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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 藤　本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Ipomoea nil 牽牛花 牽牛花 外來種,原生於南美洲

2 植物 喬　木 Rubiaceae 茜草科
Cephalanthus

naucleoides
風箱樹 風箱樹 2012:CR

3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Morus australis 小桑樹 小葉桑

4 植物 喬　木 Combretaceae
使君子

科
Terminalia catappa 欖仁 欖仁樹

外來種,原生於熱帶亞洲; 沒有

入侵性

5 植物 喬　木 Lecythidaceae 玉蕊科 Barringtonia racemosa 水茄苳 穗花棋盤 2012:VU

6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Macaranga tanarius 血桐 血桐

7 植物 草　本 Umbelliferae   繖形科 Oenanthe javanica 水芹菜 水芹菜

8 植物 草　本 Alismataceae 澤瀉科 Sagittaria sagittifolia 慈姑 野慈姑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大陸; 不確

定是否有入侵性

9 植物 草　本 Polygonaceae   蓼科 Rumex crispus

japonicus
羊蹄 羊蹄 外來種

10 植物 草　本 Polygonaceae   蓼科 Polygonum chinense 火炭母草 火炭母草

11 植物 草　本  Oxalidaceae   酢漿草 Oxalis corniculata 酢漿草 黃花酢漿

12 植物 草　本 Oxalidaceae
酢漿草

科
Oxalis corymbosa

紫花酢漿

草

紫花酢漿

草

外來種,原生於爪哇、 馬來; 沒

有入侵性

13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Eclipta prostrata 鱧腸 鱧腸

14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Gnaphalium

luteoalbum affine
鼠麴草 鼠麴草

15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Emilia sonchifolia

javanica
紫背草 紫背草

16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Erechtites valerianifolia 飛機草 山茼蒿

17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Bidens pilosa radiata 大花咸豐 大花咸豐 入侵種

18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Ageratum conyzoides  藿香薊
白花霍香

薊

入侵種,原生於歐亞大陸; 具有

入侵性

19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I xeris chinensis 兔仔菜 兔兒菜

20 植物 草　本 Labiatae 唇形科 唇形科草

21 植物 草　本 Solanaceae   茄科 Solanum nigrum 龍葵 龍葵

22 植物 草　本  Onagraceae   柳葉菜 Ludwigia octovalvis 水丁香 水丁香

23 植物 草　本  Onagraceae   柳葉菜 Oenothera biennis 月見草 月見草 外來種,原生於北美

24 植物 草　本 Plantaginaceae 車前科 Plantago asiatica 車前草 車前草

25 植物 草　本 Fabaceae 豆科 Vigna luteola 長葉豇豆 長葉豇豆

26 植物 草　本 Poaceae 禾本科 Oryza sativa 稻 水稻 外來種,由福建引入; 沒有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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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植物 草　本 Poaceae 禾本科
Pennisetum

purpureum
象草 象草

入侵種,原生於熱帶非洲; 具有

入侵性

28 植物 草　本 Caryophyllaceae 石竹科 Stellaria media 繁縷 繁縷

29 植物 草　本 Scrophulariaceae 玄參科 Mazus pumilus 通泉草 通泉草

30 植物 草　本 Ranunculaceae 毛茛科 Ranunculus sieboldii 揚子毛茛 禺毛茛

31 植物 草　本 Araceae 天南星 Alocasia odora 姑婆芋 姑婆芋

32 植物 草　本 Araceae 天南星 Pistia stratiotes 大萍 大萍 外來種,原生於美洲熱帶區

33 植物 草　本 Pontederiaceae   雨久花 Eichhornia crassipes 布袋蓮 布袋蓮 入侵種,原生於南美洲

34 鳥類 陸　鳥 Pycnonotidae 鵯科
Pycnonotus sinensis

formosae
白頭翁 白頭翁 ○亞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35 鳥類 陸　鳥 Hirundinidae   燕科 Hirundo rustica

gutturalis
家燕 家燕 IUCN:LC 台灣分布普遍

36 鳥類 陸　鳥 Sturnidae 椋鳥科 Acridotheres tristis

tristis
家八哥 家八哥 入侵種 ,為引進種，台灣分布普

37 鳥類 陸　鳥  Passeridae   麻雀科
Passer montanus

saturatus
麻雀 麻雀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38 鳥類 陸　鳥 Cisticolidae 扇尾鶯 Prinia flaviventris

sonitans
灰頭鷦鶯 灰頭鷦鶯 IUCN:LC 台灣分布普遍

39 鳥類 水　鳥 Podicipedidae 鸊鷉科
Tachybaptus ruficollis

philippensis

小鸊鷉 小鸊鷉
IUCN:LC 冬候鳥,台灣分布普遍

40 鳥類 水　鳥 Ardeidae   鷺科 Ardea cinerea jouyi 蒼鷺 蒼鷺 IUCN:LC 冬候鳥,台灣分布普遍

41 鳥類 水　鳥 Ardeidae   鷺科
Bubulcus ibis

coromandus
黃頭鷺 黃頭鷺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42 鳥類 水　鳥 Ardeidae   鷺科
Nycticorax nycticorax

nycticorax
夜鷺 夜鷺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43 鳥類 水　鳥 Ardeidae   鷺科 Egretta garzetta

garzetta
小白鷺 小白鷺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44 鳥類 水　鳥 Ardeidae   鷺科 Ardea alba modesta 大白鷺 大白鷺 冬候鳥,台灣分布普遍

45 鳥類 水　鳥  Scolopacidae 鷸科 Tringa glareola 鷹斑鷸 鷹斑鷸 IUCN:LC 冬候鳥,台灣分布普遍

46 鳥類 水　鳥  Scolopacidae 鷸科 Tringa nebularia 青足鷸 青足鷸 IUCN:LC 冬候鳥,台灣分布普遍

47 鳥類 水　鳥  Scolopacidae 鷸科
Gallinago gallinago

gallinago
田鷸 田鷸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48 鳥類 水　鳥 Motacillidae 鶺鴒科
Motacilla

tschutschensis
黃鶺鴒 黃鶺鴒 IUCN:LC 冬候鳥/過境鳥,台灣分布普遍

49 鳥類 水　鳥  Charadriidae   鴴科 Pluvialis fulva 金斑鴴 金斑鴴 IUCN:LC 冬候鳥,台灣分布普遍

50 鳥類 水　鳥 Anatidae 雁鴨科 Anas zonorhyncha 花嘴鴨 花嘴鴨

51 鳥類 水　鳥 Rallidae   秧雞科
Gallinula chloropus

chloropus
紅冠水雞 紅冠水雞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52 鳥類 水　鳥 Rallidae   秧雞科
Amaurornis

phoenicurus chinensis
白腹秧雞 白腹秧雞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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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鳥類 水　鳥  Recurvirostridae  
長腳鷸

科

Himantopus

himantopus

himantopus

高蹺鴴 高蹺鴴 IUCN:LC
屬於台灣冬候鳥/留鳥 ,台灣局

部普遍

54 昆蟲 蝶　蛾 Pieridae 粉蝶科 Pieris rapae crucivora 紋白蝶 紋白蝶

55 昆蟲 蝶　蛾 Lycaenidae   灰蝶科 小灰蝶 是一個科

56 昆蟲 蜻　蛉 Libellulidae 蜻蜓科 Orthetrum sabina

sabina
杜松蜻蜓 杜松蜻蜓

57 昆蟲 蜻　蛉 Coenagrionidae 細蟌科 Ischnura senegalensis 青紋細蟌 青紋細蟌

58 兩棲爬蟲 蛇　類 Colubridae 黃頷蛇 Amphiesma stolatum 草花蛇 草花蛇

59 兩棲爬蟲 兩棲類 Bufonidae   蟾蜍科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黑眶蟾蜍 黑眶蟾蜍 IUCN:LC

60 水生生物 軟體動物 Ampullariidae 蘋果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福壽螺 福壽螺 入侵種

61 水生生物 軟體動物 Unionidae 蚌科 Anodonta woodiana 田蚌 田蚌

62 水生生物 軟體動物 Viviparidae 田螺科 Sinotaia quadrata 石田螺 石田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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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 灌　木 Pandanaceae 露兜樹 Pandanus

odoratissimus
露兜樹 露兜樹

2 植物 灌　木 Actinidiaceae 獼猴桃 Saurauia tristyla

oldhamii
水冬瓜 水冬瓜

3 植物 灌　木 Urticaceae 蕁麻科
Boehmeria nivea

tenacissima
青苧麻 青苧麻

4 植物 灌　木 Viscaceae 槲寄生 Viscum articulatum 椆櫟柿寄 椆櫟柿寄

5 植物 灌　木 Myrsinaceae
紫金牛

科

Ardisia cornudentata

morrisonensis

玉山紫金

牛

玉山紫金

牛

6 植物 灌　木 Arecaceae 棕櫚科 Arenga engleri 山棕 山棕

7 植物 灌　木 Melastomataceae 野牡丹

科

Melastoma

septemnervium
野牡丹 野牡丹

8 植物 灌　木 Verbenaceae
馬鞭草

科
Duranta repens

蕾絲金露

花

蕾絲金露

花

外來種，原生於南美洲; 沒有入

侵性

9 植物 灌　木 Verbenaceae 馬鞭草 Vitex negundo 黃荊 黃荊

10 植物 灌　木 Verbenaceae 馬鞭草 Lantana camara 馬櫻丹 馬纓丹 外來種，原生於西印度群島

11 植物 灌　木 Verbenaceae
馬鞭草

科

Callicarpa formosana

formosana
杜虹花 杜虹花 ○

12 植物 灌　木 Rubiaceae 茜草科 Gardenia jasminoides 山黃梔 黃梔子

13 植物 灌　木 Rubiaceae 茜草科 Psychotria rubra 九節木 九節木

14 植物 灌　木 Rubiaceae 茜草科 玉葉金花

15 植物 灌　木 Pittosporaceae 海桐科 Pittosporum

pentandrum
七里香 七里香

16 植物 灌　木 Moraceae 桑科 Morus australis 小桑樹 小葉桑

17 植物 灌　木 Solanaceae 茄科 Cestrum nocturnum 夜來香 夜來香

18 植物 灌　木 Fabaceae 豆科 Leucaena leucocephala 銀合歡 銀合歡
入侵種，由熱帶美洲引入; 具有

入侵性

19 植物 灌　木 Caprifoliaceae 忍冬科 Viburnum luzonicum 呂宋莢蒾 呂宋莢蒾

20 植物 灌　木 Poaceae 禾本科 Bambusa stenostachya 刺竹 刺竹

21 植物 灌　木 Magnoliaceae 木蘭科 Magnolia coco 夜合花 夜合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華南、越

南; 沒有入侵性

22 植物 灌　木 Oleaceae 木犀科 Osmanthus fragrans 桂花 桂花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大部分地

區; 沒有入侵性

23 植物 灌　木 Araliaceae 五加科 Tetrapanax papyriferus 通脫木 蓪草

24 植物 灌　木 Lythraceae
千屈菜

科
Cuphea hyssopifolia

細葉雪茄

花

細葉雪茄

花

外來種，原生於墨西哥、瓜地

馬拉; 沒有入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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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植物 藤　本 Cucurbitaceae 葫蘆科
Momordica charantia

abbreviata
短角苦瓜 山苦瓜

26 植物 藤　本 Malpighiaceae 黃褥花 Hiptage benghalensis 猿尾藤 猿尾藤

27 植物 藤　本 Compositae 菊科 Mikania micrantha
小花蔓澤

蘭

小花蔓澤

蘭

入侵種，原生於中南美洲; 具有

入侵性

28 植物 藤　本 Sapindaceae
無患子

科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倒地鈴 倒地鈴

入侵種，原生於墨西哥; 具有入

侵性

29 植物 藤　本 Piperaceae 胡椒科 Piper kadsura 風藤 風藤

30 植物 藤　本 Fabaceae 豆科 Arachis duranensis 蔓花生 蔓花生
外來種，原生於南美洲; 沒有入

侵性

31 植物 藤　本 Fabaceae 豆科 Mucuna macrocarpa 血藤 血藤

32 植物 藤　本 Fabaceae 豆科 Pueraria montana 山葛 葛藤

33 植物 藤　本 Elaeocarpaceae 杜英科 Elaeocarpus serratus 錫蘭橄欖 錫蘭橄欖 外來種，原生於錫蘭; 沒有入侵

34 植物 藤　本 Apocynaceae
夾竹桃

科

Trachelospermum

asiaticum
細梗絡石 細梗絡石

35 植物 藤　本 Ranunculaceae 毛茛科 Clematis grata 串鼻龍 串鼻龍

36 植物 蕨　類 Marattiaceae
觀音座

蓮舅科
Angiopteris lygodiifolia 觀音座蓮 觀音座蓮

37 植物 蕨　類 Oleandraceae 蓧蕨科 Nephrolepis cordifolia 腎蕨 腎蕨

38 植物 蕨　類 Oleandraceae 蓧蕨科 Nephrolepis biserrata 長葉腎蕨 長葉腎蕨

39 植物 蕨　類 Gleicheniaceae 裏白科 Dicranopteris linearis 芒萁 芒萁

40 植物 蕨　類 Schizaeaceae 莎草蕨 Lygodium japonicum 海金沙 海金沙 入侵種

41 植物 蕨　類 Cyatheaceae 桫欏科 Cyathea spinulosa 台灣桫欏 台灣桫欏
CITES附

錄II
族群數量稀少須有效管制

42 植物 喬　木 Rosaceae 蔷薇科
Eriobotrya japonica

(Thunb.) Lindl
枇杷

43 植物 喬　木 Burseraceae 橄欖科 Canarium album 橄欖 橄欖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 沒有入侵

44 植物 喬　木 Lauraceae 樟科 Cinnamomum

camphora
樟樹 樟樹

45 植物 喬　木 Lauraceae 樟科 Cinnamomum

burmannii
陰香 陰香 歸化種

46 植物 喬　木 Anacardiaceae 漆樹科
Rhus chinensis

roxburghiana
羅氏鹽膚

木

羅氏鹽膚

木
47 植物 喬　木 Anacardiaceae 漆樹科 Mangifera indica 檬果 芒果 外來種，原生於印度; 沒有入侵

48 植物 喬　木 Anacardiaceae 漆樹科 Pistacia chinensis 黃連木 黃連木

49 植物 喬　木 Ulmaceae 榆科 Celtis sinensis 朴樹 朴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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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植物 喬　木 Ulmaceae 榆科 Trema orientalis 山黃麻 山黃麻

51 植物 喬　木 Sapindaceae
無患子

科
Dimocarpus longan 龍眼 龍眼

入侵種，原生於中國廣東、福

建、長江以南各省; 具有入侵性

52 植物 喬　木 Sterculiaceae 梧桐科 Sterculia nobilis 蘋婆 蘋婆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 沒有入侵

53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Artocarpus altilis 麵包樹 麵包樹
外來種，原生於馬來半島; 沒有

入侵性

54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Ficus irisana 澀葉榕 澀葉榕

55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構樹 構樹

56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Ficus subpisocarpa 雀榕 雀榕

57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Ficus virgata 島榕 島榕

58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Artocarpus

heterophyllus
波羅蜜 波羅蜜 外來種，原生於印度; 沒有入侵

59 植物 喬　木 Staphyleaceae 省沽油 Turpinia ternata 三葉山香 三葉山香

60 植物 喬　木 Ebenaceae 柿樹科 Diospyros eriantha 軟毛柿 軟毛柿

61 植物 喬　木 Hamamelidaceae 金縷梅 Liquidambar

formosana
楓香 楓香

62 植物 喬　木 Rutaceae 芸香科 Melicope

semecarpifolia
山刈葉 山刈葉

63 植物 喬　木 Combretaceae
使君子

科
Terminalia catappa 欖仁 欖仁樹

外來種,原生於熱帶亞洲; 沒有

入侵性

64 植物 喬　木 Fabaceae 豆科 Acacia confusa 相思樹 相思樹

65 植物 喬　木 Fabaceae 豆科 孔雀豆

66 植物 喬　木 Apocynaceae
夾竹桃

科
Plumeria rubra 雞蛋花 緬梔花

外來種，原生於熱帶美洲及西

印度群島; 沒有入侵性

67 植物 喬　木 Apocynaceae 夾竹桃 Alstonia scholaris 黑板樹 黑板樹 外來種，原生於南亞

68 植物 喬　木 Styracaceae 安息香 Styrax suberifolia 紅皮 紅皮

69 植物 喬　木 Bombacaceae 木棉科 Chorisia speciosa 美人樹 美人樹 外來種，原生於巴西; 沒有入侵

70 植物 喬　木 Araliaceae 五加科 Schefflera octophylla 鵝掌柴 江某

71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Melanolepis

multiglandulosa
蟲屎 蟲屎

72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Triadica sebifera 烏臼 烏桕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

73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Bischofia javanica 茄冬 茄冬

74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Vernicia fordii 油桐 油桐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

75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Bridelia balansae 刺杜密 刺杜密

76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Macaranga tanarius 血桐 血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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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植物 喬　木 Lythraceae 千屈菜

科

Lagerstroemia

subcostata
九芎 九芎

78 植物 草 本 Agavaceae 龍舌蘭 Cordyline terminalis 朱蕉 朱蕉 外來種

79 植物 草 本 Polygonaceae 蓼科 Polygonum chinense 火炭母草 火炭母草

80 植物 草 本 Iridaceae 鳶尾科 Neomarica northiana 馬蝶花 巴西鳶尾 外來種，原生於巴西

81 植物 草 本 Oxalidaceae
酢漿草

科
Oxalis corymbosa

紫花酢漿

草

紫花酢漿

草

外來種,原生於爪哇、 馬來; 沒

有入侵性

82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昭和草 昭和草

入侵種，原生於熱帶南美洲; 具

有入侵性

83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Bidens pilosa radiata 大花咸豐 大花咸豐 入侵種

84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Eupatorium

clematideum
高士佛澤

蘭

高士佛澤

蘭
○ 2012:VU

85 植物 草 本 Poaceae 禾本科 Setaria palmifolia 棕葉狗尾 颱風草 外來種，原生於舊世界熱帶

86 植物 草 本 Araceae 天南星 Alocasia odora 姑婆芋 姑婆芋

87 鳥類 陸　鳥 Megalaimidae 鬚鴷科 Megalaima nuchalis 五色鳥 五色鳥 ○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88 鳥類 陸　鳥 Pycnonotidae 鵯科 Pycnonotus taivanus 烏頭翁 烏頭翁 ○ II IUCN:VU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89 鳥類 陸　鳥 Pycnonotidae 鵯科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紅嘴黑鵯 紅嘴黑鵯 ○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90 鳥類 陸　鳥 Zosteropidae 繡眼科
Zosterops japonicus

simplex
綠繡眼 綠繡眼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91 鳥類 陸　鳥 Timaliidae 畫眉科 Pomatorhinus musicus 小彎嘴畫 小彎嘴畫 ○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92 鳥類 陸　鳥 Monarchidae 王鶲科
Hypothymis azurea

oberholseri
黑枕藍鶲 黑枕藍鶲 ○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93 鳥類 猛禽 Accipitridae  鷹科  Spilornis cheela hoya 蛇鵰 大冠鷲 ○亞 II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94 昆蟲
螳螂、蟑

螂
Mantidae 螳科

Hierodula (Hierodula) 

patellifera
寬腹斧螳 寬腹螳螂

95 昆蟲 蝶　蛾 Arctiidae 燈蛾科 Nyctemera formosana 後凸蝶燈 後凸蝶燈

96 昆蟲 蝶　蛾 Papilionidae 鳳蝶科 Papilio polytes polytes 玉帶鳳蝶 玉帶鳳蝶

97 昆蟲 蝶　蛾 Drepanidae 鉤蛾科 Leucobrepsis

taiwanensis
四窗帶鉤 四窗帶鉤 ○

98 昆蟲 蝶　蛾 Nymphalidae 蛺蝶科 Ideopsis similis 旖斑蝶 琉球青斑

99 昆蟲 蝶　蛾 Nymphalidae 蛺蝶科 Euploea eunice hobsoni 圓翅紫斑 圓翅紫斑

100 昆蟲 蝶　蛾 Nymphalidae 蛺蝶科
Tirumala limniace

limniace

淡紋青斑

蝶

淡小紋青

斑蝶

101 昆蟲 蝶　蛾 Geometridae 尺蛾科 Chiasmia defixaria
橄欖綠尾

尺蛾

橄欖綠尾

尺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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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昆蟲 蝶　蛾 Geometridae 尺蛾科 Biston perclarus 黑線黃尺 黑線黃尺 ○

103 昆蟲 椿象、蟬 Scutelleridae 盾背蝽 Eucorysses grandis 大盾背椿 大盾背椿

104 昆蟲 椿象、蟬 Cercopidae 沫蟬科 Okiscarta uchidae 紅紋沫蟬 泡沫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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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 灌 木 Malvaceae 錦葵科 Hibiscus rosa-sinensis 朱槿 朱槿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 沒有入侵

2 植物 灌 木 Myrsinaceae
紫金牛

科
Ardisia squamulosa 春不老 春不老

外來種，原生於馬來西亞、菲

律賓、琉球; 沒有入侵性

3 植物 灌 木 Arecaceae 棕櫚科 Phoenix hanceana 台灣海棗 台灣海棗

4 植物 灌　木 Verbenaceae
馬鞭草

科

Callicarpa formosana

formosana
杜虹花 杜虹花 ○

5 植物 灌 木 Pittosporaceae 海桐科 Pittosporum

pentandrum
七里香 七里香

6 植物 灌 木 Solanaceae 茄科 Solanum diphyllum 瑪瑙珠 瑪瑙珠
入侵種，原生於熱帶美洲; 具有

入侵性

7 植物 灌 木 Onagraceae 柳葉菜 Ludwigia octovalvis 水丁香 水丁香

8 植物 灌 木 Aquifoliaceae 冬青科 Ilex asprella 燈稱花 燈秤花

9 植物 灌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Codiaeum variegatum 變葉木 變葉木
外來種，原生於澳洲、印度、

馬來西亞; 沒有入侵性

10 植物 藤 本 Asclepiadaceae 蘿藦科 Hoya carnosa 毬蘭 毬蘭 ○

11 植物 藤 本 Vitaceae 葡萄科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hancei

