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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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動物園園本部張明雄副研究員 

計畫編號 /名稱 

10803_臺北赤蛙保育計畫(15)-合適棲地評估與族群再

引入條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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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保育繁殖 15% ■域內保育 20% 

■國際交流 5% □動物醫療___% ■照養管理 15% 

□行為豐富化___% ■教育推廣 5% ■人才培訓 5% 

■動物營養 5% □其他：_________ 
 

經 費 需 求 認養經費 600,000 元 

計畫摘要(需含

計畫目標、擬解

決問題、重要工

作 項 目 ) 

臺北赤蛙(Hylarana taipehensis)過去曾廣泛分布於臺

灣、大陸華南、香港、海南島、越南、緬甸、泰國、孟

加拉，及印度北部（Forst 2016），根據過去文獻紀錄，

臺北赤蛙會利用平地及淺山區的水田、草澤、埤塘等進

行繁殖；過去曾經在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桃園縣)、

苗栗縣、臺中市(原臺中縣)、臺南市(原臺南縣)及屏東縣

有觀察紀錄（周等 1993, 周 1994）。由於環境開發、

農藥污染的影響下，臺北赤蛙的分布零碎化，族群量快

速萎縮；因此，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臺北赤蛙被定為

「珍貴稀有動物保育類野生動物（II 級）」。大臺北地

區的文獻及標本記錄，在淡水、三芝、石門、林口、木

柵都曾有臺北赤蛙的紀錄（Jang-Liaw and Chou 2015）。 

自民國 2000年起臺北市立動物園即開始關注棲息於

平原與淺山濕地的臺北赤蛙（Hylarana taipehensis）於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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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族群分布狀況，臺北赤蛙原廣泛於臺灣西部低海拔

草澤、池塘、梯田等棲地分布。因各種土地開發、利用、 

農業利用方式、道路與水泥堤溝興築等等人為活動破

壞，導致原族群的帶狀分布區域與數量一直縮減，已成

為不連續分布的小族群狀態。 

根據臺北市立動物園 2014-2016 年調查結果，臺北

赤蛙現已知族群僅分布在新北市的三芝(2014 年有鳴叫

聲紀錄)、石門，桃園市的楊梅、龍潭，臺南市的官田與

鄰近鄉鎮田區以及屏東縣的內埔等地仍有零星紀錄，因

此本園從 2002 年起在地緣較近的三芝設置族群監測樣

區，進行新北市三芝地區臺北赤蛙族群與棲地現況的長

期監測。長期資料顯示三芝地區的臺北赤蛙族群快速消

減中，其可能原因包括水田濕地生態系統減少、農業型

態利用改變(農法轉變、農地休耕、水路灌溉與水路系統

減少)、生態廊道消失(道路興建與農地轉建地等)、農藥

使用等等因素。綜合上述複合議題造成臺北赤蛙族群面

臨消失的危機，因此採取族群復育與棲地復育等積極措

施實屬當務之急。 

本園自 2012年起開始就臺北赤蛙族群遺傳與不同生

活史階段(卵粒-蝌蚪-青蛙)之溫、濕度、陸域、水域空間

配置、植生鬱閉度、營養需求、成長等因子進行調整與

試驗。透過上述試驗已能了解現有(一)臺灣現存臺北赤蛙

的族群分布現況與族群間的遺傳多樣性，以及微衛星體

遺傳分析技術。(二)臺北赤蛙於圈養空間的環境與生存需

求，以及適宜的配對方式，並觀察與測量記錄個體成長

與累積生活史資料。(三)改善圈養方式與建立圈養族群管

理模式，有效保存其原始基因與基本族群量。(四)圈養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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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赤蛙不同生活期的營養需求與餵養方式。(五)多年試驗

