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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動物園 105 物認養保育計畫成果報告 

日期：106 年 2 月 28 日 

中文摘要： 

在許多現代化都市的公園綠地或零碎地，經規劃設計為蝴蝶棲地，不但多以蝴

蝶公園之型態實際保育當地蝴蝶資源，並當作環境教育的場所（Sibatani 1990; 

Vickery 1995）。尤其在熱帶都會區中，開放式蝴蝶公園的發展，對蝶類保育工作

的實質貢獻前景可期。但熱帶地區的生態結構龐雜，生態資料亦不健全，此為落實

發展並經營蝴蝶公園的主要障礙（Morton 1991）。臺灣地區蝶類棲地亦受到嚴重

破壞，而隔絕呈碎塊現象。利用都會區或其周緣的非自然環境進行蝶類棲地管理，

對日漸式微的蝴蝶資源保育必有助益。唯此前必先建立蝶類群聚資料，供經營管理

時之參考。 

臺北動物園之蝴蝶公園記錄 10 科 127 種以上蝴蝶，其中大琉璃紋鳳蝶體型大

顏色鮮艷，被選為最具特色的代表性蝶種，且大琉璃紋鳳蝶主要分布於臺北盆地及

其周邊之丘陵地。因此大琉璃紋鳳蝶族群及棲地經營管理可作為臺北盆地生態環境

之指標。 

本研究擬透過調查、研究、飼育等工作建構臺北市立動物園大琉璃紋鳳蝶保育

生物學基礎資料，以作為棲地經營管理參考。 

 

Abstract： 

In many of the modern urban park green spaces or piecemeal, the butterfly habitat is 

planned and designed to protect the local butterfly resources and to serve as a place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ibatani,1990; Vickery,1995). Especially in the tropical 

metropolitan area,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butterfly park, butterfly conservation work 

on the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of the prospects can be expected. However, the 

ec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tropics is complex and the ecological information is not 

perfect. This is the main obstacle to the 105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 Butterfly Park 

(Morton 1991). Butterfly habitat in Taiwan has also been severely damaged, and 

isolation was fragmented phenomenon. Butterfly habitat management using the 

non-na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metropolitan area or its surroundings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 declining conservation of butterflies.So we must first establish butterfly cluster 

information for management reference. 

Butterfly Park in Taipei Zoo recorded more than 127 kinds of butterflies in 10 

families, of which Papilio paris nakaharai has large bright colors, was selected 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butterfly species, and Papilio paris nakaharai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Taipei Basin and its surrounding Of the hilly land. Therefore, the population and 

habitat management of Papilio paris nakaharai can be used as an indicator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aipei Basin. 

   The project aims to construct the basic informa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biology of 

Papilio paris nakaharai in the municipal of Taipei zoo through investigation, research, 

and breeding so as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habita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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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琉璃紋鳳蝶帅蟲外觀具有保護色彩且多態型，成蟲體型大且亮眼容

易觀察，且為極容易吸引小朋友目光的蝶種，可以提供中小學「自然」課

程的教材。近年來國人開始注重休閒活動與生態旅遊，據統計，在臺灣境

內有 10萬種昆蟲，其中蝴蝶超過 400 種，臺灣不但是世界上單位面積產

蝶種類密度之冠，其產量之多更是世界上罕有的地域，因此大琉璃紋鳳蝶

極具潛力可成為未來各地觀光、教育蝴蝶園、休閒農場及生態教育農場

中，大量繁殖與教育展示的閃亮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