漢氏山葡

萄

漢氏山葡

萄

12 植物 藤 本 Vitaceae 葡萄科 白葡萄

13 植物 藤 本 Rubiaceae 茜草科 Paederia foetida 雞屎藤 雞屎藤

14 植物 藤 本 Caprifoliaceae 忍冬科 Lonicera japonica 忍冬 金銀花

15 植物 藤 本 Passifloraceae
西番蓮

科
Passiflora raedulis 百香果 百香果

外來種，原生於印度、錫蘭; 沒

有入侵性

16 植物 藤 本 Ranunculaceae 毛茛科 Clematis grata 串鼻龍 串鼻龍

17 植物 藤 本 Araceae
天南星

科
Epipremnum pinnatum 拎樹藤 拎樹藤

18 植物 蕨 類 Marattiaceae
觀音座

蓮舅科

馬蹄觀音

座蓮

19 植物 蕨 類 Dryopteridaceae 鱗毛蕨 Diplazium esculentum 過溝菜蕨 過溝菜蕨

20 植物 蕨 類 Aspleniaceae 鐵角蕨 Asplenium antiquum 山蘇花 山蘇花

21 植物 蕨 類 Oleandraceae 蓧蕨科 Nephrolepis cordifolia 腎蕨 腎蕨

22 植物 蕨 類 Pteridaceae 鳳尾蕨 Pteris multifida 鳳尾蕨 鳳尾蕨

23 植物 喬 木 Agavaceae
龍舌蘭

科
Dracaena fragrans 香龍血樹 巴西鐵樹

外來種，原生於南非洲; 沒有入

侵性

花蓮馬太鞍溼地教育中心物種名錄



更新日期:103.5.21

序

號
大分類 細分類 英文科名 科名 學名 中文種名 中文俗名 特有種 保育類

相關保

育等級
物種描述

花蓮馬太鞍溼地教育中心物種名錄

24 植物 喬 木 Lauraceae 樟科 Cinnamomum

camphora
樟樹 樟樹

25 植物 喬 木 Lauraceae 樟科 Cinnamomum

burmannii
陰香 陰香 歸化種

26 植物 喬 木 Salicaceae 楊柳科 Salix warburgii 水柳 水柳 Ｏ

27 植物 喬 木 Salicaceae 楊柳科 光葉水柳

28 植物 喬 木 Sapindaceae
無患子

科
Dimocarpus longan 龍眼 龍眼

入侵種，原生於中國廣東、福

建、長江以南各省; 具有入侵性

29 植物 喬 木 Sapindaceae 無患子 Sapindus mukorossi 無患子 無患子

30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Ficus virgata 島榕 島榕

31 植物 喬 木 Myrtaceae 桃金孃 澳洲茶樹 澳洲茶樹

32 植物 喬 木 Ebenaceae 柿樹科 Diospyros japonica 山柿 山柿

33 植物 喬 木 Rutaceae 芸香科 柚子

34 植物 喬 木 Styracaceae
安息香

科

Styrax formosana

formosana
烏皮九芎 烏皮九芎 ○

35 植物 喬 木 Bombacaceae 木棉科 Pachira macrocarpa 馬拉巴栗 馬拉巴栗
外來種，原生於墨西哥; 沒有入

侵性

36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Melanolepis

multiglandulosa
蟲屎 蟲屎

37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Glochidion zeylanicum 錫蘭饅頭 錫蘭饅頭

38 植物 喬 木 Lythraceae 千屈菜

科

Lagerstroemia

subcostata
九芎 九芎

39 植物 草 本 Asclepiadaceae 蘿藦科 Asclepias curassavica 尖尾鳳 馬利筋
外來種，原生於熱帶美洲; 沒有

入侵性

40 植物 草 本 Umbelliferae 繖形科 Hydrocotyle verticillata 錢幣草

41 植物 草 本 Umbelliferae 繖形科 Oenanthe javanica 水芹菜 水芹菜

42 植物 草 本 Dioscoreaceae 薯蕷科 Dioscorea matsudae 裏白葉薯 薯榔

43 植物 草 本 Zingiberaceae 薑科 Hedychium coronarium 穗花山奈 野薑花
外來種，原生於地中海; 沒有入

侵性

44 植物 草 本 Zingiberaceae 薑科 Alpinia zerumbet 月桃 月桃

45 植物 草 本 Acanthaceae 爵床科 Hygrophila

pogonocalyx
大安水蓑 大安水蓑 ○ 2012:EN

46 植物 草 本 Acanthaceae 爵床科 Hygrophila difformis 異葉水蓑 變葉水蓑 外來種

47 植物 草 本 Acanthaceae 爵床科 Hygrophila corymbosa 繖花水蓑 繖花水蓑 外來種，原生於東南亞

48 植物 草 本 Acanthaceae 爵床科 Ruellia bittoniana 紫花蘆莉 翠蘆莉 外來種，原生於墨西哥

49 植物 草 本 Acanthaceae 爵床科 Hygrophila salicifolia 柳葉水蓑 柳葉水蓑 2012: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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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植物 草 本 Gentianaceae 龍膽科 Nymphoides coreana 小莕菜 小莕菜 2012:VU

51 植物 草 本 Agavaceae 龍舌蘭 Cordyline terminalis 朱蕉 朱蕉 外來種

52 植物 草 本 Commelinaceae 鴨跖草 Murdannia keisak 水竹葉 水竹葉

53 植物 草 本 Alismataceae 澤瀉科 霸王澤瀉

54 植物 草 本 Alismataceae 澤瀉科 Sagittaria sagittifolia 慈姑 野慈姑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大陸; 不確

定是否有入侵性

55 植物 草 本 Alismataceae 澤瀉科 中國大慈

56 植物 草 本 Polygonaceae 蓼科 Polygonum sagittatum 箭葉蓼 箭葉蓼 2012:VU

57 植物 草 本 Iridaceae 鳶尾科 Iris hollandica 荷蘭鳶尾

58 植物 草 本 Nymphaeaceae 睡蓮科 Nuphar pumila 台灣萍蓬 台灣萍蓬 ○ 2012:CR

59 植物 草 本 Limnocharitaceae 黃花藺 Limnocharis flava 黃花藺

60 植物 草 本 Oxalidaceae 酢漿草 Oxalis corniculata 酢漿草 黃花酢漿

61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Erechtites hieracifolia 饑荒草 饑荒草 外來種，原生於北美

62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Aster subulatus 掃帚菊 掃帚菊 外來種

63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Bidens pilosa radiata 大花咸豐 大花咸豐 入侵種

64 植物 草 本 Cyperaceae 莎草科 Cyperus involucratus 輪傘莎草 輪傘莎草

65 植物 草 本 Cyperaceae 莎草科 Cyperus prolifer 紙莎草 矮紙莎草

66 植物 草 本 Cyperaceae 莎草科
Cyperus malaccensis

monophyllus
單葉鹹草 單葉鹹草

67 植物 草 本 Cyperaceae 莎草科
Eleocharis congesta

japonica
針藺 針藺

68 植物 草 本 Cyperaceae 莎草科 埃及紙莎

69 植物 草 本 Cyperaceae 莎草科 Cyperus alternifolius
光桿輪傘

莎草
風車莎草

70 植物 草 本 Cyperaceae 莎草科
Schoenoplectus

mucronatus robustus
水毛花 水毛花

71 植物 草 本 Cyperaceae 莎草科
Schoenoplectus

juncoides
螢藺 大井氏水

莞
72 植物 草 本 Cyperaceae 莎草科

Rhynchospora

corymbosa
三儉草 三儉草

73 植物 草 本 Labiatae 唇形科 Hyptis rhomboides 頭花香苦 頭花香苦 外來種，原生於馬達加斯加

74 植物 草 本 Labiatae 唇形科 綠薄荷 荷蘭薄荷

75 植物 草 本 Labiatae 唇形科 水薄荷 水薄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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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植物 草 本 Labiatae 唇形科 Pogostemon

auricularia
耳葉刺蕊 水珍珠菜

77 植物 草 本 Typhaceae 香蒲科 Typha orientalis 香蒲 水蠟燭

78 植物 草 本 Solanaceae 茄科 Solanum nigrum 龍葵 龍葵

79 植物 草 本 Onagraceae 柳葉菜 Ludwigia adscendens 白花水龍 白花水龍

80 植物 草 本 Pontederiaceae 雨久花 Eichhornia crassipes 布袋蓮 布袋蓮 入侵種,原生於南美洲

81 植物 草 本 Poaceae 禾本科 Phragmites vallatoria 開卡蘆

82 植物 草 本 Poaceae 禾本科 Zizania latifolia 菰 筊白筍

83 植物 草 本 Poaceae 禾本科 Saccharum

spontaneum
甜根子草 甜根子草

84 植物 草 本 Poaceae 禾本科 Paspalum conjugatum 兩耳草 兩耳草 外來種，原生於美國

85 植物 草 本 Poaceae 禾本科 Leersia hexandra 李氏禾 李氏禾 外來種，原生於北美

86 植物 草 本 Poaceae 禾本科 Oryza sativa 稻 水稻 外來種，由福建引入; 沒有入侵

87 植物 草 本 Poaceae 禾本科 Brachiaria mutica 巴拉草 巴拉草 入侵種，由印度引入; 具有入侵

88 植物 草 本 Poaceae 禾本科 Miscanthus floridulus 五節芒 五節芒

89 植物 草 本 Caryophyllaceae 石竹科 Drymaria diandra 荷蓮豆草 菁芳草 外來種，原生於美洲熱帶區

90 植物 草 本 Scrophulariaceae 玄參科 Angelonia salicariifolia 天使花 天使花
外來種，原生於中美洲、印度;

沒有入侵性

91 植物 草 本 Scrophulariaceae 玄參科 Limnophila rugosa 大葉石龍 大葉田香 2012:VU

92 植物 草 本 Araceae
天南星

科

Colocasia esculenta

antiquorum
檳榔芋 檳榔芋 外來種

93 植物 草 本 Araceae 天南星 菖蒲

94 植物 草 本 Araceae 天南星 Alocasia odora 姑婆芋 姑婆芋

95 植物 草 本 Araceae 天南星 Pistia stratiotes 大萍 水芙蓉 外來種，原生於美洲熱帶區

96 植物 草 本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Phyllanthus urinaria 葉下珠 葉下珠

97 植物 草 本 Lythraceae 千屈菜 Rotala rotundifolia 水豬母乳 圓葉節節

98 植物 草 本 Saururaceae 三白草 Saururus chinensis 三白草 三白草

99 植物 草 本 Cyperaceae  莎草科  Rhynchospora alba 白穗刺子 白刺子莞 2012:EN

100 昆蟲 蜻 蛉 Coenagrionidae 細蟌科
Pseudagrion

microcephalum
瘦面細蟌 瘦面細蟌

101 昆蟲 蜻 蛉 Coenagrionidae 細蟌科
Ceriagrion auranticum

ryukyuanum
紅腹細蟌 紅腹細蟌

102 水生生物 軟體動物 Ampullariidae 蘋果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福壽螺 福壽螺 入侵種

103 水生生物 軟體動物 Corbiculidae 蜆科 Corbicula fluminea 臺灣蜆 河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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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水生生物 軟體動物 Viviparidae 田螺科
Cipangopaludina

chinensis
圓田螺 石螺



更新日期:103.5.21

序

號
大分類 細分類 英文科名 科名 學名 中文種名 中文俗名 特有種 保育類

相關保育

等級
物種描述

1 植物 灌　木 Myrsinaceae
紫金牛

科
Ardisia squamulosa 春不老 春不老

外來種，原生於馬來西亞、菲

律賓、琉球; 沒有入侵性

2 植物 灌　木 Rubiaceae 茜草科
Cephalanthus

naucleoides
風箱樹 風箱樹 2012:CR

3 植物 藤　本 Vitaceae 葡萄科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hancei

漢氏山葡

萄

漢氏山葡

萄

4 植物 藤　本 Rubiaceae 茜草科 Paederia foetida 雞屎藤 雞屎藤

5 植物 蕨　類 Marattiaceae
觀音座

蓮舅科
Angiopteris lygodiifolia 觀音座蓮 觀音座蓮

6 植物 蕨　類 Cyatheaceae  桫欏科  Cyathea lepifera 筆筒樹 筆筒樹
CITES附

錄II

7 植物 喬　木 Lauraceae  樟科 Machilus zuihoensis 香楠 香楠 ○

8 植物 喬　木 Anacardiaceae  漆樹科 Rhus succedanea 木臘樹 山漆

9 植物 喬　木 Ulmaceae 榆科 Celtis sinensis 朴樹 朴樹

10 植物 喬　木 Ulmaceae 榆科 Trema orientalis 山黃麻 山黃麻

11 植物 喬　木 Meliaceae  楝科 Melia azedarach 楝 苦楝

12 植物 喬　木 Salicaceae 楊柳科 Salix warburgii 水柳 水柳 ○

13 植物 喬　木 Salicaceae  楊柳科 Salix kusanoi 水社柳 水社柳 ○
IUCN:EN

;2012:EN

14 植物 喬　木 Salicaceae 楊柳科 光葉水柳

15 植物 喬　木 Styracaceae
安息香

科

Styrax formosana

formosana
烏皮九芎 烏皮九芎 ○

16 植物 喬　木 Lecythidaceae 玉蕊科 Barringtonia racemosa 水茄苳 穗花棋盤 2012:VU

17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Bischofia javanica 茄冬 茄冬

18 植物 草　本 Umbelliferae  繖形科  Hydrocotyle

batrachium
臺灣天胡 槭葉止血

19 植物 草　本 Umbelliferae   繖形科 Oenanthe javanica 水芹菜 水芹菜

20 植物 草　本 Acanthaceae 爵床科 Ruellia bittoniana 紫花蘆莉 翠蘆莉 外來種，原生於墨西哥

21 植物 草　本 Acanthaceae 爵床科 Hygrophila salicifolia 柳葉水蓑 柳葉水蓑 2012:NT

22 植物 草　本 Gentianaceae 龍膽科 Nymphoides coreana 小莕菜 小莕菜

23 植物 草　本 Commelinaceae  鴨跖草 Commelina communis 鴨跖草 鴨跖草

24 植物 草　本 Polygonaceae  蓼科  Polygonum

perfoliatum
扛板歸 扛板歸

25 植物 草　本 Iridaceae 鳶尾科 Iris hollandica Hort 鳶尾花

26 植物 草　本 Limnocharitaceae 黃花藺 Limnocharis flava 黃花藺

花蓮白鷺橋溼地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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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昭和草 昭和草

入侵種，原生於熱帶南美洲; 具

有入侵性

28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Ixeris chinensis 兔仔菜 兔兒草

29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Gymnocoronis

spilanthoides
光葉水菊 光葉水菊 外來種，原生於美國

30 植物 草　本 Cyperaceae 莎草科 Cyperus imbricatus 覆瓦狀莎 覆瓦莎草

31 植物 草　本 Cyperaceae 莎草科
Cyperus nutans

subprolixus
點頭莎草 點頭莎草

32 植物 草　本 Cyperaceae 莎草科 Cyperus involucratus 輪傘莎草 輪傘莎草

33 植物 草　本 Cyperaceae 莎草科 Cyperus haspan 畦畔莎草 畦畔莎草

34 植物 草　本 Cyperaceae 莎草科 Cyperus prolifer 紙莎草 矮紙莎草

35 植物 草　本 Cyperaceae 莎草科
Schoenoplectus

mucronatus robustus
水毛花 水毛花

36 植物 草　本 Cyperaceae 莎草科
Rhynchospora

corymbosa
三儉草 三儉草

37 植物 草　本 Cyperaceae 莎草科 Cyperus papyroides 埃及紙莎

38 植物 草　本 Typhaceae 香蒲科 Typha orientalis 香蒲 水蠟燭

39 植物 草　本 Onagraceae 柳葉菜 Ludwigia adscendens 白花水龍 白花水龍

40 植物 草　本 Pontederiaceae 雨久花 Eichhornia crassipes 布袋蓮 布袋蓮 入侵種,原生於南美洲

41 植物 草　本 Poaceae 禾本科 Brachiaria mutica 巴拉草 巴拉草 入侵種，由印度引入; 具有入侵

42 植物 草　本 Scrophulariaceae  玄參科 Bacopa monnieri 過長沙 過長沙

43 植物 草　本 Scrophulariaceae  玄參科 Scoparia dulcis 甜珠草 甜珠草
入侵種，原生於熱帶美洲; 具有

入侵性

44 植物 草　本 Scrophulariaceae  玄參科 Bacopa carolineana
卡羅萊納

過長沙

卡羅萊納

過長沙
外來種

45 植物 草　本 Scrophulariaceae 玄參科 Angelonia salicariifolia 天使花 天使花
外來種，原生於中美洲、印度;

沒有入侵性

46 植物 草　本 Araceae 天南星 Pistia stratiotes 大萍 水芙蓉 外來種，原生於美洲熱帶區

47 植物 草　本 Araceae 天南星 菖蒲

48 植物 草　本 Haloragaceae 
小二仙

草科 

Myriophyllum

aquaticum

粉綠狐尾

藻

粉綠狐尾

藻
外來種，原生於南美洲 

49 植物 草　本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Chamaesyce hirta 飛揚草 奶仔草
CITES附

錄II

外來種，原生於阿根廷、西印

度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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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植物 草　本 Lythraceae 千屈菜 Rotala rotundifolia 水豬母乳 圓葉節節

51 鳥類 陸　鳥 Megalaimidae 鬚鴷科 Megalaima nuchalis 五色鳥 五色鳥 ○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52 鳥類 陸　鳥 Pycnonotidae 鵯科 Pycnonotus taivanus 烏頭翁 烏頭翁 ○ II IUCN:VU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53 鳥類 陸　鳥 Pycnonotidae 鵯科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nigerrimus
紅嘴黑鵯 紅嘴黑鵯 ○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54 鳥類 陸　鳥 Hirundinidae  燕科 Hirundo tahitica

namiyei
洋燕 洋燕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55 鳥類 陸　鳥 Phasianidae  雉科 
Phasianus colchicus

formosanus
環頸雉 環頸雉 ○亞 II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不普遍

56 鳥類 陸　鳥  Passeridae   麻雀科
Passer montanus

saturatus
麻雀 麻雀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57 鳥類 陸　鳥 Apodidae  雨燕科 Apus nipalensis kuntzi 小雨燕 小雨燕 ○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58 鳥類 陸　鳥 Dicruridae  卷尾科
Dicrurus macrocercus

harterti
烏秋 大卷尾 ○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59 鳥類 陸　鳥 Cuculidae  杜鵑科 Cuculus optatus 中杜鵑 中杜鵑 IUCN:LC 夏候鳥,台灣分布普遍

60 鳥類 陸　鳥 Laniidae  伯勞科 Lanius schach

formosae
棕背伯勞 棕背伯勞 ○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61 鳥類 水　鳥 Ardeidae   鷺科 Ixobrychus

cinnamomeus
栗小鷺 栗小鷺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不普遍

62 鳥類 水　鳥 Glareolidae   燕鴴科 Glareola maldivarum 燕鴴 燕鴴 III IUCN:LC 夏候鳥,台灣分布普遍

63 鳥類 水　鳥 Alcedinidae  翠鳥科
Alcedo atthis

bengalensis
翠鳥 翠鳥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64 鳥類 水　鳥 Anatidae 雁鴨科 Anas zonorhyncha 花嘴鴨 花嘴鴨

65 鳥類 水　鳥 Rallidae   秧雞科
Gallinula chloropus

chloropus
紅冠水雞 紅冠水雞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66 鳥類 水　鳥 Rallidae   秧雞科
Amaurornis

phoenicurus chinensis
白腹秧雞 白腹秧雞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67 昆蟲 蜻　蛉 Coenagrionidae 細蟌科
Ceriagrion auranticum

ryukyuanum
紅腹細蟌 紅腹細蟌

68 昆蟲 蜻　蛉 Platycnemididae  琵蟌科 Copera marginipes 脛蹼琵蟌 脛蹼琵蟌

69 兩棲爬蟲 兩棲類  Family Bufonidae   蟾蜍科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黑眶蟾蜍 黑眶蟾蜍 IUCN:LC

70 兩棲爬蟲 兩棲類 Rhacophoridae  樹蛙科  Rhacophorus

moltrechti
莫氏樹蛙 莫氏樹蛙 ○ IUCN:LC

71 兩棲爬蟲 兩棲類 Rhacophoridae  樹蛙科  Polypedates braueri 布氏樹蛙 白頷樹蛙

72 兩棲爬蟲 兩棲類 Rhacophoridae  樹蛙科  Buergeria japonica 日本樹蛙 日本樹蛙 IUCN:LC

73 兩棲爬蟲 兩棲類 Microhylidae  狹口蛙 Microhyla fissipes 小雨蛙 小雨蛙 IUCN:LC

74 兩棲爬蟲 兩棲類 Ranidae  赤蛙科 Hylarana guentheri 貢德氏赤 貢德氏赤 IUCN: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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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兩棲爬蟲 兩棲類 Ranidae  赤蛙科 Hylarana latouchii
拉都希氏

赤蛙

拉都希氏

赤蛙
IUCN:LC

76 兩棲爬蟲 兩棲類 Dicroglossidae  叉舌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澤蛙 澤蛙 IUCN:LC

77 水生生物 魚　類 Cichlidae  麗魚科
Oreochromis

mossambicus

莫三比克

口孵非鯽
吳郭魚

78 水生生物 魚　類 Clariidae  鬍鯰科 Clarias fuscus 鬍鯰 泰國塘蝨

79 水生生物 魚　類 Cyprinidae  鯉科 Carassius auratus 鯽 鯽魚

80 水生生物 魚　類 Cyprinidae  鯉科
Cyprinus carpio carpio

carpio
鯉 鯉魚

81 水生生物 魚　類 Cyprinidae  鯉科
Onychostoma

barbatulum
臺灣白甲

魚
苦花

82 水生生物 魚　類 Cyprinidae  鯉科 Aphyocypris kikuchii 菊池氏細 菊池氏細 ○ 2012:VU

83 水生生物 魚　類 Cyprinidae  鯉科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

鱲
粗首鱲 ○

84 水生生物 魚　類 Cyprinidae  鯉科
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 ocellatus
高體鰟鮍 高體鰟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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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 灌　木 Zingiberaceae  薑科 Alpinia pricei pricei 普來氏月 普來氏月 ○

