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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詞：臺灣櫻花鉤吻鮭、七家灣溪、羅葉尾溪、有勝溪、樂山溪、族群數量、
生態調查、壩體改善、群聚結構、歷史棲地流放、域外保育

一、研究緣起
臺灣櫻花鉤吻鮭（Oncorhynchus masou formosanus）又被稱之為臺灣鉤
吻鮭（Oncorhynchus formosanus），是「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也是臺
灣特有的冰河孑遺生物。但因為颱風洪水、乾旱缺水、農業開發、防砂壩阻隔等
諸多因素衝擊，使得生存棲地環境變化很大，並且對其生存造成嚴重的威脅。雪
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因此自 1994 年開始進行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現況的普查工
作，以瞭解並掌握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數量多寡、年齡結構組成和分布範圍的最
新動態與變化情形。以建立基礎資料並據以擬定復育計畫。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於 2015 年六月進行七家灣溪與高山溪臺灣櫻花鉤吻鮭的野生族群數
量全面普查，另外並包含以往放流河段的羅葉尾溪、有勝溪上游、以及樂山溪做
放流族群的普查，以瞭解 2014 年繁殖季節後新生幼鮭加入族群數量與分布狀
況。另於 2015 年九月做一次上游河段的抽查，以回歸模型推測秋季數量，並對
照歷年的魚群數量與族群結構的變化以作進一步的分析。

三、重要發現
1、今（2015）年夏季普查結果顯示，七家灣溪與高山溪河段野生臺灣櫻花鉤吻
鮭族群數量共計有 2,919 尾，較去年秋季多了約 1,271 尾。其中一齡幼鮭有
875 尾，佔族群總數的 29.98%，而二齡中型亞成鮭有 1,118 尾，佔族群總數
的 38.30%，三齡大型成鮭則有 926 尾，佔族群總數的 31.72%。族群結構呈
現以中型鮭魚最多，大型鮭魚次之，而小型鮭魚較少的中胖桶型族群結構。
顯示今年六月之前武陵地區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更新狀況良好，受到前年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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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颱風影響的鮭魚族群數量因為棲地漸趨穩定而有成長。

2、今年夏秋季武陵地區並無嚴重的豪雨風災，提供了良好的環境給臺灣櫻花鉤
吻鮭成長。秋季依照七家灣溪上游三~四號壩加上桃山北溪前段的 Y 型河段調
查數據，利用迴歸模型推算，推測今年秋季七家灣溪加上高山溪流域的野生
鮭魚族群總量可能為 3,603 尾，秋季族群分布推測數量則為成鮭 503 尾，亞
成鮭 1413 尾，幼鮭 1687 尾，就算考慮誤差範圍，也顯示今年七家灣溪加上
高山溪的野生鮭魚族群數量有所成長，且族群組成以中胖桶型結構或金字塔
結構為主，顯示今年整體的更新狀況還是相當良好。

3、由於 2012 年蘇拉颱風洪水影響，使得武陵地區七家灣溪河床變的相當不穩
定，在經歷 2013 年蘇力颱風所帶來的洪水事件影響，造成河道的側向侵蝕與
崩塌，使棲地環境改變甚大，多數深潭與峽谷地形被填滿。2013 秋季普查結
果顯示，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數量僅剩 1,245 尾，跟夏季相比減少了約三分
之二。其中小型鮭魚由於對大水的耐受力較低，受颱風影響減少較多。而去
(2014)年夏季普查結果則可以見到小型鮭魚比例甚高，今年調查結果族群總數
更上升快 2 倍，且族群更新狀況良好，可見受到蘇力颱風所影響的鮭魚族群
數量如無後繼的大型天災時應可望漸漸恢復。

4、2015 年 7 月於歷史溪流放流河段的羅葉尾溪的調查顯示，此處的族群總數為
900 尾，以小型幼鮭最多 457 尾，佔整體比例約 50.78%，中型亞成鮭次之為
322 尾，佔整體比例約 35.78%，大型成鮭最少 121 尾，佔整體比例約 13.44%，
整體族群結構為金字塔型，且皆為放流個體在此處野地繁殖所產生的後代，
顯示棲地未大幅變動的狀況下，未來族群更新狀況應為良好。相連河段的有
勝溪上游族群總數為 221 尾，以小型幼鮭最多 93 尾，佔整體比例約 42.08%，
中型亞成鮭次之為 74 尾，佔整體比例約 33.48%，大型成鮭最少 54 尾，佔整
體比例約 24.43%，跟羅葉尾溪調查所得的族群結構相似，整體族群結構為金
字塔型，顯示棲地未大幅變動的狀況下，未來族群更新狀況也應為良好。

5、2015 年 7 月於域外放流河段樂山溪的調查顯示，此處的族群總數為 296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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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型成鮭最多 126 尾，佔整體比例約 42.57%，中型亞成鮭次之為 104 尾，
佔整體比例約 35.14%，小型幼鮭最少 66 尾，佔整體比例約 22.29%，整體族
群結構為倒金字塔型，呈現高齡社會的族群結構，顯示此河段的數量以及族
群更新狀況尚未穩定，仍需後續的族群與棲地監測，以及適時配合鮭魚的放
流，方能使族群成長並較為穩定。

6、從歷年的普查資料研判，高山溪一號壩是臺灣鏟頷魚自然分布的上限。原本
在高山溪一號壩下的殘材壩，於 2012 年四月崩解之後仍舊無更多的臺灣鏟頷
魚上溯到高山溪一號壩以上，顯示其在高山溪的分布上限並未更往上移，可
能與高山溪河道較窄、兩側林相遮蔽程度較高，使得水溫仍保持在較低溫有
關。

7、七家灣溪一號壩壩體改善後的鮭魚普查結果顯示，已有部分標誌的臺灣櫻花
鉤吻鮭可上溯至三號壩下。在二號壩以上河段所發現的臺灣鏟頷魚與一號壩
上游河段所發現的臺灣鏟頷魚幼鮭群，皆顯示七家灣溪二種主要魚類都可通
過一號壩而上溯至上游河段。高山溪舊殘材壩下游河段之魚類數量原本在一
號壩壩體改善後有較明顯增加的趨勢，但是在七家灣溪主流漸趨穩定之後，
則數量又漸漸恢復以往的水平；2012 年蘇拉颱風過後，又可見到比壩體改善
後更為大量的臺灣鏟頷魚躲在此處。顯示高山溪殘材壩下游河段，可以提供
臺灣櫻花鉤吻鮭與臺灣鏟頷魚做為在壩體改善工程期間，或是洪水影響時的
重要庇護所

8、歷年普查結果各河段數量與全河段總數相關性最高的河段為五號壩至六號
壩，其次為一號壩至二號壩以及二號壩至三號壩。三號壩至四號壩的 Y 形河
段雖然在總數的相關性比不上前面提到的三個河段，但是對於幼鮭的相關性
卻非常高，僅略低於二號壩至三號壩。調查作業上理想的模式河段可以選擇
五號壩至六號壩以及二號壩至三號壩。前者對於總數的相關性較高，後者對
於各齡級數量的相關性較高。兩河段各屬上游與中游，不同的環境狀況可以
提供互補的資訊讓預測能力更佳。如果想要調查夏季幼鮭的數量，則可選擇
三號壩至四號壩的 Y 形河段做為模式河段，以了解前一年的繁殖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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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5 年台灣櫻花鉤吻鮭野外族群總數量為 4,336 尾。七家灣溪流域鮭魚數量
為 2,919 尾；羅葉尾溪 900 尾；有勝溪 221 尾；樂山溪 296 尾。

四、主要建議事項
(一)立即可行之建議
主辦機關：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農委會林務局保育組、台中市政府、南投縣政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
理處

1.

加速鮭魚放流工作，建立多處衛星族群（廖,2012）。2016 年預定放流
鮭魚至志樂溪及合歡溪，以增加基因變異的機會，擴展族群分布範圍，
減少滅絕危機。

(二)長期性建議
主辦機關：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林務局、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武陵農場、農委會林務局保育組、台
中市政府

1.

七家灣溪一號壩壩體改善後魚類族群動態變遷研究。2011 年度七家灣
溪一號壩壩體的改善工程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希望可以透過壩體改
善後使得七家灣溪河道暢通，除了可增加棲地利用之外，也應可擴大
七家灣溪中鮭魚之基因交換機會，並減少下游魚類無法順利繁衍的問
題，故建議主管機關在壩體改善後應持續進行魚類族群動態變遷之研
究，與其他環境與生物因子變化的生態模式研究，其研究結果亦可提
供往後壩體改善時之重要依據與寶貴資源。針對魚類研究往後的具體
建議如下:
(1)以臺灣櫻花鉤吻鮭與臺灣鏟頷魚兩種魚類做為指標物種。
(2)至少保留桃山西溪、二號破壩、繁殖場、高山溪等四個固定樣站，
每年二月、四月、六月、八月、十月施做調查研究。
(3)建議針對七家灣溪二號壩~三號壩、三號壩~四號壩(加上無名溪之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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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封閉河段)、五號壩~六號壩；於每年夏季與秋季做該三段河段的
普查。
(4)依經費狀況與天然災害的強度時間而定，至少每三~五年做一次夏季
與秋季的武陵地區七家灣溪流域全河段的普查。

2.

