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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
臺灣為大陸性島嶼，位於東洋區及古北區
兩生物地理區交界

臺灣因板塊運動，造成島內高山林立，海
拔落差大，孕育出多樣性的生物棲息環境

生物多樣性相當高

維護生物多樣性的首要工作即是
調查及建立完整的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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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兩棲爬行動物生物多樣性臺灣兩棲爬行動物生物多樣性
總計約有145種
約佔全世界所有兩棲爬行物種的1%
◦ 36種臺灣特有種
◦ 9種臺灣特有亞種
臺灣特有種比例佔全部物種31%

換算單位面積所含的物種數：
臺 灣： 0.4種/每100平方公里
中國大陸：0.009種/每100平方公里
日 本： 0.04種/每100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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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棲類之生物多樣性兩棲類之生物多樣性
The biodiversity of The biodiversity of 

amphibiansamphib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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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兩棲類生物多樣性全世界兩棲類生物多樣性
全世界目前共記錄有6347種兩棲類
◦ 有尾目(Urodela; Caudata)：571種
◦ 無尾目(Anura)：5602種
◦ 無足目(Apoda)：174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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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兩棲類生物多樣性臺灣兩棲類生物多樣性
臺灣目前共記錄有37種
◦ 有尾目：1科5種
◦ 無尾目：6科32種
15種臺灣特有種，約佔全部種類40%
特有種比例相當高

換算單位面積所含的兩棲類物種數
臺 灣： 0.102種/每100平方公里
中國大陸：0.0043種/每100平方公里
日 本： 0.016種/每100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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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兩棲類生物多樣性臺灣兩棲類生物多樣性((有尾目有尾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種 保育種

Hynobius formosanus 臺灣山椒魚 * *
Hynobius sonani 楚南氏山椒魚 * *
Hynobius arisanensis 阿里山山椒魚 * *
Hynobius fuca 觀霧山椒魚 * *
Hynobius glacialis 南湖山椒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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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尾目：1科5種

小鯢科(Hynobiidae)：5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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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尾目：6科32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種 保育種

Bufo bankorensis 盤谷蟾蜍 *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黑眶蟾蜍

1. 蟾蜍科(Bufonidae)：2種

臺灣兩棲類生物多樣性臺灣兩棲類生物多樣性((無尾目無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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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 中文名 特有種 保育種

Hyla chinensis 中國樹蟾

2. 樹蟾科(Hylidae)：1種

臺灣兩棲類生物多樣性臺灣兩棲類生物多樣性((無尾目無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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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狹口蛙科(Microhylidae)：5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種 保育種 外來種

Kaloula pulchra 花狹口蛙 *
Microhyla fissipes 小雨蛙

Microhyla heymonsi 黑蒙西氏小雨蛙

Microhyla butleri 巴氏小雨蛙

Micryletta steinegeri 史丹吉氏小雨蛙 *

臺灣兩棲類生物多樣性臺灣兩棲類生物多樣性((無尾目無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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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樹蛙科(Rhacophoridae)：10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種 保育種 外來種

Rhacophorus arvalis 諸羅樹蛙 * *
Rhacophorus 
aurantiventris 橙腹樹蛙 * *
Rhacophorus 
prasinatus 翡翠樹蛙 * *
Rhacophorus 
moltrechti 莫氏樹蛙 *
Rhacophorus 
taipeianus 台北樹蛙 * *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白頜樹蛙

Kurixalus eiffingeri 艾氏樹蛙

Kurixalus idiootocus 面天樹蛙 *

Buergeria japonica 日本樹蛙

Buergeria robusta 褐樹蛙 *

臺灣兩棲類生物多樣性臺灣兩棲類生物多樣性((無尾目無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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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叉舌蛙科(Dicroglossidae)：4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種 保育種 外來種

Fejervarya limnocharis 澤蛙

Fejervarya cancrivora 海蛙

Hoplobatrachus 
rugulosus

虎皮蛙

Limnonectes kuhlii 古氏赤蛙

臺灣兩棲類生物多樣性臺灣兩棲類生物多樣性((無尾目無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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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赤蛙科(Ranidae)：10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種 保育種 外來種