2 植物 灌　木 Myrsinaceae  紫金牛 Ardisia japonica 紫金牛 紫金牛

3 植物 藤　本 Vitaceae  葡萄科 Cayratia japonica 虎葛 虎葛

4 植物 藤　本 Piperaceae 胡椒科 Piper kadsura 風藤 風藤

5 植物 藤　本 Araceae 天南星 Epipremnum pinnatum 拎樹藤 拎樹藤

6 植物 蕨　類 Marattiaceae 觀音座 Angiopteris lygodiifolia 觀音座蓮 觀音座蓮

7 植物 蕨　類 Dryopteridaceae 
鱗毛蕨

科
Diplazium dilatatum

廣葉鋸齒

雙蓋蕨

廣葉鋸齒

雙蓋蕨

8 植物 蕨　類 Aspleniaceae  鐵角蕨 Asplenium antiquum 山蘇花 鳥巢蕨

9 植物 蕨　類 Oleandraceae  蓧蕨科 Arthropteris palisotii 藤蕨 藤蕨

10 植物 蕨　類 Oleandraceae 蓧蕨科 Nephrolepis biserrata 長葉腎蕨 長葉腎蕨

11 植物 蕨　類 Gleicheniaceae 裏白科 Dicranopteris linearis 芒萁 芒萁

12 植物 蕨　類 Schizaeaceae 莎草蕨 Lygodium japonicum 海金沙 海金沙 入侵種

13 植物 蕨　類 Cyatheaceae  桫欏科  Cyathea lepifera 筆筒樹 筆筒樹
CITES附

錄II

14 植物 蕨　類 Davalliaceae 
骨碎補

科
Davallia griffithiana

杯狀蓋陰

石蕨

杯狀蓋骨

碎補

15 植物 蕨　類  Blechnaceae 烏毛蕨 Blechnum orientale 烏毛蕨 烏毛蕨

16 植物 蕨　類 Selaginellaceae  卷柏科 卷柏

17 植物 蕨　類 Polypodiaceae  水龍骨 Colysis wrightii 萊氏線蕨 萊氏線蕨

18 植物 蕨　類 Polypodiaceae  水龍骨 Aglaomorpha coronans 崖薑蕨 崖薑蕨

19 植物 蕨　類 Polypodiaceae 
水龍骨

科

Lemmaphyllum

microphyllum
 抱樹蕨 伏石蕨

20 植物 蕨　類 Polypodiaceae  水龍骨 水龍骨

21 植物 蕨　類 Aspidiaceae  三叉蕨 Tectaria decurrens 翅柄三叉 翅柄三叉

22 植物 蕨　類 Aspidiaceae  三叉蕨 Pteridrys cnemidaria 長柄牙蕨 突齒蕨 2012:CR

23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F icus caulocarpa 大葉雀榕 大葉赤榕

24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Ficus fistulosa 水同木 水同木

25 植物 喬　木 Myrtaceae 桃金娘 紅千層

26 植物 喬　木 Hamamelidaceae 金縷梅 Liquidambar

formosana
楓香 楓香

27 植物 喬　木 Araliaceae 五加科 Schefflera octophylla 鵝掌柴 江某

28 植物 喬　木 Araliaceae 五加科 Tetrapanax papyriferus 通脫木 蓪草

花蓮鯉魚潭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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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植物 草　本 Violaceae  菫菜科 堇菜

30 植物 草　本 Begoniaceae 
秋海棠

科
Begonia formosana 水鴨腳

水鴨腳秋

海棠

31 植物 草　本 Poaceae 禾本科 Setaria palmifolia 棕葉狗尾 颱風草 外來種，原生於舊世界熱帶

32 植物 草　本 Araceae 天南星 Alocasia odora 姑婆芋 姑婆芋

33 昆蟲 蝶　蛾 Arctiidae  燈蛾科 Amata perixanthia 黃腹鹿子

34 昆蟲 蝶　蛾 Papilionidae  鳳蝶科
Pachliopta

aristolochiae

interposita

紅珠鳳蝶 紅紋鳳蝶

35 昆蟲 甲　蟲 Lampyridae  螢科 Vesta chevrolati 黑腹櫛角 黑腹櫛角

36 昆蟲 甲　蟲 Lycidae  紅螢科 櫛齒紅螢

37 其它 其它類群 Theridiidae  姬蛛科
Ariamnes

cylindrogaster

蚓腹寄居

姬蛛

蚓腹寄居

姬蛛

38 其它 其它類群 Tetragnathidae  長腳蛛 Leucauge blanda 肩斑銀腹 肩斑銀腹

39 其它 其它類群 Tetragnathidae  長腳蛛 三斑銀腹

40 其它 其它類群 Tetragnathidae  長腳蛛 銀腹蛛

41 其它 其它類群 Araneidae  金蛛科 Arachnura melanura 黑尾曳尾 黑尾曳尾

42 兩棲爬蟲 蛇　類 Viperidae  蝮蛇科 Trimeresurus stejnegeri 赤尾青竹 赤尾青竹

43 兩棲爬蟲 蛇　類 Elapidae 
蝙蝠蛇

科
Naja atra 眼鏡蛇 眼鏡蛇 III

CITES附

錄II

44 兩棲爬蟲 兩棲類 Bufonidae  蟾蜍科 Bufo bankorensis 盤古蟾蜍 盤古蟾蜍 ○ IUCN: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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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 灌　木 Rubiaceae 茜草科 Gardenia jasminoides 山黃梔 黃梔子

2 植物 灌　木 Saxifragaceae  虎耳草 Deutzia pulchra 大葉溲疏 大葉溲疏

3 植物 藤　本 Rosaceae  薔薇科 Rubus formosensis 台灣懸鉤 台灣懸鉤

4 植物 藤　本 Rhamnaceae  鼠李科  Rhamnus formosana 桶鉤藤 桶鉤藤 ○

5 植物 藤　本 Compositae  菊科
Blumea riparia

megacephala

大頭艾納

香

大頭艾納

香

6 植物 藤　本 Aristolochiaceae  馬兜鈴 Aristolochia

heterophylla
異葉馬兜 台灣馬兜

7 植物 藤　本 Rubiaceae  茜草科  Psychotria serpens 拎壁龍 拎樹龍

8 植物 藤　本 Rubiaceae 茜草科 玉葉金花 玉葉金花 玉葉金花為一個屬名，台灣有6

9 植物 藤　本 Rutaceae  芸香科 Toddalia asiatica 飛龍掌血 飛龍掌血

10 植物 藤　本 Fabaceae  豆科 Bauhinia championii 菊花木 菊花木

11 植物 藤　本 Apocynaceae 
夾竹桃

科

T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
絡石 絡石

12 植物 藤　本 Ranunculaceae  毛茛科 Clematis meyeniana 麥氏鐵線 麥氏鐵線

13 植物 藤　本 Araceae  天南星 Pothos chinensis 柚葉藤 柚葉藤

14 植物 喬　木 Malvaceae  錦葵科 Hibiscus mutabilis 木芙蓉 木芙蓉 2012:DD

15 植物 喬　木 Lauraceae  樟科 
Machilus japonica

kusanoi
大葉楠 大葉楠 ○

16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Ficus erecta

beecheyana
牛奶榕 牛奶榕

17 植物 喬　木 Staphyleaceae  省沽油 Turpinia ternata 三葉山香 三葉山香

18 植物 喬　木 Rutaceae  芸香科  Tetradium glabrifolium 賊仔樹 臭辣樹

19 植物 喬　木 Araliaceae 五加科 Schefflera octophylla 鵝掌柴 江某

20 植物 草　本 Rosaceae  薔薇科  Rubus swinhoei 斯氏懸鉤 斯氏懸鉤

21 植物 草　本 Cyperaceae  莎草科 Scleria terrestris 陸生珍珠 陸生珍珠

22 植物 草　本 Cyperaceae  莎草科 Scleria terrestris 陸生珍珠 陸生珍珠

23 植物 草　本 Lythraceae  千屈菜 Cuphea carthagenensis 克菲亞草 克菲亞草 外來種，原生於熱帶美洲

24 昆蟲 蝶　蛾 Nymphalidae  蛺蝶科
Timelaea albescens

formosana

 白裳貓蛺

蝶
豹紋蝶

25 昆蟲 蝶　蛾 Hesperiidae  弄蝶科  Thoressa horishana 臺灣脈弄 臺灣脈弄

26 昆蟲 蝶　蛾 Geometridae  尺蛾科  Hyposidra talaca 柑橘尺蛾 柑橘尺蛾

27 昆蟲
蝗蟲、蟋

蟀
Gryllidae  蟋蟀科 Teleogryllus occipitalis

烏頭眉紋

蟋蟀
眉紋蟋蟀

台東都蘭山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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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昆蟲 椿象、蟬 Pentatomidae  蝽科  Cazira verrucosa 疣蝽 雙峰疣椿

29 昆蟲 椿象、蟬 Cercopidae 沫蟬科 Okiscarta uchidae 紅紋沫蟬 紅紋沫蟬

30 昆蟲 甲　蟲  Chrysomelidae   金花蟲 龜金花蟲

31 其它 其它類群 Forficulidae 蠼螋科 蠼螋

32 其它 其它類群 Myrmeleontidae 蟻蛉科 蟻獅

33 其它 其它類群 Thomisidae 蟹蛛科 Ebrechtella

tricuspidatus
三突花蛛 三突花蛛

34 其它 其它類群 Agaricales 傘菌目 Campanella junghuhnii 脈褶菌 脈褶菌

35 其它 其它類群 Tetragnathidae 長腳蛛科 銀腹蛛

36 其它 其它類群 Araneidae 金蛛科 Gasteracantha sauteri 梭德氏棘 梭德氏棘

37 其它 其它類群 Araneidae  金蛛科 Cyclosa mulmeinensis 二角塵蛛 二角塵蛛

38 其它 其它類群 Lepismatidae 衣魚科 衣魚

39 其它 其它類群 Salticidae  蠅虎科 蟻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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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 灌　木 Rosaceae  薔薇科 Rosa rugosa 玫瑰 玫瑰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江蘇、浙

江、山東、安徽; 沒有入侵性

2 植物 灌　木 Malvaceae 錦葵科 Hibiscus rosa-sinensis 朱槿 朱槿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 沒有入侵

3 植物 灌　木 Melastomataceae 野牡丹

科

Melastoma

septemnervium
野牡丹 野牡丹

4 植物 灌　木 Verbenaceae 馬鞭草 Lantana camara 馬櫻丹 馬纓丹 外來種，原生於西印度群島

5 植物 灌　木 Pittosporaceae 海桐科 Pittosporum

pentandrum
七里香 七里香

6 植物 灌　木 Oleaceae 木犀科 Osmanthus fragrans 桂花 桂花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大部分地

區; 沒有入侵性

7 植物 灌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Breynia officinalis 紅珠仔 紅珠仔

8 植物 藤　本 Dioscoreaceae  薯蕷科 山藥

9 植物 藤　本 Vitaceae  葡萄科 Tetrastigma

formosanum
三葉崖爬 三葉崖爬 ○

10 植物 藤　本 Smilacaceae  菝葜科 Smilax china 菝葜 菝葜

11 植物 藤　本 Compositae 菊科 Mikania micrantha
小花蔓澤

蘭

小花蔓澤

蘭

入侵種，原生於中南美洲; 具有

入侵性

12 植物 藤　本 Fabaceae  豆科 Centrosema pubescens 山珠豆 山珠豆
入侵種，原生於南美洲; 具有入

侵性 

13 植物 藤　本 Passifloraceae 
西番蓮

科
Passiflora suberosa

三角葉西

番蓮

三角葉西

番蓮

外來種，原生於熱帶美洲; 沒有

入侵性

14 植物 蕨　類 Schizaeaceae 莎草蕨 Lygodium japonicum 海金沙 海金沙 入侵種

15 植物 蕨　類 Cyatheaceae  桫欏科  Cyathea lepifera 筆筒樹 筆筒樹
CITES附

錄II

16 植物 喬　木 Anacardiaceae 漆樹科 Mangifera indica 檬果 芒果 外來種，原生於印度; 沒有入侵

17 植物 喬　木 Anacardiaceae 漆樹科 土芒果

18 植物 喬　木 Sapindaceae
無患子

科
Dimocarpus longan 龍眼 龍眼

入侵種，原生於中國廣東、福

建、長江以南各省; 具有入侵性

19 植物 喬　木 Sapindaceae 無患子 Sapindus mukorossi 無患子 無患子

20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Ficus septica 大冇榕 稜果榕

21 植物 喬　木 Oleaceae 木犀科 Osmanthus fragrans 桂花 桂花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大部分地

區; 沒有入侵性

22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Melanolepis

multiglandulosa
蟲屎 蟲屎

23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Macaranga tanarius 血桐 血桐

高雄蓮花池溼地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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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植物 草　本 Umbelliferae 繖形科 C entella asiatica 雷公根 雷公根

25 植物 草　本 Umbelliferae 繖形科 Hydrocotyle verticillata 銅錢草

26 植物 草　本 Zingiberaceae 薑科 Hedychium coronarium 穗花山奈 野薑花
外來種，原生於地中海; 沒有入

侵性

27 植物 草　本 Zingiberaceae 薑科 Alpinia zerumbet 月桃 月桃

28 植物 草　本 Commelinaceae  鴨跖草 Commelina communis 鴨跖草 鴨跖草

29 植物 草　本 Malvaceae  錦葵科 Urena lobata 野棉花 野棉花
外來種，原生於泛熱帶地區; 沒

有入侵性

30 植物 草　本 Nelumbonaceae   蓮科 Nelumbo nucifera 蓮 荷花 外來種，原生於印度; 沒有入侵

31 植物 草　本 Nymphaeaceae  睡蓮科 Nymphaea tetragona 睡蓮 睡蓮 2012:DD

32 植物 草　本  Oxalidaceae   酢漿草 Oxalis corniculata 酢漿草 黃花酢漿

33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Wedelia chinensis 蟛蜞菊 蟛蜞菊

34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Gnaphalium

luteoalbum affine
鼠麴草 鼠麴草

35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Bidens pilosa radiata 大花咸豐 大花咸豐 入侵種

36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Ageratum conyzoides  藿香薊
白花霍香

薊

入侵種,原生於歐亞大陸; 具有

入侵性

37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Wedelia prostrata

prostrata
 天蓬草舅

單花蟛蜞

菊

38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Chromolaena odorata 香澤蘭 外來種，原生於美洲熱帶區

39 植物 草　本 Amaranthaceae  莧科 Celosia cristata 雞冠花 雞冠花

40 植物 草　本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Ipomoea obscura 野牽牛 野牽牛
外來種，原生於亞洲熱帶區、

非洲，太平洋群島澳洲北部

41 植物 草　本 Verbenaceae  馬鞭草

科

Stachytarpheta

urticaefolia
長穗木 紫花長穗

木
外來種，原生於亞洲熱帶地區

42 植物 草　本 Portulacaceae  馬齒莧 Portulaca oleracea 馬齒莧

43 植物 草 本 Labiatae 唇形科 mentha spicata 綠薄荷 綠薄荷

44 植物 草　本 Solanaceae   茄科 Solanum nigrum 龍葵 龍葵

45 植物 草　本 Cannaceae  美人蕉 Canna indica 美人蕉 外來種，原生於歐洲; 沒有入侵

46 植物 草　本 Onagraceae  柳葉菜 Ludwigia hyssopifolia 細葉水丁 細葉水丁

47 植物 草　本 Liliaceae  百合科
Liriope minor

angustissima

細葉麥門

冬

細葉麥門

冬
○

48 植物 草　本 Poaceae 禾本科 Leersia hexandra 李氏禾 李氏禾 外來種，原生於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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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植物 草　本 Amaryllidaceae  石蒜科 Hippeastrum equestre 孤挺花
外來種，原生於墨西哥、智

利、巴西; 沒有入侵性

50 植物 草　本 Caryophyllaceae 石竹科 Drymaria diandra
荷蓮豆草

菁芳草 外來種，原生於美洲熱帶區

51 植物 草　本 Araceae 
天南星

科
Colocasia esculenta 芋 芋頭

外來種，原生於熱帶亞洲; 不確

定是否有入侵性

52 植物 草　本 Araceae 天南星 Pistia stratiotes 大萍 水芙蓉 外來種，原生於美洲熱帶區

53 鳥類 陸　鳥 Megalaimidae 鬚鴷科 Megalaima nuchalis 五色鳥 五色鳥 ○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54 鳥類 陸　鳥 Pycnonotidae 鵯科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nigerrimus
紅嘴黑鵯 紅嘴黑鵯 ○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55 鳥類 陸　鳥 Phasianidae  雉科
Bambusicola thoracicus

sonorivox
竹雞 竹雞 ○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56 鳥類 陸　鳥 Timaliidae  畫眉科 Pomatorhinus musicus 小彎嘴 小彎嘴 ○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57 昆蟲 蝶　蛾 Arctiidae  燈蛾科 Syntomoides imaon 伊貝鹿蛾 伊貝鹿蛾

58 昆蟲 蝶　蛾 Nymphalidae  蛺蝶科
Parantica aglea

maghaba
絹斑蝶

姬小紋青

斑蝶

59 昆蟲 蝶　蛾 Nymphalidae  蛺蝶科 Neptis hylas luculenta 豆環蛺蝶 琉球三線

60 昆蟲 蝶　蛾 Hesperiidae  弄蝶科 Suastus gremius 黑星弄蝶 黑星弄蝶

61 昆蟲 蝶　蛾 Hesperiidae  弄蝶科 挵蝶

62 昆蟲 蝶　蛾 Hesperiidae  弄蝶科 弄蝶

63 昆蟲 蝶　蛾 Lycaenidae  灰蝶科 Zizula hylax 迷你藍灰 迷你小灰

64 昆蟲 蝶　蛾 Family  灰蝶科 小灰蝶 是一個科

65 昆蟲 蝶　蛾 Geometridae  尺蛾科 尺蠖

66 昆蟲
蝗蟲、蟋

蟀
Tettigoniidae  螽蟴科 螽斯

67 昆蟲 蜻　蛉 Libellulidae  蜻蜓科 Neurothemis ramburii 善變蜻蜓 善變蜻蜓

68 昆蟲 蜻　蛉 Libellulidae  蜻蜓科
Rhyothemis variegata

arria
彩裳蜻蜓 彩裳蜻蜓

69 昆蟲 蜻　蛉 Lestidae  絲蟌科
Lestes praemorsus

decipiens
隱紋絲蟌 隱紋絲蟌

70 昆蟲 蜻　蛉 Platycnemididae  琵蟌科 Copera marginipes 脛蹼琵蟌 脛蹼琵蟌

71 昆蟲 蜻　蛉 Coenagrionidae 細蟌科
Ceriagrion auranticum

ryukyuanum
紅腹細蟌 紅腹細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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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昆蟲 蜻　蛉 Coenagrionidae  細蟌科
Agriocnemis femina

oryzae
白粉細蟌 白粉細蟌

73 昆蟲 蜻　蛉 Lycaenidae  灰蝶科 Curetis acuta

formosana
銀灰蝶 銀斑小灰

74 昆蟲 蜂　蟻 Formicidae 蟻科 螞蟻

75 昆蟲 蜂　蟻 Apidae  蜜蜂科 木蜂

76 昆蟲 椿象、蟬 Cicadellidae 葉蟬科 Bothrogonia ferruginea 黑尾葉蟬 黑尾葉蟬

77 昆蟲 椿象、蟬 Cicadellidae  葉蟬科 葉蟬

78 昆蟲 椿象、蟬 Pentatomidae 椿象科 椿象

79 昆蟲 椿象、蟬 Lygaeidae  長蝽科
Spilostethus hospes

hospes

箭痕腺長

蝽

黑斑長椿

象

80 昆蟲 椿象、蟬 Gerridae 水黽科 水黽

81 昆蟲 甲　蟲 Coccinellidae  瓢蟲科 Lemnia biplagiata 錨紋瓢蟲 錨紋瓢蟲

82 其它 其它類群 Tetragnathidae  長腳蛛 Leucauge decorata 銀腹蜘蛛 銀腹蜘蛛

83 其它 其它類群 Araneidae  金蛛科 Argiope aemula 長圓金蛛 長圓金蛛

84 其它 其它類群 Araneidae  金蛛科 金蛛

85 兩棲爬蟲 蜥　蜴 Scincidae  石龍子 石龍子

86 兩棲爬蟲 兩棲類  Family Bufonidae   蟾蜍科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黑眶蟾蜍 黑眶蟾蜍 IUCN:LC

87 兩棲爬蟲 兩棲類 Ranidae  赤蛙科 Hylarana guentheri 貢德氏赤 貢德氏赤 IUCN:LC

88 水生生物 魚　類 Cyprinidae  鯉科 Carassius auratus 鯽 鯽魚

89 水生生物 魚　類 Cyprinidae  鯉科
Cyprinus carpio carpio

carpio
鯉 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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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鳥類 陸　鳥 Megalaimidae 鬚鴷科 Megalaima nuchalis 五色鳥 五色鳥 ○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2 鳥類 陸　鳥 Pycnonotidae 鵯科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nigerrimus
紅嘴黑鵯 紅嘴黑鵯 ○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3 鳥類 陸　鳥 Pycnonotidae  鵯科
Spizixos semitorques

cinereicapillus

白環鸚嘴

鵯

白環鸚嘴

鵯
○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4 鳥類 陸　鳥 Zosteropidae 繡眼科
Zosterops japonicus

simplex
綠繡眼 綠繡眼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5 鳥類 陸　鳥 Phasianidae  雉科
Bambusicola thoracicus

sonorivox
竹雞 竹雞 ○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6 鳥類 陸　鳥 Monarchidae 王鶲科
Hypothymis azurea

oberholseri
黑枕藍鶲 黑枕藍鶲 ○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7 鳥類 猛　禽 Accipitridae  鷹科  Spilornis cheela hoya 蛇鵰 大冠鷲 ○亞 II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8 昆蟲
螳螂、蟑