於重要測站(鮭魚活動密集、受人為活動污染潛勢高、未來規劃可能進
行鮭魚移地保育等)放置溫度記錄器，定期蒐集水溫等相關資料，以評
估臺灣櫻花鉤吻鮭棲息地七家灣溪流水溫之時空變化情形，供管理及
決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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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分布及放流監測

一、前言
臺灣的臺灣櫻花鉤吻鮭 Oncorhynchus masou formosanus （Jordan and
Oshima, 1919） ，又名臺灣鈎吻鮭 Oncorhynchus formosanus （Ho & Gwo,
2010）
，是世界上知名的魚類之一，其在生物地理學上的科學意義相當大，在亞
熱帶地區的臺灣出現了寒帶性的鮭鱒科（Salmonidae）魚類，實在是令人意想
不到的事情。

目前僅知臺灣櫻花鉤吻鮭在臺灣只分布於中部的大甲溪上游，由於本種有非
常重要的學術和經濟價值，而目前數量稀少到瀕臨絕種的地步，因此政府於民國
七十三（1984）年七月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9 及施行細則 72 條之規定, 指
定並公告臺灣櫻花鉤吻鮭為珍貴稀有動物, 至此, 臺灣櫻花鉤吻鮭被列為文化資
產之一。其現存棲息地的七家灣溪流域，並且在民國八十六（1997）年由農委
會依據「野生動物保護法」，公告為野生動物保護區。

根據早期的記錄顯示（Kano，1940）
，臺灣櫻花鉤吻鮭在日據時代（自 1917
年至 1941 年間）的的分布遍及今日松茂以上的整個大甲溪上游，包括合歡溪、
南湖溪、司界蘭溪、七家灣溪及有勝溪等支流都曾是它的棲息地。其中司界蘭溪
及七家灣溪的數量最多，甚至在七家灣溪還可以用投網的方式，每人每天可以捕
獲到十五斤以上，在當時是當地原住民重要的食物來源之一。但是到了民國五、
六十年代時日本人來臺灣採集調查時，發現就只剩下司界蘭溪、高山溪及七家灣
溪有鮭魚的蹤影了（Watanabe and Lin, 1988）。當時並且發現這種魚類受到嚴
重的迫害，毒魚、電魚的情形極為嚴重，魚類數量已經極度稀少。到了在民國七
十三（1984）年時，農委會委託台大動物系林曜松教授等人再次詳細調查時，
發現只剩下七家灣溪約五公里左右的溪段，有這種國寶魚的存在（林等，1988）
。
1

之後又根據民國八十（1991）年林務局邱健介先生等人之調查，臺灣櫻花鉤吻
鮭的棲地大概是以七家灣溪武陵農場迎賓橋為下限，向上至七家灣溪上游桃山西
溪六號壩底下約七公里長之區域（邱，1991）
。近年來由於人工復育的幼鮭都放
流在七家灣溪與高山溪的上游地區，所以後來的調查結果顯示，臺灣櫻花鉤吻鮭
的分布範圍之最上游約在池有溪匯流點以下附近，海拔約在 1980 公尺左右，距
離分布範圍的最低點七家灣溪與有勝溪匯流點約有八公里左右的距離。雖然過去
亦曾經發現有極少數鮭魚個體會分布到更下游的大甲溪和平農場附近（曾，
1996）
，但是這種情形應該是颱風等天災所帶來之洪水將部份個體沖刷到下游地
區的結果，並未能夠在此下游河段建立穩定的族群。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自民國八十三（1994）年五月起開始，委託辦理臺灣
櫻花鉤吻鮭族群現況的普查（曾，1994、1995、1996、1997、1998、1999、
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
2011、2012、2013、2014），本項研究計畫延續林曜松教授等人在七家灣溪主
流域的族群數量調查工作（林等，1988；林等，1990；林等，1991；Tsao，1995）
，
以瞭解並掌握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數量多寡、年齡結構組成和分布範圍的最新動
態與變化情形。這些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變動與分布資料不僅關係到本種珍貴保
育類動物的存續問題，復為提供一般大眾了解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現況，為雪霸
國家公園管理處建立一個接續以往本種珍貴魚類之保育工作的基礎生態資料，因
此有必要持續且全面調查該種魚類的分布現況，以瞭解其族群數量和分布變化情
形。

多年來的調查結果分析顯示，天然災害如颱風、梅雨，對於臺灣櫻花鉤吻鮭
族群的威脅最大，經常會影響整個鮭魚族群的數量與分布變化（曾等，2000）。
加上此地甚多防砂壩阻隔的重疊效應，往往使得被洪水沖到下游的鮭魚無法再回
到上游地區，影響族群的天然分布。而天然災害對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最深遠的
影響，主要是在產卵季節時對於新生族群的傷害，例如在 1994 年十月的產卵季
開始時，正好碰上豪雨使得溪水高漲，許多已經產完卵的巢場和卵均被沖毀。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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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同時挾帶甚多的泥沙，覆蓋許多未被沖毀的鮭魚產卵場，導致魚卵的死亡率大
增（曾，1995）。

每年新生幼鮭的加入對整個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的影響甚巨，各河段魚卵孵
化死亡率的高低影響到當年度各河段新生族群的加入（楊，1997）
。如七家灣溪
一號壩至二號壩之間的河段雖然在多年來都觀察到有許多產卵場，幼鮭的數量卻
都是偏低的。在 1995 年的調查中，發現此段唯一的一尾幼鮭是在觀魚台棲地改
善後的深潭中所記錄到的，其餘近二公里的河段竟然看不到其他的幼鮭蹤跡
（曾，1995）。這樣的現象提醒我們對各河段的水文水質特性進一步的調查分
析，以了解魚群分布與環境因子之間的關係。由於七家灣溪流域長期進行水質監
測與分析（陳，1996、1997、1998、1999、2000），因此本研究只就最有可能
影響鮭魚族群的水溫條件著手分析研究，自 1996 年起開始就加上水溫長期監測
與分析的工作，探討水溫在臺灣櫻花鉤吻鮭生活史各個階段所扮演的角色，以了
解天然族群數量的變化與水溫之間的關聯。進一步研究影響水溫變化的各相關因
子，期能提供一良好的策略作為管理單位棲地改善及經營管理的依據。同時為了
瞭解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數量、結構及分布溪段的變化，提供管理單位保育經營
政策擬定之精確的參考資訊與基本資料，持續進行長期而全面性的族群監測以及
族群動態研究是相當重要的。

由於 2001 年繁殖季節的低水溫與少洪水等環境因素使得 2002 年幼鮭數量
大幅提高，由於當年度並未對七家灣溪流域進行人工繁殖放流工作，因此這些大
量增加的幼鮭都是自然生殖成功的加入族群，且在各個主、支流河段中都可以觀
察到大量發生的幼鮭族群，並未如以往只特別集中在某一河段，鮭魚總數因此創
下族群調查工作以來的最高數量。隨後兩年內的幼鮭更新狀況也不算差，因此自
2002 年以後的鮭魚數量都在三千尾以上，雖然各齡族群有所增減變動，但仍然
顯得十分穩定。不過 2004 年夏季遭逢中度颱風敏督利（Mindulle）以及中度颱
風艾莉（Aeri）侵襲，以及 2005 年多個連續颱風，包含七月強烈颱風海棠
（Haitang），八月份中度颱風馬莎（Matsa）、輕度颱風珊瑚（Sanvu）、強烈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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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泰利（Talim）
，九月份強烈颱風龍王（Longwang）
，超大且連續豪雨所帶來的
洪水，使臺灣櫻花鉤吻鮭再次面臨生存威脅，由於大多數的防砂壩仍舊矗立，形
成的阻隔效應使得風災對族群的衝擊放大，因此 2005 年夏秋季以來的族群數
量，又呈現快速的衰退。不過風災過後在 2006 年夏秋兩季由於幼鮭數量的增加，
整個族群數量又大幅度的提升，之後雖然又歷經一些颱風的侵襲，但影響並不
大。2007 年夏秋季節三個颱風，包含聖帕（Sepat）、韋帕（Wipha）和柯羅沙
（Krosa）的接連侵襲，帶來的充沛雨量也對七家灣溪流域造成一定的損害與衝
擊，尤其是十月初的柯羅沙颱風來襲時已經是繁殖季節的初期，不過 2007 年秋
季調查結果顯示，族群損失並未如預期般嚴重，大多數河道雖然因為風災洪水沖
刷或是泥沙淤積完全改觀，但各河段仍保有許多良好的棲地環境。在 2008 年夏
季的調查中，因鮭魚族群結構良好，幼鮭數量的增加使的整個數量回到歷史上的
新高點，但武陵地區在九月中旬又受到辛樂克颱風（Sinlaku）的侵襲，此次的
雨量也對鮭魚的數量帶來衝擊。接下來的 2009~2012 年初整個武陵地區可謂是
風調雨順，鮭魚的族群量亦不斷攀升，至 2011 年秋季以及 2012 年夏季調查達
到歷史最高點，並已接近七家灣溪流域所預估的最大承載量。但 2012 年八月的
蘇拉颱風（Saola）的降雨為武陵地區帶來相當大的洪水事件，大多數河道因風
災洪水沖刷或泥沙淤積而改觀，鮭魚族群數量也受到衝擊而減少約三分之一。由
於 2012 年蘇拉颱風洪水影響，使得武陵地區七家灣溪河床已變的相當不穩定，
再經歷 2013 年七月的蘇力颱風（Soulik）所帶來的洪水事件影響，造成河道的
側向侵蝕與崩塌，使棲地環境改變甚大，多數深潭與峽谷地形被填滿。2013 年
秋季普查結果顯示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數量跟颱風前相比減少了約三分之二。
2014 年無颱風侵襲武陵地區，因此鮭魚族群數量逐漸復原。雖然數量仍在一千
多尾，但是其中小魚佔了近七成的數量，前景仍相當樂觀。

由於整個河床棲地在洪水衝擊後將完全改觀，由以往對賀伯風災的觀察經
驗，棲地恢復以及族群穩定通常都需要二至三年以上的時間，甚至可能因為連續
的天災，以及氣候變遷造成幼鮭更新狀況不佳而使得族群數量跌到谷底，而且因
為造成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不穩定的各項因子依舊存在，許多河段的防砂壩依舊
矗立，或是壩體改善之後仍有壩基或殘材所造成的落差，因此仍有必要密切且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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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地監測風災後臺灣櫻花鉤吻鮭七家灣溪野生族群變動以及棲地回復情形。

臺灣櫻花鉤吻鮭野生族群現今除了七家灣及高山溪流域區段外，鮭魚消失於
原來生存的歷史棲地，其原因究竟是棲地環境完全受破壞，還是外在人為因素(過
度捕撈、非法毒魚等)所造成，無法完全釐清。而這些歷史棲地是否仍然有適當
的環境供鮭魚活存延續，值得嘗試。如果能夠有效增加歷史棲地的鮭魚數量，至
少可以減輕目前臺灣櫻花鉤吻鮭所面臨的瀕絕威脅。因此，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自 2006 年迄今利用復育場(臺灣鮭魚保育中心)人工繁殖所產生的鮭魚，選擇了
司界蘭溪、南湖溪、伊卡丸溪及羅葉尾溪進行歷史溪流放流，此外更於 2011 年
底進行樂山溪之域外放流。

