) 特有 森林性 H 

 

表 2 大礁溪林場蝙蝠調查之形值測量(NA：表示該個體已死亡無法正確測量) 

Table 2. The measurements of the bats in Da-Jiou-Shi experimental forest (NA: indicates unavailable 
material) 

物種中名(學名) 
體重 

BW(g) 
mean±SD 

吻肛長 
HBL(mm) 
mean±SD 

前臂長 
FAL(mm) 
mean±SD 

腳脛長 
Tib(mm) 
mean±SD 

尾長 
TL(mm) 

mean±SD 

 
n 

台灣葉鼻蝠(Hipposideros armiger terasensis) NA- 84.08 88.78 37.21 56.51 1 

台灣小蹄鼻蝠(Rhinolophus monoceros) 5.1±2 35.89±4.38 37.66±1.02 15.71±0.39 19.14±1.69 2 

堀川氏棕蝠(Eptesicus serotinus horikawai) 20.05±3.18 68.77±2.31 51.13±1.48 21.33±1.77 47.7±6.87 2 

台灣彩蝠(Kerivoula sp.) 5.73±0.68 43.16±5.43 35.1±1.04 17.8±0.67 42.15±1.79 4 

東亞摺翅蝠(Miniopterus schreibersii 

fuliginosus) 
8.13±7.34 4.10±78.27 42.71±41.35 18.06±7.41 

48.56±77.7
9 

6 

台灣管鼻蝠(Murina puta) 5.17±2.46 39.75±9.66 31.88±3.77 15.57±2.31 32.32±7.65 3 

隱姬管鼻蝠(Murina recondita) 4.03±0.55 30.16 29.56±1.42 14.1±0.7 27.78±2.57 3 

長趾鼠耳蝠(Myotis sp.2) 4 36.13 35.85 16.45 35.23 1 

長尾鼠耳蝠(Myotis sp.3) 3.87±0.72 39.51±3.03 36.01±0.86 16.23±1.27 38.2±0.61 3 

渡瀨氏鼠耳蝠(Myotis ruforniger watasei) 8.3±1.13 54.35±0.42 49.84±0.80 25.72±0.95 50.63±0.71 2 

台灣家蝠(Pipistrellus taiwanensis) 4.75±0.85 43.32±3.48 34.13±0.83 13.41±0.62 36.69±2.89 10

山家蝠(Pipistrellus mountanus) 4.26±0.58 41.77±7.72 33.81±2.21 13.38±0.13 34.54±7.8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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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大礁溪林場蝙蝠捕獲量及物種數月變化(資料整理期間 2008 年 4 月至 09 年 3 月)。 
Fig. 2 The monthly capturing probability and species occurrence dynamics of the bats in Da-Jiou-Shi 
experimental forest (Data from April 2008 to March 2009). 

 

表 3 大礁溪林場各月份利用豎琴網所調查到之蝙蝠種類(○：表示 2008 年 4 月至 09 年 3 月之蝙蝠出沒

種類；◎：表示 2008、09 年均有出沒；＋：表示僅 2009 年 3 月之後調查有出沒；資料整理期間 2008
年 4 月至 09 年 8 月) 

Table 3 The monthly species occurrence of the bats on harp traps collected in Da-Jiou-Shi 
experimental forest (○: indicates the bat species occurrence from April 2008 to March 2009; ◎: 
indicates the bat species occurrence both 2008 and 09; ＋: indicates the bat species occurrence 

from March to August 2009; Data from April 2008 to August 2009). 

物種/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台灣小蹄鼻蝠 (Rhinolophus monoceros)    ○        ○

堀川氏棕蝠 (Eptesicus serotinus horikawai)       ○      

台灣彩蝠 (Kerivoula sp.)     ○ ○  ＋ ○  ○  

東亞摺翅蝠(Miniopterus schreibersii fuliginosus)     ○  ○    ○  

台灣管鼻蝠 (Murina puta)    ○   ◎    ○  

隱姬管鼻蝠 (Murina recondita)      ○  ＋ ○    

長趾鼠耳蝠 (Myotis sp. 2)             

長尾鼠耳蝠 (Myotis sp. 3)    ○ ○ ＋ ◎ ＋     

渡瀨氏鼠耳蝠(Myotis ruforniger watasei)       ＋ ＋     

台灣家蝠 (Pipistrellus taiwanensis)    ○ ○        

山家蝠(Pipistrellus mountanus)  ○  ○ ○     ○   

 

