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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動物園 107 年動物認養保育計畫 

提案日期：106 年 10 月 11 日 

主 持 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林育秀助理

研究員 

計畫編號 /名稱 

10706_石虎之域外與域內保育推展(五)-石虎熱區監測

、個體活動範圍研究及石虎保育推廣 

計 畫 期 程 107 年 03 月 01 日至 108 年 02 月 28 日 

計畫屬性 (可複

選 ) 

□族群管理___% ■保育繁殖 20 % ■域內保育 40 % 

□國際交流___% ■動物醫療 20 % □照養管理___% 

■行為豐富化 10 % ■教育推廣 10 % □人才培訓___% 

□動物營養___% □其他：_________ 
 

經 費 需 求 認養經費 850,000 元 

計畫摘要 (需含

計畫目標、擬解

決問題、重要工

作 項 目 ) 

一、計畫目標： 

    石虎（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chinensis）為瀕臨絕

種保育類野生動物，在台灣現存分布區域限縮於苗栗、

台中、南投和彰化等地。其生存的環境位於低海拔，因

棲地面臨嚴重開發、破碎化及過度人為干擾的威脅，路

殺事件頻傳；另因和人的活動重疊度高，可能攻擊農民

或農場圈養的雞隻、造成農民損失而遭受捕殺傷亡（劉

等 2003；裴 2006；顏 2010）。從 1994 起，本中心累

計獸鋏夾傷的案例為 21 起，2001 年起共計 11 起 14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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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親幼獸的案例，且自 2011 年 11 月第一起路殺紀錄開

始，至今的路殺案例累積多達 50 起，可知石虎在野外

面臨嚴重的生存威脅。 

    正因如此，域外保育（ex situ conservation）的工作

刻不容緩，域外保育的最終目標，是將生物重新引回自

然環境，我們必須在野外保有適當的棲息環境，只將生

物保存在人為環境是不夠的。「域外族群保育管理技術

準則」指出域外保育應被視為是確保野生族群存活的一

種工具，是在特殊情況下輔助域內保育（in situ 

conservation）的一種替代方案，且必須盡可能和域內保

育有效整合。IUCN 建議域外保育的單位應盡可能有效

利用資源，儘可能發揮域外保育族群最大的保育與利用

價值。包括： 

1. 提升社會民眾與官方對重要保育議題的瞭解 

2. 妥善進行瀕危物種基因與族群的管理 

3. 再引回和支援野外族群 

4. 復育與管理自然棲地 

5. 生物遺傳物質與材料的長期保存 

6. 強化組織專業能力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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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適當的分享惠益 

8. 募款以進行上述工作 

    域外保育除了是在人為環境保存種原外，適當管理

與保育的個體也有機會幫助重建或補充野外的族群，增

加野外族群存續的機會，因為保育最終、最重要的目標

是希望能幫助生物能在自然環境中建立一個可以永續

的族群。 

    因石虎的野外數量可能稀少且有極高的生存危

機，且我們對於其野外現況和分布仍不夠了解，域內保

育和域外保育的工作需雙管齊下。野外應著重於棲地保

護和相關友善措施的推動，救治收容的個體亦需進行管

理，適度進行相關試驗研究，以復育和野放的角度進行

思考和採取行動。本中心除長期野外資料累積外，從

2011 年開始和臺北市立動物園合作，進行石虎之域外保

育研究計畫，且和國內外多個單位均已建立為夥伴關

係，共同進行石虎相關研究和保育推廣工作。石虎的保

育並不單純，應同時考慮許多面向，包括石虎本身、在

地居民和棲地條件等，才可能化解許多衝突且製造雙贏

的局面。自 2013 年起，本中心積極於集集進行保育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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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推動在地居民認同石虎保育，且研究團隊持續累積

野外調查資料累積，在 2015 年度擴大推展範圍，延伸

到和集集相連的中寮鄉－一個以農業發展為主的區

域，初步先了解石虎的分布狀況，且從校園進行石虎保

育推展工作，傳達友善土地和保育相連結的概念，期能

藉由推動友善石虎農作以改善石虎的棲地品質，落實域

內保育工作。計畫目標能在此區建立一個成功保育的模

式，未來可擴大範圍成功保育野外瀕危的石虎。 

 
二、擬解決問題：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野生動物急救站目前圈養  

救傷後無法野放之石虎，本計畫已成功利用這些個體

進行石虎之繁殖生物學研究，讓我們對此瀕絕物種之

繁殖生物學有所突破，於 2013 年成功繁殖 2 隻小石虎

，且推動野放計畫並拍攝剪輯成紀錄片，於 2015 年獲

得休士頓影展最高榮譽白金獎項。石虎保育工作需長

期投入方能看到成，本年度計畫期能承續先前的成果

，持續進行野外調查和在地經營，累積長期資料並提

升在地民眾對於石虎的保育意識。 

 

