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米社區自然資源概介 

                                                   暨南大學  彭國棟 

 

自然資源是社區生態系統運作及居民賴以為生的基礎，但是個別社區的自

然資源詳細調查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及時間，所以資料的獲得及建立，需

要當地居民在專家學者的協助及輔導下，進行有系統、有步驟、可以長期持續的

調查並建立資料檔案。筆者原服務於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時，自 2000

年開始，受邀進入埔里鎮桃米社區，並與當地社區輔導團隊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等

分工合作，從社區的生態調查與解說員培訓開始，規劃並帶領輔導社區居民執行

了比較詳細的自然資源調查及資料建立。茲以桃米社區已完成的調查及資料運用

為例，介紹如次。 

(一)、桃米社區的蛙類資源 

1.種類 

桃米社區的蛙類經多年的調查統計結果，合計有 6科 23種，其中金線蛙

及台北樹蛙等 2 種為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盤古

蟾蜍、褐樹蛙、面天樹蛙、台北樹蛙、斯文豪氏赤蛙、梭德氏赤蛙、莫氏樹蛙

等 7種為台灣特有種。 

2.主要出現時間 

每年 3~10月為蛙類主要出現期。 

3.主要分布地點 

社區內的草湳濕地、茅埔坑濕地、中路坑濕地、田分仔濕地、種瓜坑溪、

中路坑溪、茅埔坑溪、紙寮坑溪、桃米坑溪及各家民宿與餐廳營造之小型生態

池等。 

4.名錄：如附錄 1。 

5.資料運用：生態旅遊行程、各項教學研習、休閒農業區經營及農再計畫。 

(二)、桃米社區的蜻蛉資源 

1.種類 

桃米社區的蜻蛉合計有 13科 66種，其中無霸勾蜓 1種為野生動物保育法

公告之「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中華珈蟌、短腹幽蟌、短尾幽蟌、黃尾

琵蟌、紹德春蜓、陽明晏蜓、褐基蜻蜓、纖紅蜻蜓等 8種為台灣特有種。 

2.主要出現時間 

每年 3~11月為蜻蛉主要出現期。 

3.主要分布地點 

社區內的草湳濕地、茅埔坑濕地、中路坑濕地、田分仔濕地、種瓜坑溪、

中路坑溪、茅埔坑溪、紙寮坑溪、桃米坑溪、水上瀑布及各家民宿與餐廳營造



之小型生態池等。 

4.名錄：如附錄 2。 

5.資料運用：生態旅遊行程、各項教學研習、休閒農業區經營及農再計畫。 

(三)、桃米社區的鳥類資源 

1..種類 

桃米社區的鳥類合計有 36科 74種，其中 8種為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珍

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3 種為「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6 種為台灣特有