現今臺灣櫻花鉤吻鮭野生族群僅分布於七家灣溪之中，若七家灣溪遭逢不可
抗拒之災害，將會使野生鮭魚滅絕的機會增加許多，因此尋覓其他合適鮭魚存活
的棲地，是目前保育所必須進行的首要工作。特生中心曾調查七家灣溪之外的放
流地點，建議濁水溪上游的卡社溪適合進行域外放流的工作(葉，2003)，但因距
離及路況等因素，所以並未將卡社溪納入放流考量。早期大甲溪中上游有大量的
鮭魚族群棲息，但受到人為及氣候影響才逐漸消失，因此挑選放流溪流時，臺灣
櫻花鉤吻鮭過去的歷史溪流便是優先的考量。過去司界蘭溪也曾經進行過野生族
群放流(吳祥堅，2000)，但因當時人力資源等因素而無法持續性的調查與監測，
難以評估放流的成效。而在 2003 年之後的調查，即沒有再發現到野生族群(曾晴
賢，2003；黃沂訓，2006)，南湖溪則於 2006 年調查中沒有發現野生族群(黃沂
訓，2006)。為提高放流效率，因此事前須謹慎評估合適的放流溪段，並在放流
之前針對水質、食餌、溪流地形以及共域魚類等進行相關評估；而主要以放流
18 月齡以上體型避開洪水季節而可順利於當年底繁殖產生子代者為佳。並進行
後續放流溪 段族群動態監測，藉此評估放流成效。

歷史溪流有系統之規畫放流始於 2006 年 10 月 11 日至 10 月 18 日間，在司
界蘭溪與南湖溪進行 2 次放流，各放流 250 尾，總計共 500 尾。2007 年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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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間，司界蘭溪放流 165 尾、南湖溪 315 尾，合計 480 尾。
2008 年 3 月底則於伊卡丸溪放流 300 尾。更於 2009 年 6 月在羅葉尾溪(有勝溪
上游)放流 150 尾，司界蘭溪第二野溪(Gon-bkuli)放流 100 尾。次年(2010)5 月，
再度在羅葉尾溪放流 350 尾，司界蘭溪第二野溪及第一野溪(Gon-gamin)分別放
流 120 尾及 180 尾。於 2010 年 10 月在羅葉尾溪更上游及環山部落的伊卡丸溪
進行放流，兩個放流點各放流 15 對亞成鮭(23 月齡)。2011 年 11 月於伊卡丸溪
放流 100 尾鮭魚並新增樂山溪放流 100 尾。2013 年 11 月於樂山溪放流 150 尾。

降低物種滅絕危機的首要工作，目的在於將原本絕跡的歷史溪流再次導入臺
灣櫻花鉤吻鮭，建立第二及第三條具有能夠獨立延續物種之衛星族群的流域。臺
灣櫻花鉤吻鮭移地保育的目的除使穩定族群數量外，利用符合基因多樣性的人工
繁殖可增加遺傳性狀，增加人工繁殖族群對抗天擇的考驗，可望擴大臺灣櫻花鉤
吻鮭目前之生存範圍。而持續加強在上游溪段進行放流，以增加上游族群數量並
維持基因的歧異度，亦是相當重要的課題(曾晴賢，1997)。目前除分布於七家灣
溪與高山溪的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數量相對穩定(曾晴賢，2009，2010，2011，
2012)之外，只有在有勝溪上游羅葉尾溪於 2009 年與 2010 年放流的鮭魚迄今
(2014)已多於 2,300 尾族群量，超過當年七家灣及高山溪族群量總合，成為超大
衛星族群。而自 2006 年~2008 年放流於南湖溪、司界蘭溪及伊卡丸溪的鮭魚則
未能形成有效的衛星族群。相對於歷史溪流在 2011 及 2013 年域外放流於樂山
溪的鮭魚截至 2014 年仍有 61 尾上述功能的衛星族群，雖數量仍不是非常穩
定，是否仍有相當大的機會成為繼羅葉尾溪後的第二條放流成功並形成衛星族群
的溪流，還有待更長期的監測與調查。除了武陵地區七家灣溪以及高山溪流域的
野生族群保育工作之外，無論域內或域外放流，就近於武陵地區附近適於鮭魚生
存的溪流，在完成棲地前置調查作業舉凡水溫、水質、地形、植被、食物來源以
及人為活動等因素綜合評估後，進行鮭魚放流作業，期以建立有效衛星族群是目
前迴避滅絕壓力的重要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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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與方法
本計畫延續了以往的臺灣櫻花鉤吻鮭長期族群監測工作，持續進行全流域的
族群普查工作，在夏季進行一次普查工作，主要希望瞭解各河段臺灣櫻花鉤吻鮭
在前一年繁殖季節孵化及幼鮭更新的狀況。調查範圍如圖 1-1 所示，包含和平農
場(伊卡丸溪)以上至桃山西溪六號壩的整個七家灣溪流域，其中並包含桃山北溪
（舊名無名溪）、高山溪（舊名雪山溪或武陵溪）等支流，而湧泉池則由於這幾
年來已跟七家灣溪無水流流通，目前前去調查裡面已無鮭魚生存，水溫也因無流
動而較高。

除了七家灣溪以及高山溪野生鮭魚族群的普查之外，也於目前仍有放流續存
繁殖族群的野放流域進行監測調查工作，包含羅葉尾溪、有勝溪上游(該兩處族
群生活空間相連)、以及樂山溪等溪流進行放流續存族群的監測普查工作。

族群數量調查採用浮潛法，此法是野外調查魚類的方法中花費較少，破壞性
最低的方法（林等，1988）
，由於本流域平常水質清澈，對於族群數量已屆瀕臨
絕種的臺灣櫻花鉤吻鮭而言，這無異是最為合適的方法。調查時採三人一組，其
中一人於岸上記錄，二人穿著防寒衣、面鏡、呼吸管以浮潛的方式直接觀察和鑑
定魚種及估計其大小，由於臺灣櫻花鉤吻鮭每年只進行一次繁殖活動，因此各齡
魚間的體型差異明顯，因此本研究依其體長大小來辨別鮭魚的年齡，年齡是依鮭
魚經歷繁殖期的次數作為依據，如一齡幼鮭指經歷過一次繁殖期的鮭魚，全長約
為 15cm 以下（幼鮭夏季全長約在 5~8cm 左右，秋季則約在 8～15cm 左右）；
二齡中型成鮭指經歷過兩次繁殖期的鮭魚，全長 15～20cm 之間；及全長 25cm
以上的三齡大型成鮭，指經歷過三次以上繁殖期的鮭魚，三齡以上大魚亦是參與
繁殖的成鮭。族群調查中利用手繪河道圖標定各齡魚的相對位置與數量。魚群較
多的地點並輔以潛水相機和攝影機加以拍攝記錄，藉以進行族群結構、數量分布
分析。調查結果均直接標示於河段圖面上，並比較歷年魚群數量、結構及分布的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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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調查工作時，並且一併進行其他共域魚種（Wang，1989），包含臺灣
鏟頜魚（Onychostoma barbatulum）
、纓口台鰍（Formosania lacustre）與明潭
吻鰕虎（Rhinogobius candidianus）的數量與分布狀況。不過由於其他魚類與
鮭魚的生長速率不同，以及生殖特性不同，特別是數量最多的臺灣鏟頜魚，因生
殖季節長，體型與體長都呈現連續變化，雄、雌魚性成熟的體型明顯不同，且數
量眾多，並不如臺灣櫻花鉤吻鮭般容易判定。不過為了調查與記錄的方便，我們
只在調查當時，採用與臺灣櫻花鉤吻鮭相同的體型判別標準進行調查與記錄，記
錄不同體型族群的數量與分布位置，並未針對其實際年齡進行判斷與討論。

三、調查結果

（一）臺灣櫻花鉤吻鮭普查野生族群數量與分布
今（2015）年夏季的普查結果顯示（表 1-1）七家灣溪與高山溪河段臺灣櫻
花鉤吻鮭族群數量共計有 2,919 尾，較去年因蘇拉、蘇力颱風的棲地及族群連續
重創後回復了約 1,271 尾的數量。其中一齡小魚就有 875 尾，佔全部數量的 29.98
％，二齡中型鮭魚有 1,118 尾，佔全部數量的 38.30％，三齡大型成鮭則有 926
尾，佔全部數量的 31.72％。族群結構呈現以中型鮭魚較多，大型鮭魚次之，而
小型鮭魚稍微較少的桶狀族群結構，顯示今年六月之前武陵地區臺灣櫻花鉤吻鮭
族群更新狀況相當良好，受到前年蘇力颱風影響的鮭魚族群數量，因為去年新生
幼鮭有相當多的加入(去年夏季調查新生幼鮭達 916 尾，且今年已成長為中型鮭
魚)而有成長。2014 年秋季在野外調查時有觀察到不少鮭魚在 15 公分上下，在
體型的判定上是難以界定的，推測有部分的中型鮭魚其實是成長較快速的一齡鮭
魚，跟夏季數據比較之下可以推測這種成長較為快速的一齡魚至少有 240 尾左
右。此觀察結果顯示去年因族群量小，棲地競爭較少，因此新生小魚成長狀況良
好。事實上，在過去調查報告中也有發現體型判別的問題（曾，2002、2006），
通常在幼鮭數量與比例較高的年份可較明顯地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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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2012 年蘇拉颱風洪水影響，使得武陵地區七家灣溪河床變的相當不穩
定，在經歷 2013 年七月份蘇力颱風所帶來的洪水事件影響，造成河道的側向侵
蝕與崩塌，使棲地環境改變甚大，多數深潭與峽谷地形被填滿。2013 年的秋季
普查結果顯示（表 1-1），受到七月蘇力颱風所帶來的影響，臺灣櫻花鉤吻鮭族
群數量跟颱風前相比減少了約三分之二，而且中小型鮭魚由於對大水的耐受力較
低，受颱風影響減少很多，新生族群僅剩少部分留存。所幸 2014 年夏季的普查
結果顯示雖然魚的總數並沒有增加許多，但小型鮭魚比例很高，顯示去年六月之
前武陵地區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更新狀況良好，且 2014 年秋季普查的結果也顯
示夏季到秋季時小魚的生長狀況良好，受到蘇力颱風所影響的鮭魚族群數量在無
後繼的大型天災下可望漸漸恢復。到今年 2015 年的夏季普查則顯示族群量跟去
年相比大幅上升幾近 2 倍，增加達 1,217 尾，總數為 2,919 尾，族群結構呈現桶
狀，族群更新回復狀況良好。

