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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動物園 108 年動物認養保育計畫 

提案日期：107 年 10 月 31 日 

主 持 人 

臺北市立動物園保育研究中心張廖年鴻助理研究員 

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李玲玲教授 

計畫編號 /名稱 

10801_歐亞水獺域內與域外保育研究與合作(五)-建立

金門水獺族群資料庫及常態性調查規範 

計 畫 期 程 108 年 01 月 0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計畫屬性 (可複

選 ) 

■族群管理 15% □保育繁殖___% ■域內保育 65% 

■國際交流 20% □動物醫療___% □照養管理___% 

□行為豐富化___% □教育推廣___% □人才培訓___% 

□動物營養___% □其他：_________ 
 

經 費 需 求 認養經費 595,000 元 

計畫摘要 (需含

計畫目標、擬解

決問題、重要工

作 項 目 ) 

一、 計畫緣起 
歐亞水獺 (Eurasian otter, Lutra lutra) 是全球13種獺亞科的動物

之一，廣泛分布於歐亞大陸及許多近岸島嶼(Foster- Turley 1990)。
過去數十年間，歐亞水獺因棲地破壞、污染、獵捕等威脅，各地

數量與分布均大幅下降，一度被IUCN 瀕危物種紅名單列為受威

脅種 (Vulnerable, Kruuk 1995, 2006; Mason and Macdonald 1986)。
雖近年來西歐地區積極進行棲地改善、汙染防治、復育及再引入

等工作，讓當地野外水獺的族群狀況有所改善，而被改列為近危

種(near threatened, IUCN 2017)；然而多數亞洲國家之水獺族群仍

面對許多威脅，卻相對缺乏詳實的調查研究可供參考。回顧東亞

國家保育及分布現況，歐亞水獺於南韓被列為瀕危物種，零星分

布於境內內陸河流及外島(Jo et al. 2017)；日本環境廳原已在2012
年宣布歐亞水獺於境內絕種，雖然2017年2月沖繩縣琉球大學的研

究團隊於長崎縣對馬島再次發現歐亞水獺的影像，但經採集排遺

重啟相關研究分析後證實是來自朝鮮半島的個體，非日本原生族

群。此外，中國大陸諸多地區之族群分布呈現明顯縮減，現今僅

在自然保留區或低人口密度的偏遠郊區才有少數發現紀錄(Li and 
Cha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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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亞水獺過去分布於臺灣全島1500公尺以下山區的溪流附近，