螂
Mantidae 螳螂科 螳螂

9 昆蟲 蝶　蛾 Nymphalidae  蛺蝶科 Yoma sabina podium 黃帶隱蛺 黃帶枯葉

10 昆蟲 蝶　蛾 Nymphalidae  蛺蝶科 Danaus chrysippus 金斑蝶 樺斑蝶

11 昆蟲 蝶　蛾 Nymphalidae  蛺蝶科 Neptis hylas luculenta 豆環蛺蝶 琉球三線

12 昆蟲 蝶　蛾 Nymphalidae  蛺蝶科 Euploea tulliolus

koxinga
小紫斑蝶 小紫斑蝶

13 昆蟲 蝶　蛾 Lycaenidae  灰蝶科
Deudorix epijarbas

menesicles
玳灰蝶

恆春小灰

蝶

14 昆蟲
蝗蟲、蟋

蟀
Tettigoniidae  螽蟴科 螽斯

15 昆蟲 蜻　蛉 Ascalaphidae  長角蛉 長角蛉

16 昆蟲 蜂　蟻 Pompilidae  蛛蜂科 Batozonellus annulatu s 黃帶珠蜂 黃帶蛛蜂

17 昆蟲 椿象、蟬 Scutelleridae 盾背蝽 Eucorysses grandis 大盾背椿 大盾背椿

18 昆蟲 甲　蟲 Lampyridae  螢科 Vesta chevrolati 黑腹櫛角 黑腹櫛角

19 昆蟲 甲　蟲 Chrysomelidae 
金花蟲

科
Aspidomorpha miliaris

大黑星龜

金花蟲

大黑星龜

金花蟲

20 其它 其它類群 Salticidae  蠅虎科 Ptocasius strupifer 毛垛兜蠅 毛垛兜蠅

21 其它 其它類群 Nephilidae 絡新婦 Nephila pilipes 人面蜘蛛 人面蜘蛛

22 其它 其它類群 Sparassidae  高腳蛛 Heteropoda venatoria 白額高腳 白額高腳

23 其它 其它類群 Araneidae  金蛛科 Poltys illepidus 無鱗尖鼻 無鱗尖鼻

台南茂林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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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其它 其它類群 Hexathelidae  六疣蛛 Macrothele taiwanensis 台灣長尾 台灣長尾

25 兩棲爬蟲 蛇　類 Colubridae  黃頷蛇 Boiga kraepelini 大頭蛇 大頭蛇

26 兩棲爬蟲 兩棲類 Microhylidae 
狹口蛙

科
Microhyla heymonsi

黑蒙西氏

小雨蛙

黑蒙西氏

小雨蛙
IUCN:LC

27 兩棲爬蟲 兩棲類 Microhylidae  狹口蛙 Microhyla fissipes 小雨蛙 小雨蛙 IUCN: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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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 灌　木 Boraginaceae  紫草科 Carmona retusa 滿福木 福建茶 ○

2 植物 灌　木 Myrsinaceae
紫金牛

科
Ardisia squamulosa 春不老 春不老

外來種，原生於馬來西亞、菲

律賓、琉球; 沒有入侵性

3 植物 灌　木  Caricaceae 番木瓜 Carica papaya 番木瓜 木瓜

4 植物 灌　木 Solanaceae 茄科 Solanum diphyllum 瑪瑙珠 瑪瑙珠
入侵種，原生於熱帶美洲; 具有

入侵性

5 植物 灌　木 Onagraceae 柳葉菜 Ludwigia octovalvis 水丁香 水丁香

6 植物 灌　木 Fabaceae  豆科 Prosopis juliflor 墨西哥合

7 植物 灌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Breynia officinalis 紅珠仔 紅珠仔

8 植物 藤　本 Sapindaceae
無患子

科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倒地鈴 倒地鈴

入侵種，原生於墨西哥; 具有入

侵性

9 植物 藤　本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Ipomoea cairica 槭葉牽牛 槭葉牽牛
入侵種，原生於泛熱帶; 具有入

侵性

10 植物 喬　木 Arecaceae  棕櫚科 Roystonea regia 大王椰子
大王椰子

樹

外來種，原生於古巴、牙買

加、巴拿馬; 沒有入侵性 

11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構樹 構樹

12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Ficus microcarpa 榕樹 榕樹

13 植物 喬　木 Myrtaceae 
桃金孃

科

Syzygium

samarangense
蓮霧 蓮霧

外來種，原生於馬來半島; 沒有

入侵性

14 植物 喬　木 Combretaceae 使君子 Terminalia catappa 欖仁 大葉欖仁

15 植物 喬　木 Combretaceae  使君子 Terminalia boivinii Tul 小葉欖仁

16 植物 喬　木 Tiliaceae  田麻科 Muntingia calabura
西印度櫻

桃

南美假櫻

桃

入侵種，原生於南美洲; 具有入

侵性

17 植物 喬　木 Casuarinaceae 木麻黃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L
木麻黃 木麻黃

18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Triadica sebifera 烏臼 烏臼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

19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Macaranga tanarius 血桐 血桐

20 植物 草　本 Umbelliferae 繖形科 Centella asiatica 雷公根 雷公根

21 植物 草　本 Zingiberaceae 薑科 Alpinia zerumbet 月桃 月桃

22 植物 草　本  Oxalidaceae   酢漿草 Oxalis corniculata 酢漿草 黃花酢漿

23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Gnaphalium

luteoalbum affine
鼠麴草 鼠麴草

台南三崁店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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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Cirsium japonicum

australe
南國小薊 小薊 ○

25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Tridax procumbens 長柄菊 長柄菊
入侵種，原生於熱帶美洲; 具有

入侵性

26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Bidens pilosa radiata 大花咸豐 大花咸豐 入侵種

27 植物 草　本 Amaranthaceae  莧科 Amaranthus viridis 野莧菜 野莧 外來種，原生於美洲熱帶區

28 植物 草　本 Cyperaceae 莎草科 Cyperus involucratus 輪傘莎草 輪傘莎草

29 植物 草　本 Cyperaceae  莎草科 Kyllinga brevifolia 短葉水蜈

蚣

短葉水蜈

蚣30 植物 草　本 Solanaceae   茄科 Solanum nigrum 龍葵 龍葵

31 植物 草　本 Solanaceae  茄科
Nicotiana

plumbaginifolia
皺葉煙草 皺葉煙草

外來種，原生於美國、墨西哥

，西印度群島和南美洲

32 植物 草　本 Onagraceae 柳葉菜 Ludwigia octovalvis 水丁香 水丁香

33 植物 草　本 Passifloraceae  西番蓮 Passiflora foetida 毛西番蓮 毛西番蓮 入侵種，原生於歐洲; 具有入侵

34 植物 草　本 Poaceae  禾本科 Bambusa oldhamii 綠竹 綠竹

35 植物 草　本 Poaceae  禾本科 Chloris barbata 孟仁草 孟仁草 外來種，原生於美洲熱帶區

36 植物 草　本 Capparaceae 
白花菜

科
Cleome rutidosperma

平伏莖白

花菜

平伏莖白

花菜
外來種，原生於熱帶非洲

37 植物 草　本 Araceae 
天南星

科

Syngonium

podophyllum
合果芋 綠精靈

外來種，原生於墨西哥、哥斯

大黎加; 沒有入侵性

38 昆蟲
蠅、蚊、

虻
Ceratopogonidae  蠓科

Forcipomyia 

(Lasiohelea) taiwana
臺灣鋏蠓 小黑蚊

39 昆蟲
蠅、蚊、

虻
Sarcophagidae  肉蠅科 Sarcophaga peregrina 遊蕩肉蠅 肉蠅

40 昆蟲 蝶　蛾 Psychidae  簑蛾科 避債蛾

41 昆蟲 蝶　蛾 Nymphalidae  蛺蝶科 Neptis hylas luculenta 豆環蛺蝶 琉球三線

42 昆蟲 蝶　蛾 Pieridae  粉蝶科 Eurema blanda arsakia 亮色黃蝶 臺灣黃蝶

43 昆蟲 蝶　蛾 Lymantriidae  毒蛾科 Euproctis taiwana 台灣黃毒 台灣黃毒

44 昆蟲 蝶　蛾 Lycaenidae  灰蝶科 Zizula hylax 迷你藍灰 迷你小灰

45 昆蟲
蝗蟲、蟋

蟀
Tettigoniidae 螽蟴科 紡織娘

46 昆蟲
蝗蟲、蟋

蟀
Acrididae  蝗科 Atractomorpha sinensis 臺灣負蝗 紅后負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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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昆蟲 蜂　蟻 Vespidae  胡蜂科
Phimenes flavopictus

formosanus

虎斑細腰

蜾蠃

虎斑泥壺

蜂

48 昆蟲 椿象、蟬 Cicadellidae  葉蟬科 葉蟬

49 昆蟲 椿象、蟬 Alydidae  蛛緣蝽 Leptocorisa acuta 禾蛛緣椿

50 昆蟲 椿象、蟬 Flatidae 
青翅飛

蝨科
Geisha distinctissima 青蛾蠟蟬 青蛾蠟蟬

51 昆蟲 甲　蟲 Coccinellidae  瓢蟲科 Propylea japonica 龜紋瓢蟲 龜紋瓢蟲

52 昆蟲 甲　蟲 Cerambycidae  天牛科 Batocera rubus rubus 無花果天 無花果天

53 其它 其它類群 Sparassidae  高腳蛛 Heteropoda venatoria 白額高腳 白額高腳

54 其它 其它類群 Bradybaenidae  扁蝸牛 大臍蝸牛

55 其它 其它類群 Achatinidae
非洲大

蝸牛科
Achatina fulica

非洲大蝸

牛

非洲大蝸

牛
入侵種

56 其它 其它類群 Araneidae 金蛛科 鬼蛛

57 兩棲爬蟲 兩棲類 Rhacophoridae  樹蛙科 Rhacophorus arvalis 諸羅樹蛙 諸羅樹蛙 ○ II IUCN:EN

58 兩棲爬蟲 兩棲類 Microhylidae 
狹口蛙

科
Micryletta steinegeri

史丹吉氏

小雨蛙

史丹吉氏

小雨蛙
○ IUCN:EN

59 水生生物 軟體動物 Ampullariidae 蘋果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福壽螺 福壽螺 入侵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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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 灌　木 Asclepiadaceae 蘿藦科 Asclepias curassavica 尖尾鳳 馬利筋
外來種，原生於熱帶美洲; 沒有

入侵性

2 植物 灌　木 Acanthaceae  爵床科 Thunbergia erecta 立鶴花 立鶴花
外來種，原生於熱帶西非; 沒有

入侵性

3 植物 灌　木 Myrsinaceae  紫金牛 Ardisia crenata 珠砂根 朱砂根

4 植物 灌　木 Myrsinaceae 紫金牛 Maesa japonica 山桂花 山桂花

5 植物 灌　木 Arecaceae 棕櫚科 Arenga engleri 山棕 山棕

6 植物 灌　木 Melastomataceae 野牡丹

科

Melastoma

septemnervium
野牡丹 野牡丹

7 植物 灌　木 Verbenaceae 
馬鞭草

科

Clerodendrum

kaempferi
龍船花 龍船花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南部、印

度、越南、泰國、馬來西亞; 沒

有入侵性

8 植物 灌　木 Rubiaceae 茜草科 玉葉金花 玉葉金花 玉葉金花為一個屬名，台灣有6

9 植物 灌　木 Rubiaceae 茜草科 Psychotria rubra 九節木 九節木

10 植物 灌　木 Pittosporaceae 海桐科 Pittosporum

pentandrum
七里香 七里香

11 植物 灌　木 Solanaceae 茄科 Solanum diphyllum 瑪瑙珠 瑪瑙珠
入侵種，原生於熱帶美洲; 具有

入侵性

12 植物 灌　木 Solanaceae  茄科 Solanum erianthum 山煙草 山煙草 外來種，原生於巴西

13 植物 灌　木 Caprifoliaceae  忍冬科 Sambucus chinensis 冇骨消 冇骨消
外來種，分布於華東、華中、

華南、西南等地的山地

14 植物 灌　木 Poaceae  禾本科 Phyllostachys makinoi 桂竹 桂竹
外來種，原生於福建跟臺灣; 沒

有入侵性

15 植物 灌　木 Poaceae 禾本科 Bambusa stenostachya 刺竹 刺竹

16 植物 灌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Bridelia tomentosa 土密樹 土密樹

17 植物 藤　本 Basellaceae  落葵科 Anredera cordifolia 洋落葵 川七
入侵種，原生於美洲熱帶地區;

具有入侵性

18 植物 藤　本 Smilacaceae  菝葜科 Smilax china 菝葜  菝葜

19 植物 藤　本 Compositae 菊科 Mikania micrantha
小花蔓澤

蘭

小花蔓澤

蘭

入侵種，原生於中南美洲; 具有

入侵性

20 植物 藤　本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Ipomoea cairica 槭葉牽牛 槭葉牽牛
入侵種，原生於泛熱帶; 具有入

侵性

21 植物 藤　本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Ipomoea nil 牽牛花 牽牛花 外來種,原生於南美洲

22 植物 藤　本 Rubiaceae 茜草科 Paederia foetida 雞屎藤 雞屎藤

嘉義蘭潭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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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植物 藤　本 Piperaceae 胡椒科 Piper kadsura 風藤 風藤

24 植物 藤　本 Apocynaceae
夾竹桃

科

Trachelospermum

asiaticum
細梗絡石 細梗絡石

25 植物 藤　本 Passifloraceae 
西番蓮

科
Passiflora suberosa

三角葉西

番蓮

三角葉西

番蓮

26 植物 藤　本 Ranunculaceae 毛茛科 Clematis grata 串鼻龍 串鼻龍

27 植物 藤　本 Oleaceae  木犀科 Jasminum nervosum 山素英 山素英

28 植物 藤　本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Mallotus repandus 扛香藤 扛香藤

29 植物 蕨　類 Aspleniaceae  鐵角蕨 Asplenium antiquum 山蘇花 鳥巢蕨

30 植物 蕨　類 Pteridaceae
鳳尾蕨

科
Pteris semipinnata

半邊羽裂

鳳尾蕨

半邊羽裂

鳳尾蕨

31 植物 蕨　類 Schizaeaceae 莎草蕨 Lygodium japonicum 海金沙 海金沙 入侵種

32 植物 蕨　類 Polypodiaceae  水龍骨 Pyrrosia polydactyla 槭葉石葦 槭葉石葦 ○

33 植物 喬　木 Rosaceae  薔薇科
Eriobotrya deflexa

deflexa
山枇杷 山枇杷 ○

34 植物 喬　木 Lauraceae  樟科 Litsea hypophaea 黃肉樹 小梗木薑 ○

35 植物 喬　木 Anacardiaceae  漆樹科
Schinus terebinthifolius

Raddi
巴西乳香 巴西乳香

36 植物 喬　木 Meliaceae  楝科 Swietenia mahogoni 桃花心木 桃花心木 外來種，原生於熱帶美洲 

37 植物 喬　木 Meliaceae  楝科 Swietenia macrophylla
大葉桃花

心木

大葉桃花

心木
外來種，原生於熱帶美洲

38 植物 喬　木 Boraginaceae  紫草科 Cordia dichotoma 破布子 破布子
外來種，原生於希臘、土耳其;

沒有入侵性

39 植物 喬　木 Myrsinaceae  紫金牛 Ardisia sieboldii 樹杞 台灣樹杞

40 植物 喬　木 Sterculiaceae  梧桐科 Sterculia foetida 掌葉蘋婆

41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Ficus irisana 澀葉榕 澀葉榕

42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構樹 構樹

43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Ficus subpisocarpa 雀榕 雀榕

44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Artocarpus

heterophyllus
波羅蜜 波羅蜜 外來種，原生於印度; 沒有入侵

45 植物 喬　木 Combretaceae 使君子 Terminalia catappa 欖仁 大葉欖仁

46 植物 喬　木 Fabaceae  豆科 Senna siamea 鐵刀木 鐵刀木
外來種，原生於印度、斯里蘭

卡和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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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植物 喬　木 Fabaceae  豆科
Albizia falcata Bacher

ex Merill

麻六甲合

歡

麻六甲合

歡

48 植物 喬　木 Fabaceae 豆科 Acacia confusa 相思樹 相思樹

49 植物 喬　木 Fabaceae 豆科 Pterocarpus indicus 印度紫檀 印度紫檀 外來種

50 植物 喬　木 Fabaceae 豆科 Cassia fistula 阿勃勒

51 植物 喬　木 Araliaceae  五加科 Schefflera octophylla 鵝掌柴 鴨腳木

52 植物 喬　木 Opiliaceae   山柚科 Champereia manillana 山柚 山柚

53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Melanolepis

multiglandulosa
蟲屎 蟲屎

54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Bischofia javanica 茄冬 茄冬

55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Macaranga tanarius 血桐 血桐

56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Mallotus paniculatus 白匏子 白匏子

57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Ficus fistulosa 水同木 水桐木

58 植物 草　本 Dioscoreaceae  薯蕷科 Dioscorea alata 大薯 大薯

59 植物 草　本 Zingiberaceae 薑科 Alpinia zerumbet 月桃 月桃

60 植物 草　本 Acanthaceae  爵床科
Asystasia gangetica

micrantha

小花寬葉

馬偕花

小花寬葉

馬偕花
外來種

61 植物 草　本 Polygonaceae   蓼科 Polygonum chinense 火炭母草 火炭母草

62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Elephantopus mollis 地膽草 毛蓮菜 原生於美洲熱帶區

63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Conyza canadensis 加拿大蓬 加拿大蓬
入侵種，原生於北美洲; 具有入

侵性

64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Bidens pilosa minor 小白花鬼 小花咸豐

65 植物 草　本 Cyperaceae  莎草科 水蜈蚣

66 植物 草　本 Moraceae  桑科 Morus australis 小桑樹 小葉桑

67 植物 草　本 Solanaceae   茄科 Solanum nigrum 龍葵 龍葵

68 植物 草　本 Musaceae  芭蕉科 Pisang lilin 佛手蕉

69 植物 草　本 Liliaceae  百合科
Ophiopogon

formosanum
台灣沿階

草

台灣沿階

草

70 植物 草　本 Poaceae  禾本科 Axonopus compressus 地毯草
台灣地毯

草

入侵種，原生於美東、巴西; 具

有入侵性

71 植物 草　本 Caryophyllaceae 石竹科 Drymaria diandra 荷蓮豆草 菁芳草 外來種，原生於美洲熱帶區

72 植物 草　本 Araceae 
天南星

科
Colocasia tonoimo 紫芋 紫水芋

外來種，原生於熱帶美洲; 沒有

入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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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植物 草　本 Araceae 天南星 Alocasia odora 姑婆芋 姑婆芋

74 植物 草　本 Poaceae  禾本科 粉光竹

75 鳥類 陸　鳥 Megalaimidae 鬚鴷科 Megalaima nuchalis 五色鳥 五色鳥 ○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76 鳥類 陸　鳥 Muscicapidae  鶲科 Copsychus malabaricus 白腰鵲鴝 白腰鵲鴝 入侵種

77 鳥類 陸　鳥 Corvidae  鴉科
Dendrocitta formosae

formosae
灰樹鵲 樹鵲 ○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78 鳥類 陸　鳥 Timaliidae 畫眉科 Pomatorhinus musicus 小彎嘴畫 小彎嘴畫 ○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79 鳥類 陸　鳥 Monarchidae 王鶲科
Hypothymis azurea

oberholseri
黑枕藍鶲 黑枕藍鶲 ○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80 昆蟲 蝽象、蟬 Fulgoroidea 蠟蟬總 三腳蠟蟬

81 昆蟲 蝶　蛾 Nymphalidae  蛺蝶科 Neptis philyra

splendens
槭環蛺蝶 三線蝶

82 昆蟲 蝶　蛾 Pieridae  粉蝶科 粉蝶

83 昆蟲 蝶　蛾 不知名生

84 昆蟲 蝶　蛾 潛葉蛾

85 昆蟲
蝗蟲、蟋

蟀
Tettigoniidae  螽蟴科 Conocephalus melas 黑翅細蟴 黑背細斯

86 昆蟲
蝗蟲、蟋

蟀
Tettigoniidae  螽蟴科 螽斯

87 昆蟲 蜂    蟻 螞蟻窩

88 其它 其它類群 Nephilidae 絡新婦 Nephila pilipes 人面蜘蛛 人面蜘蛛

89 其它 其它類群 Phallaceae  鬼筆科 Dictyophora indusiata 長裙竹蓀 黃裙竹笙

90 其它 其它類群 Acusta assimilis 扁蝸牛 Bradybaena similaris 扁蝸牛 扁蝸牛 入侵種

91 其它 其它類群 Auriculariaceae  木耳科 木耳

92 兩棲爬蟲 蜥　蜴 Agamidae  飛蜥科 攀木蜥蜴

93 兩棲爬蟲 蜥　蜴 Scincidae  石龍子 Sphenomorphus

indicus
印度蜓蜥 印度蜓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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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構樹 構樹

2 植物 灌    木 Melastomataceae
野牡丹

科

Melastoma

septemnervium
野牡丹 野牡丹

3 植物 草　本 Umbelliferae 繖形科 C entella asiatica 雷公根 雷公根

4 植物 藤　本 Arecaceae  棕櫚科
Calamus

quiquesetinervius
黃藤 黃藤 ○

台中大坑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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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 灌　木 Urticaceae  蕁麻科 Boehmeria densiflora 密花苧麻 密花苧麻

2 植物 灌　木 Urticaceae  蕁麻科 Boehmeria wattersii 長葉苧麻 長葉苧麻 ○

3 植物 灌　木 Verbenaceae 
馬鞭草

科

Clerodendrum

kaempferi
龍船花 龍船花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南部、印

度、越南、泰國、馬來西亞; 沒

有入侵性

4 植物 灌　木 Verbenaceae
馬鞭草

科

Callicarpa formosana

formosana
杜虹花 杜虹花 ○

5 植物 灌　木 Moraceae  桑科 Ficus erecta

beecheyana
牛奶榕 牛奶榕

6 植物 灌　木 Leeaceae  火筒樹 Leea guineensis 火筒樹 火筒樹

7 植物 藤　本 Piperaceae 胡椒科 Piper kadsura 風藤 風藤

8 植物 藤　本 Fabaceae 豆科 Mucuna macrocarpa 血藤 血藤

9 植物 藤　本 Liliaceae  百合科
Asparagus

cochinchinensis
天門冬 天門冬

10 植物 喬　木 Malvaceae  錦葵科 Hibiscus taiwanensis 山芙蓉 山芙蓉 ○

11 植物 喬　木 Urticaceae  蕁麻科 Dendrocnide

meyeniana
咬人狗 咬人狗

12 植物 喬　木 Sabiaceae  清風藤 Meliosma rhoifolia 山豬肉 山豬肉

13 植物 喬　木 Rutaceae  芸香科 Clausena excavata 過山香 過山香

14 植物 喬　木 Caprifoliaceae  忍冬科 Viburnum

odoratissimum
珊瑚樹 珊瑚樹

15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 Vernicia montana 千年桐 廣東油桐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 