今年七家灣溪流域各個河段的鮭魚數量上（表 1-1）
，可以看出 2014 年，以
中游與上游河段所佔的比例較高，二者所佔的比例將近八成左右，而下游河段與
高山溪比例較低；2015 年夏季的結果則顯示中游所佔比例仍高，接近五成，但
上游比例則比去年下降，而高山溪比例則比去年明顯增多，上游與高山溪都各佔
兩成五左右。在今年夏季的普查結果上，中游河段（一號壩至三號壩）所佔的比
例較高，為 46.52％（圖 1-5B）
，跟去年的 46.23％～46.78％差不多。其次為上
游河段（三號壩以上，含桃山西溪與桃山北溪），為 25.83％（圖 1-5C），比去
年的 34.77％～41.93％下降，2013 年由於蘇力颱風的影響，秋季調查時三號壩
上以及四號壩上的鮭魚數量變的極少，被颱風帶走的鮭魚因攔沙壩的阻隔而無法
回到三號壩及四號壩上，在四號壩至五號壩這一區段甚至完全不見任何鮭魚蹤
跡；然而由於桃山北溪水量較小，受到颱風的影響也相對小的多，此處的鮭魚族
群即佔了 2013 年秋季調查上游部分魚群的 85.5%，桃山北溪可視為上游河段部
分鮭魚的庇護所，也因此才讓上游的鮭魚族群能保持在總族群量的 35%，2014
年夏季的普查顯示上游河段有許多的幼鮭加入，繁殖季的更新情況良好，才讓上
游河段所佔的族群比例提高。2015 年夏季則是由於七家灣溪三號~六號壩河段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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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穩定，鮭魚數量增多，也不必再以桃山北溪為庇護河段，其中桃山北溪鮭魚族
群只佔了上游部分魚群的 28.65%，跟 2013 年颱風來襲後的 85.5%相差甚多。
而下游河段（和平農場至一號壩）所佔的比例為 2.30％（圖 1-5A）
，跟去年的
1.43%~2.55%比例相似；高山溪所佔比例則為 25.35％（圖 1-5D）
，較 2014 年
的 10.41%~15.9%高出不少，且數量也大幅增加，顯示高山溪自 2013 年的蘇力
颱風後棲地漸趨穩定，此處的野生鮭魚族群更新狀況良好。以歷年結果來看自
2000 年以來，臺灣櫻花鉤吻鮭最主要的分布地點都集中於一號壩以上的中上游
河段，且其數量高於下游河段與高山溪，但是高山溪的鮭魚溪族群在非面臨天災
的狀況下則有增加的趨勢。

若從 2002 年至 2015 年七家灣溪中下游河段（迎賓橋至三號壩）的臺灣
鏟頷魚族群的數量變化來看，下游河段（迎賓橋至一號壩）的臺灣鏟頷魚族群數
量雖然變動相當大，但是一直都有新的個體補充進來，加上鄰近的有勝溪與大甲
溪都是臺灣鏟頷魚適合棲息的棲地，故此河段都能維持一定的族群數量。而中游
的一號壩至三號壩之間的河段，在 2004 年夏季以後，遭逢敏督莉以及艾莉颱風
侵襲，以及 2005 年多個連續颱風，包含七月強烈颱風海棠，八月份中度颱風馬
莎、輕度颱風珊瑚、強烈颱風泰利，九月份強烈颱風龍王，超大且連續豪雨所帶
來的洪水，使中游河段的臺灣鏟頷魚族群遭受強烈的干擾與衝擊，加上大多數的
防砂壩仍舊矗立，形成的阻隔效應使得風災對臺灣鏟頷魚族群的衝擊放大，導致
2004 年至 2011 夏季這段期間，中游河段的臺灣鏟頷魚數量都相當零星，尤其
是 2006 年以後到 2011 年夏季，二號壩至三號壩之間就完全沒有臺灣鏟頷魚的
紀錄。但是在 2011 年 5 月底一號壩改善工程結束後，在 2011 年以及 2012 年的
十月份秋季普查中二號壩至三號壩之間的河段都有臺灣鏟頷魚的紀錄，雖然數量
仍不多，但卻是相當明顯的變化。尤其是 2012 年八月武陵地區也曾經遭逢十年
一度級的蘇拉颱風洪水事件影響，緊接著 2013 年七月的蘇力颱風伴隨著蘇拉帶
來的棲地不穩定化效應，讓七家灣溪的棲地變化更大，但這兩年秋季普查時仍能
在七家灣溪中游二號壩至三號壩之間發現臺灣鏟頷魚的族群，此現象應該也是一
號壩改善工程施工後所產生的正面效應，亦即可以讓被洪水沖到一號壩以下的臺
灣鏟頷魚個體能自由上溯至中游河段棲息利用，而不至於像 2004 年夏季颱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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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連續七年在一號壩以上的族群數量都相當低。由近年整體結果看來，2011 年
一號壩壩體改善之後，從 2011 年秋季以後開始到 2015 年整體的臺灣鏟頷魚分
布上限在七家灣溪有上移的現象，可能與壩體改善後原本在下游的魚類可自由通
過有關；但在高山溪的河段，其下游殘材壩在 2012 年四月崩解之後仍無很多臺
灣鏟頷魚往上游移動之記錄，顯示其在高山溪的分布上限並未上移，可能與高山
溪河道較窄、兩側林相遮蔽程度較高，使水溫仍保持在較低溫有關。

（二）放流河段監測結果
本年度除了七家灣溪以及高山溪野生鮭魚族群的普查之外，也於目前仍有放
流續存繁殖族群的野放流域進行監測調查工作，包含羅葉尾溪、有勝溪上游 (該
兩處族群生活空間相連)、以及樂山溪等溪流(圖 1-1)進行放流續存族群的監測普
查工作。各個河段的調查結果說明如下：

歷史溪流放流：有勝溪上游與羅葉尾溪
有勝溪又稱為比亞南溪，發源於雪山山脈桃山稜線的羅葉尾山東側，經過思
源啞口後，在武陵農場與七家灣溪匯流後，流入大甲溪。全長約 10.5 公里。羅
葉尾溪是有勝溪的上游，全長約四公里。本溪段原本鮭魚數量很多，據南山原住
民表示，此處為重要狩獵區域。調查樣區為入口處往上約 1.5 公里。有勝溪沿
岸有些許農業活動，如種植高山蔬果等，而到了思源啞口附近南湖大山登山口
後，往上游的羅葉尾溪，因為兩岸地勢狹窄且陡峭，故不適合農業開發，而能保
有原始林的風貌。其主要地形結構組成以大型岩盤為主，使不易崩塌，而濱岸植
批覆蓋度高，其深潭和淺瀨組成數量及分佈適合鮭魚的生存。羅葉尾溪(含有勝
溪)流域樣區自第十放流點往最上游延伸約 200 公尺止，為一處高 2 公尺的天然
瀑布障礙，下游與有勝溪主流交接處，再往有勝溪下游延伸約 2500 公尺，樣區
總長度 4400 公尺。其中羅葉尾溪區段樣區長度為 1900 公尺，有勝溪上游區段
為 25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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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6 月 26 日於羅葉尾溪放流了 150 尾 18 月齡大的鮭魚，並於 2010
年 5 月追加放流 350 尾 5 月齡大的鮭魚，同年 10 月於更上游處放了 15 對(30
尾雌雄各半)23 月齡的亞成鮭。由族群分布曲線圖(圖 1-7)可看出 2009 年的四次
調查都是只有放流標記的個體被記錄到，顯示此河段在放流前確實已無臺灣櫻花
鉤吻鮭棲息於此，然而隔年 2010 年 2 月份的調查就記錄到 20 尾未標記的幼鮭，
且同年的其他月份調查有增多的趨勢，顯示 2009 年~2010 年間的繁殖季第一批
150 尾放流的鮭魚在此河段已成功繁殖。此批野外新生的幼鮭並在 2011 年順利
長成中型亞成鮭，可望將來一起加入繁衍後代的族群。2010 年 5 月放流的 350
尾 5 月齡鮭魚，跟同年 10 月放流的 15 對 23 月齡的亞成鮭，在 2012 年則可看
出其跟野外新生族群整合產生的成效，在 2012 年 9 月的調查中於羅葉尾溪河段
中記錄到有 776 尾的野生幼鮭；每年 5 月份以前的幼鮭由於魚體較小，有較高
的隱蔽性，因此並不容易觀察，通常在 5 月份之前的數量調查會造成一定程度的
低估現象，5 月以後的幼鮭數量比較能作為一個準確的參考。有標記的放流個體
只到 2012 年的 10 月之後就再無紀錄，之後的族群都是當初放流之後在野外的
新生族群所組成，野生幼鮭於 2010 年 2 月份開始記錄到，亞成鮭於 2011 年 4
月份開始記錄到，大型成鮭則於 2012 年 4 月開始記錄到。整個族群量在 2012
年 10 月時加上放流個體達到第一波的高峰，紀錄有 1,269 尾，1013 年 10 月只
剩新野生族群，紀錄有 900 尾，2014 年 10 月到達歷史高峰，紀錄有 2,434 尾，
2015 年 7 月份的調查則是記錄有 900 尾。目前此處的族群以小型幼鮭最多 457
尾，佔整體比例約 50.78%，中型亞成鮭次之為 322 尾，佔整體比例約 35.78%，
大型成鮭最少 121 尾，佔整體比例約 13.44%，整體族群結構為金字塔型，顯示
棲地未大幅變動的狀況下，未來族群更新狀況應為良好。

有勝溪並無放流鮭魚，但其緊鄰上游羅葉尾溪且中間並無斷層，因羅葉尾溪
之鮭魚族群成功放流並擴展下來，故於 2011 年開始記錄有勝溪之鮭魚族群數
量。從 2011 年的三次調查(圖 1-8)可看到同時記錄有放流標記的個體與新野生族
群的中型亞成鮭，此紀錄與羅葉尾溪同時段的紀錄相符，是為羅葉尾溪放流的個
12

體與新野生中型亞成鮭沿著溪流往下游擴散至此。放流標記的族群一樣是在
2012 年 10 月以後就沒有再紀錄到，新野生大型成鮭一樣是在 2012 年以後才開
始有紀錄，跟羅葉尾溪較不一樣的地方是新野生小型幼鮭在 2011 年並沒有記錄
到，2012 年 6 月以後才開始有紀錄，且 2013 年整年數量都相當少，推測是有
勝溪河段較羅葉尾溪為下游，而小型幼鮭則因上游水溫較低而有較多的分布。如
同羅葉尾溪，2014 年 10 月有勝溪鮭魚族群的數量也到達一個高峰期，總數有
555 尾，此時的幼鮭也比之前的多。2015 年 7 月份的調查則是記錄有 221 尾。
目前此處的族群以小型幼鮭最多 93 尾，佔整體比例約 42.08%，中型亞成鮭次
之為 74 尾，佔整體比例約 33.48%，大型成鮭最少 54 尾，佔整體比例約 24.43%，
跟羅葉尾溪調查所得的殂群結構相似，整體族群結構為金字塔型，顯示棲地未大
幅變動的狀況下，未來族群更新狀況也應為良好。