與調整後，本園現已掌握臺北赤蛙圈養繁殖與管理技

術，圈養空間從一區 18 缸體增加為三區 51 缸體，圈養

族群從早期 27 隻 5 對臺北赤蛙母族群，逐年增加為 12

對母族群與 500 隻個體的圈養容量，2018 年探討不同年

齡群與生活期食餌與營養需求，以及可能感染病原如蛙

壺菌、蛙病毒、水黴菌等資料蒐集與檢測技術發展，以

作為未來再引入行動之必要檢驗與篩檢程序並持續建構

累積 40對 1250隻個體的臺北赤蛙圈養關聯族群（Captive 

Metapopulation）發展，作為臺北赤蛙族群再引入原棲地

的半野放試驗與未來族群再引入核心族群(Core 

Population)。 

2019 年度除維持域外保育核心族群外，將透過歷史

棲地樣區普查勾勒出過去所分布地之棲地環境，並評估

棲地形態，搭配現有野外尚存族群現況之棲地與植群描

述建構出合宜棲地環境與營造之重點與關鍵。 

因此本年度目的在了解臺北赤蛙現有棲地類型與分

布供進一步探索臺北赤蛙棲地復育與選擇、評估之參考

依據。 

實施方法與步

驟（條列簡要述

明 ） 

本年(2019)度重點將依照臺北赤蛙主要活動自然棲

地與針對不同生活史階段，以及繁殖、捕食與避敵、避

冬等過程所需移動於水域環境與陸域環境間之特色，進

行物種與棲地關聯性之調查研究為主，並著重於針對農

業型態的地景中植群分類及生態進行了解並進行分類的

分析。透過全面性的調查進行綜合分析棲地植物組成、

分布與多樣性等量度上之變化，以評估合適臺北赤蛙保

育棲地品質評估及合適性規劃原則。調查將包括水域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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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棲地水田及相連通之水路灌溉系統等渠道的草澤棲

地、水域池岸挺水植被組成及結構，以及水域鄰近陸域

非繁殖棲地之人工林、造林地與其他農耕行為，以及次

生林植物組成及結構，透過評估與現場量測相關影響棲

地植被生長的環境因子提供建立臺北赤蛙合適棲地需求

型態之基本資料，提供域內及域外保育之參考。 

除此之外仍持續進行臺北赤蛙圈養環境設置與繁殖

技術精進與維持，並與野生動物保育繁殖與再引入原棲

地之間的各項環結的導入，持續透過將遺傳結構、圈養

飼養與管理、圈養繁殖技術、半野放試驗棲地營造、微

生物、病原與疾病防疫、微棲地營造、族群生態監測與

共域物種生態系評估、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友善農法、

社區保育、在地教育(食農教育與環境教育)等專業的參

與，儘速建立臺北赤蛙復育所需的專業團隊與背景資

料，加速臺北赤蛙復育步調與達成。 

因此，本年度執行重點將以棲地植群調查與合適棲

地營造與評估、域外保育核心族群與有效圈養族群維

持、遺傳結構管理、保育教育推廣等四個面相方向進行

相關研究，分述如下: 

一、棲地植群調查與合適棲地營造與評估: 

實際進行樣區各個水域空間進行分布位置與範圍面

積測量與周邊陸地植被概況，以計數樣區法設置數個木

本植物樣區與草本植物樣區，樣區選擇需涵蓋不同演替

形相及物種組成，已能找出水域與陸域棲地植物社會變

異為目標，陸域樣點內木本植物樣區以 10*10M範圍，調

查項目包括紀錄木本植物胸高直徑達 1M之種類，另以百

分率呈現喬木及灌木樹種平均高度及其覆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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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調查中則將草澤樣區以穿越線等距樣區分作 10