種，25種為台灣特有亞種。 

2.主要出現時間 

全年均可觀察。 

3.主要分布地點 

社區內的草湳濕地、田分仔濕地、種瓜坑溪、中路坑溪、茅埔坑溪、紙寮

坑溪、桃米坑溪、桃米步道、馬場步道、水上瀑布步道、顏氏牧場等。 

4.名錄：如附錄 3。 

5.資料運用：各項教學研習、休閒農業區經營及農再計畫。 

(四)、桃米社區的蝴蝶資源 

1.種類 

桃米社區的蝴蝶合計有 5科 156種，其中黃裳鳳蝶 1種為野生動物保育法

公告之「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大黑星弄蝶、細帶黃斑弄蝶、台灣鳳蝶、

琉璃紋鳳蝶、台灣銀斑小灰蝶、寬紋三線蝶、埔里三線蝶、大波紋蛇目蝶 、

白條斑蔭蝶等 9種為台灣特有種。 

2.主要出現時間 

每年 3~11月為蝴蝶主要出現期。 

3.主要分布地點 

社區內的紙教堂、青蛙ㄚ婆民宿、草湳濕地、種瓜坑步道、水上步道、

馬場步道、桃米步道、樹蛙亭、三茅屋民宿等。 

4.名錄：如附錄 4。 

5.資料運用：生態旅遊行程、各項教學研習、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社區亮

點計畫、休閒農業區經營及農再計畫。 

(五)、桃米社區的野生植物資源 

1. 種類 

桃米社區的野生植物資源非常豐富，調查較為詳細的有水上步道及桃米步

道。該兩條步道長度各約 2公里，依據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輔導的社區生態

教育推廣站成員李淑惠、李榮芳等於 2012年的調查資料，水上步道有 341種，



其中蕨類 43種、裸子植物 3種、被子植物 295種。桃米步道有 284種，其中

蕨類 45種、裸子植物 6種、被子植物 233種。依照王震哲等(2012)「台灣維管

束植物紅皮書初評名錄」之紅皮書等級，桃實百日青、蓮華池柃木、呂氏菝契

等屬於「瀕臨絕滅物種(EN)」，台灣玉葉金花、垢果山茶、能高山茶、鵝掌蘗、

台灣紅豆樹屬於「易受害物種(VU)」，土肉桂、箭葉鱗齒蕨、翼莖粉藤、闊葉

獼猴桃屬於「接近威脅物種(NT)」，異葉鱗齒蕨屬於「資料不足物種(DD)」。顯

示桃米社區的植物資源不僅非常豐富，珍貴稀有的物種也不少。 

2.主要出現時間 

全年均可觀察。 

3.主要分布地點 

社區內的水上步道、桃米步道、種瓜坑步道、馬場步道、金剛山步道、茅

埔坑水管路步道、顏氏牧場等。 

5.資料運用：生態旅遊行程、各項教學研習、休閒農業區經營及農再計畫。 

(六)、桃米社區的濕地生態資源 

1.溪流生態：桃米坑溪、種瓜坑溪、中路坑溪、茅埔坑溪、紙寮坑溪、林頭坑

溪。 

2.生態水池：顏氏牧場生態池、草湳濕地、碧雲濕地、茅埔坑濕地、中路坑濕

地、田份仔濕地、組合屋濕地、安雲生態池、各民宿及餐廳營造之小型生態

池。 

3.農作濕地：下城、中城及田份仔農作濕地。 

4..資料運用：生態旅遊行程、各項教學研習、休閒農業區經營及農再計畫。 

(七)、桃米社區的森林與山脈資源 

1.森林：主要為次生林與杉木、麻竹、桂竹等人工造林地，分布在桃米坑溪、

種瓜坑溪、中路坑溪、茅埔坑溪、紙寮坑溪、林頭坑溪等中上游兩岸。 

2.山脈：白葉山(853公尺)、白鶴山(827公尺)、挑米坑山(773公尺)。 

3.資料運用：生態旅遊行程、各項教學研習、休閒農業區經營及農再計畫。 

 

 

 

 

附錄 1  桃米社區蛙類名錄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蟾蜍科(Bufonidae)       

     盤古蟾蜍 Bufo bankorensis ◎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叉舌蛙科(Dicroglossidae)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虎皮蛙 Hoplobatrachus rugulosus     

     古氏赤蛙 Limnonectes kuhlii     

 樹蟾科(Hylidae)       

     中國樹蟾 Hyla chinensis     

 狹口蛙科(Microhylidae)       

     巴氏小雨蛙 Microhyla butleri     

     小雨蛙 Microhyla fissipes     

     黑蒙西氏小雨蛙 Microhyla heymonsi     

 樹蛙科(Rhacophoridae)       

     日本樹蛙 Buergeria japonica     

     褐樹蛙 Buergeria robusta ◎   

     艾氏樹蛙 Kurixalus eiffingeri     

     面天樹蛙 Kurixalus idiootocus ◎   

     白頷樹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莫氏樹蛙 Rhacophorus moltrechti ◎   

     台北樹蛙 Rhacophorus taipeianus ◎ Ⅲ 

 赤蛙科(Ranidae)       