域外放流：樂山溪
樂山溪域外溪流在大小劍山以東，屬於大甲溪上游的其中一條支流，目前放
流點約在大甲溪匯流口上溯兩公里左右的位置，再往上游延伸 500 公尺的河段。
據原住民口述原無鮭魚蹤跡，但判斷其溪流環境狀況與穩地性應適合鮭魚生存。
樣區設置於放流點往上游 600 公尺間，而未於下游處設置樣區，爰於 2012 年 4
月調查時放流點下游並未發現魚隻。而於 2013 年則將鮭魚放流於樣區最上游，
因此調查樣區自原區段順勢往上游擴增至總長為 2200 公尺。樂山溪自第一放流
點分別往上游 2200 公尺止，為一處高 4 公尺的天然瀑布障礙，往下游到樂山橋
100 公尺設定為樣區。樣區總長度約 2300 公尺。

樂山溪於 2011 年 11 月第一次放流 100 尾 23 月齡的臺灣櫻花鉤吻鮭，2013
年 11 月又放流 150 尾 23 月齡的鮭魚，並於 2014 年 10 月放流 34 尾 22 月齡的
鮭魚。由族群分布曲線圖(圖 1-9)可看出 2011 年放了 100 尾鮭魚後的隔年(2012
年)並沒有做後續的追蹤與監測，2013 年 4 月開始才在當年做了兩次的調查，結
果顯示 2011 年放流的鮭魚已在此處繁殖，且新野生鮭魚已長成中型亞成鮭，但
在 2013 年 4 月即 10 月的調查中數量都不多。2013 年 11 月追加放流 150 尾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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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在樂山溪，2014 年的調查中即可記錄到新野生鮭魚族群已經有大型成鮭、中
型亞成鮭、與小型幼鮭了，但新野生族群量仍少，尚不穩定。2014 年 10 月又追
加放流 17 對鮭魚，在 2015 年 7 月的紀錄上顯示已無紀錄到放流標記的個體，
且新野生族群量開始增加，總共紀錄有 296 尾。目前此處的族群以大型成鮭最
多 126 尾，佔整體比例約 42.57%，中型亞成鮭次之為 104 尾，佔整體比例約
35.14%，小型幼鮭最少 66 尾，佔整體比例約 22.29%，整體族群結構為倒金字
塔型，呈現高齡社會的族群結構，顯示此河段的數量以及族群更新狀況尚未穩
定，仍需後續的族群與棲地監測，以及適時配合鮭魚的放流，方能使族群成長並
較為穩定。
歷史溪流放流：志樂溪中上游
104 年 10 月 29 及 30 日放流七對種魚至志樂溪中上游，以作為產卵活存率
的計算實驗。若成效良好顯示此河段的產卵環境適合鮭魚生長，可以增加放流數
量。並預定在 106 年 5 月至此處進行放流後第一次數量評估。

（三）秋季 Y 型河段抽查
以 2000~2014 年為止三號壩~四號壩間河段臺灣櫻花鉤吻鮭的數量變化圖
來看，可看出此樣站與全河段的數量變化趨勢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尤其是在 2002
年、2008 年與 2011 年夏季幼鮭大發生時都有出現明顯的高峰，而颱風事件所
造成的數量下降也可以觀察到明顯的低峰，如 2005 年的海棠、馬莎、泰利、龍
王等數個颱風，以及 2012 年蘇拉颱風與 2013 年蘇力颱風。在經過相似度的分
析後，發現此此河段的幼鮭數量與全河段的幼鮭數量相似度最高，相似度達百分
之九十。過去之所以會認為此河段可以代表全河段的族群變動狀況可能是因為在
大部分的調查中，幼鮭所佔比例最高，因此與幼鮭數量相關性最高的此河段在數
量變動圖上看起來的確非常相似。但是如果將中大型成鮭考慮進來的話，相關性
最高的河段其實並非此河段而是五號壩~六號壩之間的河段。三號壩~四號壩間
的河段可以如此反應幼鮭族群數量的變動，其原因可能在於此處為一個 Y 形的
封閉式的系統，上有四號壩與四號副壩阻隔，下有三號壩的極高落差，進入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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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溪的支流後也有一個自然的岩盤落差，因此在正常的狀況下這個區域中的於是
無法跟其他區域交流的。就棲地而言，由於此處為桃山西溪與桃山北溪的交會，
同時具有兩條溪的棲地型態，因此棲地多樣性較高，如有適合棲息的深潭也有可
提供繁殖的緩流等，就如同全河段也有各種的棲地，因此也可以反映出洪水風災
後對於棲地的破壞情形。

綜合歷年結果來看，此 Y 型河段監測數量頗能反映整體武陵地區的臺灣櫻
花鉤吻鮭幼鮭族群每年更新之族群健康狀況以及受風災影響之狀況，因此 2015
年秋季將此河段列為持續施作研究的樣站。今年度武陵地區 8 月雖有蘇迪勒颱風
侵襲，但對棲地影響並不大。2015 年 6 月份在此河段調查的鮭魚總數為 209 尾，
族群組成以小型幼鮭最多 88 尾，佔整體比例約 42.11%，中型亞成鮭次之為 73
尾，佔整體比例約 34.93%，大型成鮭最少 48 尾，佔整體比例約 22.97%，整體
族群結構為金字塔型；而七家灣溪加上高山溪流域的野生鮭魚族群總量則是
2,919 尾，族群結構呈中型亞成鮭稍多的桶型結構。而 2015 年 9 月份颱風過後
的調查於此 Y 型河段則紀錄有 418 尾，族群組成以小型幼鮭最多 192 尾，佔整
體比例約 45.93%，中型亞成鮭次之為 130 尾，佔整體比例約 31.10%，大型成
鮭最少 96 尾，佔整體比例約 22.97%，整體族群結構如同夏季一樣為金字塔型，
且數量還有成長，可能因 6 月調查時此處水量小水深淺，族群數量可能有低估之
情形。以今年調查結果來看，此河段棲地未大幅變動的狀況下，未來族群更新狀
況應為良好。由 6 月份此河段普查數據，依照 1996~2014 年的調查數據所建立
的迴歸模型推算，推測今年夏季七家灣溪加上高山溪流域的野生鮭魚族群總量可
能為 2,512 尾，比實際調查所得的 2,919 尾少了 407 尾，迴歸模型推算出的夏
季族群分布推測數量(實際數量)則為成鮭 648(926)尾，亞成鮭 859(1,118)尾，幼
鮭 1005(875)尾，各約有 200~300 尾的誤差。由 9 月份此河段調查數據，依照
迴歸模型推算，推測今年秋季七家灣溪加上高山溪流域的野生鮭魚族群總量可能
為 3,603 尾，秋季族群分布推測數量則為成鮭 503 尾，亞成鮭 1413 尾，幼鮭
1687 尾，就算考慮誤差範圍，也顯示今年七家灣溪加上高山溪的野生鮭魚族群
數量有所成長，且族群組成以中胖桶型結構或金字塔結構為主，族群更新狀況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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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

（一）臺灣櫻花鉤吻鮭歷年族群結構變化
將歷年族群調查數量及族群結構整理比較如圖 1-2、1-3、1-4，探討 1987
年以來的族群調查結果。1987 年至 1993 年以前的調查結果取自 Tsao（1995），
其統計河段為七家灣溪一號壩至三號壩之間河段，唯當時的七家灣溪上游與高山
溪河段，並沒有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的存在，整體族群總量也大都在 1,000 尾以
下。1994 年以後由本研究團隊進行調查，調查的期間可以見到有數個大型風災
或是繁殖期豪雨是讓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下降最主要的原因。如 1996 年的賀伯
颱風、1998 年五、六月的連續豪雨，2000 年十一月才來到的象神颱風接連著
2001 年的桃芝、納莉颱風更是使得族群數量僅剩下岌岌可危的 400 尾左右（圖
1-2）。從 1987 年至 2001 年的鮭魚族群總量全都在 2,500 尾以下，且只有少數
時間有超過 1,000 尾。但自 2001 年完成高山溪所有壩體改善後，2001 年至 2002
年的繁殖季低水溫加上春季乾旱，以及可利用的棲地增加，產生鮭魚繁殖大發生
的現象（圖 1-1）
，族群總數一口氣衝破 3,000 尾以上。自此之後除了 2005 年兩
次普查結果因為受到當年度春季豪雨與夏季接連數個強烈颱風天候影響，造成數
量銳減至 523 尾之外。其他各次調查結果總數都有 1,000 尾以上，尤其在 2005
年之後，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又逐年有數量回升的趨勢，且多能維持在 2,000 尾
以上，2008 年之後則維持在 3,000 尾以上（圖 1-2）
。至 2011 年秋季以及 2012
年夏季達到歷年族群數量最高的 5,479 尾，接近武陵地區七家灣溪臺灣櫻花鉤吻
鮭保護區最大承載量的 5,807 尾（林，2010），顯示 2008 年至今臺灣櫻花鉤吻
鮭族群量處於一穩定的狀態，此結果亦顯示 2008 年歷經卡玫基、辛樂克、薔蜜
颱風侵襲之後的 4 年間，武陵地區並沒有遭受嚴重的天災侵襲，讓此區的臺灣櫻
花鉤吻鮭可以持續維持一穩定族群量。然而 2012 年度十月份的秋季普查結果顯
示，受到八月蘇拉颱風所帶來的洪水事件影響，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數量僅剩
3,764 尾，跟颱風前相比減少了約三分之一（圖 1-2）
。但由於風災過後臺灣櫻花
鉤吻鮭的族群結構仍屬更新狀況良好的筒型結構（圖 1-3），並且一號壩改善工
程後種種證據顯示被洪水沖往下游的魚還是能夠透過生態廊道回到七家灣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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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2013 年夏季的普查結果即可見到不少新生幼鮭的出生以及族群數量的些
微復原。然而由於 2012 年蘇拉颱風洪水影響，使得武陵地區七家灣溪河床變的
相當不穩定，在經歷 2013 年七月份蘇力颱風的影響後，造成河道的側向侵蝕與
崩塌，使棲地環境改變甚大，多數深潭與峽谷地形被填滿，秋季普查臺灣櫻花鉤
吻鮭族群數量僅剩 1,245 尾，跟颱風前相比減少了約三分之二，出乎原本只會下
降三分之一的預測。連同歷史調查結果以及天災資料來看的話，這也證明七家灣
溪的鮭魚族群會受到最大影響的天災有兩類，一是連續衝擊的颱風或洪水事件，
容易造成棲地的變動；二則是在繁殖季發生的颱風或豪雨，會對剛出生的新生族
群產生威脅。未來在一號壩已經改善的情況下但卻可能更容易有極端氣候降雨的
條件下，七家灣溪流域中的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是否有持續增長的空間值得我們
繼續關注與研究監測。

