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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兩棲類
紅皮書名錄與保育
棲地喪失和退化是目前台灣兩棲類動物面臨的最大威脅，
其他威脅還有人類活動的干擾、汙染、氣候變化與惡劣天候、外來種的入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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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研究發現受真菌感染的兩棲類動物，
在全球某些區域已造成族群快速下降，甚至滅絕的重大危機。

台灣兩棲類紅皮書名錄評估
兩棲類動物對環境的擾動非常敏感，是
了解生態變化的重要指標。2004 年國際自然
保育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首次完成了全球兩棲類紅皮

書名錄的評估，之後隨著物種資料的持續增
加，分別在 2006 與 2008 年進行了兩次較大

規模的更新。至今約有超過 60 個國家近 650
位專家學者陸續參與這項評估作業，為全球
兩棲類族群的狀況與保育策略提供了基礎的
背景資料。
2008 年 IUCN 所彙整的兩棲類紅皮書名
錄顯示：全世界將近三分之一（32％）的兩
棲類物種已列為受脅（包含極危、瀕危與易
危等級）或滅絕的物種，43％是非受脅物種，
25％則無完整的資料來確認其受脅類別。在
所有兩棲類物種中，將近 42％的物種族群正

逐漸減少中，也就是未來預期會有越來越多
的物種成為受脅物種。相反地，只有少於 1％
的物種族群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與台灣兩棲類物種有關的紅皮書評估作
業，首推 2004 年由呂光洋老師（時任職於師
範大學）與周文豪研究員（時任職於自然科
學博物館）參與 IUCN 物種存續委員會的兩
棲類專家群時，協同國外專家學者以全球的
尺度評估了 31 種分布範圍涵蓋台灣的兩棲類
動物。之後在 2008、2009 與 2016 年，陸續

評估結果不僅有助於了解地區及國家級物
種的受脅狀況，也讓全球紅皮書名錄所涵
蓋的物種更加地完整。
該紅皮書名錄中納入評估候選的物種
共有 40 種，其中美洲牛蛙、花狹口蛙與斑

腿樹蛙 3 種因屬外來物種，不適用於區域

評估，所以計有 37 種兩棲類進入評估流程。
評估結果顯示屬於國家極危類別者有 2 種，
分別是南湖山椒魚及豎琴蛙；國家瀕危類
別者有 6 種，分別是台灣山椒魚、觀霧山
椒魚、楚南氏山椒魚、台北赤蛙、諸羅樹
蛙及橙腹樹蛙；國家易危類別者有 3 種，
分別是阿里山山椒魚、史丹吉氏小雨蛙及
台北樹蛙。
以上 3 個類別共計 11 種，一般合併稱

為受脅物種，占所有評估物種的 29.7％。
其餘 26 種兩棲類中，有 3 種屬於國家接近
受脅，有 5 種屬於數據缺乏，另 18 種屬於

台灣暫無危機。至於 2017 年由師範大學林
思民老師團隊所發表的新種太田樹蛙，當
年出版時尚未列入評估。

受到威脅的原因
以 全 球 的 尺 度 來 看，7,698 種 兩 棲 類
中，已進行紅皮書名錄評估的物種有 6,582

種，受脅物種比率是 32.5％。為了了解全
球兩棲類動物所面臨的威脅，IUCN 對於野

有國外專家學者以全球的尺度再度評估了與

生動物的主要威脅來源已歸納出一套標準

台灣有關的部分物種。

的評估項目與流程。不管是受脅或非受脅

然而近年來台灣生態環境快速變化，再

物種，棲地喪失和退化是目前全球兩棲類

加上新種的發表與物種分類地位的轉變，亟

動物面臨的最大威脅，影響了將近 4,000 個

需以國家的尺度對所有兩棲類動物的滅絕風

物種，受到棲地喪失及退化影響的物種幾

險，進行重新的檢視與評估。為了解台灣兩

乎是汙染威脅的 4 倍。雖然棲地喪失已被明

棲類物種現階段的受脅狀況，由特有生物研

確指出是兩棲類族群下降的最大因子，不過

究保育中心與林務局共同出版了「2017 年台

最新的研究發現受真菌感染的兩棲類動物，

灣兩棲類紅皮書名錄」。這項評估流程遵循

在某些區域已造成族群快速下降，甚至滅絕

IUCN 紅皮書名錄地區及國家級評估準則，

的重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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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兩棲類動物面臨威脅的原因
非受脅

受脅

棲地劣化或消失
外來種的入侵
利用
偶發性死亡
遭受迫害或控制
汙染
天然災害
疾病
人類活動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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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軸是物種數量，Y 軸是威脅原因；仿繪自 IUCN 2017 全球兩棲類動物面臨威脅的原因探討。