三峽、台中、花蓮、新竹、高雄各地均有發現的報告(陳與于 1984)。
但是自1980 年代以來，臺灣本島一直未有野外發現該種的確實記

錄，在馬祖也僅有零星出現的個案(李1996a, 1996b, 1997a），且在

今(2018)年本計畫執行的野外調查中完全沒有發現任何水獺蹤

跡，南北竿兩座主要島嶼目前應已無歐亞水獺棲息分布。目前只

有在金門尚有數量不多的穩定族群，因此該種已名列我國「野生

動物保育法」之瀕臨絕種保育類動物，並在「2017 臺灣陸域哺乳

類紅皮書名錄」列為國家極度瀕危(NCR)的保育等級(鄭等人 
2017)。 

根據金門結束戒嚴、開放觀光之初的調查，金門和烈嶼全島大

部份的水域與沿海地區均可發現歐亞水獺活動的痕跡，特別是金

門東側的礁岸及南部沙岸水獺痕跡較多，西側海岸明顯較少(李
1994，Lee 1996)。然而隨著當地對外開放的幅度益發增加，各地

陸續展開各項開發建設，使得當地地貌、植被與水系有相當大的

變動。自然野地與水岸植被的大幅縮減，內陸水道與海岸的水泥

化，用水量的增加與水質汙染的問題日益嚴重，水域連結因開發、

道路、缺水、陸化而阻隔，再加上道路闢建拓寬與交通量增加導

致水獺遭撞死的事件時有所聞，使得水獺的分布有相當明顯的改

變(李 1996a, 1997b，李與林1994，Lee 1996，李與莊 2000，李

2013)。近年來，經過臺大生態實驗室及臺北動物園同仁的努力及

協助下，在2014至2018年之間共採獲1,690件排遺樣本，完成58%
（983件）樣本的DNA萃取工作，其中636件確認為DNA可分析之

有效樣本，並成功地完成254件樣本的微衛星定序分析，鑑定出128
隻個體；另外早期路殺收容個體也鑑定了30隻，已併入現有族群

資料庫中。我們正持續積極未完成進行實驗分析操作，期望能加

速實驗室操作，完成目前歐亞水獺族群現況的分析。 
陳與李(2003)在金門地區(金門與烈嶼)四十餘處內陸水域進行

歐亞水獺分布普查時，發現超過八成的內陸水域(36/44)仍可發現

水獺活動所遺留的排遺。但是2013年在同樣的地點調查僅在 30 
處發現水獺活動痕跡，特別是金門西部許多過去有水獺活動的地

點，已經少見或沒有水獺活動 (李 2013)。在棲地干擾未見改善

下，2014 年度更接連有三隻或因工程干擾而失親的幼獸進入臺北

動物園收容。人類活動造成野生動物棲地破碎化及消失，常常是

造成物種或族群滅絕的重要因素(Fahrig 1997; Brooks et al. 2002; 
Wiegand et al. 2005)。歐洲歐亞水獺族群在上個世紀的衰退與人

類活動造成的棲地破壞有相當大個關連(Cortés et al. 1998)。金門

水獺的棲息地與人類活動空間高度重疊，理應非常容易受到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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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干擾而放棄原有棲地，然而，近年來的調查結果揭露小規模

的道路施工、河川整治工程對水獺並不會造成永久性的影養；工

程結束後水獺返回在利用原棲地空間資源的機率很高，甚至在工

程期間水獺還可已通過工地往來休息棲地及覓食區域間，可見歐

亞水獺對於人類活動有一定的忍受程度。然由於尚未將樣本資料

分析到個體層級，目前無法知道工程前後回到原棲地的是否為同

一隻水獺，還不能討論工程干擾對水獺族群變動等生態行為的影

響有多大。 
此外，金門島面積不大，所能承載的水獺數量有限。從族群遺

傳的考量，若是無法與其他地區的水獺有所交流，小族群累代繁

衍後，恐因遺傳多樣性下降而不利長期存續。臺灣本島歐亞水獺

的狀況未明，過去也缺乏系統化的調查以查明其現況，本計畫於 
2015 年透過彙整相關文獻、進行問卷調查及訪談林務局、國家公

園、縣市政府、生態顧問公司之田野工作人員及登山溯溪山友等

方式，收集臺灣地區過去水獺出現之記錄，結果不僅文獻記錄相

當零星，許多公部門的有長期田野工作經驗的巡山人員也多已退

休訪查不易，新進人員多無野外記錄水獺之經驗，目前訪查到的

記錄多屬數十年前之資料，且記錄地點多為區域性而非確定地點

之資料。現勘幾處民間人士提供疑似有水獺出沒處的地點也尚無

任何發現。特有生物保育中心已於今(2018)年開始臺灣本島水獺狀

況調查及評估工作，本計畫將與特生中心保持密切聯繫、持續追

蹤臺灣本島歐亞水獺狀況，共同規劃台澎金馬整體地區歐亞水獺

域內與域外保育策略與行動。 
2015 年赴福建漳州的漳江口紅樹林自然保護區、龍海的九龍江

河口溼地、泉州的泉州灣河口溼地及一些內陸水庫等現勘，發現

漳州因以農業為主，尚有大片森林綠地，訪談結果當地居民對水

獺仍有印象，認為內陸與沿海地區應該有水獺活動，且在漳江口

紅樹林自然保護區訪談到居民在2015 年3-4 月間在海岸發現到一

具纏在漁網中的幼獸屍體，顯示福建沿海仍有水獺活動，值得結

合在地人員進行後續調查，評估與金門水獺的交流狀況。於同年

本計畫邀請 IUCN 水獺專家群專家，荷蘭水獺基金會(Stichting 
Otterstation Nederland)執行長Addy de Jongh 博士與Lena de 
Jongh-Nesterko 女士來臺參加臺北市立動物園舉辦之「2015 瀕危

