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哺乳類-10種 Animalia 動物界；Chordata 脊索動物門；Mammalia  哺乳綱

目 科
中文名稱

Chinese Name
學名

Scientific Name

保育重要性
Conservatio

n
Importance

備註
Note

Carnivora 食肉目 Mustelidae貂科 華南鼬鼠(黃鼠狼) Mustela sibirica taivana
Chiroptera 翼手目 Hipposide 葉鼻蝠科 台灣葉鼻蝠 Hipposideros armiger terasensis 特有種
Chiroptera 翼手目 Vespertilio蝙蝠科 東亞家蝠 Pipistrellus abramus
Insectivora  食蟲目 Soricidae  尖鼠科 荷氏小麝鼩 (小麝鼩) Crocidura shantungensis hosletti 特有種
Insectivora  食蟲目 Soricidae  尖鼠科 臭鼩 Suncus murinus
Rodentia 嚙齒目  Muridae  鼠科 赤背條鼠 Apodemus agrarius 
Rodentia 嚙齒目  Muridae  鼠科 巢鼠 Micromys minutus
Rodentia 嚙齒目  Muridae  鼠科 家鼷鼠(月鼠) Mus musculus
Rodentia 嚙齒目  Muridae  鼠科 小黃腹鼠 Rattus losea
Rodentia 嚙齒目  Muridae  鼠科 溝鼠 Rattus norvegicus

 



魚類-55 Animalia 動物界；Chordata 脊索動物門；Actinopterygii 條鰭魚綱

目 Order 科 Family
中文名稱

Chinese Name
學名

Scientific Name

保育重要性
Conservati

on
Importanc

e

備註
Note

海鰱科
Elopiformes 海鰱目 Elopidae 海鰱科 大眼海鰱 Elops machnata

大海鰱科
Elopiformes 海鰱目 Megalopidae 大海鰱科 大海鰱 Megalops cyprinoides

鰻鱺科
Anguilliformes 鰻鱺目 Anguillidae 鰻鱺科 日本鰻鱺 Anguilla japonica 

鯉科
Cypriniformes 鯉形目 Cyprinidae 鯉科 鯽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Cypriniformes 鯉形目 Cyprinidae 鯉科 銀鯽 Carassius auratus gibelio
Cypriniformes 鯉形目 Cyprinidae 鯉科 高身鯽 Carassius cuvieri 外來入侵種
Cypriniformes 鯉形目 Cyprinidae 鯉科 紅鰭鮊 Culter erythropterus 外來入侵種
Cypriniformes 鯉形目 Cyprinidae 鯉科 鯉 Cyprinus carpio carpio 外來入侵種
Cypriniformes 鯉形目 Cyprinidae 鯉科 白鱎 Hemiculter leucisculus
Cypriniformes 鯉形目 Cyprinidae 鯉科 台灣石(賓魚)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特有種
Cypriniformes 鯉形目 Cyprinidae 鯉科 臺灣鬚鱲 (台灣馬口魚 Candidia pingtungensis 特有種
Cypriniformes 鯉形目 Cyprinidae 鯉科 白鱎 Hemiculter leucisculus
Cypriniformes 鯉形目 Cyprinidae 鯉科 台灣梅氏鯿 (台灣細鯿 Metzia formosae III
Cypriniformes 鯉形目 Cyprinidae 鯉科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Cypriniformes 鯉形目 Cyprinidae 鯉科 半紋小鲃 (條紋二鬚鲃 Puntius semifasciolatus
Cypriniformes 鯉形目 Cyprinidae 鯉科 高體鰟鮍 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
Cypriniformes 鯉形目 Cyprinidae 鯉科 革條田中鰟鮍 (台灣石 Tanakia himantegus 特有種

甲鲶科
Siluriformes 鯰形目 Loricariidae 甲鲶科 豹紋翼甲鯰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外來入侵種
Siluriformes 鯰形目 Loricariidae 甲鯰科 琵琶鼠 Pterygoplichthys sp. 外來入侵種

塘虱魚科
Siluriformes 鯰形目 Clariidae 塘虱魚科 蟾鬍鯰  (泰國土虱) Clarias batrachus 外來入侵種

鯔科 
Mugiliformes 鯔形目 Mugilidae 鯔科 前鱗鮻 Liza affinis
Mugiliformes 鯔形目 Mugilidae 鯔科 鯔 Mugil cephalus