以台灣的尺度來看，台灣兩棲類受脅

人類活動所干擾。這現象經常發生在郊區或

物種比率是 29.7％。依照 IUCN 的分析方

特定的山林遊憩區，雖然親近自然有助於民

式，整理各類文獻、報告中所有台灣兩棲

眾對於野生動物的認識與保育工作的推動，

類動物面臨威脅的原因，置於與 IUCN 相

不過若無考量生物承載量與妥善的經營管

同評估項目中進行威脅原因的探討。棲地

理，對於野生動物也會產生直接的干擾與

喪失和退化同樣也是目前台灣兩棲類動物

傷害。

所面臨的最大威脅，影響了超過一半的物

汙染

在人口與消費擴展後，隨之而

種（20 ∕37 種），其次是人類活動的干擾、

來的就是環境汙染的問題。由於兩棲類動

汙染、氣候變化與惡劣天候、外來種的入

物的皮膚具有呼吸與維持體內滲透壓平衡

侵等。

的功能，因此必須經常親近水源，環境中

棲地喪失和退化

台灣大部分蛙類分

水質對牠們的影響就顯得格外重要。部分

布於海拔約 1,000 m 以下的環境，與大部分

工業或遊憩區排放的廢水，或者殺蟲劑、

人類活動和居住的範圍高度重疊，開發、

除草劑、肥料等滲入土壤再流入水源的汙

建設等工程與兩棲類競爭土地的情形不時

染源，直接影響到生活在水中的蝌蚪，也

發生。棲地喪失、劣化或切割，是造成台

會導致成蛙生殖力下降，影響到整個族群

灣整體兩棲類族群下降或消失的最重要因

的存續。

素。在 11 種受脅物種中，就有 9 種受到這

氣候變化與惡劣天候

由於地球溫室

個因子的影響，也是這些瀕危物種面臨威

效應與臭氧層的破壞，造成降雨強度、時

脅的最主要原因。

間和氣候的不規則改變，以及紫外線 UVB

人類活動的干擾

棲地劣化或切割

輻 射 量 的 增 加 等 因 素， 都 是 引 起 兩 棲 類

後，兩棲類棲地的核心區域就更容易受到

族群數量減少的重要原因。雖然氣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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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兩棲類動物面臨威脅的原因

非受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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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軸是物種數量，Y 軸是威脅原因。

與惡劣天候對於台灣兩棲類動物的影響鮮
少文獻直接證明，不過部分研究的推論與
野外觀察的結果顯示，台灣受脅的 5 種山
椒魚可能會因為高海拔地區降雪及融雪時
間過短，而影響到生殖活動。
此外，極端氣候下的豪大雨或長時間
的乾旱等現象，也可能使得部分池塘型、
小溪溝或暫時性水域的蝌蚪因雨水突然暴
漲而擴散到不利生存的環境，或因長期處於
乾旱環境而導致大量死亡。
外來種的入侵

外來種指在原本生

態系統中沒有的物種，目前有報導外來種
斑腿樹蛙的蝌蚪會掠食其他種類的蝌蚪，

外來種福壽螺掠食狹口蛙類的卵（圖片來源：吳
和瑾）

尤其以漂浮在水體中上層的狹口蛙類蝌蚪
被掠食的紀錄最多。而與這些外來種共域
的台灣本土物種布氏樹蛙，也可能因為外

原因與一種壺菌門的真菌所引發的疾病有

來蝌蚪的強力競爭，導致成蛙族群數量下

關。蛙壺菌與蠑螈壺菌已被 IUCN 物種存

降。此外，外來種福壽螺掠食狹口蛙卵的

續委員會的入侵物種專家小組列入世界

紀錄，也因為福壽螺的分布極廣且數量眾

百大外來入侵種（病原）。蛙壺菌最早於

多， 對 台 灣 兩 棲 類 族 群 產 生 一 定 程 度 的

1998 年被發現，其後的十年間，已造成大

影響。

量兩棲類動物的死亡，且引發多個物種的滅
近十年來，全球許多地區的兩

絕。而 2013 年發表的蠑螈壺菌，同樣導致

棲類動物陸續出現集體死亡的現象，究其

歐洲多個蠑螈物種族群數量的急劇下降。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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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歐美地區已規劃許多預警系統來監測