若比較歷年的族群結構變化（圖 1-3、1-4），雖然僅有 2002 年、2006 年、
2008 年、2013 年、2014 年這幾年有幼鮭大發生的時期才有穩定的金字塔型結
構，但其他時候也能多能維持以中型鮭魚居多的中胖桶型結構，且小型鮭魚與中
型鮭魚的族群數量差異並不明顯，例如 2015 年夏季普查即是此種族群結構。自
2002 年族群狀況穩定以後，就一直是中小型鮭魚多於大型鮭魚，顯示以小型和
中型鮭魚為主要優勢齡級，可以維持七家灣溪鮭魚的族群穩定；再從圖 10-5 來
看歷年各齡級鮭魚的族群數量變化，亦能得知 1995 年以來，小型和中型鮭魚數
量增加較明顯，而大型鮭魚則較為平緩，限制大型鮭魚的增加或許與環境承載力
有關聯，而 Hjort（1904）在進行大西洋鯡研究時曾經觀察到整個族群中有某一
「齡級」
（year-class）的數量，相較其他齡級，會持續保有數量上的優勢多年。
這種情形與一般想像魚類族群的組成並不完全相同，其真正的原因雖然還並不清
楚，不過許多學者都認為優勢齡級的生成在生活史初期時，如孵化與仔稚魚等的
那一段時期就已決定（Chamber et al.，1997）。觀察臺灣櫻花鉤吻鮭歷年的族
群結構變動，似乎也可以觀察到這樣的現象。但由於臺灣櫻花鉤吻鮭的壽命只有
三至四年，而且分齡族群統計次數也少，加上氣候變遷影響頻仍，以及防砂壩效
應的干擾，似乎並不容易直接判定。由於臺灣櫻花鉤吻鮭和臺灣其他溪流性魚類
不同，一年僅繁殖一次，因此其繁殖季節的成功與否，直接關係到隔年的幼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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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數量與分布狀況，因此其族群數量與結構特別容易遭逢到天災變動的影響。雖
然臺灣櫻花鉤吻鮭進行繁殖的秋冬季節，已經是一年之中豪雨風災較少的時節，
不過由近年來風災侵襲的狀況來說，以及全球氣候變遷的可能影響，臺灣櫻花鉤
吻鮭族群的未來仍有可能面對相當大的挑戰。

（二）七家灣溪一號壩壩體改善與魚類監測結果
雪霸國家公園於 1999-2001 年間為了臺灣櫻花鉤吻鮭的保育，曾在高山溪
陸續進行四座攔沙壩的改善工程，而根據研究顯示，高山溪四座壩體的拆除了可
以改善族群之間的阻隔，降低基因同質化的問題之外，也因為壩體的拆除後可將
細沙與淤泥從中上游帶走，提高大石頭的比例，增加洪水與渡冬的避難處所，對
於高山溪的鮭魚族群確有正面的效應（鐘豊昌，2007）。而 2011 年雪霸國家公
園更於 5 月 26 日針對七家灣溪一號壩進行壩體改善，並於 5 月 30 日完成，本
研究同時配合壩體改善前後，針對魚類族群進行密集的監測工作。

根據已經完成的監測資料顯示，在一號壩壩體改善之後幾天內，一號壩上下
游的棲地樣貌與水文條件尚未恢復穩定，但是一個星期過後，上游樣站便開始有
魚類的紀錄。其中，有幾個記錄可以顯示一號壩壩體改善後對於魚類的助益：
（1）
在 2011 年九月份時於一號壩上游樣站調查到的臺灣鏟頷魚幼鮭魚群（171 尾），
這是近年來的第一次紀錄，顯示臺灣鏟頷魚已經開始在一號壩上游建立族群；
（2）
從 2002 年至 2015 年七家灣溪中下游河段（迎賓橋至三號壩）的臺灣鏟頷魚族
群的數量變化歷年來的監測結果來看，也可以推測在一號壩壩體改善後，拓展了
臺灣鏟頷魚在七家灣溪中的棲息利用空間；
（3）研究人員於一號壩壩體改善後，
已經有數次於一號壩以上的河段記錄到標誌的臺灣櫻花鉤吻鮭（照片 1-3）
，如：
三號壩下深潭、觀魚台固定樣站或二號壩等，這些記錄都顯示部分鮭魚已經可以
自由地於一號壩上下游移動。

除上述一號壩壩體改善後對魚類的助益之外，高山溪匯流處至原殘壩前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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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從資料上的顯示可以得知此河段為壩體改善產生干擾時的重要庇護河段，無
論是臺灣櫻花鉤吻鮭或臺灣鏟頷魚都會利用此河段當成其庇護所，以避開壩體改
善時所產生的濁度或河中滾動之砂石，此一現象亦值得將來國內要進行類似的河
川構造物改善時，可以參考的工程安排選項之一。也就是說，在工程進行的同時，
也要將工程影響範圍內的魚類是否有庇護躲藏的空間考量進去。

（三）氣候變遷對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的影響探討
人類當前所面臨最重大的環境議題之一是氣候變遷（Scott et al. 2002）
，氣
候變遷對於整個生態系的影響可從不同的層級討論，對於生物個體的的層級上，
氣候變遷可能會影響個體的形態、生理狀況與行為上的改變；對族群層級而言，
可能會影響族群的出生與死亡率，也會改變遷移的模式，造成族群量的增加或減
少與族群結構的改變，也會影響物種的空間與時間分布模式，而族群結構的改變
也會造成物種與物種之間相互關係的重新組合；就生態系統而言，氣候變遷的影
響包含能量與物質的循環、土地利用模式等等（白梅玲等，2004）。

淡水魚類的分布深深地受到水溫而有所限制，如果水溫上升，對於冷水性的
淡水魚類是個相對不利的環境限制，但對溫水域的淡水魚類而言卻是可以增加其
擴張的機會；而總雨量的改變與雨量季節的分布響影了溪水流量及豐水期、枯水
期的週期，進而影響淡水魚的繁殖週期（Winder & Schindler,2004）
。而根據白
梅玲（2004）的研究顯示，當未來二氧化碳倍增所造成的氣候暖化，將導致臺
灣初級淡水魚生物多樣性降低。利用 RSM2 的模擬氣候變遷情境下，臺灣本島
不同區域魚種豐度受到的衝擊各有不同，魚種最豐富的低海拔地區（＜500m）
豐度呈現大幅度下滑；中海拔地區（1000~2000m）魚種豐富度為微幅增加；而
2000m 以上的高海拔地區原本的魚種豐富度就偏低，氣候變化對此海拔區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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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不大。也就是說，當氣候變化時，臺灣魚種豐富度呈現「低海拔劇減，中海
拔微幅增加，高海拔變化不顯著」的形態（白梅玲等，2004）。

依據白梅玲等人（2004）針對氣候變遷對臺灣淡水魚多樣性之衝擊評估後，
提出幾項建議：一、加強基礎研究，包含：
（一）累積長期與標準的研究資料；
（二）
深入對生態系統各個層級的研究；（三）加強國內外各研究網路間的資料與技術
交流。二、落實監測，包含：
（一）監測對變遷特別敏感的物種；
（二）監測外來
種；（三）沿海拔梯度監測淡水魚群聚。

該研究同時也提出幾項保育策略：（一）建立沿海拔梯度的生態廊道：臺灣
的保護區系統雖然已經沿著中央山脈完成連續的生態廊道，但多只涵蓋高海拔地
區，魚類及兩棲類物種最豐富的低海拔區域被嚴重忽視，應加強低海拔至中高海
拔生態廊道的建立；（二）評估移地保育的可行性：尤其是許多河段受到人為設
施的阻礙，如攔砂壩、水庫或橫向構造物等，將嚴重影響臺灣淡水魚遷移至新的
棲地；（三）將氣候變遷對生態系的衝擊納入國家資源管理的考量。

因此，本研究團隊自 1994 年起對於七家灣溪流域的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調
查之長期監測報告中（曾，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
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
2012、2013、2014），幾乎每年都強調如果沒有將影響臺灣櫻花鉤吻鮭繁衍最
嚴重的一號壩（已於 2011 年進行改善工程）和二號壩（已於 2002 年自然崩毀）
拆除的話，將嚴重危害其族群的增長，同時亦將難以面對氣候變遷所帶來的極端
氣候或溫度上升之負面衝擊。而二號壩在 2002 年的自然崩毀，以及 1999 年至
2001 年間的高山溪各壩體改善工程，讓原本棲息於其下游河段的魚類，可以上
溯到更適合繁殖的較高河段，因此自 2002 年以後繁衍之族群數量增加甚多，族
群數量也更顯穩定，驗證了我們之推論，並強化我們對於拆除一號壩的建議理論
基礎。且歷年的調查中也發現一號壩之基礎已經嚴重損壞，如果不儘速改善則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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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然崩壞，所產生的突發狀況有時更難收拾。

如今，雪霸國家公園已於 2011 年五月底完成一號壩改善工程，讓七家灣溪
自迎賓橋至三號壩之間的中游河段暢通，預計除了可增加棲地利用之外，也應可
擴大七家灣溪中鮭魚之基因交換機會，並減少下游魚類無法順利繁衍的問題。還
有，面對當今氣候變遷對整個生態系的衝擊與極端氣候的難以預料的情況下，擴
大臺灣櫻花鉤吻鮭在七家灣溪流域的棲息面積與改善河道暢通，都能增加鮭魚在
面對溫度上升或極端氣候所帶來負面衝擊時的生存機會。因此，一號壩壩體的改
善，對七家灣溪中的臺灣櫻花鉤吻鮭與臺灣鏟頷魚都是具有相當正面的助益。然
建議主管機關在壩體改善後應持續研究魚類與其他環境與生物因子的變化，其研
究成果亦可提供往後全臺灣溪流壩體改善時之重要依據與寶貴資源。

（四）臺灣櫻花鉤吻鮭歷年各河段數量與總數量之相關性分析
本研究團隊自 1994 年開始進行每年兩次的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普查至今已
經累積二十一年的調查資料，本分析欲從這些珍貴的資料中得到各河段族群數量
與總族群之間的關係，找出相關性較高的幾條模式河段，以提供往後調查規劃的
科學量化參考。