16 植物 草　本 Onagraceae 柳葉菜 Ludwigia octovalvis 水丁香 水丁香

17 昆蟲 蝶　蛾 Pyralidae  螟蛾科 螟蛾

18 昆蟲 蝶　蛾 Arctiidae 燈蛾科 Asura acteola
短梯紋豔

苔蛾

短梯紋豔

苔蛾

33 昆蟲 蝶　蛾 Hydropsychidae  紋石蛾 Macrostemum sp 長角紋石 長角紋石

19 昆蟲 蝶　蛾 Pieridae  粉蝶科 Pieris canidia 緣點白粉 台灣紋白

20 昆蟲 蝶　蛾 Lymantriidae  毒蛾科 Euproctis virguncula 黑櫛黃毒 黑櫛黃毒

21 昆蟲 蝶　蛾 Limacodidae 刺蛾科 刺蛾

22 昆蟲 蝶　蛾 Geometridae 尺蛾科 Biston perclarus 黑線黃尺 黑線黃尺 ○

23 昆蟲 蝶　蛾 Geometridae  尺蛾科 Dindica wilemani 白頂峰尺 白頂峰尺

24 昆蟲 蝶　蛾 Geometridae  尺蛾科 波姬尺蛾

25 昆蟲 蜻　蛉 Euphaeidae  幽蟌科 Euphaea formosa 短腹幽蟌 短腹幽蟌 ○

26 昆蟲 蜂　蟻 Tenthredinidae 葉蜂科 葉蜂

27 昆蟲 蜂　蟻 Braconidae  小繭蜂 小繭蜂

台中霧峰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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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昆蟲 椿象、蟬 Flatidae 蛾蠟蟬 Geisha mariginellus 小青蛾蠟 小青蛾蠟

29 昆蟲 椿象、蟬 Cercopidae 沫蟬科 Okiscarta uchidae 紅紋沫蟬 紅紋沫蟬

30 昆蟲 甲　蟲 Forficulidae 蠼螋科 Anechura crinitata 多毛蠼螋 多毛蠼螋 ○

31 昆蟲 甲　蟲 Curculionoidea
象鼻蟲

總科
象鼻蟲

32 昆蟲 甲　蟲 Meloidae  地膽科 Epicauta hirticornis 豆芫青 豆芫青

34 其它 其它類群 Theridiidae  姬蛛科
Ariamnes

cylindrogaster

蚓腹寄居

姬蛛

蚓腹寄居

姬蛛

35 兩棲爬蟲 兩棲類 Rhacophoridae  樹蛙科  Buergeria japonica 日本樹蛙 日本樹蛙 IUCN:LC

36 兩棲爬蟲 兩棲類 Rhacophoridae  樹蛙科 Buergeria robusta 褐樹蛙 褐樹蛙 ○ IUCN:LC

37 兩棲爬蟲 兩棲類 Ranidae  赤蛙科 Hylarana latouchii
拉都希氏

赤蛙

拉都希氏

赤蛙
IUCN:LC

38 兩棲爬蟲 兩棲類 Dicroglossidae  叉舌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澤蛙 澤蛙 IUCN: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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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 蕨　類 Pteridaceae
鳳尾蕨

科
Pteris semipinnata

半邊羽裂

鳳尾蕨

半邊羽裂

鳳尾蕨

台中勝興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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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 灌　木 Pandanaceae  露兜樹 Pandanus

odoratissimus
露兜樹 林投

2 植物 灌　木 Verbenaceae  馬鞭草

科 

Clerodendrum

cyrtophyllum
大青 大青

3 植物 灌　木 Verbenaceae
馬鞭草

科

Callicarpa formosana

formosana
杜虹花 杜虹花 ○

4 植物 灌　木 Theaceae  茶科  Camellia sinensis 茶樹 油茶

5 植物 灌　木 Theaceae  茶科  柃木

6 植物 灌　木 Rubiaceae 茜草科 Psychotria rubra 九節木 九節木

7 植物 灌　木 Pittosporaceae  海桐科  Pittosporum tobira 海桐 海桐

8 植物 灌　木 Solanaceae  茄科  Solanum torvum 萬桃花水 萬桃花 外來種，原生於加勒比 

9 植物 灌　木 Rutaceae  芸香科  Murraya paniculata 月橘 月橘

10 植物 灌　木 Caprifoliaceae 忍冬科 Viburnum luzonicum 呂宋莢蒾 呂宋莢迷

11 植物 灌　木 Symplocaceae  灰木科 Symplocos chinensis 灰木 灰木

12 植物 灌　木 Aquifoliaceae 冬青科 Ilex asprella 燈稱花 燈秤花

13 植物 灌　木 Oleaceae  木犀科  Ligustrum sinense 小實女貞 小實女貞

14 植物 灌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Vernicia montana 千年桐 千年桐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 

15 植物 藤　本 Vitaceae  葡萄科 Tetrastigma

formosanum
三葉崖爬 三葉崖爬 ○

16 植物 藤　本 Compositae 菊科 Mikania micrantha
小花蔓澤

蘭

小花蔓澤

蘭

入侵種，原生於中南美洲; 具有

入侵性

17 植物 藤　本 Aristolochiaceae  馬兜鈴 馬兜鈴

18 植物 藤　本 Rubiaceae 茜草科
Mussaenda

taihokuensis Masam

台北玉葉

金花

台北玉葉

金花

19 植物 藤　本 Solanaceae  茄科  Solanum

seaforthianum
星茄 懸星花 外來種，原生於歐洲; 沒有入侵

20 植物 藤　本 Rutaceae 芸香科 Zanthoxylum nitidum 雙面刺 雙面刺

21 植物 藤　本 Fabaceae  豆科  Callerya reticulata 老荊藤 老荊藤

22 植物 藤　本 Apocynaceae  夾竹桃 Urceola rosea 酸藤 酸藤

23 植物 藤　本 Apocynaceae  夾竹桃 Anodendron affine 小錦蘭 小錦蘭

24 植物 藤　本 Apocynaceae 
夾竹桃

科

T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
絡石 絡石

25 植物 藤　本 Oleaceae  木犀科 Jasminum nervosum 山素英 山素英

26 植物 藤　本 Araliaceae  五加科 
Eleutherococcus

trifoliatus trifoliatus
三葉五加 三葉五加

27 植物 藤　本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Mallotus repandus 扛香藤 扛香藤

新竹十八尖山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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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植物 蕨　類 Gleicheniaceae 裏白科 Dicranopteris linearis 芒萁 芒萁

29 植物 蕨　類 Schizaeaceae 莎草蕨 Lygodium japonicum 海金沙 海金沙 入侵種

30 植物 蕨　類 Cyatheaceae  桫欏科  Cyathea lepifera 筆筒樹 筆筒樹
CITES附

錄II

31 植物 喬　木 Lauraceae  樟科 Litsea hypophaea 黃肉樹 小梗木薑 ○

32 植物 喬　木 Lauraceae  樟科 Machilus zuihoensis 香楠 香楠 ○

33 植物 喬　木 Anacardiaceae  漆樹科 Rhus succedanea 木臘樹 山漆

34 植物 喬　木 Meliaceae  楝科 Melia azedarach 楝 苦楝

35 植物 喬　木 Boraginaceae  紫草科 Cordia dichotoma 破布子 破布子
外來種，原生於希臘、土耳其;

沒有入侵性

36 植物 喬　木 Sapindaceae
無患子

科
Dimocarpus longan 龍眼 龍眼

入侵種，原生於中國廣東、福

建、長江以南各省; 具有入侵性

37 植物 喬　木 Rubiaceae  茜草科  Randia spinosa 對面花 對面花

38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構樹 構樹

39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Ficus erecta

beecheyana
牛奶榕 牛奶榕

40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Morus australis 小桑樹 小葉桑

41 植物 喬　木 Myrtaceae  桃金孃 Syzygium tripinnatum 大花赤楠 蒲桃 2012:NT

42 植物 喬　木 Rutaceae  芸香科  Glycosmis citrifolia 石苓舅 石苓舅

43 植物 喬　木 Fabaceae  豆科  Bauhinia × blakeana 豔紫荊 豔紫荊 外來種

44 植物 喬　木 Fabaceae 豆科 Acacia confusa 相思樹 相思樹

45 植物 喬　木 Styracaceae  安息香 Styrax matsumuraei 台灣野茉 台灣野茉 ○ 2012:VU

46 植物 喬　木 Scrophulariaceae  玄參科  Paulownia × 

taiwaniana
台灣泡桐 台灣泡桐

47 植物 喬　木 Magnoliaceae  木蘭科  Michelia alba 白玉蘭 玉蘭花 外來種，原產南亞

48 植物 喬　木 Bombacaceae 木棉科 Pachira macrocarpa 馬拉巴栗 馬拉巴栗
外來種，原生於墨西哥; 沒有入

侵性

49 植物 喬　木 Araliaceae  五加科  Schefflera octophylla 鵝掌柴 鵝掌柴

50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Mallotus japonicus 野桐 野桐

51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Bischofia javanica 茄冬 茄苳

52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Macaranga tanarius 血桐 血桐

53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Mallotus paniculatus 白匏子 白匏子

54 植物 喬　木 Lythraceae 千屈菜

科

Lagerstroemia

subcostata
九芎 九芎

55 植物 草　本  Rosaceae 薔薇科 Duchesnea indica 蛇莓 蛇莓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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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植物 草　本 Zingiberaceae 薑科 Alpinia zerumbet 月桃 月桃

57 植物 草　本 Iridaceae 鳶尾科 Neomarica northiana 馬蝶花 巴西鳶尾 外來種，原生於巴西

58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Emilia praetermissa 粉黃纓絨 粉黃纓絨

59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Elephantopus mollis 地膽草 地膽草 外來種，原生於美洲熱帶區

60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Emilia sonchifolia

javanica
紫背草 紫背草

61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Calyptocarpus vialis 金腰箭舅 金腰箭舅 外來種，原生於北美 

62 植物 草　本 Primulaceae  報春花 Lysimachia remota 蓬萊珍珠 蓬萊珍珠

63 植物 草　本  Liliaceae 百合科 Dianella ensifolia 桔梗蘭 桔梗蘭

64 植物 草　本 Caryophyllaceae 石竹科 Drymaria diandra 荷蓮豆草 菁芳草 外來種，原生於美洲熱帶區

65 植物 草　本 Ranunculaceae 毛茛科 Ranunculus sieboldii 揚子毛茛 禺毛茛

66 植物 草　本 Araceae 天南星 Alocasia odora 姑婆芋 姑婆芋

67 昆蟲 蝶　蛾 Nymphalidae  蛺蝶科 
Polygonia c-aureum

lunulata
黃鉤蛺蝶 黃蛺蝶

68 昆蟲 蝶　蛾 Lycaenidae  灰蝶科 
Heliophorus ila

matsumurae
紫日灰蝶

紅邊黃小

灰蝶

69 昆蟲 蜻　蛉 Corydalidae  魚蛉科 
Neochauliodes

meridionalis
櫛角魚蛉 斑石蛉

70 昆蟲 椿象、蟬 Tessaratomidae  荔蝽科  Tessaratoma papillosa 荔蝽 荔枝椿象

71 其它 其它類群 Nephilidae 絡新婦 Nephila pilipes 人面蜘蛛 人面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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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 喬　木 Pandanaceae  露兜樹 Pandanus

odoratissimus
露兜樹 林投

2 植物 喬　木 Malvaceae  錦葵科  Hibiscus tiliaceus 黃槿 黃槿

3 植物 喬　木 Meliaceae  楝科 Melia azedarach 楝 苦楝

4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Ficus microcarpa 榕樹 榕樹

5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桑樹

6 植物 喬　木 Fabaceae  豆科  Millettia pinnata 水黃皮 水黃皮

7 植物 喬　木 Fabaceae 豆科 Acacia confusa 相思樹 相思樹

8 植物 喬　木 Casuarinaceae 木麻黃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L
木麻黃 木麻黃

9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Triadica sebifera 烏臼 烏臼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

10 植物 草　本 Solanaceae   茄科 Solanum nigrum 龍葵 龍葵

11 植物 草　本 Plantaginaceae 車前科 Plantago asiatica 車前草 車前草

12 昆蟲 甲　蟲 Lampyridae  螢科 螢火蟲

13 其它 其它類群 Terebellidae  蟄龍介 Amphitrite lobocephala 襟首葉蟄 襟首葉蟄

14 其它 其它類群  Serpulidae 龍介蟲 纓鰓蟲

15 其它 其它類群 Asterinidae  海燕科  Asterina coronata 花冠海燕 花冠海燕

16 其它 其它類群 Actiniaria 海葵目 海葵

17 其它 其它類群 Rhodophyta 紅藻門 紅藻門

18 其它 其它類群 Corallinaceae 
珊瑚藻

科

無節珊瑚

藻綠藻

19 其它 其它類群 Corallinaceae  珊瑚藻 無節珊瑚

20 其它 其它類群 Phyllophoraceae 
育葉藻

科 

Ahnfeltiopsis

flabelliformis

扇形叉枝

藻

扇形叉枝

藻

21 其它 其它類群 Asterinidae 有瓣目  海星

22 其它 其它類群 Ulvaceae  石蓴科  Ulva lactuca 石蓴 石蓴

23 其它 其它類群 海蟲1

24 其它 其它類群
透明絲狀

藻類

25 水生生物 蝦　蟹 Cypraeidae  寶螺科  阿拉伯寶

26 水生生物 蝦　蟹 Porcellanidae  瓷蟹科 岩瓷蟹

27 水生生物 蝦　蟹 Portunidae  梭子蟹 Thalamita danae 達氏短槳 達氏短槳

28 水生生物 蝦　蟹 Portunidae  梭子蟹 Thalamita crenata 鈍齒短槳 鈍齒短槳

29 水生生物 蝦　蟹 Portunidae  梭子蟹 Charybdis lucifera 晶瑩蟳 晶瑩蟳

桃園新屋藻礁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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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水生生物 蝦　蟹 Paguroidea
寄居蟹

總科
寄居蟹

31 水生生物 蝦　蟹 Xanthidae  扇蟹科  Atergatis integerrimus 正直愛潔 正直愛潔

32 水生生物 蝦　蟹 Eriphiidae  酋婦蟹 Eriphia smithii 司氏酋婦 兇猛酋婦

33 水生生物 蝦　蟹 Palaemonidae 
長臂蝦

科 
Palaemon pacificius

太平洋長

臂蝦

34 水生生物 蝦　蟹 Palaemonidae  長臂蝦 長腳蝦

35 水生生物 蝦　蟹 Ocypodidae  沙蟹科  Uca lactea 乳白招潮 清白招潮

36 水生生物 魚　類 Anguillidae  鰻鱺科 鰻魚苗

37 水生生物 魚　類 Gobiidae  鰕虎科 
Schismatogobius

ampluvinculus

寬帶裂身

鰕虎

寬帶裸身

蝦虎
2012:NT

38 水生生物 魚　類 Gobiidae  鰕虎科  裸身蝦虎

39 水生生物 魚　類 Siluridae  鯰科  Silurus asotus 鯰魚 鯰魚

40 水生生物 魚　類 Muraenidae  鯙科 
Gymnothorax

favagineus

大斑裸胸

鯙

大斑裸胸

鯙

41 水生生物 魚　類 Mugilidae  鯔科 豆仔魚

42 水生生物 魚　類 Scorpaenidae  鮋科  Scorpaenopsis cirrosa 鬚擬鮋 鬼石狗公

43 水生生物 魚　類 Tetraodontiforme 魨形目 河豚 河豚

44 水生生物 魚　類 魚苗

45 水生生物 軟體動物 Trochidae  鐘螺科  Monodonta labio labio 草蓆鐘螺 草蓆鐘螺

46 水生生物 軟體動物 Turbinidae  蠑螺科  Lunella coronata 珠螺 珠螺

47 水生生物 軟體動物 Cypraeidae  寶螺科  Cypraea arabica 阿拉伯寶 阿拉伯寶

48 水生生物 軟體動物 Cypraeidae  寶螺科  Cypraea eglantina 花枕寶螺 花枕寶螺

49 水生生物 軟體動物 Mitridae  筆螺科 筆螺

50 水生生物 軟體動物 Patellidae  笠螺科 笠螺

51 水生生物 軟體動物 Muricidae  骨螺科  Thais clavigera 蚵岩螺 蚵岩螺

52 水生生物 軟體動物 Muricidae  骨螺科  Mancinella mancinella 金絲岩螺 金絲岩螺

53 水生生物 軟體動物 Potamididae  海蜷螺 Batillaria sordida 黑瘤海蜷 黑瘤海蜷

54 水生生物 軟體動物 Potamididae 
海蜷螺

科 

Cerithidea cingulata

cingulata
栓海蜷 栓海捲螺

55 水生生物 軟體動物 海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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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 灌　木 Rosaceae  薔薇科 懸鉤子

2 植物 灌　木 Urticaceae  蕁麻科  Oreocnide pedunculata 長梗紫蔴 長梗紫蔴

3 植物 灌　木  Urticaceae   蕁麻科 Boehmeria nivea 苧麻 苧麻 外來種 

4 植物 灌　木 Solanaceae 茄科 Brugmansia suaveolens 大花曼陀 大花曼陀 外來種，原生於巴西; 沒有入侵

5 植物 灌　木 Chloranthaceae 金粟蘭 Sarcandra glabra 草珊瑚 紅果金粟

6 植物 灌　木 Rutaceae  芸香科  Glycosmis citrifolia 石苓舅 石苓舅

7 植物 灌　木 Araliaceae 五加科 Tetrapanax papyriferus 通脫木 蓪草

8 植物 藤　本 Smilacaceae  菝葜科 Smilax china 菝葜  菝葜

9 植物 藤　本 Amaranthaceae  莧科 
Achyranthes aspera

rubro-fusca
臺灣牛膝 紫莖牛膝

10 植物 藤　本 Moraceae  桑科  Ficus pumila pumila 薜荔  薜荔  ○

11 植物 藤　本 Piperaceae 胡椒科 Piper kadsura 風藤 風藤

12 植物 藤　本  Menispermaceae   防己科
Stephania japonica

japonica
千金藤 千金藤

13 植物 藤　本 Fabaceae 豆科 Pueraria montana 山葛 葛藤

14 植物 藤　本 Ranunculaceae 毛茛科 Clematis grata 串鼻龍 串鼻龍

15 植物 蕨　類 Marattiaceae
觀音座

蓮舅科
Angiopteris lygodiifolia 觀音座蓮 觀音座蓮

16 植物 蕨　類 Oleandraceae 蓧蕨科 Nephrolepis cordifolia 腎蕨 腎蕨

17 植物 蕨　類 Pteridaceae
鳳尾蕨

科
Pteris semipinnata

半邊羽裂

鳳尾蕨

半邊羽裂

鳳尾蕨

18 植物 蕨　類 Gleicheniaceae 裏白科 Dicranopteris linearis 芒萁 芒萁

19 植物 蕨　類  Blechnaceae 烏毛蕨 Blechnum orientale 烏毛蕨 烏毛蕨

20 植物 蕨　類 Polypodiaceae  水龍骨 Microsorum pteropus 三叉葉星 三叉葉星

21 植物 蕨　類 Polypodiaceae 
水龍骨

科

Lemmaphyllum

microphyllum
 抱樹蕨 伏石蕨

22 植物 喬　木 Lauraceae 樟科 Machilus thunbergii 豬腳楠 豬腳楠

23 植物 喬　木 Lauraceae  樟科 Litsea hypophaea 黃肉樹 小梗木薑 ○

24 植物 喬　木 Theaceae  茶科  Camellia sinensis 茶樹 油茶 外來種，由福建引入; 沒有入侵

25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構樹 構樹

26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桑..