     腹斑蛙 Babina adenopleura     

     貢德氏赤蛙 Hylarana guentheri     

     拉都希氏赤蛙 Hylarana latouchii     

     斯文豪氏赤蛙 Odorrana swinhoana ◎   

     金線蛙 Pelophylax plancyi   Ⅲ 

     長腳赤蛙 Rana longicrus     

     梭德氏赤蛙 Rana sauteri ◎   

備註： 

1.合計 6科 23種，其中 2種為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

7種為台灣特有種。 

2.「◎」代表特有種，「Ⅲ」代表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 

3.本名錄之科名、中文名、學名、特有性等係參考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全球資訊網之台灣兩棲類動物名錄(2014年 8月 15日下載)。 



附錄 2  桃米社區蜻蛉名錄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珈蟌科(Calopterygidae)    

白痣珈蟌 Matrona basilaris subsp.   

中華珈蟌 Psolodesmus mandarinus dorothea ◎  

幽蟌科(Euphaeidae)    

短腹幽蟌 Euphaea formosa ◎  

短尾幽蟌 Bayadera brevicauda brevicauda ◎  

鼓蟌科(Chlorocyphidae)    

棋紋鼓蟌 Heliocypha perforata perforata   

絲蟌科(Lestidae)    

隱紋絲蟌 Lestes praemorsus praemorsus   

青紋絲蟌 Indolestes cyaneus   

長痣絲蟌 Orolestes selysi   

蹣蟌科(Megapodagrionidae)    

芽痣蹣蟌 Rhipidolestes aculeatus aculeatus   

琵蟌科(Platycnemididae)    

青黑琵蟌 Coeliccia cyanomelas   

黃尾琵蟌 Coeliccia flavicauda flavicauda ◎  

環紋琵蟌 Copera ciliate   

脛蹼琵蟌 Copera marginipes   

樸蟌科(Protoneuridae)    

朱背樸蟌 Prodasineura croconota   

細蟌科(Coenagrionidae)    

眛影細蟌 Ceriagrion fallax fallax   

紅腹細蟌 Ceriagrion latericium ryukyuanum   

弓背細蟌 Pseudagrion pilidorsum pilidorsum   

葦笛細蟌 Cercion calamorum dyeri   

針尾細蟌 Aciagrion migratum   

青紋細蟌 Ischnura senegalensis   

白粉細蟌 Agriocnemis femina oryzae   

勾蜓科(Cordulegastridae)    

無霸勾蜓 Anotogaster sieboldii subsp.  Ⅱ 

春蜓科(Gomphidae)    

粗鈎春蜓 ctinogomphus rapax   

聯紋春蜓 Gomphidia coufluens   

異紋春蜓 Gomphidia kruegeri fukienensis   

紹德春蜓 Leptogomphus sauteri formosanus ◎  

海南春蜓 Asiagomphus hainanensis   

鈎紋春蜓 Asiagomphus septimus   

蟲莖春蜓 Burmagomphus vermicularis   

鈎尾春蜓 Lamelligomphus formosanus   

晏蜓科(Aeshnidae)    



陽明晏蜓 Planaeschna taiwana ◎  

朱黛晏蜓 Polycanthagyna erythromelas   

烏帶晏蜓 Anax nigrofasciatus nigrofasciatus   

麻斑晏蜓 Anax panybeus   

烏點晏蜓 Anax guttatus   

長鋏晏蜓 Gynacantha hyaline   

倭鋏晏蜓 Gynacantha japonica   

琉球晏蜓 Gynacantha ryukyuensis   

弓蜓科(Cordullidae)    

海神弓蜓 Macromia clio   

慧眼弓蜓 Epophthalmia elegans   

蜻蜓科(Libellulidae)    

杜松蜻蜓 Orrthetrum sabina Sabina   

金黃蜻蜓 Ortherum glaucum   

呂宋蜻蜓 Ortherum luzonicum   

霜白蜻蜓 Ortherum pruinosum neglectum   

鼎脈蜻蜓 Orthetrum triangular subsp.   