青鱂科
Beloniformes 鶴鱵目 Adrianichthyidae 青鱂科 青鱂魚 Oryzias latipes

花鱂科
Cyprinodontifo鱂形目 Poeciliidae 花鱂科 食蚊魚 (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合鰓魚科
Synbranchiform合鰓目 Synbranchidae 合鰓魚科 黃鱔 Monopterus albus

雙邊魚科
Perciformes 鱸形目 Ambassidae 雙邊魚科 大棘雙邊魚 Ambassis macracanthus

笛鯛科
Perciformes 鱸形目 Lutjanidae 笛鯛科 銀紋笛鯛 Lutjanus argentimaculatus

鑽嘴魚科
Perciformes  鱸形目 Gerreidae 鑽嘴魚科 鑽嘴魚科 -

鯛科
Perciformes  鱸形目 Sparidae 鯛科 黃鰭棘鯛 Acanthopagrus latus
Perciformes  鱸形目 Sparidae 鯛科 臺灣棘鯛 Acanthopagrus taiwanensis 特有種

銀鱗鯧科
Perciformes 鱸形目 Monodactylidae 銀鱗鯧科 銀鱗鯧 Monodactylus argenteus



魚類-55 Animalia 動物界；Chordata 脊索動物門；Actinopterygii 條鰭魚綱

目 Order 科 Family
中文名稱

Chinese Name
學名

Scientific Name

保育重要性
Conservati

on
Importanc

e

備註
Note

鯻科
Perciformes  鱸形目 Terapontidae 鯻科 花身鯻 (花身雞魚) Terapon jarbua 

慈鯛科
Perciformes 鱸形目 Cichlidae 慈鯛科 巴⻄珠⺟麗魚 Geophagus brasiliensis 外來入侵種
Perciformes 鱸形目 Cichlidae 慈鯛科 紅色吳郭魚 Orechormis spp. 外來入侵種
Perciformes 鱸形目 Cichlidae 慈鯛科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niloticus 外來入侵種
Perciformes 鱸形目 Cichlidae 慈鯛科 黑邊吳郭魚 Tilapia rendalli 外來入侵種
Perciformes 鱸形目 Cichlidae 慈鯛科 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外來入侵種
Perciformes  鱸形目 Cichlidae 慈鯛科 始麗魚 Cichlasoma facetum 外來入侵種

塘鱧科
Perciformes 鱸形目 Eleotridae 塘鱧科 花錐棘塘鱧 Butis koilomatodon
Perciformes 鱸形目 Eleotridae 塘鱧科 黑斑脊塘鱧 Butis melanostigma
Perciformes 鱸形目 Eleotridae 塘鱧科 褐塘鱧 Eleotris fusca 

鰕虎科
Perciformes  鱸形目 Gobiidae 鰕虎科 彈塗魚 Periophthalmus modestus
Perciformes  鱸形目 Gobiidae 鰕虎科 點帶叉舌鰕虎 Glossogobius olivaceus 
Perciformes  鱸形目 Gobiidae 鰕虎科 霍氏間鰕虎 Hemigobius hoevenii
Perciformes  鱸形目 Gobiidae 鰕虎科 黏皮鯔鰕虎 Mugilogobius myxodermus
Perciformes  鱸形目 Gobiidae 鰕虎科 拜庫雷鰕虎 Redigobius bikolanus
Perciformes  鱸形目 Gobiidae 鰕虎科 明潭吻鰕鯱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特有種
Perciformes  鱸形目 Gobiidae 鰕虎科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Perciformes  鱸形目 Gobiidae 鰕虎科 花跳 Scartelaos sp.
Perciformes  鱸形目 Gobiidae 鰕虎科 日本瓢鰭鰕虎 (日本禿 Sicyopterus japonicus  

金錢魚科 
Perciformes 鱸形目 Scatophagidae 金錢魚科 金錢魚 Scatophagus argus

絲足鱸科
Perciformes  鱸形目 Osphronemidae 絲足鱸科 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Perciformes  鱸形目 Osphronemidae 絲足鱸科 三星攀鱸 (三星鬥魚) Trichogaster trichopterus 外來入侵種