桃園小粗坑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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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植物 喬　木 Fabaceae 豆科 Acacia confusa 相思樹 相思樹

28 植物 喬　木 Apocynaceae
夾竹桃

科
Plumeria rubra 雞蛋花 緬梔

外來種，原生於熱帶美洲及西

印度群島; 沒有入侵性

29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Bridelia balansae 刺杜密 刺杜密

30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 Vernicia montana 千年桐 廣東油桐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 

31 植物 草　本 Umbelliferae   繖形科 Oenanthe javanica 水芹菜 水芹菜

32 植物 草　本 Malvaceae  錦葵科  Sida rhombifolia 金午時花 金午時花

33 植物 草　本 Urticaceae  蕁麻科 
Elatostema lineolatum

majus
冷清草 冷清草

34 植物 草　本  Urticaceae 蕁麻科 Pilea microphylla
小葉冷水

麻

小葉冷水

麻

外來種，原生於熱帶美洲; 沒有

入侵性

35 植物 草　本 Polygonaceae   蓼科 Rumex crispus

japonicus
羊蹄 羊蹄 外來種

36 植物 草　本 Polygonaceae   蓼科 Polygonum coriarium 百花蓼 百花蓼

37 植物 草　本 Polygonaceae   蓼科 Polygonum chinense 火炭母草 火炭母草

38 植物 草　本 Nymphaeaceae 睡蓮科 Nuphar pumila 台灣萍蓬 台灣萍蓬 ○ 2012:CR

39 植物 草　本 Vitaceae 葡萄科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hancei

漢氏山葡

萄

漢氏山葡

萄

40 植物 草　本 Basellaceae  落葵科 Anredera cordifolia 洋落葵 川七
入侵種，原生於美洲熱帶地區;

具有入侵性

41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Ambrosia artemisiifolia 豬草 豬草
入侵種，原生於北美洲; 具有入

侵性 

42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Ageratum

houstonianum
紫花藿香 紫花霍香

43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Conyza sumatrensis 野茼蒿 野塘蒿
入侵種，原生於南美洲; 具有入

侵性

44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Galinsoga

quadriradiata

粗毛小米

菊

粗毛小米

菊

入侵種，原生於熱帶美洲; 具有

入侵性

45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Youngia japonica

japonica
黃鵪菜 黃鵪菜

46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昭和草 昭和草

入侵種，原生於熱帶南美洲; 具

有入侵性

47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Bidens pilosa radiata 大花咸豐 大花咸豐 入侵種

48 植物 草　本 Fumariaceae  紫菫科  Corydalis pallida 黃菫 黃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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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植物 草　本  Amaranthaceae   莧科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長梗滿天

星

長梗滿天

星

入侵種，原生於中美洲; 具有入

侵性 

50 植物 草　本  Moraceae 桑科 Humulus scandens 葎草 葎草

51 植物 草　本  Labiatae 唇形科 Clinopodium gracile 塔花 塔花

52 植物 草　本 Solanaceae  茄科 
Solanum

pseudocapsicum
珊瑚櫻 玉珊瑚

外來種，原生於熱帶美洲; 沒有

入侵性 

53 植物 草　本 Solanaceae   茄科 Solanum nigrum 龍葵 龍葵

54 植物 草　本 Musaceae  芭蕉科 芭蕉

55 植物 草　本 Plantaginaceae  車前科  Plantago major 大車前草 大車前草

56 植物 草　本 Plantaginaceae 車前科 Plantago asiatica 車前草 車前草

57 植物 草　本 Poaceae  禾本科  Bambusa multiplex 蓬萊竹 觀音竹

58 植物 草　本 Poaceae  禾本科  Poa annua 早熟禾 早熟禾

59 植物 草　本 Poaceae 禾本科 Setaria palmifolia 棕葉狗尾 颱風草 外來種，原生於舊世界熱帶

60 植物 草　本 Poaceae  禾本科 Phyllostachys makinoi 桂竹 桂竹
外來種，原生於福建跟臺灣; 沒

有入侵性

61 植物 草　本 Ranunculaceae 毛茛科 Ranunculus sieboldii 揚子毛茛 禺毛茛

62 植物 草　本 Araceae  天南星 Acorus gramineus 石菖蒲 石菖蒲 2012:DD

63 植物 草　本 Araceae  天南星 蔓綠絨 蔓綠絨 外來種，原生於熱帶美洲

64 植物 草　本 Araceae 天南星 Alocasia odora 姑婆芋 姑婆芋

65 植物 草　本 Lythraceae
千屈菜

科
Cuphea hyssopifolia

細葉雪茄

花

細葉雪茄

花

外來種，原生於墨西哥、瓜地

馬拉; 沒有入侵性

66 植物 草　本 Brassicaceae  十字花 Barbarea orthoceras 山芥菜 山芥菜

67 鳥類 陸　鳥 Megalaimidae 鬚鴷科 Megalaima nuchalis 五色鳥 五色鳥 ○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68 昆蟲
蠅、蚊、

虻
Calliphoridae 麗蠅科 麗蠅

69 昆蟲
螳螂、蟑

螂
Mantidae 螳螂科 螵蛸

70 昆蟲 蝶　蛾  Callidulidae   錨紋蛾 Callidula attenuata 帶錨紋蛾 帶錨紋蛾

71 昆蟲
蝗蟲、蟋

蟀
Tettigoniidae 螽蟴科 螽蟖

72 昆蟲 蜂　蟻 Formicidae  蟻科 舉尾蟻

73 昆蟲 甲　蟲 Chrysomelidae  金花蟲 金花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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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其它 其它類群 Tetragnathidae  長腳蛛 Leucauge decorata 銀腹蜘蛛 銀腹蜘蛛

75 兩棲爬蟲 兩棲類  Rhacophoridae   樹蛙科 Kurixalus idiootocus 面天樹蛙 面天樹蛙 ○ IUCN:LC

76 兩棲爬蟲 兩棲類  Ranidae   赤蛙科 Odorrana swinhoana
斯文豪氏

赤蛙

斯文豪氏

赤蛙
○ IUCN: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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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 灌　木 Rosaceae 薔薇科 Rubus rosifolius 刺莓 刺莓

2 植物 灌　木 Verbenaceae
馬鞭草

科

Callicarpa formosana

formosana
杜虹花 杜虹花 ○

3 植物 灌　木 Styracaceae
安息香

科
Styrax formosana

formosana
烏皮九芎 烏皮九芎 ○

4 植物 喬　木 Ebenaceae 柿樹科 Diospyros japonica 山柿 山柿

5 鳥類 猛　禽 Accipitridae 鷹科 
Accipiter trivirgatus

formosae
鳳頭蒼鷹 鳳頭蒼鷹 ○ II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6 昆蟲 蝶　蛾 Saturniidae  天蠶蛾 Antheraea formosana 紅目天蠶 紅目天蠶 ○

7 兩棲爬蟲 兩棲類 Rhacophoridae
 

樹蛙科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斑腿樹蛙 斑腿樹蛙 IUCN:LC 入侵種

桃園福頭山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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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 灌　木 Meliaceae  楝科  Aglaia odorata 樹蘭 樹蘭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南部; 沒有

入侵性

2 植物 灌　木 Solanaceae 茄科 Brugmansia suaveolens 大花曼陀

羅

大花曼陀

羅

外來種，原生於巴西; 沒有入侵

性 3 植物 蕨　類 Cyatheaceae  桫欏科  Cyathea podophylla 鬼桫欏 鬼桫蘿

4 植物 喬　木 Lauraceae 樟科 Machilus thunbergii 豬腳楠 豬腳楠

5 植物 喬　木 Lauraceae 樟科 Cinnamomum

camphora
樟樹 樟樹

6 植物 喬　木 Lauraceae  樟科 木薑子

7 植物 喬　木 Cupressaceae  柏科 
Calocedrus macrolepis

formosana
台灣肖楠 台灣肖楠 ○ 2012:VU

8 植物 喬　木 Fabaceae 豆科 Acacia confusa 相思樹 相思樹

9 植物 喬　木 Magnoliaceae 木蘭科 Michelia figo 含笑花 含笑花

10 植物 喬　木 Oleaceae 木犀科 Osmanthus fragrans 桂花 桂花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大部分地

區; 沒有入侵性

11 植物 喬　木 Araliaceae 五加科 Schefflera octophylla 鵝掌柴 江某

12 植物 草　本 Zingiberaceae 薑科 Alpinia uraiensis 烏來月桃 烏來月桃 ○

13 植物 草　本 Iridaceae 鳶尾科 Neomarica northiana 馬蝶花 巴西鳶尾 外來種，原生於巴西

14 植物 草　本 Arecaceae 棕櫚科 Arenga engleri 山棕 山棕

15 植物 草　本 Melastomataceae  野牡丹 Blastus cochinchinensis 柏拉木 柏拉木

16 鳥類 陸　鳥 Megalaimidae 鬚鴷科 Megalaima nuchalis 五色鳥 五色鳥 ○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17 鳥類 陸　鳥 Pycnonotidae 鵯科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nigerrimus
紅嘴黑鵯 紅嘴黑鵯 ○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18 鳥類 陸　鳥 Corvidae 鴉科 Urocissa caerulea 台灣藍鵲 台灣藍鵲 ○ III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19 昆蟲 蝶　蛾 Arctiidae  燈蛾科 Lemyra imparillis 暗點燈娥 暗點燈娥

20 昆蟲 蝶　蛾 Arctiidae  燈蛾科 Amata perixanthia 黃腹鹿子 黃腹鹿子

21 昆蟲 蝶　蛾  Nymphalidae 蛺蝶科
Cyrestis thyodamas

formosana
石牆蝶 石牆蝶

22 昆蟲 蝶　蛾 Geometridae  尺蛾科  青尺蠖蛾

23 昆蟲 蜂　蟻 Vespidae  胡蜂科 
Polistes (Gyrostoma) 

gigas

巨紅長腳

蜂
棕長腳蜂

24 昆蟲 椿象、蟬 Tessaratomidae  荔蝽科  Tessaratoma papillosa 荔蝽 荔枝椿象

25 昆蟲 椿象、蟬 Largidae  大紅蝽

科

Physopelta gutta gutta 突背斑紅

蝽
大星椿象

26 其它 其它類群 Nephilidae 絡新婦 Nephila pilipes 人面蜘蛛 人面蜘蛛

台北獅頭山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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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 灌　木 Myoporaceae   苦藍盤 Myoporum bontioides 苦藍盤 苦藍盤 2012:EN

2 植物 草　本  Onagraceae   柳葉菜 Oenothera biennis 月見草 月見草 外來種,原生於北美

3 鳥類 水　鳥 Ardeidae   鷺科
Egretta garzetta

garzetta
小白鷺 小白鷺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台灣分布

普遍

4 鳥類 水　鳥 Ardeidae   鷺科 Ardea alba modesta 大白鷺 大白鷺 冬候鳥，台灣分布普遍

5 鳥類 水　鳥 Threskiornithidae  鹮科 
Threskiornis

aethiopicus aethiopicus
埃及聖鹮 埃及聖鹮

入侵種，為引進種，台灣分布

不普遍 

6 鳥類 水　鳥 Charadriidae  鴴科 
Charadrius dubius

curonicus
小環頸鴴 小環頸鴴 IUCN:LC 屬於台灣冬候鳥/留鳥

7 水生生物 蝦　蟹 Mictyridae   和尚蟹 Mictyris brevidactylus 短指和尚 和尚蟹

8 水生生物 蝦　蟹 Ocypodidae  沙蟹科  Scopimera bitympana 雙扇股窗 雙扇股窗蟹

9 水生生物 蝦　蟹 Ocypodidae  沙蟹科  Macrophthalmus

banzai
萬歲大眼 萬歲大眼蟹

10 水生生物 蝦　蟹 Ocypodidae  沙蟹科  Uca lactea 乳白招潮 清白招潮蟹

11 水生生物 蝦　蟹 Ocypodidae  沙蟹科  Ilyoplax formosensis 台灣泥蟹 台灣泥蟹 ○

12 水生生物 蝦　蟹 Ocypodidae  沙蟹科  Uca borealis
北方招潮

蟹

北方呼喚招

潮蟹

13 水生生物 蝦　蟹 Ocypodidae  沙蟹科  Ocypode sinensis 中華沙蟹 中華沙蟹

14 水生生物 蝦　蟹 Gecarcinidae  地蟹科  Cardisoma carnifex 兇狠圓軸 凶狠圓軸蟹

15 水生生物 蝦　蟹 Grapsidae  方蟹科  Parasesarma plicatum
褶痕擬相

手蟹

褶痕擬相手

蟹

台北挖子尾溼地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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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 灌　木 Urticaceae  蕁麻科  Oreocnide pedunculata 長梗紫蔴 長梗紫蔴

2 植物 灌　木 Urticaceae  蕁麻科 Boehmeria densiflora 密花苧麻 密花苧麻

3 植物 灌　木 Urticaceae 蕁麻科 Boehmeria nivea 青苧麻 青苧麻

4 植物 灌　木 Moraceae 桑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構樹 構樹

5 植物 灌　木 Moraceae 桑科 Morus australis 小桑樹 小葉桑

6 植物 灌　木  Saxifragaceae   虎耳草 Hydrangea chinensis 華八仙 華八仙

7 植物 藤　本 Asclepiadaceae 蘿藦科 Hoya carnosa 毬蘭 毬蘭 ○

8 植物 藤　本 Dioscoreaceae  薯蕷科  Dioscorea collettii 華南薯蕷 華南薯蕷

9 植物 藤　本 Smilacaceae  菝葜科  Heterosmilax japonica 平柄拔契 平柄拔契

10 植物 藤　本  Rubiaceae   茜草科 Uncaria hirsuta 台灣鉤藤 台灣鉤藤

11 植物 藤　本 Moraceae  桑科  Ficus pumila pumila 薜荔  薜荔

12 植物 藤　本  Moraceae   桑科
Ficus sarmentosa

nipponica
珍珠蓮 珍珠蓮

13 植物 藤　本 Piperaceae 胡椒科 Piper kadsura 風藤 風藤

14 植物 藤　本 Fabaceae 豆科 Mucuna macrocarpa 血藤 血藤

15 植物 藤　本  Schisandraceae   五味子 Kadsura japonica 南五味子 南五味子

16 植物 蕨　類 Aspleniaceae 鐵角蕨 Asplenium antiquum 山蘇花 山蘇花

17 植物 蕨　類 Oleandraceae 蓧蕨科 Nephrolepis cordifolia 腎蕨 腎蕨

18 植物 蕨　類 Pteridaceae 鳳尾蕨 Pteris dispar 天草鳳尾 天草鳳尾

19 植物 蕨　類 Vittariaceae  書帶蕨 Vittaria zosterifolia 垂葉書帶 垂葉書帶

20 植物 蕨　類  Vittariaceae   書帶蕨 Vittaria zosterifolia 垂葉書帶 垂葉書帶

21 植物 蕨　類 Polypodiaceae  水龍骨 Aglaomorpha coronans 崖薑蕨 崖薑蕨

22 植物 蕨　類 Polypodiaceae 
水龍骨

科

Lemmaphyllum

microphyllum
 抱樹蕨 伏石蕨

23 植物 喬　木 Lauraceae  樟科 Machilus zuihoensis 香楠 香楠 ○

24 植物 喬　木  Lauraceae   樟科
Machilus japonica

kusanoi
大葉楠 大葉楠 ○

25 植物 喬　木 Bignoniaceae   紫葳科 Radermachia sinica 山菜豆 山菜豆

26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Ficus nervosa 九重吹 九丁榕

27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Ficus erecta

beecheyana
牛奶榕 牛奶榕

28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Ficus fistulosa 水同木 水同木

29 植物 喬　木 Staphyleaceae  省沽油 Turpinia formosana 山香圓 山香圓 ○

台北烏來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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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Mallotus paniculatus 白匏子 白匏子

31 植物 喬　木  Flacourtiaceae
大風子

科

Homalium

cochinchinensis
天料木 天料木 2012:NT

32 植物 草　本 Zingiberaceae 薑科 Alpinia uraiensis 烏來月桃 烏來月桃 ○

33 植物 草　本 Commelinaceae 
鴨跖草

科 

Rhopalephora

scaberrima

毛果竹葉

菜

毛果竹葉

菜

34 植物 草　本  Urticaceae   蕁麻科 Pellionia radicans 赤車使者 赤車使者

35 植物 草　本 Oxalidaceae
酢漿草

科
Oxalis corymbosa

紫花酢漿

草

紫花酢漿

草

外來種,原生於爪哇、 馬來; 沒

有入侵性

36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Ageratum

houstonianum
紫花藿香 紫花霍香

37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Dichrocephala

integrifolia
茯苓菜 茯苓菜

38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Eupatorium

clematideum

clematideum

田代氏澤

蘭

田代氏澤

蘭
○

39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Bidens pilosa radiata 大花咸豐 大花咸豐 入侵種

40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Ixeridium laevigatum 刀傷草 刀傷草

41 植物 草　本  Labiatae 唇形科 Clinopodium gracile 塔花 塔花

42 植物 草　本  Solanaceae   茄科 Lycianthes biflora 雙花龍葵 雙花龍葵

43 植物 草　本  Solanaceae   茄科 Solanum capsicoides 刺茄 刺茄 外來種，原生於巴西 

44 植物 草　本  Piperaceae   胡椒科 Peperomia blanda 椒草 椒草

45 植物 草　本 Begoniaceae 
秋海棠

科
Begonia formosana 水鴨腳

水鴨腳秋

海棠

46 植物 草　本 Chloranthaceae  金粟蘭 Chloranthus oldhamii 臺灣及己 四葉蓮

47 植物 草　本  Chloranthaceae 金粟蘭 Chloranthus oldhamii 台灣及己 台灣及己

48 植物 草　本 Plantaginaceae 車前科 Plantago asiatica 車前草 車前草

49 植物 草　本 Liliaceae  百合科  Disporum taiwanense 紅花寶鐸 紅花寶鐸 ○

50 植物 草　本 Scrophulariaceae 玄參科 Mazus pumilus 通泉草 通泉草

51 植物 草　本  Acanthaceae   爵床科
Lepidagathis

formosensis

台灣鱗球

花

台灣鱗球

花

52 植物 草　本  Commelinaceae   鴨跖草 Amischotolype hispida 中國穿鞘 中國穿鞘

53 昆蟲 蝶　蛾  Callidulidae   錨紋蛾 Callidula attenuata 帶錨紋蛾 帶錨紋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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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昆蟲 蝶　蛾  Nymphalidae   蛺蝶科
Symbrenthia hypselis

scatinia

姬黃三線

蝶

姬黃三線

蝶

55 昆蟲 蜻　蛉
Megapodagrionid

ae 
蹣蟌科 

Rhipidolestes aculeatus

aculeatus
芽痣蹣蟌 芽痣蹣蟌

56 昆蟲 甲　蟲 Lampyridae   螢科 Lucidina vitalisi 南華鋸角 南華鋸角

57 昆蟲 甲　蟲  Lampyridae   螢科 Luciola anceyi 大端黑螢 大端黑螢

58 昆蟲 甲　蟲  Attelabidae  
捲葉象

鼻蟲科

Paratrachelophorus

nodicornis

棕長頸捲

葉象鼻蟲

棕長頸捲

葉象鼻蟲
○

59 昆蟲 甲　蟲 Chrysomelidae  金花蟲 Dactylispa higoniae 褐斑鐵甲 褐胸鐵甲

60 昆蟲 甲　蟲 Chrysomelidae 
金花蟲

科 
Agetocera discedens

大琉璃擬

守瓜

大琉璃金

花蟲
○

61 昆蟲 甲　蟲  Chrysomelidae  
金花蟲

科
Cassida sauteri

紹德龜金

花蟲

紹德龜金

花蟲

62 昆蟲 甲　蟲  Chrysomelidae  
金花蟲

科
Hemipyxis balyi

白緣溝腳

葉蚤

白緣溝腳

葉蚤

63 昆蟲 甲　蟲 Erotylidae 大蕈蟲 擬叩頭蟲

64 昆蟲 甲　蟲  Coccinellidae   瓢蟲科 Epilachna crassimala
杜虹十星

瓢蟲

杜虹十星

瓢蟲
○

65 其它 其它類群  Salticidae   蠅虎科 Siler cupreus 藍翠蛛 藍翠蛛

66 其它 其它類群 Tetragnathidae 
長腳蛛

科 
Leucauge celebesiana

西里銀腹

蛛
大銀腹蛛

67 其它 其它類群 Tetragnathidae   長腳蛛 Leucauge decorata 尖尾銀腹 尖尾銀腹

68 兩棲爬蟲 兩棲類  Ranidae   赤蛙科 Odorrana swinhoana
斯文豪氏

赤蛙

斯文豪氏

赤蛙
○ IUCN: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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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 灌　木 Aquifoliaceae 冬青科 Ilex asprella 燈稱花 燈秤花

2 植物 灌　木  Aquifoliaceae   冬青科 Ilex maximowicziana 金平氏冬 金平氏冬

3 植物 灌　木 Araliaceae   五加科 Dendropanax dentiger 台灣樹參 台灣樹參

4 植物 藤　本 Arecaceae  棕櫚科
Calamus

quiquesetinervius
黃藤 黃藤 ○

5 植物 藤　本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Erycibe henryi
亨利氏伊

立基藤

亨利氏伊

立基藤

6 植物 蕨　類  Dipteridaceae   雙扇蕨 Dipteris conjugata 雙扇蕨 雙扇蕨

7 植物 喬　木  Betulaceae   樺木科 Alnus formosana 台灣赤楊 台灣赤楊

8 植物 喬　木  Myrsinaceae   紫金牛 Myrsine sequinii 大明橘 大明橘

9 植物 喬　木  Fagaceae   殼斗科
Cyclobalanopsis

sessilifolia
毽子櫟 毽子櫟

10 植物 喬　木 Rutaceae  芸香科 橘子樹

11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Glochidion rubrum 細葉饅頭 細葉饅頭

12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Bischofia javanica 茄冬 茄冬

13 植物 草　本  Umbelliferae   繖形科 Foeniculum vulgare 茴香 茴香
外來種，原生於地中海沿岸; 沒

有入侵性 

14 植物 草　本  Droseraceae   茅膏菜 Drosera spathulata 小毛氈苔 小毛氈苔

15 植物 草　本 Begoniaceae 
秋海棠

科
Begonia formosana 水鴨腳

水鴨腳秋

海棠

16 植物 草　本  Ericaceae   杜鵑花 Rhododendron

oldhamii
金毛杜鵑 金毛杜鵑 ○

17 鳥類 陸　鳥 Megalaimidae 鬚鴷科 Megalaima nuchalis 五色鳥 五色鳥 ○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18 鳥類 陸　鳥  Muscicapidae   鶲科 Myophonus insularis 紫嘯鶇 紫嘯鶇 ○ 屬於台灣留鳥 ，台灣分布普遍

19 鳥類 陸　鳥 Corvidae  鴉科
Dendrocitta formosae

formosae
灰樹鵲 樹鵲 ○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20 鳥類 陸　鳥 Corvidae 鴉科 Urocissa caerulea 台灣藍鵲 台灣藍鵲 ○ III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21 鳥類 猛　禽 Accipitridae  鷹科 
Ictinaetus malayensis

malayensis
林鵰 林鵰 I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稀有

22 昆蟲 蝶　蛾 Zygaenidae  斑蛾科 Rhodopsona marginata
細緣杜鵑

斑蛾

細緣杜鵑

斑蛾
○

23 昆蟲 蝶　蛾 Geometridae  尺蛾科 尺蠖

24 昆蟲 昆　蟲 Aphidoidea 蚜總科 蚜蟲

25 昆蟲 昆　蟲 Phasmida 竹節蟲 竹節蟲

台北二格山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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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昆蟲 昆　蟲 潛葉蟲