調查及捕捉。 

從區域蝙蝠的相對豐富度來看，木油桐-楓香林區的

多樣性較高，但相對豐富度及均勻度居中，並無明顯數

量上優勢的種類(表 4)。烏心石-台灣杉區域蝙蝠豐富度

最高，但均勻度低，有明顯數量上較優勢的種類(如：成 

 

群的家蝠屬(Genus Pipistrellus)蝙蝠)，可能與林內鬱閉度

高，蝙蝠多利用林道移動，剛好與豎琴網架設地點相符，

故捕獲的種數多，數量也較多，且有一個捕捉夜就捕捉

到十隻以上個體的紀錄，所以推測烏心石-台灣杉區為當

地蝙蝠主要的活動通道。蘭花溪區的多樣性與均勻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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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和烏心石-台灣杉區相差不大，但兩區域的蝙蝠豐富度

則以烏心石-台灣杉區明顯高於蘭花溪區。由於蘭花溪區

離水域近，水域除了是蝙蝠補充水分的重要來源外，也

常是許多昆蟲聚集之處，因此也是蝙蝠覓食棲地。但水

域、空曠地區等，或者蝙蝠飛行高度太高的地方，相對

的也提高了調查的難度，所以蘭花溪區與苗圃附近區域

的捕獲量都不高。 

利用 Jackknife estimation 針對大礁溪林場的蝙蝠調

查結果，進行種類豐度(species richness)推估，該法主要

是依據各調查樣點所在的群聚中，稀有物種被觀測到的

頻度，做為推估種類豐度的依據(Krebs, 1999)。當地估

計的蝙蝠物種約為 14 種，相較於目前發現的 12 種，尚

有兩個物種的差距。由於蝙蝠飛行的活動方式，能有效

率的進行大範圍的空間變換，豎琴網卻僅能選擇性的進

行點狀取樣，加上調查時豎琴網所攔截的高度與捕捉對

象的大小也有所限制，是否能有效的取樣到所有的蝙

蝠？我們觀察豎琴網在調查時，似乎無法針對台灣現有

所有蝙蝠種類進行全面性的調查，如目擊次數最多的台

灣葉鼻蝠，卻從未在豎琴網調查中捕獲，即為一例，這

些應該都是實際調查與推估結果不完全吻合的可能原

 

表 4 大礁溪林場內豎琴網調查樣區之各物種豐富度及各區多樣性比較(相對豐富度表示方式：每平方公

尺攔截面積每夜所能捕獲蝙蝠隻數；＋：表示有出現但調查方式為目擊，因此不列入多樣性相關計算) 

Table 4 The relative abundance and diversity comparison of the bats within different harp trap 

sampling regions in Da-Jiou-Shi experimental forest (relative abundance of the bats are indicated by 
how many bats can be collected by per m2 harp trap per night; +: indicate the species recorded by 
visual encounter and are excluded from the diversity estimation) 

 

蘭
花
溪
區

木
油
桐-

楓
香
林
區 

烏
心
石-

台
灣
杉
區 

苗
圃
區 

全
區
總
相
對
豐
富
度

台灣葉鼻蝠(Hipposideros armiger terasensis) － － － ＋ ＋ 

台灣小蹄鼻蝠 (Rhinolophus monoceros) 0.013 － － 0.036 0.012 

堀川氏棕蝠 (Eptesicus serotinus horikawai) － 0.029 － － 0.008 

台灣彩蝠 (Kerivoula sp.) － 0.029 0.018 0.036 0.019 

東亞摺翅蝠(Miniopterus schreibersii fuliginosus) 0.013 0.043 0.018 0.036 0.023 

台灣管鼻蝠 (Murina puta) 0.013 0.029 0.018 － 0.019 

隱姬管鼻蝠 (Murina recondita) － － 0.053 － 0.012 

長趾鼠耳蝠 (Myotis sp. 2) 0.013 － － － 0.004 

長尾鼠耳蝠 (Myotis sp. 3) 0.053 － 0.053 0.053 0.031 

渡瀨氏鼠耳蝠(Myotis ruforniger watasei) 0.026 － － － 0.008 

台灣家蝠 (Pipistrellus taiwanensis) － 0.014 0.158 － 0.039 

山家蝠(Pipistrellus mountanus) － 0.029 0.070 － 0.023 

出現物種數(非豎琴網調查到的物種數) 6 6 7 5(1) 12(1) 

區域蝙蝠捕獲個體數 10 12 22 7 51 

區域蝙蝠相對豐富度 0.1318 0.1733 0.3850 0.1247 0.1974 

Simpson's index(C) 0.844 0.894 0.792 0.857 0.897 

Shannon's index(H') 2.322 2.522 2.367 1.950 3.222 

Evenness index 0.694 0.923 0.586 0.942 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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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到我們現有調查器材種類的限制，目前僅能利用