小區，每個小區面積為 1*1M，分別記錄各種草本植物覆

蓋率與草種平均高度，調查數量視水池面積及池邊草澤

生長涵蓋範圍而定，樣區設置方向和水岸平行；水面浮

水與沉水植物樣區只估測各種草本植物覆蓋率，以水池

為樣區單位，先量測周長及水面植物分布長寬定點距

離，再繪製水池 4 分區圖，觀測各分區出現種類及其平

均覆蓋植，作為水池每一種植物出現占比，取樣數依地

點水池數量而定；此外，水池核心區植物剖面結構調查，

選擇取樣一水池面至兩側鄰接樹林帶，量測紀錄優勢種

植株高度及分布寬度，建立水池植被剖面結構圖。 

為了解水域核心區邊界結構，將參考農田邊界型態

研究依每個樣點水田或水池地景照片及樣區位置剖面

圖，建立樣區地點植群結構連續體類型一覽表供後續建

立結構序列分佈之用。 

緩衝區土地可利用度，將依植被開放或鬱閉結構演

替系列狀態描述，將每一樣區點範圍內地景分坐東、南、

西、北四個方位，每個方位給予一分級數，水平結構綜

合指數將結合樣區衛星地圖與現地照片進行綜合評估。 

臺北赤蛙域外保育棲地營造與試驗中，將野生動物

棲地營造或復育進行之時，就其生活史需求與生態結構

為藍圖，營造符合其需求的棲地，以提高野生動物再引

入原棲地或是異地移入的成功率。 

然而，圈養個體是否能在自然生態系中活動與存

活，則是進行再引入原棲地或是異地移入的先決條件。

為能儘快達到復育目標，除繼續蒐集臺北赤蛙自然族群

現況與圈養生活史資料外，也將針對臺北赤蛙棲地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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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微生物、生態結構等進行了解與資料蒐集，將野外

調查資料與圈養記錄結合，設定臺北赤蛙生態需求與生

態系結構的類別，在園內設置靜水域、緩流水域、農業

用水域等不同棲地型態的溼地系統。 

在本園所營造的溼地生態系中設置符合臺北赤蛙的

半開放的自然棲地空間，並將圈養臺北赤蛙族群先行試

放入園內棲地營造演替與管理模式，以及臺北赤蛙在營

造棲地的活動觀察，作為未來原棲地復育時的重要參考。 

二、域外保育核心族群與有效圈養族群維持 

臺北赤蛙域外保育繁殖技術與圈養種群核心的建立

中透過圈養空間與設施的增加設置與圈養族群管理模

式，強化臺北赤蛙擴大圈養繁殖空間與圈養數量，以增

加並維持其穩定的族群遺傳多樣性，形成有效圈養關聯

族群(Effective Captive metapopulation)。 

三、遺傳結構管理 

臺北赤蛙族群遺傳多樣性維持與族群長期監測，將

以現有的圈養資料為基礎，應用分子生物技術，擴大了

解臺北赤蛙現有族群的遺傳結構，作為維持圈養族群遺

傳多樣性的參照資料，以能在圈養環境建立最小存活族

群(Minimum Viable Population)，以為持其最高的族群

遺傳生物多樣性。遺傳多樣性檢測部分，我們使用臺北

赤蛙樣本採集以剪趾、不所損害個體生命的方式進行組

織樣本採集，採取的組織樣本保存於 95%酒精當中，以

Gentra Puregene Tissue kit (QIAGEN)進行組織 DNA萃

取。以 5’-biotinylated tetranucleotide (GATA)10

探針建構微衛星文庫，並使用濃縮(enrichment)和雜合

(hybridization)操作程序進行微衛星遺傳標記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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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出來的微衛星片段接合到克隆載體並轉型至勝

任細胞中進行增幅和定序，並以 MSATCOMMANDER version 

1.0.8軟體設計引子對，再從中設計出 32組引子對，以

聚合脢連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

和螢光片段核型分析進行多態型測試其多態型進行基因

座多態型測試。 

聚合脢連鎖反應產物再混合 LIZ600 標準品，以

ABI3730XL DNA Analyzer (Applied Biosystems)進行毛

細管螢光片段核型分析。最後以 Peak Scanner v1.0 

(Applied Biosystems)軟體進行核行片段大小的判讀；

再以 Cervus v3.0.3 計算相關遺傳多樣性參數；以

GenePop 4.0 檢 測 哈 溫 平 衡 (Hardy-Weinberg 

equilibrium)；以 MICRO-CHECKER v.2.2.3 檢測是否存

在 Null對偶基因。 

五、保育教育推廣: 

本年度將配合園內推廣教育發展策略與外單位(如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等專案，共同就臺北赤蛙族群面臨的