鱧科
Perciformes  鱸形目 Channidae 鱧科 七星鱧 Channa asiatica
Perciformes  鱸形目 Channidae 鱧科 線鱧 Channa striata 外來入侵種



節枝動物-21 Animalia 動物界；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Malacostraca 軟甲綱

目 科
中文名稱

Chinese Name
學名

Scientific Name

保育重要性
Conservation
Importance

備註
Note

Decapoda 十足目 Palaemoni⻑臂蝦科 ⻑臂蝦科
秀麗白蝦 Exopalaemon modestus
日本沼蝦 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潔白⻑臂蝦 Palaemon concinnus

Penaeidae 對蝦科 對蝦科
刀額新對蝦 Metapenaeus ensis
草對蝦 Penaeus monodon

Atyidae 匙指蝦科 匙指蝦科
台灣米蝦 Caridina formosae
⻑額米蝦 Caridina longirostris 
擬多齒米蝦 ( 假鋸齒米蝦) Caridina pseudodenticulata
直額米蝦

Grapsidae 方蟹科 方蟹科
漢氏無齒螳臂蟹 Chiromantes dehaani
無齒螳臂蟹 Chiromantes dehaani
紅螯螳臂蟹 Chiromantes haematochir
日本絨螯蟹 Eriochier japonica
臺灣厚蟹 Helice formosensis 
褶痕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plicatum
無齒相手蟹 Sesarma dehaani
字紋弓蟹 Varuna litterata 

Ocypodida沙蟹科 沙蟹科
臺灣泥蟹 Ilyoplax formosensis 特有種
角眼拜佛蟹 Tmethypocoelis ceratophora 
弧邊招潮蟹 Uca arcuata

Sesarmida 相手蟹科 相手蟹科
雙齒近相手蟹 Perisesarma bidens



螺貝類-20 Animalia 動物界；Mollusca 軟體動物門 

綱 目 科
中文名稱

Chinese Name
學名

Scientific Name

保育重要性
Conservation
Importance

備註
Note

Bivalvia 雙殼綱 Unionoida 蚌目 Unionidae 蚌科 蚌科
圓蚌 Anodonta woodiana
石蚌 Unio douglasiae taiwanicus 

Veneroida 簾蛤目 Corbiculid 蜆科 蜆科
臺灣蜆 Corbicula fluminea

Gastropoda 腹足綱 Archaeogastropoda 原始腹足目Neritidae 蜑螺科 蜑螺科
壁蜑螺 Septaria porcellana

Basommatophora 基眼目 Ancylidae 淡水笠螺科淡水笠螺科(盤蜷科)
淡水笠螺 Laevapex sp. 

Lymnaeida椎實螺科 椎實螺科
小椎實螺 Austropeplea ollula
臺灣椎實螺 Radix sp.

Physidae 囊螺科 囊螺科
囊螺 Physa acuta

Planorbida扁蜷科 扁蜷科
圓口扁蜷 Gyraulus spirillus 
臺灣類扁蜷 Polypylis hemisphaerula

Mesogastropoda 中腹足目 Ampullarii 蘋果螺科 蘋果螺科
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外來入侵種

Pleurocerid川蜷科 川蜷科
川蜷 Semisulcospira libertina

Stenothyri 粟螺科 粟螺科
臺灣粟螺 Stenothyra formosana 

Thiaridae 錐蜷科 錐蜷科
網蜷 Melanoides tuberculatus tuberculatus
錐蜷 Stenomelania plicaria
瘤蜷 Tarebia granifera
流紋蜷 Thiara riqueti 

Viviparidae田螺科 田螺科
圓田螺 Cipangopaludina chinensis
石田螺 Sinotaia quadrata

Stylommatophora 柄眼目 Achatinida非洲大蝸牛非洲大蝸牛科
非洲大蝸牛 Achatina fulica 外來入侵種



水域可見昆蟲-7 Animalia 動物界；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Insecta 昆蟲綱

目 科
中文名稱

Chinese Name
學名

Scientific Name

保育重要性
Conservation
Importance

備註
Note

Hemiptera 半翅目 Belostoma負蝽科 負子蟲 Diplonychus sp.
Coleoptera 鞘翅目 Dytiscidae 龍蝨科 龍蝨

小水蟲
水螳螂
水黽
水螳螂

Hemiptera 半翅目 Nepidae 蝎蝽科 紅娘華 Laccotrephes sp.



