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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06 年 02 月 28 日 

中文摘要： 

世界上的兩棲類因為棲地破碎化、人為影響等受到威脅，在臺灣的臺北赤蛙(Hylarana 

taipehensis)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為了提升臺北赤蛙在野外的數量，臺北市立動物園對

其進行保育相關的研究並引進 IAR’s 系統進行域外保育。在 IAR 提供的穩定環境下，

仍須對臺北赤蛙的習性及生長有所了解，已達圈養繁殖數量上升的目的，為此進行蝌

蚪之微棲地選擇、蝌蚪之圈養密度及餌料營養素添加之有效性進行研究。微棲地選擇

以 4 種組合對於不同日齡蝌蚪的微棲地選擇及活動程度是否有所不同，但大部分的結

果並無顯著差異，推測是日齡差距過小；圈養密度以 10 種數量進行體長變化的比較，

但並沒有明顯的趨勢，推測是實驗前競爭的影響；餌料營養素添加之有效性以裹粉與

腸載道進行探討，得到 3 種營養素的裹粉效率及充滿消化道的時間，可作為未來臺北

赤蛙成蛙餵飼的參考。 

曾經廣泛分布於臺灣低海拔草澤、池塘、梯田等低汙染地區之臺北赤蛙(Rana 

taipehensis)，近年來大尺度因為開發造成之棲地切割與氣候環境變異等直接與

間接人為活動的影響，族群已呈點狀零星分布於新北市的三芝、石門；桃園市

的楊梅、龍潭；臺南市官田區一帶以及屏東縣的瑪家鄉、內埔等地，既有野生

族群量仍逐年快速遞減。兩棲類的生活史中，卵、胚胎與蝌蚪生存於水中，同

時也是較為脆弱的階段。 

本年度建立了臺北赤蛙幼體發育的各期別，並且探討水溫與水質對於其與斑腿

樹蛙蝌蚪生長存活之影響。根據觀察結果，吾等定義 Stage 1 至 Stage 24 為胚

胎階段，Stage25 至 Stage 45 為蝌蚪階段，其中的分界為排水孔(spiracle)的出

現，並且來自不同親代的胚胎進入各期所需時間不同。水溫方面發現短期內溫

度大幅變動可能造成胚胎與蝌蚪死亡，同時超出致死溫度範圍亦可能降低其存

活率。水質試驗則觀察到 pH 值與磷酸根成正比關係，相關實驗成果能供未來對於

臺北赤蛙的相關研究，也對其保育有所助益。 

Abstract： 
The amphibians in the world are threatened of habitat fragmentation, human activities, and so on. 

So is the Taipei frog (Hylarana taipehensis) in Taiwan. To increase the population in the wild, 

Taipei Zoo has been doing relative researches and that introduced the IAR’s system to 

implement ex situ conservation. Although under the steady condition by IAR,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Taipei frog. To do so, we conducted experiments 

about the preference microhabitat of tadpoles, the density of husbandry tadpole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feeder crickets by nutrient supplements. In addition, to use 4 combinations 

of microhabitat preference to test how different age in days of tadpoles affect the preference 

and the activity level. However, mos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adpoles with different age.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interval between 

the tadpoles is too short. The test about density of husbandry using 10 different numbers to 

measure the length of the tadpoles per day, but there was no clear tendency. We guessed that 

there was competition before the test. As for the nutrient supplements of feeder crickets was 



performed by coating and gut-loading. There are 3 nutrients used in the experiment and we

knew the effectiveness and the lasting time in the guts of them. The consequence can be 

applied to the rearing of adult frogs. We sincerely hope that the results of these experiments 

are beneficial to the researches and conservation about Taipei frog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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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於本年度所累積與精進有關臺北赤蛙之圈養繁殖技術，除已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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