27 昆蟲 甲　蟲 Coccinellidae  瓢蟲科  Rodolia sexnotata 六斑紅瓢 六斑紅瓢

28 昆蟲 甲　蟲 Tenebrionidae 
擬步行

蟲科 
Lagria formosensis

蓬萊擬金

花蟲

大擬金花

蟲

29 其它 其它類群 Bradybaenidae   扁蝸牛 Acusta tourannensis 球蝸牛 球蝸牛

30 其它 其它類群 Araneidae  金蛛科  Neoscona adianta 線紋姬鬼 黃姬鬼蛛

31 兩棲爬蟲 蜥　蜴 Agamidae  飛蜥科 攀木蜥蜴



更新日期:103.5.25

序

號
大分類 細分類 英文科名 科名 學名 中文種名 中文俗名 特有種 保育類

相關保育

等級
物種描述

1 植物 灌　木  Urticaceae   蕁麻科 Boehmeria nivea 苧麻 苧麻 外來種 

2 植物 灌　木 Myrsinaceae
紫金牛

科
Ardisia squamulosa 春不老 春不老

外來種，原生於馬來西亞、菲

律賓、琉球; 沒有入侵性

3 植物 灌　木 Verbenaceae 馬鞭草

科

Callicarpa formosana

formosana
杜虹花 杜虹花 ○

4 植物 灌　木 Rubiaceae 茜草科 玉葉金花 玉葉金花 玉葉金花為一個屬名，台灣有6

5 植物 灌　木 Rubiaceae 茜草科
Mussaenda

taihokuensis Masam

台北玉葉

金花

台北玉葉

金花

6 植物 灌　木  Rubiaceae   茜草科 Gardenia jasminoides 山黃梔 山黃梔

7 植物 灌　木 Moraceae 桑科 Morus australis 小桑樹 小葉桑

8 植物 灌　木  Staphyleaceae   省沽油 Turpinia formosana 山香圓 山香圓 ○

9 植物 灌　木 Rutaceae  芸香科  Glycosmis citrifolia 石苓舅 石苓舅

10 植物 藤　本 Vitaceae 葡萄科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hancei

漢氏山葡

萄

漢氏山葡

萄

11 植物 藤　本 Basellaceae  落葵科 Anredera cordifolia 洋落葵 川七
入侵種，原生於美洲熱帶地區;

具有入侵性

12 植物 藤　本 Smilacaceae  菝葜科 Smilax china 菝葜  菝葜

13 植物 藤　本 Piperaceae 胡椒科 Piper kadsura 風藤 風藤

14 植物 藤　本  Menispermaceae   防己科
Stephania japonica

japonica
千金藤 千金藤

15 植物 蕨　類 Marattiaceae
觀音座

蓮舅科
Angiopteris lygodiifolia 觀音座蓮 觀音座蓮

16 植物 蕨　類 Dryopteridaceae 
鱗毛蕨

科
Diplazium dilatatum

廣葉鋸齒

雙蓋蕨

廣葉鋸齒

雙蓋蕨

17 植物 蕨　類  Dryopteridaceae   鱗毛蕨 Deparia petersenii 假蹄蓋蕨 假蹄蓋蕨

18 植物 蕨　類 Aspleniaceae  鐵角蕨 Asplenium nidus 臺灣山蘇 台灣山蘇

19 植物 蕨　類 Aspleniaceae  鐵角蕨 Asplenium antiquum 山蘇花 山蘇花

20 植物 蕨　類 Oleandraceae 蓧蕨科 Nephrolepis biserrata 長葉腎蕨 長葉腎蕨

21 植物 蕨　類 Dennstaedtiaceae 碗蕨科 Microlepia speluncae 熱帶鱗蓋 熱帶鱗蓋

22 植物 蕨　類 Dennstaedtiaceae   碗蕨科 Microlepia strigosa 粗毛鱗蓋 粗毛鱗蓋

23 植物 蕨　類 Dennstaedtiaceae  碗蕨科
Microlepia marginata

bipinnata

台北鱗蓋

蕨

台北鱗蓋

蕨

24 植物 蕨　類 Schizaeaceae 莎草蕨 Lygodium japonicum 海金沙 海金沙 入侵種

台北中強公園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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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植物 蕨　類 Thelypteridaceae   金星蕨 Cyclosorus truncatus 稀毛蕨 稀毛蕨

26 植物 蕨　類 Thelypteridaceae  金星蕨 Cyclosorus parasiticus 密毛毛蕨 密毛小毛

27 植物 蕨　類 Thelypteridaceae   金星蕨

科

Macrothelypteris

torresiana
大金星蕨

28 植物 蕨　類 Polypodiaceae 水龍骨 Colysis elliptica 橢圓線蕨 橢圓線蕨

29 植物 蕨　類 Polypodiaceae  水龍骨 Colysis wrightii 萊氏線蕨 萊氏線蕨

30 植物 蕨　類  Polypodiaceae   水龍骨 Selliguea hastata 三葉茀蕨 三葉茀蕨

31 植物 蕨　類 Polypodiaceae  水龍骨

科

Lemmaphyllum

microphyllum
 抱樹蕨 伏石蕨

32 植物 蕨　類  Aspidiaceae   三叉蕨 Ctenitis subglandulosa 肋毛蕨 肋毛蕨

33 植物 蕨　類 Selaginellaceae  卷柏科  Selaginella uncinata 翠雲草 藍地柏

34 植物 蕨　類 Polypodiaceae  水龍骨 Colysis wrightii 萊氏線蕨 萊氏線蕨

35 植物 喬　木 Fabaceae 蝶形花 Erythrina caffra Thunb 火炬刺桐

36 植物 喬　木 Ulmaceae 榆科 Celtis sinensis 朴樹 沙朴

37 植物 喬　木 Ulmaceae  榆科 榆樹

38 植物 喬　木 Sapindaceae
無患子

科
Dimocarpus longan 龍眼 龍眼

入侵種，原生於中國廣東、福

建、長江以南各省; 具有入侵性

39 植物 喬　木  Arecaceae   棕櫚科 Phoenix hanceana 臺灣海棗 臺灣海棗

40 植物 喬　木  Rubiaceae   茜草科
Lasianthus

obliquinervis

obliquinervis

雞屎樹 雞屎樹

41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構樹 構樹

42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Ficus microcarpa 榕樹 正榕

43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Ficus subpisocarpa 雀榕 雀榕

44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Ficus virgata 島榕 島榕

45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Ficus septica 大冇榕 稜果榕

46 植物 喬　木 Myrtaceae  桃金孃 Psidium guajava 番石榴 芭樂 外來種

47 植物 喬　木 Ebenaceae 柿樹科 Diospyros eriantha 軟毛柿 軟毛柿

48 植物 喬　木 Rutaceae 芸香科 Melicope

semecarpifolia
山刈葉 山刈葉

49 植物 喬　木 Fabaceae   豆科 Erythrina variegata 刺桐 刺桐

50 植物 喬　木 Araliaceae 五加科 Schefflera octophylla 鵝掌柴 江某

51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Triadica sebifera 烏臼 烏桕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

52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Bischofia javanica 茄冬 茄冬

53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Bridelia balansae 刺杜密 刺杜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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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Mallotus paniculatus 白匏子 白匏子

55 植物 草　本 Asclepiadaceae  蘿藦科 Tylophora ovata 鷗蔓 鷗蔓

56 植物 草　本 Umbelliferae 繖形科 Hydrocotyle verticillata 銅錢草

57 植物 草　本 Zingiberaceae 薑科 Hedychium coronarium 穗花山奈 野薑花
外來種，原生於地中海; 沒有入

侵性

58 植物 草　本 Zingiberaceae 薑科 Alpinia uraiensis 烏來月桃 烏來月桃 ○

59 植物 草　本  Acanthaceae   爵床科
Justicia procumbens

procumbens
爵床 爵床 ○

60 植物 草　本  Agavaceae   龍舌蘭 Cordyline terminalis 紅竹 紅竹 外來種

61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Gnaphalium

luteoalbum affine
鼠麴草 鼠麴草

62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Soliva anthemifolia 假吐金菊 假吐金菊 外來種，原生於南美洲 

63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Dichrocephala

integrifolia
茯苓菜 茯苓菜

64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Blumea riparia

megacephala

大頭艾納

香

大頭艾納

香

65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Bidens pilosa radiata 大花咸豐 大花咸豐 入侵種

66 植物 草　本 Compositae  菊科
Wedelia prostrata

prostrata
 天蓬草舅

單花蟛蜞

菊

67 植物 草　本 Arecaceae 棕櫚科 Rhapis excelsa 觀音棕竹 觀音棕竹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 沒有入侵

68 植物 草　本  Amaranthaceae   莧科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長梗滿天

星

長梗滿天

星

入侵種，原生於中美洲; 具有入

侵性 

69 植物 草　本  Labiatae   唇形科 Clinopodium chinense 風輪菜 風輪菜

70 植物 草　本 Cannaceae  美人蕉 Canna indica 美人蕉 美人蕉 外來種，原生於歐洲; 沒有入侵

71 植物 草　本 Poaceae 禾本科 Bambusa stenostachya 刺竹 刺竹

72 植物 草　本  Poaceae   禾本科 Zea mays 玉蜀黍
外來種，原生於南美洲; 沒有入

侵性

73 植物 草　本 Scrophulariaceae  玄參科 Veronica undulata 水苦蕒 水苦蕒

74 植物 草　本  Cactaceae   仙人掌 Epiphyllum oxypetalum 曇花 曇花 外來種，不確定是否有入侵性 

75 植物 草　本 Cactaceae
仙人掌

科
Hylocereus undatus

三角柱仙

人掌

76 植物 草　本 Ranunculaceae 毛茛科 Ranunculus sieboldii 揚子毛茛 禺毛茛

77 植物 草　本 Araceae 天南星 Alocasia odora 姑婆芋 姑婆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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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植物 草　本  Araceae   天南星 Typhonium blumei 土半夏 土半夏

79 植物 草　本 Araceae 天南星

科

Xanthosoma

sagittifolium
千年芋 千年芋 外來種，原生於南美洲

80 植物 草　本 Saururaceae  三白草 Houttuynia cordata 蕺菜 魚腥草 入侵種

81 植物 草　本  Arecaceae   棕櫚科
Chrysalidocarpus

lutescens
黃椰子 黃椰子

外來種，原生於馬達加斯加; 沒

有入侵性 

82 植物 草　本  Commelinaceae   鴨跖草 Amischotolype hispida 中國穿鞘 中國穿鞘

83 植物 草　本 Araceae 天南星 Dieffenbachia amoena 夏雪黛粉

84 鳥類 陸　鳥  Corvidae   鴉科 Pica pica sericea 喜鵲 喜鵲 IUCN: LC 屬於台灣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85 昆蟲
蠅、蚊、

虻
Syrphidae 

食蚜蠅

科
Episyrphus balteatus 佩帶蚜蠅

細扁食蚜

蠅

86 昆蟲
螳螂、蟑

螂
Blaberidae  匍蠊科 Opisthoplatia orientalis 東方水蠊 東方水蠊

87 昆蟲 蝶　蛾 Nymphalidae 蛺蝶科 Euploea eunice

hobsoni
圓翅紫斑 圓翅紫斑

88 昆蟲 蝶　蛾 Hesperiidae  弄蝶科 Notocrypta curvifascia 袖弄蝶 黑弄蝶

89 昆蟲 蝶　蛾  Nymphalidae   蛺蝶科
Melanitis phedima

polishana
黑樹蔭蝶 黑樹蔭蝶

90 昆蟲 蜻　蛉 Platycnemididae  琵蟌科 Copera marginipes 脛蹼琵蟌 脛蹼琵蟌

91 昆蟲 蜻　蛉 Platycnemididae  琵蟌科 環紋琵

92 昆蟲 蜻　蛉  Libellulidae   蜻蜓科 Orthetrum triangulare 鼎脈蜻蜓 鼎脈蜻蜓

93 昆蟲 椿象、蟬 Largidae  大紅蝽 Physopelta gutta gutta 大星椿象 大星椿象

94 其它 其它類群  Salticidae   蠅虎科 Phintella linea
直線黑條

蠅虎

直線黑條

蠅虎

95 其它 其它類群  Salticidae   蠅虎科 蠅虎

96 其它 其它類群 Acusta assimilis 扁蝸牛 Bradybaena similaris 扁蝸牛 扁蝸牛 入侵種

97 其它 其它類群 Tetragnathidae  長腳蛛 Leucauge decorata 銀腹蜘蛛 銀腹蜘蛛

98 其它 其它類群  Araneidae   金蛛科 Araneus ejusmodi 黃斑鬼蛛 黃斑鬼蛛

99 兩棲爬蟲 兩棲類 Microhylidae  狹口蛙 Microhyla fissipes 小雨蛙 小雨蛙 IUCN: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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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 灌　木 Cycadaceae  蘇鐵科 Cycas revoluta 蘇鐵 鐡樹
CITES附

錄II

外來種，原生於福建、廣東、

廣西; 沒有入侵性 

2 植物 蕨　類 Polypodiaceae  水龍骨

科

Lemmaphyllum

microphyllum
 抱樹蕨 伏石蕨

3 植物 喬　木 Rosaceae  薔薇科 Prunus mume 梅 梅樹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 沒有入侵

4 植物 喬　木  Ulmaceae   榆科 Ulmus parvifolia 榔榆 榔榆 2012:NT

5 植物 喬　木  Dilleniaceae  
第倫桃

科
Dillenia indica 第倫桃 第倫桃

外來種，原生於印度及馬來西

部; 沒有入侵性

6 植物 喬　木 Fabaceae 豆科 Cassia fistula 阿勃勒 阿勃勒

7 植物 喬　木 Apocynaceae 夾竹桃 Alstonia scholaris 黑板樹 黑板樹 外來種，原生於南亞

8 植物 喬　木  Apocynaceae  
夾竹桃

科
Cerbera manghas 海檬果 海檬果

外來種，原生於印度、馬來群

島、菲律賓、中國之廣東、; 沒

有入侵性 

9 植物 喬　木 Oleaceae  木犀科 Chionanthus retusus 流蘇樹 流蘇

10 植物 喬　木 Casuarinaceae 木麻黃 Casuarina nana Siebe 千頭木麻 千頭木麻

11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Bischofia javanica 茄冬 茄冬

12 植物 喬　木 Scrophulariaceae  玄參科  Paulownia kawakamii 白桐 白桐
IUCN:CR

2012:VU

13 植物 草　本  Poaceae   禾本科 Bambusa ventricosa 佛竹 葫蘆竹

14 植物 草　本  Rosaceae   薔薇科 Duchesnea indica 蛇莓 蛇莓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東亞

15 鳥類 陸    鳥 Pycnonotidae 鵯科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nigerrimus
紅嘴黑鵯 紅嘴黑鵯 ○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16 鳥類 陸    鳥 Hirundinidae  燕科 燕子

17 鳥類 水　鳥 Anatidae 鴨科  Cairina moschata 紅面番鴨

18 鳥類 水　鳥  Anatidae   雁鴨科
Anas platyrhynchos

platyrhynchos
綠頭鴨 綠頭鴨 IUCN:LC

屬於台灣冬候鳥，台灣分布不

普遍

台北南港公園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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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 灌　木 Rosaceae  薔薇科 薔薇花

2 植物 灌　木 Acanthaceae 爵床科 Ruellia bittoniana 紫花蘆莉 翠蘆莉 外來種，原生於墨西哥

3 植物 灌　木 Agavaceae
龍舌蘭

科
Dracaena fragrans 香龍血樹 香龍血樹

外來種，原生於南非洲; 沒有入

侵性

4 植物 灌 木 Malvaceae 錦葵科 Hibiscus rosa-sinensis 朱槿 扶桑花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 沒有入侵

5 植物 灌　木 Malvaceae  錦葵科 Hibiscus mutabilis 木芙蓉 木芙蓉 2012:DD

6 植物 灌　木 Urticaceae  蕁麻科 Boehmeria densiflora 密花苧麻 密花苧麻

7 植物 灌　木 Myrsinaceae
紫金牛

科
Ardisia squamulosa 春不老 春不老

外來種，原生於馬來西亞、菲

律賓、琉球; 沒有入侵性

8 植物 灌　木  Myrsinaceae
紫金牛

科

Maesa perlaria

formosana

台灣山桂

花

台灣山桂

花

9 植物 灌　木 Melastomataceae 野牡丹

科

Melastoma

septemnervium
野牡丹 野牡丹

10 植物 灌　木 Verbenaceae 馬鞭草

科

Callicarpa formosana

formosana
杜虹花 杜虹花 ○

11 植物 灌　木 Loganiaceae 馬錢科 Buddleja asiatica 揚波 揚波

12 植物 灌　木 Pittosporaceae 海桐科 Pittosporum

pentandrum
七里香 七里香

13 植物 灌　木 Solanaceae 茄科 Solanum diphyllum 瑪瑙珠 瑪瑙珠
入侵種，原生於熱帶美洲; 具有

入侵性

14 植物 灌　木 Solanaceae 茄科 Cestrum nocturnum 夜來香 夜來香

15 植物 灌　木 Solanaceae 茄科 Brugmansia suaveolens 大花曼陀 大花曼陀 外來種，原生於巴西; 沒有入侵

16 植物 灌　木 Solanaceae 茄科 黃花曼陀

17 植物 灌　木 Aquifoliaceae 冬青科 Ilex asprella 燈稱花 燈秤花

18 植物 灌　木 Oleaceae 木犀科 Osmanthus fragrans 桂花 桂花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大部分地

區; 沒有入侵性

19 植物 灌　木  Oleaceae 木犀科 Ligustrum liukiuense 日本女貞 日本女貞

20 植物 灌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Euphorbia pulcherrima 聖誕紅 聖誕紅
CITES附

錄II

入侵種，原生於中美洲、墨西

哥; 具有入侵性

21 植物 灌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Mallotus japonicus 野桐 野桐

22 植物 灌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Acalypha wilkesiana 威氏鐵莧 彩葉鐵莧
外來種，原生於太平洋諸島; 沒

有入侵性

23 植物 藤　本 Dioscoreaceae 薯蕷科 Dioscorea matsudae 裏白葉薯 裏白葉薯

24 植物 藤　本 Rosaceae  薔薇科  Rubus alceifolius 羽萼懸鉤 新店懸鉤

台北溪山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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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植物 藤　本 Rosaceae 薔薇科 Rubus mesogaeus 裏白懸鉤 裏白懸鉤

26 植物 藤　本 Rosaceae 薔薇科 Rubus rosifolius 刺莓 刺莓

27 植物 藤　本 Cucurbitaceae  葫蘆科  Lagenaria siceraria 扁蒲 瓠瓜
外來種，原生於印度及熱帶非

洲; 沒有入侵性

28 植物 藤　本 Vitaceae  葡萄科 
Parthenocissus

tricuspidata
地錦 爬牆虎

29 植物 藤　本  Vitaceae 葡萄科 Ampelopsis

cantoniensis
廣東山葡 廣東山葡

30 植物 藤　本 Vitaceae 葡萄科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hancei

漢氏山葡

萄

漢氏山葡

萄

31 植物 藤　本  Vitaceae 葡萄科 Cayratia japonica 烏斂莓 烏斂莓

32 植物 藤　本 Vitaceae  葡萄科 Tetrastigma

formosanum
三葉崖爬 三葉崖爬 ○

33 植物 藤　本 Basellaceae  落葵科 Anredera cordifolia 洋落葵 川七
入侵種，原生於美洲熱帶地區;

具有入侵性

34 植物 藤　本 Smilacaceae  菝葜科 
Smilax bracteata

verruculosa
糙莖菝葜 糙莖菝葜

35 植物 藤　本 Compositae  菊科
Blumea riparia

megacephala

大頭艾納

香

大頭艾納

香

36 植物 藤　本  Nyctaginaceae 紫茉莉 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
九重葛 九重葛

37 植物 藤　本 Rubiaceae  茜草科  Psychotria serpens 拎壁龍 拎壁榕

38 植物 藤　本 Rubiaceae 茜草科 玉葉金花 玉葉金花 玉葉金花為一個屬名，台灣有6

39 植物 藤　本 Moraceae  桑科  Ficus pumila pumila 薜荔  薜荔  ○

40 植物 藤　本  Moraceae 桑科 Humulus scandens 葎草 葎草

41 植物 藤　本 Rutaceae 芸香科 Zanthoxylum nitidum 雙面刺 雙面刺

42 植物 藤　本 Caprifoliaceae  忍冬科  Lonicera hypoglauca 裡白忍冬 裏白金銀

43 植物 藤　本 Caprifoliaceae 忍冬科 Lonicera japonica 忍冬 金銀花

44 植物 藤　本 Apocynaceae  夾竹桃 Urceola rosea 酸藤 酸藤

45 植物 藤　本 Apocynaceae  夾竹桃 Anodendron affine 小錦蘭 錦蘭

46 植物 藤　本 Passifloraceae
西番蓮

科
Passiflora raedulis 百香果 百香果

外來種，原生於印度、錫蘭; 沒

有入侵性

47 植物 藤　本 Ranunculaceae  毛茛科 Clematis meyeniana 麥氏鐵線 麥氏鐵線

48 植物 藤　本  Ranunculaceae 毛茛科 Clematis crassifolia 厚葉鐵線 厚葉鐵線

49 植物 藤　本 Ranunculaceae 毛茛科 Clematis grata 串鼻龍 串鼻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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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植物 藤　本  Lardizabalaceae 木通科
Stauntonia

obovatifoliola
石月 石月

51 植物 藤　本  Araceae
天南星

科

Syngonium

podophyllum
合果芋 合果芋

外來種，原生於墨西哥、哥斯

大黎加; 沒有入侵性

52 植物 蕨　類  Dipteridaceae 雙扇蕨 Dipteris conjugata 雙扇蕨 雙扇蕨

53 植物 蕨　類 Oleandraceae 蓧蕨科 Nephrolepis cordifolia 腎蕨 腎蕨

54 植物 蕨　類 Gleicheniaceae  裏白科  Diplopterygium

chinensis
中華裏白 中華裡白

55 植物 蕨　類 Gleicheniaceae 裏白科 Dicranopteris linearis 芒萁 芒萁

56 植物 蕨　類 Dennstaedtiaceae  碗蕨科  Microlepia strigosa 粗毛鱗蓋 粗毛鱗蓋

57 植物 蕨　類 Lindsaeaceae  陵齒蕨 Odontosoria chinensis 烏蕨 烏蕨

58 植物 蕨　類 Lindsaeaceae  陵齒蕨 Lindsaea orbiculata 圓葉陵齒 圓葉鱗始

59 植物 蕨　類 Cyatheaceae  桫欏科  Cyathea lepifera 筆筒樹 筆筒樹
CITES附

錄II

60 植物 蕨　類 Cyatheaceae  桫欏科  Cyathea podophylla 鬼桫欏 鬼桫欏

61 植物 蕨　類  Blechnaceae 烏毛蕨 Blechnum orientale 烏毛蕨 烏毛蕨

62 植物 蕨　類 Thelypteridaceae  金星蕨 Cyclosorus parasiticus 密毛毛蕨 密毛小毛

63 植物 蕨　類 Selaginellaceae  卷柏科  Selaginella doederleinii 生根卷柏 生根扁柏

64 植物 蕨　類 Lycopodiaceae  石松科 
Lycopodiella cernua

cernua
過山龍 過山龍

65 植物 喬　木 Actinidiaceae 獼猴桃 Saurauia tristyla

oldhamii
水冬瓜 水冬瓜

66 植物 喬　木 Rosaceae  薔薇科  Prunus persica 桃 桃子樹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到波斯; 沒