兩棲類-9 Animalia 動物界；Chordata 脊索動物門；Amphibia 兩生綱；Anura 無尾目

目 科
中文名稱
Chinese
Name

學名
Scientific Name

保育重要性
Conservation
Importance

備註
Note

Bufonidae 蟾蜍科 蟾蜍科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Rhacopho 樹蛙科 樹蛙科
面天樹蛙 Kurixalus idiootocus 特有種
斑腿樹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外來入侵種

Microhylid狹口蛙科 狹口蛙科
小雨蛙 Microhyla fissipes  

Dicrogloss叉舌蛙科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虎皮蛙 Hoplobatrachus rugulosus  

Ranidae 赤蛙科 赤蛙科
貢德氏赤蛙 Hylarana guentheri  
拉都希氏赤蛙 Hylarana latouchii
⻑腳赤蛙 Rana longicrus IUCN 易危物種



爬行動物-20 Animalia 動物界；Chordata 脊索動物門；Reptilia 爬蟲綱；

目 科
中文名稱
Chinese
Name

學名
Scientific Name

保育重要性
Conservation
Importance

備註
Note

Squamata 有鱗目 Gekkonidae 壁虎科 壁虎科

鉛山壁虎 Gekko hokouensis
Agamidae 飛蜥科 飛蜥科

黃口攀蜥 apalura polygonata xanthostoma 特有亞種

斯文豪氏攀蜥 Japalura swinhonis 特有種
Scincidae 石龍子科 石龍子科

麗紋石龍子 Plestiodon elegans
Typhlopidae  盲蛇科 盲蛇科

盲蛇 Ramphotyphlops braminus
Colubridae 黃頷蛇科 黃頷蛇科

臭青公 Elaphe carinata
花浪蛇 Amphiesma stolatum
梭德氏游蛇 Amphiesma sauteri sauteri  

赤背松柏根 Oligodon formosanus
臺灣黑眉錦蛇 Orthriophis taeniurus  friesi III 特有種

南蛇 Ptyas mucosus
斯文豪氏游蛇 Rhabdophis swinhonis III 特有種

草花蛇 Xenochrophis piscator
Homalopsidae  水蛇科 水蛇科

唐水蛇 Enhydris chinensis II
Pareatidae  鈍頭蛇科 鈍頭蛇科

臺灣鈍頭蛇 Pareas formosensis 特有種
Elapidae 蝙蝠蛇科 蝙蝠蛇科

雨傘節 Bungarus multicinctus III

Testudines 龜鱉目  Geoemydidae  地龜科  地龜科

斑龜 Mauremys sinensis IUCN 瀕危物種

食蛇龜 Cuora flavomarginata   II、IUCN 瀕危物種

柴棺龜 Mauremys mutica   II、IUCN 瀕危物種
Emydidae  澤龜科 澤龜科

紅耳龜 Trachemys scripta 外來入侵種



蜻蛉目-40 Animalia 動物界；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Insecta 昆蟲綱；Odonata  蜻蛉目

目 科
中文名稱

Chinese Name
學名

Scientific Name

保育重要性
Conservation
Importance

備註
Note

細蟌科
Coenagrio細蟌科 白粉細蟌 Agriocnemis femina
Coenagrio細蟌科 橙尾細蟌 Agriocnemis pygmaea
Coenagrio細蟌科 紅腹細蟌 Ceriagrion auranticum ryukyuanum
Coenagrio細蟌科 昧影細蟌 Ceriagrion fallax fallax
Coenagrio細蟌科 青紋細蟌 Ischnura senegalensis
Coenagrio細蟌科 葦笛細蟌 Paracercion calamorum
Coenagrio細蟌科 蔚藍細蟌 Paracercion melanotum 
Coenagrio細蟌科 瘦面細蟌 Pseudagrion microcephalum