橙斑蜻蜓 Brachydiplax chalybea flavovitata   

粗腰蜻蜓 Acisoma panorpoides panorpoides   

侏儒蜻蜓 Diplacodes trivialis   

猩紅蜻蜓 Crocothemis servilia servilia   

褐斑蜻蜓 Brachythemis contaminate   

善變蜻蜓 Neurothemis ramburii vers terminata   

纖紅蜻蜓 Sympetrum nantouensis  ◎  

黃紉蜻蜓 Pseudothemis zonata   

紫紅蜻蜓 Trithemis aurora   

樂仙蜻蜓 Trithemis festiva   

高砂蜻蜓 Zygonyx takasago   

纖腰蜻蜓 Zyxomma petiolatum   

夜遊蜻蜓 Tholymis tillarga   

薄翅蜻蜓 Pantala flavescens   

硃紅蜻蜓 Hydrobasileus croceus   

海霸蜻蜓 Tramea transmarina propinqua   

大華蜻蜓 Tramea virginia   

三角蜻蜓 Rhyothemis triangularis   

彩裳蜻蜓 Rhyothemis variegata arria   

藍黑蜻蜓 Rhyothemis regia regia   

褐基蜻蜓 Urothemis signata yiei ◎  

合  計 66種   

備註： 

1.合計 13科 66種，其中 1種為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

物」，8種為台灣特有種。 

2.「◎」代表特有種，「Ⅱ」代表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



物。 

3.本名錄之科名、中文名、學名、特有性等係參考汪良仲(2000年)所著「台灣的

蜻蛉」。 

 



附錄 3  桃米社區鳥類名錄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遷移性 

雁鴨科 小水鴨 Anas crecca   W 

雉科 竹雞 Bambusicola thoracicus ○  R 

 藍腹鷴 Lophura swinhoii ◎ Ⅱ R 

鷺科 大白鷺 Ardea alba   W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R、W、T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R 

 綠簑鷺 Butorides striata   R、T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R、W、T 

 黑冠麻鷺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R 

鷹科 大冠鷲 Spilornis cheela ○ Ⅱ R 

 鳳頭蒼鷹 Accipiter trivirgatus ○ Ⅱ R 

秧雞科 白腹秧雞 Amaurornis phoenicurus   R 

 緋秧雞 Porzana fusca   R 

 紅冠水雞 Gallinula chloropus   R 

鴴科 小環頸鴴 Charadrius dubius   R、W 

鷸科 磯鷸 Actitis hypoleucos   W 

 青足鷸 Tringa nebularia   W 

三趾鶉科 棕三趾鶉 Turnix suscitator ○  R 

鳩鴿科 金背鳩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  R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R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R 

 翠翼鳩 Chalcophaps indica   R 

杜鵑科 北方中杜鵑 Cuculus optatus   S 

 番鵑 Centropus bengalensis   R 

鴟鴞科 黃嘴角鴞 Otus spilocephalus ○ Ⅱ R 

 領角鴞 Otus lettia ○ Ⅱ R 

 鵂鶹 Glaucidium brodiei ○ Ⅱ R 

夜鷹科 台灣夜鷹 Caprimulgus affinis ○  R 

雨燕科 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   R 

翠鳥科 翠鳥 Alcedo atthis   R、T 

鬚鴷科 五色鳥 Megalaima nuchalis ◎  R 

啄木鳥科 小啄木 Dendrocopos canicapillus   R 

伯勞科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Ⅲ W、T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  R、T 

 小卷尾 Dicrurus aeneus ○  R 

王鶲科 黑枕藍鶲 Hypothymis azurea ○  R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  R 

 巨嘴鴉 Corvus macrorhynchos   R 

百靈科 小雲雀 Alauda gulgula   R 

燕科 棕沙燕 Riparia chinensis   R 

 家燕 Hirundo rustica   W、S、T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遷移性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R 