三、 重要工作項目： 

1. 石虎域內保育工作 

2. 石虎保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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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石虎之配對和幼獸野化訓練 

4. 石虎醫療及健康管理 

實施方法與步驟

（條列簡要述明

） 

 

一、 石虎域內保育工作：在 2014~2016 年間本中心配

合南投林區管理處的計畫，已完成初步南投地區

之普查，結果顯示中寮鄉、集集鎮和鄰近區域為

南投的石虎分布熱區（圖 1）。本計畫針對熱區選

擇長期監測樣點，持續架設自動相機以了解季節

和年間的變化，選定樣點數約為 20~30 個。參考

苗栗的活動範圍資料，初步估計南投地區的石虎

約有 89~286 隻，但需要更實際推估南投的石虎族

群數量，須建立於此區石虎的活動範圍資料，因

此本年度期能延續前一年捕捉石虎之技術建立，

於中寮熱區積極進行捕捉。因在中寮區域已有加

入友善石虎農作行列之農友，選擇於合作農友之

土地上進行捕捉，確保籠具不會讓不法人士發現

或利用。捕捉到的個體將繫上衛星發報器項圈或

VHF 發報器項圈，進行後續追蹤以分析其活動範

圍和棲地利用狀況。 

 

二、 石虎保育推廣：2014 年度將一隻野放失敗的個體

送至臺北市立動物園進行推廣教育展示之用，強

化宣導教育功能，也讓圈養個體為更多的石虎發

聲。且提供已蒐集的監視影像可配合用數位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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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讓民眾觀賞石虎各種行為，如標記和玩

食物等，增加民眾對於石虎的印象及展覽的豐富

度。 

    另也持續提供保育相關的非政府組織及媒體

記者有關石虎的資料，包括說明文字、圖片及影

像等，應用於教育和推廣上，對於石虎保育有實

質的助益。此外，研究團隊利用網路平台經營「

阿虎加油粉絲頁」臉書粉絲專頁，適時將石虎相

關保育資訊和教育推廣活動發布在網路上，希望

透過網路媒介的力量，多元化保育教育宣導的方

式和層面。本年度將持續於粉絲頁發布文章，以

拓展宣傳效益。 

 

三、 石虎之配對和幼獸野化訓練 

1. 配對行為觀察及記錄：配對的個體在 2013 年成功產

下一胎，但因現階段收容個體年齡均較高，將針對

新收容之個體繼續累積配對試驗，以增加對於石虎

繁殖生物學的了解，且新生個體可嘗試進行野外之

族群補充。 

2. 幼獸野化訓練和野放：另近年有失親幼獸被撿拾的

紀錄，若在計畫執行期間有健康石虎幼獸或其他救

傷經評估可野放個體，將進行野化訓練和野放，在

2016 年計畫執行期間即有兩起野放案例。將比照之

前兩隻小石虎的野化訓練模式，除了提供各式活餌

、狗測試後，亦評估其對陌生人之反應，整體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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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加以野放，並進行後續追蹤，確認個體在野外

存活狀況。 

 

四、 石虎醫療及健康管理：緊急救助野外受傷個體及

定期進行圈養個體一年至少 1 次基本生理健康檢

查，包括形質測量及抽取血液建立石虎基本血液

生化值同時了解個體健康狀況。 

 

預 期 成 果 
(請條列式呈現) 

一、 石虎域內保育工作：繼續進行石虎分布熱區之自

動相機長期監測，以瞭解族群變動情形。另捕捉

技術之建立，才能確認此區石虎活動範圍進行後

續族群量之估算，且更明確了解每隻個體對於各

式棲地利用之比例和現況，提供後續石虎保育策

略擬定之參考。 

 

二、 石虎保育推廣：持續於網路上提供石虎相關資料

，讓更多民眾可以得到石虎即時訊息，進而關心

石虎保育，此計畫中持續累計的影像將公開給許

多致力於保育推廣的非政府組織和媒體使用。另

積極配合本中心解說教育館或其他在地之活動，

讓石虎的保育觀念深植於石虎棲地上的孩童，也

進而影響其家長，強化在地居民對石虎之認同感

。 

 

三、 石虎之配對和幼獸野化訓練：期能了解石虎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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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生物學，持續針對收容個體進行配對資料收