琵蟌科
Platycnem 琵蟌科 脛蹼琵蟌 Copera marginipes

晏蜓科
Aeshnidae晏蜓科 碧翠晏蜓 Anaciaeschna jaspidea
Aeshnidae晏蜓科 麻斑晏蜓 Anax panybeus
Aeshnidae晏蜓科 綠胸晏蜓 Anax parthenope julius

勾蜓科
Cordulega勾蜓科 無霸勾蜓 Anotogaster klossi II

弓蜓科

Corduliida 弓蜓科 慧眼弓蜓 Epophthalmia elegans
春蜓科

Gomphida春蜓科 粗鉤春蜓 Ictinogomphus rapax
Gomphida春蜓科 細鉤春蜓 Sinictinogomphus clavatus

蜻蜓科

Libellulida 蜻蜓科 粗腰蜻蜓 Acisoma panorpoides panorpoides
Libellulida 蜻蜓科 橙斑蜻蜓 Brachydiplax chalybea flavovittata
Libellulida 蜻蜓科 褐斑蜻蜓 Brachythemis contaminata 
Libellulida 蜻蜓科 猩紅蜻蜓 Crocothemis servilia servilia
Libellulida 蜻蜓科 侏儒蜻蜓 Diplacodes trivialis
Libellulida 蜻蜓科 硃紅蜻蜓 Hydrobasileus croceus
Libellulida 蜻蜓科 廣腹蜻蜓 Lyriothemis elegantissima
Libellulida 蜻蜓科 高翔蜻蜓 Macrodiplax cora
Libellulida 蜻蜓科 善變蜻蜓 Neurothemis ramburii 
Libellulida 蜻蜓科 霜白蜻蜓 Orthetrum pruinosum 
Libellulida 蜻蜓科 杜松蜻蜓 Orthetrum sabina sabina
Libellulida 蜻蜓科 鼎脈蜻蜓 Orthetrum triangulare
Libellulida 蜻蜓科 薄翅蜻蜓 Pantala flavescens 
Libellulida 蜻蜓科 溪神蜻蜓 Potamarcha congener congener
Libellulida 蜻蜓科 黃紉蜻蜓 Pseudothemis zonata
Libellulida 蜻蜓科 賽琳蜻蜓 Rhyothemis severini 
Libellulida 蜻蜓科 彩裳蜻蜓 Rhyothemis variegata arria
Libellulida 蜻蜓科 藍黑蜻蜓 Rhyothemis regia regia
Libellulida 蜻蜓科 夜遊蜻蜓 Tholymis tillarga
Libellulida 蜻蜓科 大華蜻蜓 Tramea virginia
Libellulida 蜻蜓科 紫紅蜻蜓 Trithemis aurora
Libellulida 蜻蜓科 樂仙蜻蜓 Trithemis festiva
Libellulida 蜻蜓科 褐基蜻蜓 Urothemis signata yiei



Libellulida 蜻蜓科 纖腰蜻蜓 Zyxomma petiolatum



 Animalia 動物界；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Insecta 昆蟲綱；Lepidoptera 鱗翅目

目 科 屬
中文名稱

Chinese Name
學名

Scientific Name

保育重要性
Conservation
Importance

備註
Note

Hesperiidae  弄蝶科 弄蝶
Ampittia  黃星弄蝶屬 小黃星弄蝶 (小黃斑弄蝶) Ampittia dioscorides etura
Borbo  禾弄蝶屬 禾弄蝶 (台灣單帶弄蝶) Borbo cinnara
Parnara  稻弄蝶屬 小稻弄蝶 (姬單帶弄蝶) Parnara bada
Potanthus  黃斑弄蝶屬 黃斑弄蝶 (台灣黃斑弄蝶) Potanthus confucius angustatus
Seseria 瑟弄蝶屬 臺灣瑟弄蝶 (大黑星弄蝶) Seseria formosana 
Telicota 橙斑弄蝶屬 竹橙斑弄蝶 (埔里紅弄蝶) Telicota bambusae horisha
Telicota 橙斑弄蝶屬 寬邊橙斑弄蝶 (竹紅弄蝶) Telicota ohara formosana