 赤腰燕 Cecropis striolata   R 

山雀科 青背山雀 Parus monticolus ○ Ⅲ R 

鵯科 白環鸚嘴鵯 Spizixos semitorques ○  R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  R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  R 

樹鶯科 棕面鶯 Abroscopus albogularis   R 

 小鶯 Cettia fortipes ○  R、T 

扇尾鶯科 灰頭鷦鶯 Prinia flaviventris   R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  R 

鸚嘴 科 粉紅鸚嘴 Sinosuthora webbianus ○  R 

繡眼科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R 

畫眉科 山紅頭 Cyanoderma ruficeps ○  R 

 小彎嘴 Pomatorhinus musicus ◎  R 

雀眉科 頭烏線 Schoeniparus brunnea ○  R 

噪眉科 繡眼畫眉 Alcippe morrisonia ○  R 

 台灣畫眉 Garrulax taewanus ◎ Ⅱ R 

 白耳畫眉 Heterophasia auricularis ◎  R 

鶲科 台灣紫嘯鶇 Myophonus insularis ◎  R 

 野鴝 Calliope calliope   W、T 

 鉛色水鶇 Phoenicurus fuliginosus ○ Ⅲ R 

 黃尾鴝 Phoenicurus auroreus   W 

鶇科 赤腹鶇 Turdus chrysolaus   W 

八哥科 八哥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 Ⅱ R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A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A 

鶺鴒科 東方黃鶺鴒 Motacilla tschutschensis   W、T 

 灰鶺鴒 Motacilla cinerea   W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R、W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R 

梅花雀科 橙頰梅花雀 Estrilda melpoda   A 

 白腰文鳥 Lonchura striata   R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R 

備註： 

1.合計 36科 74種，其中 8種為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

物」，3種為「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6種為台灣特有種，25種為台灣特有亞

種。 

2.「◎」代表特有種，「○」代表台灣特有亞種，「Ⅱ」代表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

之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Ⅲ」代表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其他應予保育野

生動物。 

3.「Ｒ」代表留鳥，「Ｗ」代表冬候鳥，「Ｓ」代表夏候鳥，「Ｔ」代表過境鳥，「Ａ」

代表外來種。 



4.本名錄之科名、中文名、學名、特有性、遷移性等係參考中華民國野鳥學會於

2014年 7月 10日修訂之「2014年台灣鳥類名錄」。 

 



附錄 4  桃米社區蝴蝶名錄 

序號 科名 常用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1 弄蝶科 鸞褐弄蝶 Burara jaina formosana   