危機與生態轉機，結合適宜的農法操作，發展為臺北赤

蛙永續保育教育活動主題，除了搭接各項活動進行教育

宣導外，也將結合新北市政府農業局進行臺北赤蛙族群

監測與在地(In Situ)保育教育活動，持續地進行教育宣

導，以改變當地民眾認知與投入保育，形成緊密的社區

保育夥伴。  

 

預 期 成 果 
（條列簡要述

明 ） 

1. 完成臺北赤蛙棲地影響因子評估，與建構環境、干擾

與歷史演替等因素。 

2. 建構影響臺北赤蛙分布重要因子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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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臺北赤蛙域外族群半野放試驗流程與追蹤模式。 

4. 建立現有野生臺北赤蛙族群的遺傳結構與發展適當

遺傳標記庫，作為圈養繁殖族群與長期族群管理的核

心。 

5. 進行臺北赤蛙族群長期變動調查，以掌握族群現況，

作為發展圈養族群的參考資料。自野外取得種源，經

由圈養繁殖技術取得受精卵粒以維持圈養族群基因

組成與多樣性。建構與維持具由遺傳多樣性基因組成

之母族群。 

6. 持續建立與穩定繁殖族群，發展為再引入原棲地的核

心族群。 

7. 發展保育教育活動主題與教案，設計結合生活史需

求、棲地營造與改善、生態系演替、農業與水文利用

等專業的教案，與相關團隊共同推展友善土地的永續

農業行動，共同推展保育臺北赤蛙之棲息環境，使溼

地之農業利用行為仍能兼顧保育行動，降低生態保育

與經濟發展的衝突。 

8. 持續在本市營造農田生態、淺山濕地生態、人工生態

池等不同型態濕地生態系，經由半野放臺北赤蛙族群

試驗，了解臺北赤蛙野外生態需求並提供新北市政府

等現有原棲地後續進行原分佈棲地再引入族群時之

參考依據。 

9. 持續精進透過螢光標記之標記試驗，評估後續圈養繁

殖個體補充至野外族群時之辨識，與觀察野外族群變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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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參與計畫名

稱及合作機構 

相關專業團隊：■有  □無 

1、臺灣大學、東華大學、真理大學、台南市鳥會與相關

保育協會等培訓之專業兩棲調查志工，協助收集臺北赤

蛙於全台分佈現況與數量。 

2、阿里磅農場、銘泉生態農場、穎達生態農場、友善大

地、南元花園休閒農場、台灣濕地復育協會、社團法人

台灣濕地學會、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會與中華民國

溪流環境協會等在地夥伴團隊，對於人力與場地之現地

支援，將與其深度合作以進進行臺北赤蛙族群數量監測

。 
3、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該基金會長期積極推動臺

灣的有機耕作，輔導農民轉型成有機農業。本計畫在該

團隊的協助下，輔導三芝地區的農民以有機耕作的方式

來經營睡蓮花田，停止使用農藥、除草劑等農用化學品

，改善了臺北赤蛙棲息地的環境。 
4、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台南市政府、屏東縣政府

、東華大學，形成臺北赤蛙保育平台，共同分享臺北赤

蛙現況，與討論合適棲地經營管理與保育策略，推動生

態資料建立、棲地維護與管理、棲地復育與解說教育等

。 
 
建立合作平臺可行性： 

□否 

■是，團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種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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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明雄博士 
1. 專長：水域生態、溪流保育、魚類生態、野生動物保

育、生物多樣性保育、環境教育、生態工法、水域生態

、動物生態、研究方法、展示解說、統計分析 
2. 工作項目：負責計畫工作內容規劃、計畫方向擬定、

計畫執行、數據資料統計分析、計畫報告撰寫 
 
二、計畫執行人： 
1.林宣佑 
 專長：水域生態、溪流管理、生態保育、環境教育、

水質監測、試驗設計、統計分析、社區營造、生物環境

系統工程 
 工作項目：行政庶務聯繫、野外生態調查、臺北赤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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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教育推廣、棲地水質分析、棲地維護與改善、社區