小型食肉目動物保育繁殖和再引入國際研討會」會議，講授並討

論歐亞水獺圈飼照養訓練野放之原則、技術及注意事項，並評估

大金、小金、金莎野放之可行性及至金門與金門縣政府、金門國

家公園交流棲地改善及救傷體系規劃事宜。2016 年 9月本團隊共

同主持人李玲玲教授亦受邀前往廣東珠海參加「亞洲溼地與水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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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研習會」，除分享金門水獺的調查、救傷經驗外，也連結多

位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東南亞地區水獺保育人士及NGO，於會後

建立地區性的水獺保育資訊交流平台(EA Otter Group)，進一步實

踐水獺保育整合的構想。2018年臺北市立動物園於臺北、金門兩

地舉辦「歐亞水獺保育暨再引入國際研討會」，邀請近20位國際

水獺專家拜訪金門並對金門歐亞水獺保育工作做出具體建議，並

與香港大學、香港嘉道理的水獺研究人員進立聯繫管道，希冀能

即時掌握金門周邊地區的歐亞水獺族群的資訊。 
2016至2018 年執行期間，本團隊與金門地區目前第一線野生動

物救傷及保育行動的執行單位─金門縣野生動物救援暨保育協

會、金門縣政府維持密切聯繫，合作建立了路殺救傷個體的通報

機制並協助分析救傷個體身分與過往資料庫比較；倘若為雄性新

鮮屍體，亦合作運送生殖器官至本園實驗室進行遺傳物質保存，

未來也將持續合作，就於金門當地營造屬於歐亞水獺活體救傷、

收容及再野放的場域設計、人員訓練等目標持續努力。此外，也

本著調查時現地觀察的結果給予金門縣政府水系連接溝渠疏通的

建議，移除多條聯繫水道的布袋連及水芙蓉等塞滿河道的外來浮

水性植物，讓水獺得以利用水系通道進行移動，不必要冒著背路

殺的危險爬上道路。歸納本計畫近年調查成果，水獺分布主要集

中東半島，西部水域僅有零星活動痕跡。而今年八月開始金門縣

政府亦委託本團隊執行為期一年的「金門歐亞水獺西部水域、海

岸及離島棲地利用調查」計畫案，加強探勘西部狀況不佳且長久

未進行例行探勘的偏僻水域，並涵蓋對於沿海、離島棲地的調查，

期盼了解水獺對於海岸棲地路徑使用的狀況，也可以彌補本計畫

調查區域集中在淡水環境的狀況，與本計畫以「內陸主要水域」

為主的工作調查目標相輔相成，提供在地執行單位制訂更為實際

的棲地改善資訊。2017至2018年調查期間在多處海岸棲地發現不

少水獺排遺，顯示水獺確實可能穩定利用沿海地帶棲地。 
為求對於水獺在島內棲地利用及族群分布有更通盤了解，並針

對西部已然孤立及水泥化的棲地尋求改善，再野放/引入的評估也

已取得IUCN的作業標準，並在2017年赴德國參訪德國水獺中心，

取回相關作業資訊。然金門水獺族群狀況與歐洲地區族群相差甚

大，其族群密度、棲息地與人類活動的距離都讓面談過的歐洲水

獺學者相當驚訝與好奇。再野放/引入規劃勢必得小心地將資訊在

地化，參考金門甚或周邊可能族群的現況後方能付諸實行。 
長遠來看，金門水獺的保育工作需要一個整體規劃，找出工作

項目優先順序，擬定族群管理策略，結合域內及域外的保育計畫

進行資源整合。一個成功的保育計畫的制定勢必建立在物種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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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上建立共識。本計畫至今已執行四年，前兩年著重於資料