2 弄蝶科 鐵色絨毛弄蝶 Hasora badra   

3 弄蝶科 淡綠弄蝶 Badamia exclamationis   

4 弄蝶科 大黑星弄蝶 Seseria formosana ◎  

5 弄蝶科 白裙弄蝶 Tagiades cohaerens   

6 弄蝶科 白弄蝶 Abraximorpha davidii ermasis   

7 弄蝶科 小黃斑弄蝶 Ampittia dioscorides etura   

8 弄蝶科 狹翅弄蝶 Isoteinon lamprospilus formosanus   

9 弄蝶科 黑弄蝶 Notocrypta curvifascia   

10 弄蝶科 黑星弄蝶 Suastus gremius   

11 弄蝶科 香蕉弄蝶 Erionota torus   

12 弄蝶科 台灣黃斑弄蝶 Potanthus confucius angustatus   

13 弄蝶科 細帶黃斑弄蝶 Potanthus motzui ◎  

14 弄蝶科 竹紅弄蝶 Telicota ohara formosana   

15 弄蝶科 埔里紅弄蝶 Telicota bambusae horisha   

16 弄蝶科 姬單帶弄蝶 Parnara bada   

17 弄蝶科 台灣單帶弄蝶 Borbo cinnara   

18 弄蝶科 褐弄蝶 Pelopidas mathias oberthueri   

19 弄蝶科 尖翅褐弄蝶 Pelopidas agna   

20 弄蝶科 台灣大褐弄蝶 Pelopidas conjuncta   

21 弄蝶科 黑紋弄蝶 Caltoris cahira austeni   

22 鳳蝶科 黃裳鳳蝶 Troides aeacus formosanus  Ⅲ 

23 鳳蝶科 大紅紋鳳蝶 Byasa polyeuctes termessus   

24 鳳蝶科 台灣麝香鳳蝶 Byasa impediens febanus   

25 鳳蝶科 紅紋鳳蝶 Pachliopta aristolochiae interposita   

26 鳳蝶科 青帶鳳蝶 Graphium sarpedon connectens   

27 鳳蝶科 青斑鳳蝶 Graphium doson postianus   

28 鳳蝶科 綠斑鳳蝶 Graphium agamemnon   

29 鳳蝶科 無尾鳳蝶 Papilio demoleus   

30 鳳蝶科 柑橘鳳蝶 Papilio xuthus   

31 鳳蝶科 玉帶鳳蝶 Papilio polytes polytes   

32 鳳蝶科 黑鳳蝶 Papilio protenor protenor   

33 鳳蝶科 白紋鳳蝶 Papilio helenus fortunius   

34 鳳蝶科 台灣白紋鳳蝶 Papilio nephelus chaonulus   

35 鳳蝶科 無尾白紋鳳蝶 Papilio castor formosanus   



36 鳳蝶科 台灣鳳蝶 Papilio thaiwanus ◎  

37 鳳蝶科 大鳳蝶 Papilio memnon heronus   

38 鳳蝶科 烏鴉鳳蝶 Papilio bianor thrasymedes   

39 鳳蝶科 台灣烏鴉鳳蝶 Papilio dialis tatsuta   

40 鳳蝶科 琉璃紋鳳蝶 Papilio hermosanus ◎  

41 鳳蝶科 大琉璃紋鳳蝶 Papilio paris nakaharai   

42 粉蝶科 紅肩粉蝶 Delias pasithoe curasena   

43 粉蝶科 紅紋粉蝶 Delias hyparete luzonensis   

44 粉蝶科 紋白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45 粉蝶科 台灣紋白蝶 Pieris canidia   