Lycaenidae 灰蝶科 小灰蝶
Jamides 雅波灰蝶屬 淡青雅波灰蝶 (白波紋小灰蝶) Jamides alecto dromicus 

 Jamides 雅波灰蝶屬 雅波灰蝶 (琉璃波紋小灰蝶) Jamides bochus formosanus
Lampides  豆波灰蝶屬 豆波灰蝶 (波紋小灰蝶) Lampides boeticus
Megisba  黑星灰蝶屬 黑星灰蝶 (台灣黑星小灰蝶) Megisba malaya sikkima
Prosotas  波灰蝶屬 波灰蝶 (姬波紋小灰蝶) Prosotas nora formosana
Rapala  燕灰蝶屬 燕灰蝶 (墾丁小灰蝶) Rapala varuna formosana
Zizeeria  藍灰蝶屬 藍灰蝶 (沖繩小灰蝶)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Zizina 折列藍灰蝶屬 折列藍灰蝶 (微小灰蝶) Zizina otis riukuensis

Nymphalidae  蛺蝶科 蛺蝶
Cupha  襟蛺蝶屬 黃襟蛺蝶 (台灣黃斑蛺蝶) Cupha erymanthis
Cyrestis  絲蛺蝶屬 網絲蛺蝶 (石牆蝶、地圖蝶) Cyrestis thyodamas formosana
Dichorragia 流星蛺蝶屬 流星蛺蝶 Dichorragia nesimachus formosanus
Hypolimnas  幻蛺蝶屬 幻蛺蝶 (琉球紫蛺蝶) Hypolimnas bolina kezia
Hypolimnas  幻蛺蝶屬 雌紅紫蛺蝶 Hypolimnas misippus
Junonia 眼蛺蝶屬 眼蛺蝶 (孔雀蛺蝶) Junonia almana
Junonia 眼蛺蝶屬 黯眼蛺蝶 (黑擬蛺蝶) Junonia iphita
Kallima  枯葉蝶屬 枯葉蝶 (木葉蝶) Kallima inachus formosana
Melanitis  暮眼蝶屬 暮眼蝶 (樹蔭蝶 ) Melanitis leda
Mycalesis 眉眼蝶屬 切翅單環蝶 Mycalesis zonata
Neptis 環蛺蝶屬 豆環蛺蝶 (琉球三線蝶) Neptis hylas luculenta
Neptis 環蛺蝶屬 細帶環蛺蝶 (台灣三線蝶) Neptis nata lutatia
Neptis 環蛺蝶屬 小環蛺蝶 (小三線蝶) Neptis sappho formosana
Phalanta  琺蛺蝶屬 琺蛺蝶 (紅擬豹斑蝶) Phalanta phalantha
Polygonia  鉤蛺蝶屬 黃鉤蛺蝶 (黃蛺蝶) Polygonia c-aureum lunulata
Timelaea  貓蛺蝶屬 白裳貓蛺蝶 (豹紋蝶) Timelaea albescens formosana

Nymphalidae  蛺蝶科 斑蝶
Danaus 斑蝶屬 金斑蝶 (樺斑蝶) Danaus chrysippus
Danaus 斑蝶屬 虎斑蝶 (黑脈樺斑蝶) Danaus genutia
Euploea 紫斑蝶屬 圓翅紫斑蝶 Euploea eunice hobsoni 
Euploea 紫斑蝶屬 異紋紫斑蝶 (端紫斑蝶) Euploea mulciber barsine 
Euploea 紫斑蝶屬 小紫斑蝶 Euploea tulliolus koxinga
Tirumala 青斑蝶屬 淡紋青斑蝶 (淡小紋青斑蝶) Tirumala limniace limniace

Papilionidae 鳳蝶科 鳳蝶科
Byasa 麝鳳蝶屬 ⻑尾麝鳳蝶 (臺灣麝香鳳蝶) Byasa impediens febanus 特有種 疑似台灣琉Papilio hermosanus
Graphium 青鳳蝶屬 青鳳蝶 (青帶鳳蝶) Graphium sarpedon connectens
Pachliopta 珠鳳蝶屬 紅珠鳳蝶 (紅紋鳳蝶) Pachliopta aristolochiae interpositus
Papilio 鳳蝶屬 花鳳蝶 (無尾鳳蝶) Papilio demoleus
Papilio 鳳蝶屬 大鳳蝶 Papilio memnon heronus
Papilio 鳳蝶屬 玉帶鳳蝶 Papilio polytes polytes
Papilio 鳳蝶屬 黑鳳蝶 Papilio protenor protenor
Papilio 鳳蝶屬 柑橘鳳蝶 Papilio xuthus