豎琴網進行調查，或許未來可透過調查努力量的提升，

或增加其他調查機動性及效率較佳的方法(如：蝙蝠超音

波偵測系統(鄭等，2008)，可望彌補此一不足。因此，

大礁溪林場內的蝙蝠物種相，仍有新增加種類的可能性。 

三、空間分布與種類組成相似度 

林場內洞穴型蝙蝠物種(如：台灣小蹄鼻蝠、台灣

葉鼻蝠、東亞摺翅蝠)會利用建築物作為棲所。調查期間

台灣小蹄鼻蝠有兩筆發現紀錄，一筆在苗圃附近區域，

一筆在蘭花溪區，苗圃附近區域有人造建築物，可供洞

穴型物種棲息，雖然沒有發現大量族群聚集，但多次於

夜晚調查的時候目擊有台灣小蹄鼻蝠利用苗圃的廁所當

作夜間覓食的休息站(此點也曾目擊台灣葉鼻蝠及東亞

摺翅蝠)，推測苗圃附近區域應該是台灣小蹄鼻蝠固定的

活動區域；蘭花溪區發現的台灣小蹄鼻蝠，可能是從洞

穴或建築物到蘭花溪上空覓食的路途中被捕獲。東亞摺

翅蝠有六筆發現紀錄，其中兩筆在苗圃附近，兩筆在木

油桐-楓香林區，蘭花溪區及烏心石-台灣杉區也各有一

筆紀錄；東亞摺翅蝠的棲地廣泛，從建築物、洞穴(天然

或人工)、森林中都有分布，且常有跟台灣小蹄鼻蝠及台

灣葉鼻蝠共用棲所的紀錄(方，2007)，所以在苗圃附近區

域及木油桐-楓香林區等地捕獲並無特殊性。 

而近年研究指出，台灣彩蝠與竹林的關係十分密

切，並有棲息在竹洞內的紀錄(江，2006；方，2007)。於

林場的四個樣區裡皆有竹林，但唯獨蘭花溪區沒有捕獲

台灣彩蝠的紀錄，推測可能與竹林的面積或是竹子的種

類有關；竹林面積越大可供棲息的竹子也就越多，則彩

蝠數量應該也會越多。而蘭花溪區的竹林比較稀疏且竹

徑也不大，台灣彩蝠可能無法棲息，因此造成蘭花溪區

沒有捕獲的紀錄。 

調查各樣區的蝙蝠物種，其中以烏心石林區的捕獲

量最高，推測造成此一差異的影響因素為：(一)烏心石-

台灣杉區所栽植的樹種較多，且鬱閉度高，提供森林性

蝙蝠物種(如台灣管鼻蝠、隱姬管鼻蝠)，良好的棲所選

擇，這樣的優點在同樣捕獲數較多木油桐林區也可見

到；(二)烏心石林區有固定的通道，這樣的通道提供了

蝙蝠移動的便利性，蝙蝠多半是延著通道向下飛翔以減

少飛翔時消耗的能量，選擇下層開闊且上空遮蔽狀況佳

的林道做為移動的通道，可免去森林內需閃躲林木所消

耗的能量，這些蝙蝠活動的通道，在本研究調查樣點的

選擇上，也提供了同樣的便利性，使的此區的調查效率

較佳。調查樣區間的物種相似狀況，除了各樣區的棲地

特性不同之外，似乎與空間上相對位置的遠近及棲地類

型的差異，而有所關連(表 5)，藉由本次調查可粗略來看

大礁溪林場內蝙蝠物種的分布，至於詳細的空間分布狀

況與其隨著時間、季節的變化模式，則有待後續調查研

究來進一步探討。 

 

表 5 大礁溪林場各蝙蝠調查樣區間出現物種之

Sørensen 相似度指數(％)(各英文代碼分別表示：

A-蘭花溪區；B-木油桐-楓香林區；C-烏心石-台灣

杉區；D-苗圃區) 

Table 5 The Sørensen similarity (%) of the bats 
species composition within different sampling 

regions in Da-Jiou-Shi experimental forest (A: 
orchid creek sampling region; B: Aleurites 
montana-Liquidambar formosana artificial forest 

sampling region; C: Michelia formosana- 
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artificial forest 
sampling region; and D: nursery sampling 

region) 

 A B C D 

A 100 33.33 46.15 54.54

B  100 76.92 36.36

C   100 50 

D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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