46 粉蝶科 淡紫粉蝶 Cepora nadina eunama   

47 粉蝶科 台灣粉蝶 Appias lyncida eleonora   

48 粉蝶科 雲紋粉蝶 Appias indra aristoxemus   

49 粉蝶科 黑點粉蝶 Leptosia nina niobe   

50 粉蝶科 雌白黃蝶 Ixias pyrene insignis   

51 粉蝶科 端紅蝶 Hebomoia glaucippe formosana   

52 粉蝶科 水青粉蝶 Catopsilia pyranthe   

53 粉蝶科 銀紋淡黃蝶 Catopsilia pomona   

54 粉蝶科 星黃蝶 Eurema brigitta hainana   

55 粉蝶科 淡色黃蝶 Eurema andersoni godana   

56 粉蝶科 荷氏黃蝶 Eurema hecabe   

57 粉蝶科 北黃蝶 Eurema mandarina   

58 粉蝶科 台灣黃蝶 Eurema blanda arsakia   

59 灰蝶科 棋石小灰蝶 Taraka hamada thalaba   

60 灰蝶科 銀斑小灰蝶 Curetis acuta formosana   

61 灰蝶科 台灣銀斑小灰蝶 Curetis brunnea ◎  

62 灰蝶科 紅邊黃小灰蝶 Heliophorus ila matsumurae   

63 灰蝶科 朝倉小灰蝶 Arhopala birmana asakurae   

64 灰蝶科 紫小灰蝶 Arhopala japonica   

65 灰蝶科 紫燕蝶 Arhopala bazalus turbata   

66 灰蝶科 雙尾琉璃小灰蝶 Hypolycaena kina inari   

67 灰蝶科 恆春小灰蝶 Deudorix epijarbas menesicles   

68 灰蝶科 綠底小灰蝶 Artipe eryx horiella   

69 灰蝶科 嘉義小灰蝶 Sinthusa chandrana kuyaniana   

70 灰蝶科 墾丁小灰蝶 Rapala varuna formosana   

71 灰蝶科 三尾小灰蝶 Horaga onyx moltrechti   

72 灰蝶科 台灣雙尾燕蝶 Spindasis lohita formosana   



73 灰蝶科 三星雙尾燕蝶 Spindasis syama   

74 灰蝶科 埔里波紋小灰蝶 Nacaduba kurava therasia   

75 灰蝶科 黑波紋小灰蝶 Nacaduba pactolus hainani   

76 灰蝶科 姬波紋小灰蝶 Prosotas nora formosana   

77 灰蝶科 琉璃波紋小灰蝶 Jamides bochus formosanus   

78 灰蝶科 白波紋小灰蝶 Jamides alecto dromicus   

79 灰蝶科 小白波紋小灰蝶 Jamides celeno   

80 灰蝶科 淡青長尾波紋小灰蝶 Catochrysops panormus exiguus   

81 灰蝶科 波紋小灰蝶 Lampides boeticus   

82 灰蝶科 角紋小灰蝶 Leptotes plinius   

83 灰蝶科 沖繩小灰蝶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84 灰蝶科 小小灰蝶 Zizina otis riukuensis   