Babina adenopleura 腹斑蛙

Babina okinavana 豎琴蛙; 琉球蛙 *
Hylarana guentheri 貢德氏赤蛙

Hylarana latouchii 拉都希氏赤蛙

Hylarana taipehensis 台北赤蛙 *
Lithobates catesbeiana 牛蛙 *

Odorrana swinhoana 斯文豪氏赤蛙 *
Pelophylax plancyi 金線蛙 *
Rana longicrus 長腳赤蛙

Rana sauteri 梭德氏赤蛙 *

臺灣兩棲類生物多樣性臺灣兩棲類生物多樣性((無尾目無尾目))



爬行類之生物多樣性爬行類之生物多樣性
The biodiversity of reptilesThe biodiversity of rept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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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爬行類生物多樣性全世界爬行類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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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目前共記錄有8734種爬行類
◦ 蜥蜴亞目(Sauria; Lacertilia)：5079種
◦ 蛇亞目(Ophidia; Serpentes)：3149種
◦ 龜鱉目(Chelonia)：313種
◦ 鱷目(Crocodilia)：23種
◦ 喙頭目(Tuatara)：2種



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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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目前共記錄有108種
◦ 蜥蜴亞目：6科38種
◦ 蛇亞目：6科59種
◦ 龜鱉目：5科11種
21種臺灣特有種，9種臺灣特有亞種

換算單位面積所含的兩棲類物種數
臺 灣： 0.3種/每100平方公里
中國大陸：0.0046種/每100平方公里
日 本： 0.025種/每100平方公里



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蜥蜴類蜥蜴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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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 中文名 特有種 保育種

Ophisaurus harti 蛇蜥 *

1. 蛇蜥科(Anguidae)：1種
蜥蜴亞目：6科38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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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蜥蜴類蜥蜴類))
2. 舊大陸鬣蜥科(Agamidae)：5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亞)種 保育種

Japalura brevipes 短肢攀蜥 * *
Japalura luei 呂氏攀蜥 * *
Japalura makii 牧氏攀蜥 * *
Japalura swinhonis 斯文豪氏攀蜥 *
Japalura polygonata 
xanthostoma

黃口攀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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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蜥蜴類蜥蜴類))

3. 蜥蜴科(Lacertidae)：8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種 保育種
Takydromus 
formosanus 臺灣草蜥 *
Takydromus 
hsuehshanesis 雪山草蜥 *
Takydromus kuehnei 古氏草蜥

Takydromus luyeanus 鹿野草蜥 *
Takydromus 
viridipunctatus 翠斑草蜥 *
Takydromus sauteri 梭德氏草蜥;南台草蜥 * *
Takydromus 
septentrionalis 北草蜥

Takydromus stejnegeri 蓬萊草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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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蜥蜴類蜥蜴類))
4. 守宮科(Gekkonidae)：9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種 保育種

Gehyra mutilata 裂足虎

Gekko hokouensis 鉛山壁虎

Gekko kikuchii 菊池氏壁虎 * *
Hemidactylus bowringii 無疣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蝎虎

Hemidactylus stejnegeri 史丹吉氏蝎虎

Hemiphyllodactylus typus 半葉趾虎

Lepidodactylus lugubris 鱗趾虎

Lepidodactylus yami 雅美鱗趾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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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蜥蜴類蜥蜴類))
5. 石龍子科(Scincidae)：14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亞)種 保育種 外來種
Ateuchosaurus chinensis 中國光蜥

Emoia atrocostata 岩岸島蜥
Plestiodon chinensis 
chinensis 中國石龍子指名亞種
Plestiodon chinensis 
formosensis 中國石龍子臺灣亞種 *
Plestiodon chinensis 
leucostictus 中國石龍子綠島亞種 *
Plestiodon elegans 麗紋石龍子

Eutropis longicaudata 長尾南蜥

Eutropis multicarinata 多稜南蜥

Eutropis cumingi 庫氏南蜥

Eutropis multifasciata 多線南蜥 *
Scincella formosensis 臺灣滑蜥 *
Sphenomorphus indicus 印度蜓蜥

Sphenomorphus incognitus 股鱗蜓蜥
Sphenomorphus 
taiwanensis 臺灣蜓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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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蜥蜴類蜥蜴類))
6. 變色蜥科(Polychrotidae)：1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種 保育種 外來種

Anolis sagrei 沙氏變色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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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蛇類蛇類))
1. 盲蛇科(Typhlopidae)：1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種 保育種

Ramphotyphlops braminus 鈎盲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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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蛇類蛇類))
2. 黃頜蛇科(Colubridae)：

a. 鐵線蛇亞科(Calamariinae)：1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種 保育種