有關瀕危或稀少兩棲類動物復育工作

這兩種病原體的傳播，並制定一些應急的

的流程與內容包括：擬定復育計畫書、備

保育行動計畫。

份棲所的篩選、備份棲所的再營造、準備

依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與歐美學者

大量的引入個體、族群數量與其遺傳結構

合作進行全台兩棲類蛙壺菌感染的調查結

的監測、依成效修正保育行動，以及以法

果發現：蛙壺菌已廣泛分布在台灣各個兩

律（條例）進行實際的棲地維護等行動。

棲類物種中，不過所有測得為陽性反應的

實際的規畫則要依據物種特性再行研擬。

個體都屬於低度感染，意味著已感染的個

維護多樣的棲所才能孕育出豐富的兩

體雖然帶原但並無死亡的風險，被感染的

棲類群聚，兩棲類利用溼地進行生殖，而

族群也沒發生大量死亡的現象。找出病原

在周遭的樹林環境中覓食或躲藏。樹林下

體的發源地與散播途徑，是控制疾病傳染

的落葉層有著比整片水面更多種類與數量

的重要課題，先前的推論指出，蛙壺菌可

的無脊椎動物，可提供各種蛙類覓食；地

能源自於非洲，不過近年的研究已顯示蛙

表土壤中的各種天然縫隙與凹陷則可提供

壺菌與蠑螈壺菌應該源自於亞洲。

蛙類躲藏。此外，維持兩棲類與其他類物

商業利用

商業活動或非法的採集直

種的多樣性，也有助於稀釋天敵生物對目

接影響到野外兩棲類族群的數量，若把這

標生物的威脅。例如外來種福壽螺掠食狹

些採集或飼養的兩棲類動物販售到其他地

口蛙類的卵，本土柴棺龜則具有捕食福壽

區，更可能造成外來種的危害、疾病的傳

螺的能力，不同能量階層間的彼此牽制，

播等問題。目前台灣的兩棲類動物中，在

對於維持生態系的穩定也扮演相當重要的

寵物店有陸續販賣紀錄的是中國樹蟾，不
過數量並不多。

角色。
教育與社會學的角度

可加強辦理各

種不同面向的保育教育活動，目前在兩棲

保育行動

類動物為主的環境教育活動中，以東華大

兩棲類物種多樣性的保育，除了涉及

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所建立的台灣兩棲

保育生物學外，也需要教育、社會、政治、

類 保 育 網（http://www.froghome.org/）， 以

經濟等學門的共同參與，以及對於全球兩

及去年剛成立的台灣兩棲類動物保育協會

棲類動物現況的了解，並加強國際參與及

最具規模。該計畫與協會提供了台灣兩棲

資訊交換，才有助於在地物種的保育與經

類的各種生態資訊，典藏了各類兩棲類影

營管理的推動。

像，開設線上數位學習課程，提供兩棲類
可加強受脅物種

保育志工的培訓，藉由長期監測活動，讓

的生殖生態學及異地復育的研究，對各種

民眾進行兩棲類生態監測、棲地保育、社

雌雄蛙類性成熟年紀、生殖潛能，以及生

區參與等活動，在參與中建立生態學的涵

殖年齡的貢獻時間等資料的建立與分析，

養與喜好。至於由政府單位、學校、保育

有助於了解族群數量的上升或下降趨勢，

團體所辦理，對於不同團體例如學生、教

以便適時採取積極的保育行動計畫。當族

師、退休人員、志工或管理人員等的生態

群數量降低到一定程度時，就必須進行物

活動，在未來保育工作的推動與認同上，

種重新引入或引入異地的復育行動。

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保育生物學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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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尚有其他待加強的面向，例如生

族群數量陡降的主要原因。因此強化檢疫

態學觀念與環境工程間的磨合，於此應加

並建立寵物安全交易的規範，防止這些壺

強辦理工程人員與生態保育人員的對談，

菌品系在現代國際兩棲動物貿易中流通，

期望在安全的考量下，減少工程建設對生

是避免該壺菌傳播的首要步驟。

態系的干擾與破壞。再者如宗教活動的不

在保育相關法規的修訂方面，可參考

當放生，這面向應加強生態學觀念與宗教

台灣兩棲類紅皮書的評估結果，結合各領

界的交流，提供取代放生的其他選擇方案，

域專家、學者的意見，對保育類野生動物

減少對生態系的干擾或破壞。

名錄與相關法規定期盤點，以不斷更新的

政治與經濟學的角度

應強化野生物

資訊進行保育行動的修訂與研擬。

進出口的檢疫與寵物安全交易的規範，定
期進行保育類名錄與法規的修訂等。全球
新興的真菌疾病嚴重影響到兩棲類族群的
減少，並干擾了生態系統的平衡，蛙壺菌
出現的時機與全球兩棲類動物商業交易拓
展時期的時間點吻合，是影響全球兩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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