Pieridae  粉蝶科 粉蝶
Colias  紋黃蝶屬 紋黃蝶 (黃紋粉蝶) Colias erate formosana
Eurema 黃蝶屬 淡色黃蝶 (淡黃蝶) Eurema andersoni godana
Eurema 黃蝶屬 亮色黃蝶 (台灣黃蝶) Eurema blanda arsakia
Hebomoia  橙端粉蝶屬 橙端粉蝶 (端紅蝶) Hebomoia glaucippe formosana
Leptosia 蝶屬 纖粉蝶 Leptosia nina niobe
Pieris  白粉蝶屬 緣點白粉蝶 (台灣紋白蝶) Pieris canidia
Pieris  白粉蝶屬 白粉蝶 (紋白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水生植物-111

目 科 型態
中文名稱
Chinese
Name

學名
Scientific Name

保育重要性
Conservation
Importance

備註
Note

浮葉 芡
浮葉 台灣萍篷草
浮葉 齒葉夜睡蓮
浮葉 紫花睡蓮
浮葉 蓴菜
浮葉 四角菱
浮葉 紅菱
浮葉 龍骨瓣莕菜
浮葉 印度莕菜
浮葉 龍潭莕菜
浮葉 小莕菜
浮葉 蘭嶼小莕菜
浮葉 異匙葉眼子菜
漂浮 青萍
漂浮 水萍
漂浮 滿江紅
漂浮 日本滿江紅
漂浮 布袋蓮
漂浮 水鱉
沉水 絲葉狸藻
沉水 黃花狸藻
沉水 金魚草
沉水 水車前
沉水 茨藻
沉水 小茨藻
沉水 馬藻
沉水 苦草
沉水 水王孫
挺水 水蕨
挺水 南國田字草
挺水 紅辣蓼
挺水 水蓼
挺水 白苦柱
挺水 睫穗蓼
挺水 紅蓼
挺水 春蓼
挺水 蕺菜
挺水 三白草
挺水 水馬齒
挺水 空心蓮子菜
挺水 石龍芮
挺水 焊菜
挺水 克菲亞草
挺水 水杉菜
挺水 圓葉節節菜
挺水 黃花水龍
挺水 水丁香
挺水 卵葉水丁香
挺水 水芹菜
挺水 水蕹菜



挺水 過⻑沙
挺水 紫蘇
挺水 白花紫蘇
挺水 大葉田香草
挺水 無果石龍尾
挺水 小花石龍尾
挺水 異葉石龍尾
挺水 心葉⺟草
挺水 旱田草
挺水 大安水簑衣
挺水 柳葉水簑衣
挺水 擬定經草
挺水 半邊蓮
挺水 圓葉山梗菜
挺水 尖瓣花
挺水 掃帚菊
挺水 鱧腸
挺水 翼莖闊苞菊
挺水 窄葉澤瀉
挺水 野慈姑
挺水 菲律賓穀精草
挺水 大葉穀精草
挺水 小穀精草
挺水 水竹葉
挺水 鴨跖草
挺水 野薑花
挺水 鴨舌草
挺水 瓜皮草
挺水 水芋
挺水 香蒲
挺水 水燭
挺水 田蔥
挺水 燈心草
挺水 錢蒲
挺水 雲林莞草
挺水 畦畔莎草
挺水 覆瓦狀莎草
挺水 單葉鹹草
挺水 毛軸莎草
挺水 牛毛氈
挺水 針藺
挺水 桃園藺
挺水 荸薺
挺水 四稜飄拂草
挺水 三儉草
挺水 水虱草
挺水 水毛花
挺水 莞
挺水 斷節莎
挺水 稗
挺水 水稻
挺水 李氏禾
挺水 蘆葦
挺水 稃藎
挺水 茭白筍



挺水 水柳
挺水 水社柳
挺水 穗花棋盤腳
挺水 水筆仔
挺水 風箱樹
挺水 菲律賓饅頭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