集，另在計畫執行期間，若有野外救傷或失親個

體，將進行野化訓練後嘗試野放工作，和教育推

展工作相輔相成。民眾對於即時性的案例，會有

極高的關注度，可提升民眾對於石虎保育議題之

重視。 

 
四、 石虎醫療及健康管理：藉由長期健康檢查的資料

累積，可有效掌握圈養石虎的健康狀況和生理條

件，對於石虎域外保育的工作有所助益。此外，

健檢資料的型值測量，如體重、體長、尾長等數

據和變化情形，也都能納入或修正解說教育的教

材和資訊。 

已參與計畫名稱

及合作機構 

相關專業團隊：■有  □無 

1. 國際間和日本琉球大學伊澤雅子教授團隊有緊密聯

繫，討論石虎保育相關議題，期間相關人員前往日本

3 趟，了解其對於石虎保育的做法，也了解學習其野

外和相關研究方法，另伊澤教授團隊亦來台 3 次，積

極建立合作平台。2013 年至 2014 年藉由伊澤教授協

助，向日本「自然保護助成基金」申請一計畫，主要

內容是針對中寮和集集地區建立雞舍危害通報機

制，且著手進行解說教育工作，共同促成此區石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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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工作之推展。 

2. 本中心和嘉義大學劉建男教授合作，進行石虎野外調

查、雞舍危害通報、友善石虎農作和教育推廣工作。 

3. 財團法人臺北動物保育教育基金會：合作推出石虎保

育大使－阿虎，目前積極用於保育教育推廣活動，成

效良好。 

建立合作平臺可行性： 

■是，團隊 

1. 琉球大學理學部海洋自然科學科伊澤雅子研究

團隊 

2. 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3. 財團法人臺北動物保育教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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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林育秀：研究人員，負責規劃石虎實驗、資

料蒐集和分析等。  

2. 林桂賢：獸醫師，協助進行石虎健康檢查及

血液檢驗。  

3. 詹芳澤：獸醫師，協助籠舍環境豐富化及負

責石虎醫療。  

4. 林冠甫：計畫助理，負責石虎照養工作及相

關影像資料蒐集和分析。  

5. 蕭舜廷：獸醫師，協助進行石虎健康檢查、

醫療及血液檢驗。  

6. 張芳綸：獸醫師，協助進行石虎健康檢查、

醫療及血液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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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計畫之工作

時數（每週平均

）或比率（%） 

林育秀：每周 12 小時  

林桂賢：每周 8 小時  

詹芳澤：每周 8 小時  

林冠甫：每周 40 小時  

蕭舜廷：每周 8 小時  

張芳綸：每周 8 小時  

相關專業經驗及

過去參與類似計

畫之研究成果(
請條列式呈現) 

1.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野生動物急救站自 1993 年

成立以來，從事野生動物緊急救援及醫療、野生動

物醫學研究、珍貴稀有與瀕絕物種保存與繁殖復育

、野生動物生命教育推廣及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工

作等。野生動物救援紀錄累積至 2010 年超過 5,000

隻野生動物，其中不乏稀有的野生動物，如黃魚鴞

、褐林鴞、草鴞、熊鷹及石虎等，本中心首度在人

工環境下成功繁殖草鴞，是野生動物復育的一大突

破。 

2. 近年來累積許多石虎野外和圈養資料，已在國際研

討會發表至少 5 篇，國內研討會至少 4 篇，科普文

章 10 篇。 

計畫優勢 

(可複選) 

■創新性：將人工環境繁殖個體和失親幼獸進行野化訓

練後野放，且追蹤後續狀況，將資料呈現給大眾提升民

眾關注，提升民眾的參與和了解度。                                     

□前瞻性：                                      

■獨特性： 石虎為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族群於

野外的狀況並不樂觀，且目前全台圈養個體數量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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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此時進行域外保育之行動。 

□國際競爭力：                                  

■核心保育計畫：瀕絕保育類野生動物的保育繁殖。    

■動物園精進業務： 和動物園合作展示石虎個體，提

供完整的故事背景呈現，讓民眾對於石虎能認識得更深

層，而非走馬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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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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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與保育研究(2/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保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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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系列 95-03 號。 

劉建男、劉嘉顯、張鈞翔。2003。夾縫中求生存－低海

拔中大型野生哺乳動物的現況與保育。自然保育季刊 

43: 61-66。 

顏仁德。2010。臺灣地區保育類野生動物圖鑑。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Carlstead, K. and D. Shepherdson. 1994.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on reproduction. Zoo Biology. 

13: 447-458. 

Mellen, J. D., and D. J. Shepherdson. 1997.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for felid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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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無 
□文件   種 
■圖說 1 種（南投地區石虎分布現況）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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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南投區域初步已完成普查，結果顯示中寮鄉、集集鎮和鄰近區域為南投的

石虎分布熱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