Calamaria pavimentata 
pavimentata

鐵線蛇; 尖尾鐵線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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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黃頜蛇科(Colubridae)： b. 黃頜蛇亞科(Colubrinae)：15種
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蛇類蛇類))

學名 中文名 特有(亞)種 保育種
Boiga kraepelini 大頭蛇; 大頭林蛇

Cyclophiops major 青蛇; 翠青蛇
Dinodon rufozonatum 
rufozonatum 紅斑蛇

Elaphe carinata carinata 臭青公; 臭腥錦蛇

Euprepiophis mandarina 高砂蛇; 玉斑錦蛇 *
Lycodon ruhstrati ruhstrati 白梅花蛇; 白花狼牙蛇

Oligodon formosanus 赤背松柏根; 赤背松柏蛇

Oligodon ornatus 赤腹松柏根; 赤腹松柏蛇
Oreocryptophis porphyracea 
kawakami 紅竹蛇 *
Orthriophis taeniurus friesei 錦蛇; 黑眉錦蛇 * *
Ptyas dhumnades 過山刀; 大眼鼠蛇

Ptyas korros 細紋南蛇; 細紋鼠蛇

Ptyas mucosa 南蛇; 南鼠蛇

Rhadinophis frenatum 灰腹綠錦蛇

Sibynophis chinensis chinensis 黑頭蛇; 黑頭劍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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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蛇類蛇類))
2. 黃頜蛇科(Colubridae)：

c. 遊蛇亞科(Natricinae)：9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亞)種 保育種

Amphiesma miyajimae 金絲蛇; 金絲腹鏈蛇 * *
Amphiesma sauteri 梭德氏遊蛇; 梭德氏腹鏈蛇

Amphiesma stolatum 花浪蛇; 草腹鏈蛇

Macropisthodon rudis rudis 擬龜殼花; 褐紋擬蝮蛇

Rhabdophis swinhonis 斯文豪氏遊蛇; 斯文豪氏頸槽
蛇 * *

Rhabdophis tigrinus 
formosanus 臺灣赤煉蛇; 臺灣虎紋頸槽蛇 *
Sinonatrix annularis 赤腹遊蛇; 赤腹華遊蛇 *
Sinonatrix percarinata 
suriki 白腹遊蛇; 烏華遊蛇 *
Xenochrophis piscator 草花蛇; 草花漁遊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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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蛇類蛇類))

2. 黃頜蛇科(Colubridae)：
d.擬異齒蛇亞科 (Pseudoxenodontinae)：2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種 保育種

Plagiopholis styani 福建頸斑蛇

Pseudoxenodon stejnegeri 
stejnegeri

史丹吉氏斜鱗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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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蛇類蛇類))
3. 蝙蝠蛇科(Elapidae)：

a.蝙蝠蛇亞科 (Elapinae)：5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亞)種 保育種

Bungarus multicinctus 
multicinctus

雨傘節; 白環蛇 *

Naja atra 眼鏡蛇; 華南眼鏡蛇 *

Sinomicrurus hatori 羽島氏帶紋赤蛇; 羽島氏華珊瑚
蛇 * *

Sinomicrurus macclellandi 
swinhoei

環紋赤蛇; 環紋華珊瑚蛇 * *

Sinomicrurus sauteri 梭德氏帶紋赤蛇; 梭德氏華珊瑚
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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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蛇類蛇類))
3. 蝙蝠蛇科(Elapidae)：

b.海蛇亞科 (Hydrophiinae)：11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種 保育種

Acalyptophis peronii 細鱗海蛇

Astrotia stokesii 大頭海蛇

Emydocephalus ijimae 飯島氏海蛇; 飯島氏龜吻海蛇

Hydrophis cyanocinctus 青環海蛇
Hydrophis 
melanocephalus 黑頭海蛇
Hydrophis ornatus 
maresinensis 麗斑海蛇

Hydrophis spiralis 環帶海蛇

Kerilia jerdonii siamensis 菱斑海蛇

Lapemis curtus 刺海蛇

Pelamis platurus 黑背海蛇

Praescutata viperina 毒海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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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蛇類蛇類))
3. 蝙蝠蛇科(Elapidae)：

c.闊尾海蛇亞科(Laticaudinae)：3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種 保育種