85 灰蝶科 迷你小灰蝶 Zizula hylax   

86 灰蝶科 琉球黑星小灰蝶 Pithecops corvus cornix   

87 灰蝶科 姬黑星小灰蝶 Neopithecops zalmora   

88 灰蝶科 台灣黑星小灰蝶 Megisba malaya sikkima   

89 灰蝶科 台灣琉璃小灰蝶 Acytolepsis puspa myla   

90 灰蝶科 埔里琉璃小灰蝶 Celastrina lavendularis himilcon   

91 灰蝶科 東陞蘇鐵小灰蝶 Chilades pandava peripatria   

92 灰蝶科 阿里山小灰蛺蝶 Abisara burnii etymander   

93 蛺蝶科 長鬚蝶 Libythea lepita formosana   

94 蛺蝶科 黑脈樺斑蝶 Danaus genutia   

95 蛺蝶科 樺斑蝶 Danaus chrysippus   

96 蛺蝶科 淡小紋青斑蝶 Tirumala limniace limniace   

97 蛺蝶科 小紋青斑蝶 Tirumala septentrionis   

98 蛺蝶科 姬小紋青斑蝶 Parantica aglea maghaba   

99 蛺蝶科 小青斑蝶 Parantica swinhoei   

100 蛺蝶科 青斑蝶 Parantica sita niphonica   

101 蛺蝶科 琉球青斑蝶 Ideopsis similis   

102 蛺蝶科 斯氏紫斑蝶 Euploea sylvester swinhoei   

103 蛺蝶科 端紫斑蝶 Euploea mulciber barsine   

104 蛺蝶科 圓翅紫斑蝶 Euploea eunice hobsoni   

105 蛺蝶科 小紫斑蝶 Euploea tulliolus koxinga   

106 蛺蝶科 大白斑蝶 Idea leuconoe clara   

107 蛺蝶科 細蝶 Acraea issoria formosana   

108 蛺蝶科 黑端豹斑蝶 Argyreus hyperbius   

109 蛺蝶科 紅擬豹斑蝶 Phalanta phalantha   



110 蛺蝶科 台灣黃斑蛺蝶 Cupha erymanthis   

111 蛺蝶科 孔雀蛺蝶 Junonia almana   

112 蛺蝶科 眼紋擬蛺蝶 Junonia lemonias aenaria   

113 蛺蝶科 孔雀青蛺蝶 Junonia orithya   

114 蛺蝶科 黑擬蛺蝶 Junonia iphita   

115 蛺蝶科 枯葉蝶 Kallima inachus formosana   

116 蛺蝶科 黃蛺蝶 Polygonia c-aureum lunulata   

117 蛺蝶科 琉璃蛺蝶 Kaniska canace canace   

118 蛺蝶科 黃三線蝶 Symbrenthia lilaea formosanus   

119 蛺蝶科 姬黃三線蝶 Symbrenthia hypselis scatinia   

120 蛺蝶科 雌紅紫蛺蝶 Hypolimnas misippus   

121 蛺蝶科 琉球紫蛺蝶 Hypolimnas bolina kezia   

122 蛺蝶科 琉球三線蝶 Neptis hylas luculenta   

123 蛺蝶科 小三線蝶 Neptis sappho formosana   

124 蛺蝶科 泰雅三線蝶 Neptis soma tayalina   

125 蛺蝶科 台灣三線蝶 Neptis nata lutatia   

126 蛺蝶科 寬紋三線蝶 Neptis reducta ◎  

127 蛺蝶科 埔里三線蝶 Neptis taiwana ◎  

128 蛺蝶科 金三線蝶 Pantoporia hordonia rihodona   

129 蛺蝶科 台灣星三線蝶 Limenitis sulpitia tricula   

130 蛺蝶科 白三線蝶 Athyma perius   

131 蛺蝶科 白圈三線蝶 Athyma asura baelia   

132 蛺蝶科 單帶蛺蝶 Athyma selenophora laela   

133 蛺蝶科 台灣單帶蛺蝶 Athyma cama zoroastes   

134 蛺蝶科 紫單帶蛺蝶 Parasarpa dudu jinamitra   

135 蛺蝶科 閃電蝶 Euthalia irrubescens fulguralis   

136 蛺蝶科 石墻蝶 Cyrestis thyodamas formosana   

137 蛺蝶科 豹紋蝶 Timelaea albescens formosana   

138 蛺蝶科 紅星斑蛺蝶 Hestina assimilis formosana   

139 蛺蝶科 雙尾蝶 Polyura eudamippus formosana   

140 蛺蝶科 姬雙尾蝶 Polyura narcaea meghaduta   

141 蛺蝶科 環紋蝶 Stichophthalma howqua formosana   

142 蛺蝶科 鳳眼方環蝶 Discophora sondaica tulliana   

143 蛺蝶科 小波紋蛇目蝶 Ypthima baldus zodina   

144 蛺蝶科 大波紋蛇目蝶 Ypthima formosana ◎  

145 蛺蝶科 台灣波紋蛇目蝶 Ypthima multistriata   

146 蛺蝶科 玉帶蔭蝶 Lethe europa pavida   



147 蛺蝶科 雌褐蔭蝶 Lethe chandica ratnacri   

148 蛺蝶科 永澤黃斑蔭蝶 Neope muirheadi nagasawae   

149 蛺蝶科 小蛇目蝶 Mycalesis francisca formosana   

150 蛺蝶科 單環蝶 Mycalesis sangaica mara   

151 蛺蝶科 姬蛇目蝶 Mycalesis gotama nanda   

152 蛺蝶科 切翅單環蝶 Mycalesis zonata   

153 蛺蝶科 樹蔭蝶 Melanitis leda   

154 蛺蝶科 黑樹蔭蝶 Melanitis phedima polishana   

155 蛺蝶科 白條斑蔭蝶 Penthema formosanum ◎  

156 蛺蝶科 紫蛇目蝶 Elymnias hypermnestra hainana   

備註： 

1.合計5科156種，其中 1種為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

9種為台灣特有種。 

2.「◎」代表特有種，「Ⅲ」代表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 

3.本名錄之科名、常用名、學名、特有性等係參考台灣蝴蝶保育學會於 2013年 6

月修訂之「台灣產蝴蝶名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