整個七家灣溪流域曾存在著許多攔砂壩或自然落差等，有些雖現已不存在，
但是以下討論仍依照這些阻隔將整個調查範圍分成主要九個河段，分別為 1.迎賓
橋~一號壩、2.一號壩~二號壩、3.二號壩~三號壩（含湧泉池）、4.三號壩~四號
壩（含無名溪之 Y 形河段）、5.四號壩~五號壩、6.五號壩~六號壩、7.桃山北溪
小瀑布~桃山北溪一號壩、8.桃山北溪一號壩~最上游詩崙溪匯流點、9.高山溪全
段。分析時選擇的模型為對數預測模型，因為如果未取自然對數而直接建立模型
的話，會導致常數項過大，這種模型較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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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表 1-2）顯示，與全河段總數相關性最高的河段為五號壩至六號
壩（0.93），其次為一號壩至二號壩以及二號壩至三號壩（0.9）。其中由於一號
壩至二號壩以及二號壩至三號壩是所有河段中最長的兩段，分別為 2.88 公里以
及 1.6 公里，這兩個河段所包含的族群數量比例也非常高，因此和總族群數量相
關性當然會比較高。但是相反地，與總族群數量相關性最高竟然是長度只有 0.68
公里的五號壩至六號壩河段，這也表示了此河段比較可以反映出整個河段的變化
情形，將來若要選擇模式河段預測全河段總數可以優先考慮此河段。

從表 2-3 中也可以看出各河段對於每個齡級的相關性，例如過去報告提到的
三號壩至四號壩的 Y 形河段雖然在總數的相關性比不上前面提到的三個河段，
但是對於幼鮭的相關性卻非常高（0.9），僅略低於二號壩至三號壩（0.91）。因
此也建議如果在夏季無法做到普查時，可以針對此一河段做調查，以了解當年新
生幼鮭的數量以及前一年的繁殖狀況。雖然二號壩至三號壩的相關性較高，但考
慮到調查人力與時間，調查長度只有 0.677 公里的 Y 形河段是比較有效率的選
擇。

另外，從五號壩至六號壩以及二號壩至三號壩的各齡級相關性（表 1-2）中，
可以發現五號壩至六號壩雖然對於總數的相關性最高，但是對於各齡級的相關性
卻不如二號壩至三號壩來的好，這是因為各齡級的數量加總後，可相互抵消個別
齡級間反向之變異性，所以大大的增加了總數的相關性（圖 1-6）
。也因為如此，
如果想要調查各齡級數量以了解族群結構時，以五號壩至六號壩單一河段做為模
式河段所估算出來的齡級數量結果可能會有些誤差。圖 1-6 中縱座標為全河段的
數量取自然對數，橫坐標為模式河段的數量取自然對數。如果散佈圖上的點越集
中於一條線則表示相關性越高，反之，越分散則相關性越低。其中五號壩至六號
壩大中小魚的分布狀況其實不如二號壩至三號壩來的集中，但是當加總成總數
時，剛好抵銷了各齡級反向的變異性，導致相關性變高，分布狀況也明顯集中。

為了瞭解模型預測的能力，可以利用過去的資料做檢驗，以五號壩至六號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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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預測得到的預測誤差比率（prediction error rate，以下簡稱 PER）平均為
0.25（表 1-3、表 1-4）
，雖然預測能力仍然有些差距，但已是所有河段中預測能
力最好的。不過如果不要考慮人為因素影響導致預測失準的年份，如 1999 年到
2001 年的高山溪拆壩導致下游難以計數，以及 2001 年二號壩至三號壩數量疑
似受人為干擾影響，導致數量異常減少等事件，這三年的 PER 分別為 0.34、
0.69、0.94，扣除掉這些失準的年份則平均 PER 可以降至 0.17，甚至更低。另
外，從表 2-4 也可以看出在巨大的颱風事件後，預測能力也較差，例如 1996 年
的賀伯颱風造成上游河段族群數量銳減導致 PER 為 0.34，2013 年的蘇力颱風
造成整個七家灣溪數量減少三分之二，而 PER 為 0.43。這可能是因為五號壩至
六號壩為上游河段，地形與環境因子和中下游有很大的差異，對於一些環境的改
變無法完全和全河段有相同程度的反應。所以如果可以再多調查一個中下游的河
段，兩個河段一起做預測的話，能夠互補不足，讓預測能力更佳。

因此，綜合以上幾點，建議未來如果在經費與狀況允許的情況下，能至少對
兩個河段做調查，讓預測的結果能夠更接近實際情況。理想的模式河段可以選擇
五號壩至六號壩以及二號壩至三號壩，前者對於總數的相關性較高，後者對於各
齡級數量的相關性較高，且兩河段各屬上游與中游，不同的環境狀況可以提供互
補的資訊讓預測能力更佳。另外，如果想要調查夏季幼鮭的數量，可以選擇三號
壩至四號壩的 Y 形河段做為模式河段，以了解前一年的繁殖狀況。以上為較折
衷的調查方法以提供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讓臺灣櫻花鉤吻鮭的基本族群動態資
料得以延續下去。但是七家灣溪的環境變動較大，且天然災害頻繁，對於臺灣櫻
花鉤吻鮭與棲地環境都造成極大的影響，加上近年來的氣候變遷、攔沙壩拆除等
原因，都可能使得預測模型逐漸失真，甚至導致最佳的模式河段改變。因此仍建
議往後每年仍可以做一次普查，如此可以修正預測模型，也可以確實了解魚群數
量的真實狀況。

2015 年度秋季則首次嘗試以 1996~2014 年 Y 型河段與全河段總數的調查
數據來建立迴歸模型，並以夏季普查的結果作為對照來推測秋季的全河段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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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夏季與秋季的狀況不同，因此分開建立模型，而依據上述的相關性分析所
建立的迴歸模型如下：
夏季
大型成鮭：L=e4.0701×l0.6213
中型亞成鮭：M=e3.89957×m0.66588
小型幼鮭：S=e4.14971×s0.61701
秋季
大型成鮭：L=e5.7151×l0.1107
中型亞成鮭：M=e3.4523×m0.7809
小型幼鮭：S=e3.88997×s0.67348
大寫字母為全河段魚數量，小寫字母為 Y 型河段魚數量

由 6 月份 Y 型河段普查數據依照迴歸模型推算，推測今年夏季七家灣溪加
上高山溪流域的野生鮭魚族群總量可能為 2,512 尾，比實際調查所得的 2,919 尾
少了 407 尾，迴歸模型推算出的夏季族群分布推測數量(實際數量)則為成鮭
648(926)尾，亞成鮭 859(1,118)尾，幼鮭 1005(875)尾，各約有 200~300 尾的
誤差。由 9 月份此河段調查數據，依照迴歸模型推算，推測今年秋季七家灣溪加
上高山溪流域的野生鮭魚族群總量可能為 3,603 尾，秋季族群分布推測數量則為
成鮭 503 尾，亞成鮭 1413 尾，幼鮭 1687 尾，就算考慮誤差範圍，也顯示今年
七家灣溪加上高山溪的野生鮭魚族群數量有所成長，且族群組成以中胖桶型結構
或金字塔結構為主，族群更新狀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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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2015 年台灣櫻花鉤吻鮭野外族群總數量為 4,336 尾。七家灣溪流域鮭魚數
量為 2,919 尾；羅葉尾溪 900 尾；有勝溪 221 尾；樂山溪 296 尾。
總結今（2015）年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調查結果整理分述如下：
一、今（2015）年夏季普查結果顯示，七家灣溪與高山溪河段野生臺灣櫻花鉤
吻鮭族群數量共計有 2,919 尾，較去年秋季多了約 1,271 尾。其中一齡幼鮭
有 875 尾，佔族群總數的 29.98%，而二齡中型亞成鮭有 1,118 尾，佔族群總
數的 38.30%，三齡大型成鮭則有 926 尾，佔族群總數的 31.72%。族群結構
呈現以中型鮭魚最多，大型鮭魚次之，而小型鮭魚較少的中胖桶型族群結構。
顯示今年六月之前武陵地區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更新狀況良好，受到前年蘇
力颱風影響的鮭魚族群數量因為棲地漸趨穩定而有成長。

二、今年夏秋季武陵地區並無嚴重的豪雨風災，提供了良好的環境給臺灣櫻花鉤
吻鮭成長。秋季依照七家灣溪上游三~四號壩加上桃山北溪前段的 Y 型河段調
查數據，利用迴歸模型推算，推測今年秋季七家灣溪加上高山溪流域的野生
鮭魚族群總量可能為 3,603 尾，秋季族群分布推測數量則為成鮭 503 尾，亞
成鮭 1413 尾，幼鮭 1687 尾，就算考慮誤差範圍，也顯示今年七家灣溪加上
高山溪的野生鮭魚族群數量有所成長，且族群組成以中胖桶型結構或金字塔
結構為主，顯示今年整體的更新狀況還是相當良好。

三、由於 2012 年蘇拉颱風洪水影響，使得武陵地區七家灣溪河床變的相當不穩
定，在經歷 2013 年蘇力颱風所帶來的洪水事件影響，造成河道的側向侵蝕與
崩塌，使棲地環境改變甚大，多數深潭與峽谷地形被填滿。2013 秋季普查結
果顯示，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數量僅剩 1,245 尾，跟夏季相比減少了約三分
之二。其中小型鮭魚由於對大水的耐受力較低，受颱風影響減少較多。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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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夏季普查結果則可以見到小型鮭魚比例甚高，今年調查結果族群總數
更上升快 2 倍，且族群更新狀況良好，可見受到蘇力颱風所影響的鮭魚族群
數量如無後繼的大型天災時應可望漸漸恢復。

四、2015 年 7 月於歷史溪流放流河段的羅葉尾溪的調查顯示，此處的族群總數
為 900 尾，以小型幼鮭最多 457 尾，佔整體比例約 50.78%，中型亞成鮭次
之為 322 尾，佔整體比例約 35.78%，大型成鮭最少 121 尾，佔整體比例約
13.44%，整體族群結構為金字塔型，且皆為放流個體在此處野地繁殖所產生
的後代，顯示棲地未大幅變動的狀況下，未來族群更新狀況應為良好。相連
河段的有勝溪上游族群總數為 221 尾，以小型幼鮭最多 93 尾，佔整體比例約
42.08%，中型亞成鮭次之為 74 尾，佔整體比例約 33.48%，大型成鮭最少
54 尾，佔整體比例約 24.43%，跟羅葉尾溪調查所得的族群結構相似，整體
族群結構為金字塔型，顯示棲地未大幅變動的狀況下，未來族群更新狀況也
應為良好。