整理、保育合作整合及野外調查樣本記錄採集等工作，在保育整

合上已獲得相當明顯的效益，成功地吸引國際水獺保育專家的注

意及意見，提升金門及全國民眾的水獺保育意識，並糾結保育相

關單位及NGO定期舉辦工作檢討對話、提高金門在地參與力道、

催生未來的水獺保育工作核心的水獺中心等等。第三、四年則就

原有基礎上強化民眾教育推廣及族群遺傳變異資料分析等工作，

特別是後者，我們將野外排遺樣本採集流程及實驗操作程序更加

具體化，並刪減不必要的重複驗證程序、尋找有能力的廠商實驗

室協助樣本DNA萃取步驟。這些操作都以盡量縮短樣本處理時間

為目標，運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完成分析野外工作採集樣本中的珍

貴資訊。未來第五年的工作主軸將是完成本計畫執行期間2015至
2019年間累積的排遺樣本處理及分析，完成5年族群遺傳動態資料

庫，並著手規劃未來倘若沒有專案計畫支持，金門水獺的保育工

作應該如何持續進行。而一年四次的高密度野外調查、當地水獺

保育相關業務的執行、鄰近大陸地區甚或國際水獺族群的遺傳資

訊比較亦為年度計畫執行的工作重點。 
 

二、 計畫目標 
1. 完成2015-2019年5年的水獺族群遺傳資訊會整及建立族群親緣

資料庫。 
2. 建立歐亞水獺族群調查監測流程，提供沒有專案經費支持下低強

度調查的最低運作模式。 
3. 調查與追蹤臺灣與閩南歐亞水獺野外族群現況。 
4. 協助規劃與進行金門地區歐亞水獺棲地改善與營造。 
5. 協助建置金門地區歐亞水獺救傷收容系統與推動相關訓練；並  

持續提升本園於歐亞水獺救傷、醫療與照養管理等經驗與技術。 
6. 搭配本園教育推廣計畫，協助將野外調查資訊以教育解說活動方

式傳達給金門地區、教育工作者及在地學生；並預期能增加民眾

對於水獺保育之認同，協助水獺紀錄之通報及保育工作推廣。 
 
三、 擬解決問題 
1. 持續監測金門地區歐亞水獺族群的分布變遷、遺傳多樣性的變化

趨勢。 
2. 建構金門水獺野外族群的基本資訊，提供物種保育規劃參考。 
3. 整合臺灣與閩南歐亞水獺野外族群現況，儘量釐清其親緣關係，

做為未來華南地區歐亞水獺域內保育整體規劃的依據。 
4. 協助金門地區歐亞水獺救傷收容系統持續優化，並提升本園於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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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水獺救傷、醫療與照養管理等之相關技術經驗，為未來可能