居民溝通窗口、資料彙整與分析、報告與發表論文撰寫 
 
三、協助執行人：張廖年鴻、吳怡欣、陳賜隆、唐欣潔

、戴為愚 

工作項目：臺北赤蛙野外調查、棲地營造、圈養繁殖、

圈養與展示教育、濕地生態旅遊教育解說活動、保育宣

導與研習營 

投入計畫之工

作時數（每週平

均）或比率（%
） 

計畫主持人:40% 

計畫執行人:85% 

協助執行人:30% 

相關專業經驗

及過去參與類

似計畫之研究

成果 

一、 計畫主持人：張明雄博士 

1.相關專業經驗簡述 

(A).1995-1998 國科會國家實驗動物繁殖暨研究中心副研

究員： 
 擔任「實驗動物技術人員訓練手冊」副總編輯、並

擔任實驗動物人員訓練講師。 
 執行國科會計畫「建立本土實驗動物」，進行玉山囓

齒動物分布與遺傳學研究。 
 協助中研院動物所所長邵廣昭研究員執行經濟部水

資源局整體計畫中之「後龍溪魚類生態研究」。 
 協助撰寫教育部國立海洋生物館解說設施。 

(B).1998-2000 中央研究院動物所博士後研究： 
 中研院主題計畫「淡水河生態系模式架構與建立」、

國科會計畫「臺灣海域生態變遷評析」、環保署計畫

「基隆河生物指標建立：魚類」、水資源局計畫「後

龍溪生態環境變遷研究」等研究的進行與整合。 
 協助國科會「國家典藏數位化計劃：臺灣動物相典

藏研究」之執行。 
 參與「臺灣魚類分布研究之網路化」計劃之架構與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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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委會全國中等學校教師陸域生物多樣性研習營講

師。 
 臺灣省特有生物中心陸域生物調查方法研習營講

師。 

(C).2000 至臺北市立動物園推廣教育組任助理研究員、

編審： 
 臺北市立動物園恐龍及動物生態博物館館長，負責

館內業務、出版、展示設計與教育活動規劃。 
 臺北市立動物園新建爬蟲館解說教育設施規劃。 
 臺北市立動物園環境及生態教育活動及出版品規

劃。 
 負責臺北市立動物園中小學自然科教師輔導教師徵

選及研習會講師。 
 臺北市立動物園「2001 蛇來蛇去特展活動」企劃。 
 臺北市立動物園「生物多樣性多媒體」計畫負責人。 
 臺北市立動物園動物行為豐富化與行為觀察計畫負

責人。 
 臺北市立動物園動物園雜誌編輯委員。 
 農委會「保育兩棲爬蟲動物教育宣導」計畫負責人。 
 農委會「生物多樣性保育教育及展示」計畫負責人。 
 教育部 Web-title 光碟：「爬進生命的世界」計畫負

責人 
 受聘為行政院農委會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 
 受聘為行政院環保署九十一年度模範環保社區、營

造永續家園社區評審委員。 
 受聘為靜宜大學通識中心人文科兼任助理教授，講

授生態學與生命科學。 
 受聘為華梵大學人文中心兼任助理教授，講授生態

保育與生命科學。 
 協助苗栗縣南庄鄉蓬萊社區規劃蓬萊溪生態園區。 
 協助台中縣和平鄉大雪山社區規劃生態旅遊課程。 
 農委會溪流環境社區生態旅遊與保育教育計畫共同

負責人。 
 受聘為臺灣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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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授環境與生態。 
 協助彰化縣社區規劃師培訓課程規劃。 
 協助臺北縣坪林鄉進行北勢溪保育成果監測與休閒