五、2015 年 7 月於域外放流河段樂山溪的調查顯示，此處的族群總數為 296 尾，
以大型成鮭最多 126 尾，佔整體比例約 42.57%，中型亞成鮭次之為 104 尾，
佔整體比例約 35.14%，小型幼鮭最少 66 尾，佔整體比例約 22.29%，整體族
群結構為倒金字塔型，呈現高齡社會的族群結構，顯示此河段的數量以及族
群更新狀況尚未穩定，仍需後續的族群與棲地監測，以及適時配合鮭魚的放
流，方能使族群成長並較為穩定。

六、從歷年的普查資料研判，高山溪一號壩是臺灣鏟頷魚自然分布的上限，但本
年度已上溯一號壩至二號壩之間。高山溪河道較窄、兩側林相遮蔽程水溫是
否有受到水流量降低導致部分棲地水溫上升影響，抑或，台灣鏟頷魚也在逐
漸適應水溫後，有慢慢往上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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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家灣溪一號壩壩體改善後的鮭魚普查結果顯示，已有部分標誌的臺灣櫻花
鉤吻鮭可上溯至三號壩下。在二號壩以上河段所發現的臺灣鏟頷魚與一號壩
上游河段所發現的臺灣鏟頷魚幼鮭群，皆顯示七家灣溪二種主要魚類都可通
過一號壩而上溯至上游河段。高山溪舊殘材壩下游河段之魚類數量原本在一
號壩壩體改善後有較明顯增加的趨勢，但是在七家灣溪主流漸趨穩定之後，
則數量又漸漸恢復以往的水平；2012 年蘇拉颱風過後，又可見到比壩體改善
後更為大量的臺灣鏟頷魚躲在此處。顯示高山溪殘材壩下游河段，可以提供
臺灣櫻花鉤吻鮭與臺灣鏟頷魚做為在壩體改善工程期間，或是洪水影響時的
重要庇護所。

八、歷年普查結果各河段數量與全河段總數相關性最高的河段為五號壩至六號
壩，其次為一號壩至二號壩以及二號壩至三號壩。三號壩至四號壩的 Y 形河
段雖然在總數的相關性比不上前面提到的三個河段，但是對於幼鮭的相關性
卻非常高，僅略低於二號壩至三號壩。調查作業上理想的模式河段可以選擇
五號壩至六號壩以及二號壩至三號壩。前者對於總數的相關性較高，後者對
於各齡級數量的相關性較高。兩河段各屬上游與中游，不同的環境狀況可以
提供互補的資訊讓預測能力更佳。如果想要調查夏季幼鮭的數量，則可選擇
三號壩至四號壩的 Y 形河段做為模式河段，以了解前一年的繁殖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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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立即可行之建議
主辦機關：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農委會林務局保育組、台中市政府、南投縣政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
理處

1.

加速鮭魚放流工作，建立多處衛星族群。2016 年預定放流鮭魚至志樂
溪及合歡溪，以增加基因變異的機會，擴展族群分布範圍，減少滅絕危
機。

(二)長期性建議
主辦機關：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林務局、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武陵農場、農委會林務局保育組、台
中市政府

2.

七家灣溪一號壩壩體改善後魚類族群動態變遷研究。2011 年度七家灣
溪一號壩壩體的改善工程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希望可以透過壩體改善
後使得七家灣溪河道暢通，除了可增加棲地利用之外，也應可擴大七家
灣溪中鮭魚之基因交換機會，並減少下游魚類無法順利繁衍的問題，故
建議主管機關在壩體改善後應持續進行魚類族群動態變遷之研究，與其
他環境與生物因子變化的生態模式研究，其研究結果亦可提供往後壩體
改善時之重要依據與寶貴資源。針對魚類研究往後的具體建議如下:
(1)以臺灣櫻花鉤吻鮭與臺灣鏟頷魚兩種魚類做為指標物種。
(2)至少保留桃山西溪、二號破壩、繁殖場、高山溪等四個固定樣站，
每年二月、四月、六月、八月、十月施做調查研究。
(3)建議針對七家灣溪二號壩~三號壩、三號壩~四號壩(加上無名溪之 Y
形封閉河段)、五號壩~六號壩；於每年夏季與秋季做該三段河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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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
(4)依經費狀況與天然災害的強度時間而定，至少每三~五年做一次夏季
與秋季的武陵地區七家灣溪流域全河段的普查。

3.

於重要測站(鮭魚活動密集、受人為活動污染潛勢高、未來規劃可能進
行鮭魚移地保育等)放置溫度記錄器，定期蒐集水溫等相關資料，以評
估臺灣櫻花鉤吻鮭棲息地七家灣溪流水溫之時空變化情形，供管理及
決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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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誌謝
105 年春天，遇上 20 年的大旱，有勝溪、七家灣溪二號壩上游及桃山北
溪河段乾旱無水，時間長達 2 個月。心想，魚沒水怎麼活！看見大白鷺駐足溪邊
好幾星期，恍然大悟，原來是在吃魚吧！大驚，趕忙飛奔到河邊，雖已趕走長腳
鳥，但水窪裡已經沒有小櫻。因為乾旱引來平地鳥敵，百年少見。
105 年台灣櫻花鉤吻鮭野外族群數量的調查工作交到我身上，範圍不只是七
家灣溪，還包含放流成功的流域。這是一種自我挑戰和認識鮭魚的機會，壓力頗
大但也欣然接受。
感謝以前的學弟妹和助理群回娘家協助我野外的調查，還有武陵站巡山員能
上山也能下海的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地分擔解勞，感謝中山大學師生的大批人馬
從高雄到武陵的協助，雖然是第一年的參與調查，但大夥的表現超乎預期。期待
明年再相逢！感恩、謙卑、再加油。小櫻鮭寶，2015，4336！2016，go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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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武陵地區 2013 年~2015 年臺灣櫻花鉤吻鮭普查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
調查時間

2013 年秋季

2014 年秋季

2015 年夏季

地點 / 體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分類小計

400

529

316

104

306

916

284

692

672

926

1118

875

總計
和平農場~迎賓橋
下游

2014 年夏季

1245 尾

1326 尾

1648 尾

2919 尾

-

-

-

-

-

-

-

-

-

6

0

0

迎賓橋～高匯

10

10

6

3

2

4

6

9

4

12

12

10

高匯～一號壩

9

8

7

1

4

5

10

4

9

6

10

11

一～二號壩

76

152

87

37

64

203

71

123

96

101

158

94

二～三號壩

99

111

36

28

71

210

97

236

148

445

351

209

三～四號壩

13

21

7

0

19

12

9

25

10

41

62

73

四～五號壩

0

0

0

1

3

8

0

2

1

40

18

0

五～六號壩

6

14

3

3

25

35

20

39

33

106

144

54

桃山北溪

120

118

138

22

94

334

43

161

230

39

72

105

高匯~二號壩

41

44

22

4

8

70

9

45

96

47

105

196

二～四號壩

26

51

10

5

16

35

19

48

45

83

186

123

中游

上游

高山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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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各河段族群數與全河段總數的相關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
相關性
河段

下游

總數

大魚

中魚

小魚

迎賓橋至一號壩

0.48

0.21

0.61

0.74

一號壩至二號壩

0.9

0.75

0.92

0.87

二號壩至三號壩（含湧泉池）

0.9

0.87

0.91

0.91

三號壩至四號壩（含無名溪）

0.87

0.19

0.87

0.9

四號壩至五號壩

0.54

0.42

0.7

0.64

五號壩至六號壩

0.93

0.77

0.84

0.88

桃山北溪小瀑布至桃山北溪一號壩

0.8

0.52

0.87

0.58

桃山北溪一號壩至最上游

0.75

0.56

0.8

0.65

高山溪全段

0.77

0.7

0.64

0.72

中游

上游

支流

相關性界於 0 到 1 之間，數值越大代表相關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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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以五號壩至六號壩為模式河段預測歷年全河段總數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
年份

觀測值（尾）

預測值（尾）

絕對差值（尾）

預測誤差比率

1996

1237

818

419

0.34

1997

1703

962

741

0.44

1998

637

627

10

0.02

1999

782

1047

265

0.34

2000

794

1339

545

0.69

2001

408

791

383

0.94

2002

4221

4086

135

0.03

2003

3042

4181

1139

0.37

2004

1611

1628

17

0.01

2005

523

698

175

0.33

2006

2270

2444

174

0.08

2007

2009

1600

409

0.2

2008

3149

3090

59

0.02

2009

4545

4084

461

0.1

2010

4049

4457

408

0.1

2011

5476

4280

1196

0.22

2012

3764

3816

52

0.01

2013

1245

706

539

0.43

2014

1648

1546

102

0.06

預測誤差比率（PER）＝差值∕觀測值，界於 0 到 1 之間，數值越大代表誤差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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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不同模式河段的預測結果

模式河段

相關性

平均預測誤差比率

平均絕對差值（尾）

平均方均差（尾）

五號壩至六號壩

0.93

0.25

381

508

二號壩至三號壩

0.9

0.31

639

863

一號壩至二號壩

0.9

0.33

694

938

三號壩至四號壩

0.87

0.36

710

950

四號壩至五號壩

0.54

0.74

1068

1262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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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葉尾溪及有勝溪歷史溪流放流族群
900 尾+221 尾=1121 尾

七家灣溪及高山溪野生族群
2179 尾+740 尾=2919 尾

樂山溪域外放流族群
296 尾

總計臺灣櫻花鉤吻鮭數量
4336 尾

圖 1-1：2015 年武陵地區臺灣櫻花鉤吻鮭野生族群與放流新建立族群之相關位置圖
39

註：1994 年以前資料為迎賓橋至三號壩之鮭魚總數
（族群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
（颱風資料來源:侵臺颱風資料庫 http://photino.cwb.gov.tw/tyweb/tyfnweb/table/completetable.htm）

圖 1-2、1987 年至 2015 年武陵地區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數量年度變化與重大天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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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995 年至 2015 年武陵地區臺灣櫻花鉤吻鮭各齡級族群結構變化趨勢圖
41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

圖 1-4、1995 年至 2015 年武陵地區臺灣櫻花鉤吻鮭各齡級數量變化趨勢圖
42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

25.83%

46.52%
25.35%
2.30％

圖 1-5A、下游河段

圖 1-5B、中游河段

圖 1-5C、上游河段

圖 1-5 A～D、2015 年夏季武陵地區各河段臺灣櫻花鉤吻鮭族群數量分布百分比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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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D、高山溪

圖 1-6、全河段與模式河段對於各齡級的相關性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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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2009~2015 年歷史溪流放流河段羅葉尾溪族群分布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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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2011~2015 年歷史溪流放流河段有勝溪上游族群分布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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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2011(2013)~2015 年域外放流河段樂山溪族群分布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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