的救傷、收容、圈飼、訓練、野放及再引入等保育工作預做準

備。指認金門地區歐亞水獺棲地改善與營造的重點地區，並與

相關單位合作，共同規劃與進行水獺棲地改善、保存及營造等

工作。 
 
四、 重要工作項目 
1. 族群分布調查：棲地探勘、排遺採樣及實驗室遺傳分析。 
2. 閩南沿海地區水獺現況之追蹤：聯繫香港嘉道理、香港大學的歐

亞獺研究學者，嘗試建立共同合作分析其他族群遺傳特徵，釐

清臺閩沿海的水獺現況及親緣關係。 
3. 金門歐亞水獺族群資料庫建立：基於5年的野外採集樣本，建立

金門水獺完整的個體資料及棲地使用資訊，並儘可能結合附近

地區不同族群的排遺樣本資訊，勾勒金門水獺的遺傳親緣結構。 
4. 建立常態性調查規範：任何研究計畫都有其補助期限，未來金門

水獺族群調查計畫有可能不再受到單一計畫的支持，目前本計

畫進行之高人力物力需求的調查方式將難以延續。今年曾與特

生中心哺乳動物小組負責人張仕緯博士討論未來金門歐亞水獺

族群監測的操作模式，張博士希望在沒有特定計畫支持下能持

續進行小規模的金門水獺族群調查，維持至少每年一次樣本採

集及分析，以延續現有得來不易的多年調查資料，長期累積族

群變異動態。另外，今年「歐亞水獺保育暨再引入國際研討會」

期間波蘭動物園園長Radoslaw Ratajszczak亦提出長期監測金門

水獺的必要性，認為用人力物力需求最低的各棲地排遺有/無調

查即可，不必然要保存到DNA層級的資訊。本年度希望經過多

方討論意見蒐集，建立常規性金門水獺族群調查的作業流程，

達到族群保育永續經營的目的。 
5. 國際水獺專家群之交流：持續與國際水獺專家群聯繫，交流歐亞

水獺野外調查、遺傳分析等域內保育資訊。 
 

實施方法與步驟

（條列簡要述明

） 

1. 族群分布調查： 
I. 持續針對大小金門進行水獺族群監測，記錄排遺等活動訊

息，並採集新鮮排遺樣本。 
II. 進行排遺樣本DNA萃取，進行微衛星PCR分析及個體判

定。 
III. 整合個體分布資訊及地理位置，完成資料建檔。 

2. 閩南沿海水獺現況之追蹤： 
I. 優先連繫香港嘉道理農場及香港大學水獺研究人員，建立

合作管道，前往閩南沿海地區進行現勘水獺活動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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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視狀況參加調查活動，收集水獺排遺或組織樣本並進行分

子檢測，以掌握兩地歐亞水獺野外族群的現況及與金門歐

亞水獺的關聯。 
3. 金門歐亞水獺族群資料庫建立： 

I. 整理2015-2019年本計畫執行期間採集之水獺排遺樣本，

漸次完成DNA萃取及微衛星定序分析。 
II. 連結資料庫中每隻水獺個體的地理資訊及時間軸，建立以

遺傳資訊為基底的族群遺傳資料庫。 
4. 建立常態性調查規範：經過多方討論意見蒐集，建立常規性金

門水獺族群調查的作業流程，達到族群保育永續經營的目的。 
5. 國際水獺專家群之交流：持續與國際水獺專家群聯繫，借助其

專業知識與經驗，提升本園歐亞水獺救傷、醫療與照養管理等

經驗與技術，以強化歐亞水獺救傷、收容、圈飼、繁殖、訓練、

野放和再引入的完整體系。同時，亦藉由本團隊成立的「EA Otter 
Group」網路工作平台與中國、香港地區及歐洲之水獺保育工作

者保持聯繫，提供本團隊歐亞水獺的田野調查技術及分子遺傳

研究經驗，建立兩岸三地區域對於水獺保育的合作連結。 
6. 赴中國四川唐家河參加IUCN第14屆國際水獺研討會(2-3人8

日)，加強與亞洲區域內水獺專家群之聯繫。 

預 期 成 果 

1. 持續掌握金門地區歐亞水獺分布及遺傳多樣性變化趨勢。 
2. 釐清閩南歐亞水獺野外族群的現況及與金門歐亞水獺族群的關

聯，協助區域內歐亞水獺保育工作的整體規劃。  
3. 建立詳盡完整之金門水獺族群遺傳資料庫，勾勒當前族群結構樣

貌，並提供未來族群研究之比較基礎。 
4. 妥善協助金門地區歐亞水獺救傷收容系統的提升與相關訓練；提

升本園歐亞水獺救傷、醫療與照養管理等經驗與技術，以強化

歐亞水獺救傷、收容、圈飼、訓練、野放及再引入的完整體系，

以期未來可及時因應域外保育工作進行。 

已參與計畫名稱

及合作機構 

相關專業團隊：■有  □無 
1. 臺北市立動物園  
2. IUCN 水獺專家群 
3. 香港嘉道理農場 
4. 荷蘭水獺基金會(Stichting Otterstation Nederland) 
5. International Otter Survival Fund 
6. 臺大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野生動物研究室 
7. 金門縣政府 
8.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9. 期他合作夥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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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金門縣野生動物救援暨保育協會、東

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建立合作平臺可行性： 
□否 
■是，團隊  利用 slack 工作平台(EA Otter Group)整合                                   