Laticauda colubrina 黃唇青斑海蛇; 黃唇闊尾海蛇

Laticauda laticaudata 黑唇青斑海蛇; 黑唇闊尾海蛇

Pseudolaticauda 
semifasciata

闊帶青斑海蛇; 闊帶闊尾海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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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蛇類蛇類))
3. 蝙蝠蛇科(Elapidae)：

d.閃皮蛇亞科(Xenodermatinae)：2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種 保育種

Achalinus formosanus 
formosanus

臺灣標蛇 *

Achalinus niger 標蛇; 黑標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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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蛇類蛇類))
3. 蝙蝠蛇科
(Elapidae)：

學名 中文名 特有種 保育種

Psammodynastes pulverulentus 
papenfussi

茶斑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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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蛇類蛇類))

學名 中文名 特有種 保育種

Enhydris chinensis 唐水蛇 *

Enhydris plumbea 鉛色水蛇 *

4. 水蛇科(Homalopsidae)：2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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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蛇類蛇類))
5. 鈍頭蛇科(Pareatidae)：1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種 保育種

Pareas formosensis 臺灣鈍頭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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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蛇類蛇類))
6.蝰蛇科(Viperidae)：
a. 蝮亞科(Crotalinae)：5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亞)種 保育種

Deinagkistrodon acutus 百步蛇; 尖頭蝮 *
Ovophis monticola 
makazayazaya

阿里山龜殼花; 瑪家山蝮 * *

Protobothrops 
mucrosquamatus

龜殼花; 褐紋原矛蝮 *

Trimeresurus gracilis 菊池氏龜殼花; 菊池氏蝮 * *

Viridovipera stejnegeri 
stejnegeri

赤尾青竹絲; 史丹吉氏青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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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蛇類蛇類))
6.蝰蛇科(Viperidae)：
b. 蝰亞科(Viperinae)：1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種 保育種

Daboia russellii 
siamensis

鎖蛇; 鎖鍊蝰 *



37

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龜鱉類龜鱉類))
1.地澤龜科(Geomydidae)：
a. 河龜亞科(Batagurinae)：2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種 保育種

Chinemys reevesii 金龜 *

Ocadia sinensis 斑龜



38

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龜鱉類龜鱉類))
1.地澤龜科(Geomydidae)：
b. 地澤龜亞科(Geomydinae)：2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種 保育種

Cuora flavomarginata 
flavomarginata

食蛇龜 *

Mauremys mutica mutica 材棺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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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龜鱉類龜鱉類))
2.澤龜科(Emydidae)：1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種 外來種

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紅耳泥龜; 巴西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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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龜鱉類龜鱉類))
3.鱉科(Trionychidae)：1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種 保育種

Pelodiscus sinensis 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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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龜鱉類龜鱉類))
4.海龜科(Cheloniidae)：4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種 保育種

Caretta caretta 赤蠵龜 *

Chelonia mydas 綠蠵龜 *

Eretmochelys imbricata 玳瑁 *

Lepidochelys olivacea 欖蠵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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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臺灣爬行類生物多樣性((龜鱉類龜鱉類))
5.稜皮龜科(Dermochelyidae)：1種

學名 中文名 特有種 保育種

Dermochelys coriacea 革龜 *



臺灣光復後新命名及記錄物種臺灣光復後新命名及記錄物種
(1945年~)

兩棲類新命名及記錄11種：
◦ 台北樹蛙、翡翠樹蛙、面天樹蛙、
橙腹樹蛙、諸羅樹蛙、巴氏小雨蛙、
黑蒙西氏小雨蛙、海蛙、亞洲錦蛙、
南湖山椒魚、 觀霧山椒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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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光復後新命名及記錄物種臺灣光復後新命名及記錄物種
(1945年~)

爬行類新命名及記錄16種：
◦ 庫氏南蜥、雪山草蜥、臺灣蜓蜥、
雅美鱗趾虎、牧氏攀蜥、史丹吉氏蝎虎、
黃口攀蜥、呂氏攀蜥、翠斑草蜥、
沙氏變色蜥、多線南蜥、鹿野草蜥、
麗斑海蛇、茶斑蛇、福建頸斑蛇、
灰腹綠錦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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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問題結語＆問題
臺灣兩棲爬行動物生物多樣性相當高

臺灣島內五大山脈林立，是否會阻隔族
群間的基因交流，導致隱藏種(cryptic 
species)未發現？

外來兩棲爬行動物會對本土物種造成如
何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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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謝謝聆聽！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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