垂釣方案規劃。 
 協助環保署社區環境改造技術服務團進行社區輔

導。 
 農委會 2003 科學週：生物多樣性保育展示計畫負

責人。 
 農委會生態工法與生物多樣性研討會計畫負責人。 
 農委會溪流社區保育之夥伴關係現況調查與規範建

立計畫共同負責人。 
 桃園縣政府桃園縣復興鄉大漢溪上游支流動物相調

查計畫負責人。 
 臺北縣三峽鎮公所成福簡易自來水站至鹿母潭溪

(含各支流)保溪護漁生態調查計畫負責人。 
 臺北縣三峽鎮公所大豹溪保溪護漁生態調查計畫負

責人。 
 臺北縣坪林鄉公所臺北縣封溪護魚經驗與發展研討

會計畫負責人。 
 桃園縣復興鄉公所復興鄉溪流資源永續保育計畫負

責人。 
 內政部營建署綠島陸域脊椎動物調查計畫共同負責

人。 
 國科會臺灣小型溪流魚類整合性指標之發展計畫協

同負責人。 
 農委會桶后地區自然生態保育之定位及遊客承載量

之評估計畫負責人。 
 農委會綠島生物多樣性保育教育計畫共同負責人。 
 農委會森林溪流魚類保育工作資料分析與效能評估

計畫。 
 臺東縣政府新武呂溪魚類保護區經營管理計畫負責

人。 
 

2.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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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科學論文與研討會論文 
(1).外文期刊與國際研討會 
 S-L Wu & M-H Chang. 2012. A sanctuary for the 

Taipei Frog: The Gaorong Wildlife Refuge. WAZA 
News. 2:26. 

 Chang, M-H, S-L Wu, H-Y Hou, F-C Fu, H-C Lin. 
2011. Learning through games: the Taipei Frog 
Hylarana taipehensis conservation and education 
promotion as an example. 3th Asian Zoo Educators’ 
Conference. (abstract) 

 Lin, H-C., L-Y. Cheng, P-C. Chen and M-H. Chang.  
2008.  Involving local communities in amphibian 
conservation: Taipei frog Rana taipehensis as an 
example.  International Zoo Yearbook. 42: 90-98. 

 Liang, S-H., C-C. Chuang and M-H. Chang.  2006.  
Pet trades as sources of fish invasion in Taiwan. 
Taiwania. 5:93-98. 

 Chang, M.H., S.C. Wang and K.T. Tsao.  20   
Applying the Index of Biotic Integrity (IBI) to ass  
degradation of waterbody quality in an island stream   
case study of Holong Stream. Aquatic Ecology. 

 Chang, M.H.  2001.  Snake – slithering through p  
into future.  10th Annual conference of South East As  
Zoos Association. (abstract)  

 Chang, M.H., Y.S. Lin and. L.C. Chuang.  19   
Effects of dams on fish assemblages of the Tachia Riv  
Taiwan. Acta Zoologica Taiwanica 10: 77-90 

 Chang, M.H., S.C. Wang and K.T. Tsao.  19   
Application of a biological index based on f  
assemblage to monitor stream quality in Taiwan. 1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omonitoring. (abstract) 

 Chang, M.H., L.C., Chaung, & Y.S., Lin.  1997  T  
fragement fish community structure in The Tachai Riv  
Taiwan.  The 127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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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abstract) 
 Lin, Y.S., L.C. Chuang, M.H. Chang and E.H.S. T   

1994.  Conserving freshwater fishes in Taiw   
Institute of Bontan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ser  
No. 14, pp.297-306. 