團隊成員在計畫

內之角色（擔任

之具體工作性質

、項目及範圍） 

一、計畫主持人：擬定與規劃計畫、確認工作目標、掌握計畫進度、

協調各項工作執行、統整域內保育相關工作、國際交流、撰寫

報告。  
二、專任計畫助理(待聘)：擬定與執行計畫、確認工作目標、統整

域內外保育相關工作、國際交流、撰寫報告。  
三、計畫執行人： 

1. 臺北市立動物園人員：保育研究中心余珍芳、侯宣伊、梁彧禎、

蔡岱樺、陳立瑜、林思辰等人負責棲地現況資料收集、訪談、

教育訓練等工作之執行及資料分析；侯宣伊協助樣本資料分析。 
2. 臺大生態演化所野生動物研究室林宗以、陳宏彰、林軒羽、白

任暉、王盈穎、馮建瑄、陳威辰及阮仲豪等人，可每季支援野

外調查工作。 

投入計畫之工作

時數（每週平均）

或比率（%） 

張廖年鴻助理研究員：每週約16小時。 
李玲玲教授：每週約8小時。 
計畫助理(待聘)：每週約40小時。 
侯宣伊技工：每週約5小時。 
動物園其他人員(余珍芳、張祐佳、梁彧禎、蔡岱樺、陳立瑜、林

思辰、王馨翎)及園外支援人力(阮仲豪、林宗以、陳宏彰、林軒

羽、白任暉、王盈穎、馮建瑄、陳威辰)：每季野外調查5天約

40小時。 

相關專業經驗及

過去參與類似計

畫之研究成果 

1. 張廖年鴻助理研究員有分類學背景及多年實驗室研究經驗，熟悉

分子生物技術在野生動物族群遺傳變異研究上的應用，已發表

相關著作十餘篇。 
2. 李玲玲教授是IUCN水獺專家群成員，從事水獺生態研究已近二

十年，並發表多篇水獺研究報告。 
3. 余珍芳、侯宣伊、梁彧禎、蔡岱樺、張祐佳、陳立瑜、林思辰、

王馨翎等人均有野生動物的野外調查經驗，可協助水獺痕跡辨

識、野外調查及資料分析等工作；侯宣伊熟悉分子實驗操作，

可進行抽取水獺排遺內DNA，進行分子檢測等工作。 
4. 臺大生態演化所野生動物研究室林宗以、陳宏彰、林軒羽、白任

暉、王盈穎、馮建瑄、陳威辰及阮仲豪等人，皆曾擔任水獺研

究計畫之專任或兼任助理，熟悉調查流程，可每季支援野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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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工作。 

計畫優勢 

(可複選並說明) 

■前瞻性：盡早規劃臺澎金馬乃至中國大陸地區歐亞水獺域內域外

保育策略與行動及建構水獺保育之細節，以利水獺長期的存續。 
■獨特性：大陸東南沿海至臺灣之間僅有金門族群尚稱穩定，具有

長期監測的研究資料背景，目前歐亞水獺在溫帶地區以外的研究

資料皆是相對欠缺的。 
■國際競爭力：IUCN otter specialist之2019年第14屆國際水獺研討會

將於中國四川舉辦，東亞地區之水獺保育預期將成為會議重點。

本計畫為少數東亞地區同時有能力進行水獺野外研究及域外圈養

管理的團隊，若能有效結合既有的知識技能，妥善飼育、進一步

成功繁殖或再引入水獺，改善本區域歐亞水獺野外族群狀況，將

有機會受到全球重視，亦可成為亞洲各國學習的先例。  
■核心保育計畫：建立完整歐亞水獺救傷、收容、醫療、飼育、野

放等技術，查明臺灣本島水獺分布與現況。此一規劃流程亦可做

為其他物種保育策略與行動規劃的參考。 

預期效益 

(可複選) 

可量化效益 
■增進動物福祉 
■改善圈養環境 
□提升醫療技術 
■保育教育推廣 
■提升動物園形象 
■保育臺灣本土物種 
■建立保育合作平臺 
■培訓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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