有入侵性 

67 植物 喬　木  Rosaceae 薔薇科 Prunus campanulata 山櫻花 山櫻花

68 植物 喬　木 Rosaceae 蔷薇科 Eriobotrya japonica 枇杷 枇杷

69 植物 喬　木 Lauraceae 樟科 Persea americana 酪梨 酪梨
外來種，原生於熱帶美洲; 沒有

入侵性

70 植物 喬　木 Lauraceae  樟科 Machilus zuihoensis 香楠 香楠 ○

71 植物 喬　木 Aceraceae  槭樹科  Acer serrulatum 青楓 青楓 ○

72 植物 喬　木 Anacardiaceae 漆樹科 Mangifera indica 檬果 芒果 外來種，原生於印度; 沒有入侵

73 植物 喬　木 Ulmaceae 榆科 Celtis formosana 石朴 石朴 ○

74 植物 喬　木 Myricaceae 楊梅科 Myrica rubra 楊梅 楊梅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及日本; 沒

有入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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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植物 喬　木  Oxalidaceae
酢漿草

科
Averrhoa carambola 楊桃 楊桃

外來種，原生於東南亞; 沒有入

侵性

76 植物 喬　木  Myrsinaceae 紫金牛 Myrsine sequinii 大明橘 大明橘

77 植物 喬　木  Caricaceae 番木瓜 Carica papaya 番木瓜 木瓜

78 植物 喬　木 Sapindaceae
無患子

科
Dimocarpus longan 龍眼 龍眼

入侵種，原生於中國廣東、福

建、長江以南各省; 具有入侵性

79 植物 喬　木 Sapindaceae 無患子 Koelreuteria henryi 台灣欒樹 台灣欒樹 ○

80 植物 喬　木 Fagaceae  殼斗科  Cyclobalanopsis glauca 青剛櫟

81 植物 喬　木  Arecaceae 棕櫚科
Chrysalidocarpus

lutescens
黃椰子 黃椰子

外來種，原生於馬達加斯加; 沒

有入侵性

82 植物 喬　木 Theaceae  茶科 Cleyera japonica 紅淡比 紅淡比

83 植物 喬　木  Theaceae 茶科 Gordonia axillaris 大頭茶 大頭茶

84 植物 喬　木 Pittosporaceae 海桐科 Pittosporum

pentandrum
七里香 七里香

85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構樹 構樹

86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Ficus lyrata 琴葉榕 琴葉榕
外來種，原生於熱帶非洲; 沒有

入侵性

87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Ficus subpisocarpa 雀榕 雀榕

88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Ficus virgata 島榕 島榕

89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Ficus microcarpa 正榕 正榕

90 植物 喬　木  Ebenaceae 柿樹科 Diospyros morrisiana 山紅柿 山紅柿

91 植物 喬　木 Daphniphyllaceae  虎皮楠 虎皮楠

92 植物 喬　木 Rutaceae 芸香科
Zanthoxylum

ailanthoides
食茱萸 食茱萸

93 植物 喬　木 Rutaceae  芸香科 Melicope pteleifolia 三腳虌 三腳虌

94 植物 喬　木 Rutaceae 芸香科 柑橘

95 植物 喬　木 Rutaceae 芸香科 柚子

96 植物 喬　木 Fabaceae 豆科 Acacia confusa 相思樹 相思樹

97 植物 喬　木 Fabaceae   豆科 Erythrina variegata 刺桐 莿桐

98 植物 喬　木  Symplocaceae 灰木科
Symplocos

theophrastifolia
山豬肝 山豬肝

99 植物 喬　木 Magnoliaceae  木蘭科  Michelia alba 白玉蘭 玉蘭花 外來種，原產南亞

100 植物 喬　木 Bombacaceae 木棉科 Pachira macrocarpa 馬拉巴栗 馬拉巴栗
外來種，原生於墨西哥; 沒有入

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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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植物 喬　木 Araliaceae 五加科 Schefflera octophylla 鵝掌柴 江某

102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Glochidion zeylanicum 錫蘭饅頭 錫蘭饅頭

103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Glochidion triandrum 裏白饅頭 裏白饅頭

104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Glochidion rubrum 細葉饅頭 細葉饅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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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 灌　木 Rosaceae 薔薇科 Prunus spinulosa 刺葉桂櫻 刺葉桂櫻 外來種

2 植物 灌　木 Myrsinaceae  紫金牛 Ardisia quinquegona 小葉樹杞 小葉樹杞

3 植物 灌　木 Verbenaceae 馬鞭草 Clerodendrum

canescens
白毛臭牡 白毛臭牡

4 植物 灌　木  Rubiaceae 茜草科 Randia cochinchinensis 茜草樹 茜草樹

5 植物 灌　木 Rubiaceae 茜草科 Psychotria rubra 九節木 九節木

6 植物 灌　木  Myrtaceae 桃金孃 Syzygium buxifolium 小葉赤楠 小葉赤楠

7 植物 灌　木 Chloranthaceae 金粟蘭 Sarcandra glabra 草珊瑚 紅果金粟

8 植物 灌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Antidesma japonicum

densiflorum

密花五月

茶

密花五月

茶
○

9 植物 藤　本 Rutaceae 芸香科 Zanthoxylum nitidum 雙面刺 雙面刺

10 植物 藤　本 Caprifoliaceae 忍冬科 Lonicera japonica 忍冬 金銀花

11 植物 蕨　類 Adiantaceae 鐵線蕨 Adiantum flabellulatum 扇葉鐵線 扇葉鐵線

12 植物 蕨　類 Oleandraceae 蓧蕨科 Nephrolepis cordifolia 腎蕨 腎蕨

13 植物 蕨　類 Pteridaceae
鳳尾蕨

科
Pteris semipinnata

半邊羽裂

鳳尾蕨

半邊羽裂

鳳尾蕨

14 植物 蕨　類 Pteridaceae 鳳尾蕨 Pteris dispar 天草鳳尾 天草鳳尾

15 植物 蕨　類 Gleicheniaceae 裏白科 Dicranopteris linearis 芒萁 芒萁

16 植物 蕨　類 Dennstaedtiaceae 碗蕨科 Microlepia speluncae 熱帶鱗蓋 熱帶鱗蓋

17 植物 蕨　類 Lindsaeaceae  陵齒蕨 Lindsaea orbiculata 圓葉陵齒 圓葉鱗始

18 植物 蕨　類 Lindsaeaceae  陵齒蕨 Lindsaea commixta 海島陵齒 海島鱗始

19 植物 蕨　類 Aspidiaceae 三叉蕨 Tectaria harlandii 沙皮蕨 沙皮蕨

20 植物 喬　木 Lauraceae 樟科 Machilus thunbergii 豬腳楠 豬腳楠

21 植物 喬　木 Lauraceae 樟科 Cinnamomum

camphora
樟樹 樟樹

22 植物 喬　木 Sabiaceae 清風藤 Meliosma rigida 筆羅子 筆羅子

23 植物 喬　木 Theaceae 茶科 Gordonia axillaris 大頭茶 大頭茶

24 植物 喬　木 Myrtaceae  桃金孃 Syzygium tripinnatum 大花赤楠 蒲桃 2012:NT

25 植物 喬　木 Ebenaceae 柿樹科 Diospyros morrisiana 山紅柿 山紅柿

26 植物 喬　木 Saxifragaceae 虎耳草 Itea parviflora 小花鼠刺 小花鼠刺 ○

27 植物 喬　木 Daphniphyllaceae 
虎皮楠

科

Daphniphyllum

glaucescens oldhamii

oldhamii

奧氏虎皮

楠

奧氏虎皮

楠
○

28 植物 喬　木 Rutaceae  芸香科 Melicope pteleifolia 三腳虌 三腳虌

台北汐湖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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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植物 喬　木 Caprifoliaceae  忍冬科 莢蒾

30 植物 喬　木 Symplocaceae  灰木科 Symplocos chinensis 灰木 灰木

31 植物 喬　木 Aquifoliaceae 冬青科 Ilex asprella 燈稱花 燈秤花

32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Bridelia balansae 刺杜密 刺杜密

33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Sapium discolor 白臼 白臼

34 植物 草　本 Poaceae 禾本科 Thysanolaena latifolia 棕葉蘆 棕葉蘆

35 鳥類 陸　鳥 Megalaimidae 鬚鴷科 Megalaima nuchalis 五色鳥 五色鳥 ○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36 鳥類 陸　鳥 Pycnonotidae 鵯科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nigerrimus
紅嘴黑鵯 紅嘴黑鵯 ○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37 鳥類 陸　鳥 Corvidae 鴉科 Urocissa caerulea 台灣藍鵲 台灣藍鵲 ○ III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38 鳥類 猛　禽 Accipitridae  鷹科  Spilornis cheela hoya 蛇鵰 大冠鷲 ○亞 II IUCN:LC 留鳥,台灣分布普遍

39 昆蟲 蝶　蛾 Bombycidae  蠶蛾科  Ernolatia moorei
黑點白蠶

蛾

大黑點白

蠶蛾

40 昆蟲 蝶　蛾 Bombycidae 蠶蛾科 Ernolatia moorei 黑點白蠶 黑點白蠶

41 昆蟲 蝶　蛾 Psychidae  簑蛾科 避債蛾

42 昆蟲 蝶　蛾 Uraniidae 燕蛾科 Dysaethria flavistriga 黃紋雙尾 黃紋雙尾

43 昆蟲 蝶　蛾 Uraniidae 燕蛾科 Pterotosoma castanea 栗色雙尾 栗色雙尾

44 昆蟲 蝶　蛾 Nolidae  瘤蛾科 Risoba tenuipoda 野牡丹瘤

45 昆蟲 蝶　蛾 Papilionidae 鳳蝶科
Papilio bianor

thrasymedes
翠鳳蝶 烏鴉鳳蝶

46 昆蟲 蝶　蛾 Papilionidae 鳳蝶科
Graphium sarpedon

connectens
青鳳蝶 青帶鳳蝶

47 昆蟲 蝶　蛾 Papilionidae 鳳蝶科
Graphium doson

postianus

木蘭青鳳

蝶

木蘭青鳳

蝶

48 昆蟲 蝶　蛾 Papilionidae 鳳蝶科 Papilio memnon

heronus
大鳳蝶 大鳳蝶

49 昆蟲 蝶　蛾 Papilionidae 鳳蝶科 Papilio paris nakaharai
 琉璃翠鳳

蝶

大琉璃紋

鳳蝶

50 昆蟲 蝶　蛾  Thyrididae 網蛾科 Pyrinioides sinuosus 金盞窗蛾 金盞窗蛾

51 昆蟲 蝶　蛾 Drepanidae 鉤蛾科 Drapetodes mitaria 細紋黃鉤 細紋黃鉤

52 昆蟲 蝶　蛾 Drepanidae  鉤蛾科
Thyatira batis

formosicola

大斑波紋

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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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昆蟲 蝶　蛾 Nymphalidae 蛺蝶科
Neope muirheadi

nagasawae

褐翅蔭眼

蝶

永澤黃斑

蔭蝶

54 昆蟲 蝶　蛾 Nymphalidae 蛺蝶科 Mycalesis gotama

nanda
稻眉眼蝶 姬蛇目蝶

55 昆蟲 蝶　蛾 Lymantriidae  毒蛾科 Orgyia postica 小白紋毒

56 昆蟲 蝶　蛾 Noctuidae  夜蛾科 拎壁龍夜

57 昆蟲 蝶　蛾 Noctuidae  夜蛾科 Arcte coerula  苧麻夜蛾

58 昆蟲 蝶　蛾 Hesperiidae 弄蝶科
Telicota ohara

formosana

寬邊橙斑

弄蝶
竹紅弄蝶

59 昆蟲 蝶　蛾 Hesperiidae 弄蝶科
Choaspes benjaminii

formosanus
綠弄蝶 大綠弄蝶

60 昆蟲 蝶　蛾 Geometridae  尺蛾科  Hyposidra talaca 柑桔尺蛾
突角黯鈎

尺蛾

61 昆蟲 蝶　蛾  Sphingidae 天蛾科 Macroglossum fritzei
佛瑞茲長

喙天蛾

佛瑞茲長

喙天蛾

62 昆蟲 蝶　蛾 燕尾蛾

63 昆蟲 蝶　蛾 Noctuidae  夜蛾科 Polina illoba 红棕灰夜蛾

64 昆蟲 蝶　蛾 捲葉蛾

65 昆蟲 蝶　蛾 尺蛾B

66 昆蟲 蝶　蛾 尺蛾A

67 昆蟲
蝗蟲、蟋

蟀
Tettigoniidae 螽蟴科 Conocephalus melas 黑翅細蟴 黑翅細蟴

68 昆蟲 蜂　蟻 Tenthredinidae 葉蜂科 Moricella rufonota 樟葉蜂 樟葉蜂

69 昆蟲 蜂　蟻 Conopidae  眼蠅科 Cerioides annulata 擬蜂眼蠅

70 昆蟲 蜂　蟻 Ichneumonidae  姬蜂科 懸繭蜂

71 昆蟲 椿象、蟬   Urostylididae 
異尾蝽

科
Urolabida taiwanensis

臺灣盲異

蝽

台灣盲異

椿象
○

72 昆蟲 椿象、蟬   Largidae  大紅蝽 Physopelta gutta gutta 突背斑紅 大星椿象

73 昆蟲 昆蟲 Myrmeleontidae 蟻蛉科 蟻獅

74 昆蟲 昆蟲 待查卵囊

75 昆蟲 昆蟲 待查蟲蛹

76 昆蟲 甲　蟲 Coccinellidae 瓢蟲科 Lemnia saucia 赤星瓢蟲 赤星瓢蟲

77 昆蟲 甲　蟲 Coccinellidae 瓢蟲科 Megalocaria dilatata 十斑大瓢 十斑大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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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昆蟲 甲　蟲 Scarabaeidae
金龜子

科
Epitrichius cupreipes

黃肩長腳

花金龜

黃肩長腳

花金龜
○

79 昆蟲 甲　蟲 Scarabaeidae 金龜子 金花蟲

80 昆蟲 甲　蟲 Meloidae  地膽科 Epicauta hirticornis 豆芫青 豆芫青

81 其它 其它類群 Salticidae  蠅虎科 Ptocasius strupifer 毛垛兜蠅 毛垛兜跳

82 其它 其它類群 Salticidae  蠅虎科 Epeus glorius 榮艾普蛛

83 其它 其它類群 Nephilidae 絡新婦 Nephila pilipes 人面蜘蛛 人面蜘蛛

84 其它 其它類群 Araneidae  金蛛科 Cyrtophora

moluccensis
泉字雲斑 泉字雲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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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 灌　木 Actinidiaceae 獼猴桃 Saurauia tristyla

oldhamii
水冬瓜 水冬瓜

2 植物 灌　木 Myrsinaceae 紫金牛 Maesa japonica 山桂花 山桂花

3 植物 灌　木 Verbenaceae
馬鞭草

科

Callicarpa formosana

formosana
杜虹花 杜虹花 ○

4 植物 灌　木  Rubiaceae 茜草科 Lasianthus wallichii 圓葉雞屎 圓葉雞屎

5 植物 灌　木 Rubiaceae 茜草科 Psychotria rubra 九節木 九節木

6 植物 灌　木 Pittosporaceae 海桐科 Pittosporum

pentandrum
七里香 七里香

7 植物 灌　木 Solanaceae 茄科 Brugmansia suaveolens 大花曼陀 大花曼陀 外來種，原生於巴西; 沒有入侵

8 植物 蕨　類 Marattiaceae
觀音座

蓮舅科
Angiopteris lygodiifolia 觀音座蓮 觀音座蓮

9 植物 蕨　類 Gleicheniaceae 裏白科 Dicranopteris linearis 芒萁 芒萁

10 植物 蕨　類 Cyatheaceae  桫欏科  Cyathea lepifera 筆筒樹 筆筒樹
CITES附

錄II

11 植物 蕨　類  Blechnaceae 烏毛蕨 Blechnum orientale 烏毛蕨 烏毛蕨

12 植物 蕨　類 Thelypteridaceae  金星蕨 Cyclosorus parasiticus 密毛毛蕨 密毛小毛

13 植物 蕨　類 Polypodiaceae 水龍骨 Colysis elliptica 橢圓線蕨 橢圓線蕨

14 植物 蕨　類 Polypodiaceae  水龍骨 Aglaomorpha coronans 崖薑蕨 崖薑蕨

15 植物 喬　木 Ulmaceae 榆科 Trema orientalis 山黃麻 山黃麻

16 植物 喬　木 Sapindaceae 無患子 Koelreuteria henryi 台灣欒樹 台灣欒樹 ○

17 植物 喬　木 Rubiaceae 茜草科
Cephalanthus

naucleoides
風箱樹 風箱樹 2012:CR

18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構樹 構樹

19 植物 喬　木 Moraceae 桑科 Ficus fistulosa 水同木 水同木

20 植物 喬　木 Araucariaceae 南洋杉 Araucaria excelsa 小葉南洋 小葉南洋

21 植物 喬　木 Araliaceae 五加科 Schefflera octophylla 鵝掌柴 江某

22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Triadica sebifera 烏臼 烏桕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

23 植物 喬　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Bridelia balansae 刺杜密 刺杜密

24 植物 草　本 Zingiberaceae 薑科 Alpinia uraiensis 烏來月桃 烏來月桃 ○

25 植物 草　本 Iridaceae 鳶尾科 Neomarica northiana 馬蝶花 巴西鳶尾 外來種，原生於巴西

26 植物 草　本 Arecaceae 棕櫚科 Rhapis excelsa 觀音棕竹 觀音棕竹 外來種，原生於中國; 沒有入侵

27 植物 草　本 Poaceae 禾本科  芒草

28 植物 草　本 Araceae 天南星 Alocasia odora 姑婆芋 姑婆芋

台北富陽自然生態公園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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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植物 草　本 Araceae 天南星

科

Xanthosoma

sagittifolium
千年芋 千年芋 外來種，原生於南美洲

30 昆蟲 蜻　蛉 Coenagrionidae  細蟌科  Ceriagrion fallax fallax 眛影細蟌 眛影細蟌

31 其它 其它類群 Nephilidae 絡新婦 Nephila pilipes 人面蜘蛛 人面蜘蛛

32 其它 其它類群 Achatinidae
非洲大

蝸牛科
Achatina fulica

非洲大蝸

牛

非洲大蝸

牛
入侵種

33 兩棲爬蟲 蜥　蜴 Agamidae 飛蜥科 Japalura swinhonis
斯文豪氏

攀蜥

斯文豪氏

攀蜥
○

34 兩棲爬蟲 兩棲類 Rhacophoridae 樹蛙科 Rhacophorus

taipeianus
台北樹蛙 台北樹蛙 ○ III IUCN:NT



參考資料來源:

台灣物種名錄網站： http://taibnet.sinica.edu.tw/home.php

台灣的保育類分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按照族群數量與保護等級，分為三大類

I級 瀕臨絕種保育類

II級 珍貴稀有保育類

III級 其他應予保育類之野生動物

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紅皮書受脅評估指標

2012年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初評

2012年臺灣淡水魚類紅皮書

皆是使用世界保育聯盟紅皮書等級與準則3.1 版(IUCN 2001)與世界保育聯盟紅皮書等級地區性指引(IUCN 2003)來進行評估

其中極危(CR)、瀕危(EN)、易危(VU)三級是物種族群生存已受威脅，需要保護

CR 極度危險

EN 瀕臨危險

VU 易受危害

LC 代表沒有危險

DD 數據缺乏無法評估

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 簡稱華盛頓公約)

CITES 將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在國際間之交易規定，列入公約做成三種附錄： 

    附錄一：有滅種威脅須嚴格管制

    附錄二：族群數量稀少須有效管制

    附錄三：特定國家指定有效管制

　　包括受貿易影響或可能受其影響而致有滅種威脅之一切物種，此等物種之貿易，必須特予嚴格管制，以免危及其生存。該物種貿易若為輸出，應先經核准且提出輸出許可證；若為輸
入，應先經核准且提出輸入許可證及輸出或再輸出許可證；若為再輸出，應經核准並提出再輸出許可證，惟許可證之發給有一定條件。 

　　包括目前族群數量相當稀少而雖未必遭致滅種之威脅，但除非其貿易予以嚴格管制並防止有礙其生存之利用，否則將來仍有遭致滅種之可能者為使附錄一所指物種之貿易有效控制而
應予管制之物種。該物種貿易若為輸出，應先經核准並提出輸出許可證；若為輸入，應提出輸出或再輸出許可證若為再輸出，應先經核准並提出再輸出許可證，惟其許可證之核發有一定
條件。 

　　包括經任何會員國指明之一切物種，在該國管轄下受管制，以預防或限制濫用，及需其他會員國合作者，以便有效控制貿易之物種（於秘書處收到任何會員國指明在該國管轄下應受
管制之物種表列日起九十天後生效，列為附錄三之一部分）該物種之貿易若為輸出時，如輸出國已將該物種列入附錄三，應先經核准並提出輸出許可證；至其輸入，事前應提出產地證明
，如產地國已列入附錄三，自該國輸入時應提出輸出國之輸出許可證；若為再輸出，則再輸出國之管理機構所發該標本曾在該國加工或再輸出之證明書，應為輸入國接受以作為該標本已
符合本公約規定之證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