(2).中文期刊與國內研討會（近五年） 
 吳松霖、張明雄，2012。當臺北沒有臺北赤蛙－北

海岸臺北赤蛙分布現況。動物園雜誌 126：44-47。 
 張明雄、吳松霖、林華慶 2011 三芝睡蓮花田臺北

赤蛙的族群變動。動物園學報 22：27-44。 
 張明雄、吳松霖、梁彧禎、林華慶 2010 楊梅 731

號埤塘臺北赤蛙族群之生態調查。生物科學 52
（1）：112-112。 

 陳國正、陸玉玲、伏鳳岐、張明雄 2010 圈養陸龜

之成長形質測量與分析。生物科學 52（1）：

122-122。 
 謝育錚、侯宣伊、石芝菁、張明雄 2010 冷動方舟

-臺北市立動物園野生動物遺傳物質典藏庫的發展

與應用 生物科學 52（1）：123-123。 
 洪子喬、郭仕珺、郭曉薇、謝欣怡、石芝菁、張明

雄。2010。食物豐富化對於黑猩猩日常行為之影

響。生物科學 52（1）：125-125。 
 李欣瑾、郭曉薇、謝欣怡、伏鳳岐、張明雄。2010。

豐富化對於圈養紅毛猩猩的行為及空間利用之影

響。生物科學 52（1）：126-126。 
 李昀諭、徐如賢、郭曉薇、謝欣怡、石芝菁、張明

雄。2010。增加取食多樣性對東非狒狒行為之影

響。生物科學 52（1）：126-126。 
 謝欣怡、羅珮純、郭曉薇、石芝菁、張明雄 2009

二隻圈養灰狼(Canis lupus)之季節性行為模式探

討。動物園學報 21：33-40。 
 陳昱儒、郭曉薇、石芝菁、張明雄、林華慶 2008 季

節因子影響圈養棕熊(Ursus arctos)行為之探討。生

物科學 50:79。(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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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珮純、郭曉薇、謝欣怡、石芝菁、張明雄 2008
臺北市立動物園圈養灰狼(Canis lupus)之季節性行

為差異及展場豐富化對行為影響。生物科學

50:86。(摘要) 
 黃品綺、郭曉薇、謝欣怡、石芝菁、張明雄、林華

慶 2008 不同圈養空間下棕熊之行為模式。生物科

學 50:95。(摘要) 
 謝欣怡、郭曉薇、石芝菁、張明雄 2008 餵食豐富

化對圈養灰狼(Canis lupus)日常行為模式之影響。

動物園學報 20：1-12。 
 張明雄、黃品綺、林宣佑、賴卓彥 2008 溪流資源

保育與永續發展－以桶后溪生態資源與遊客利用

承載量為例。生態工程與溪流環境保育研討會。中

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全文) 
 張明雄、林宣佑 2007 臺北縣三峽鎮大豹溪封溪護

魚成果與發展。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年會暨論文發表

會。(摘要) 
 張明雄、陳湘繁、林華慶 2007 臺北市立動物園動

物訓練推動與發展。動物園學報 19：1-14。 

B.科普教育（近五年） 
 吳松霖、張明雄，2012。當臺北沒有臺北赤蛙－北

海岸臺北赤蛙分布現況。動物園雜誌126：44-47。 
 吳松霖、張明雄 2010 臺北赤蛙的保育之路。動物

園雜誌 119：52-57。 
 謝欣怡、張明雄 2008 打造動物豐富的生活環境－

行為豐富化。 科學月刊 470：132-138。 
 張明雄、林華慶 2007 生命的水源與農業。2006

年有機農業推動志工種子培訓營手冊。 
 張明雄、林華慶 2006 淡水溼地生物多樣性保育。

生物多樣性概論 ，第77-94頁。教育部。 

計畫優勢 

(可複選並說明) 

□創新性：                                      
□前瞻性：                                      
■獨特性：                                      
■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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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育計畫：                                
■動物園精進業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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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遊園人次 

□其他：                                         
 

不可量化效益：                                    

重要參考文獻(
至少五篇) 

連志台，2007。小族群台北赤蛙(Rana taipehehsis)的族群

動態與年齡結構之探討。 

于业辉、张守纯、刘超，2013。沈阳地区黑斑蛙早期胚

胎发育研究。 

René McKibbina, William T. Dushenkob, Graham 

vanAggelenc, Christine A.Bishopa. 2008. The influence of 

water quality on the embryonic survivorship of the Oregon 

spotted frog (Rana pretiosa) in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Minghua Nie, Jay D. Crim , Gordon R. Ultsch. 1999. Dissolved 

Oxygen, Temperature, and Habitat Selection by Bullfrog (Rana 

catesbeiana) Tadpoles  

Rosemarie Noland , Gordon R. Ultsch. 1961. The Roles of 

Temperature and Dissolved Oxygen in Microhabitat Selection 

by the Tadpoles of a Frog (Rana pipiens) and a Toad (Bufo 

terrestris) 

Adama, D. B., M.A. Beaucher. 2006. Population monitoring 

and recovery of  the northern leopard frog (Rana pipiens) in 

southeast British Colum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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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無 

□文件    種 

□圖說    種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