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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動物園 106 年度動物認養保育計畫成果報告 

日期：107年 2 月 28 日 

中文摘要： 
 
歐亞水獺為我國野生動物保育法所列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目前臺澎金

馬僅金門地區仍保有穩定水獺族群棲息，其存續也正面臨棲地破壞與路殺等生存

威脅，亟待妥善規劃與推動落實域內與域外保育行動。本計畫於民國 106 年 1-12
月間，每季前往金門地區固定樣點收集歐亞水獺新鮮排遺一次，總計採集到 519
件分子樣本，並以 14 組微衛星體基因標記分析及鑑定個體身分，並收取 259 件荷

爾蒙樣本持續評估以排遺分析荷爾蒙含量之可行性。此外，本團隊並協助分析本

年度金門所發現五隻死亡水獺個體之遺傳資料及身分鑑定，並協助進行兩隻雄性

死亡個體的冷凍精子保存工作；其中一隻順利留存，期盼可供未來必要性時的人

工繁殖復育使用。域外保育部分，本園臺灣區之三隻收容個體已屆齡成熟，其中

兩隻開始進行繁殖配對。第一次懷孕子代雖未順利存活，但其配對過程已累積重

要的室內繁殖經驗可供參考。計畫執行期間，本計畫持續與金門縣政府、金門國

家公園、金門民間保育組織以及其他學術單位等定期召開工作會議或藉網路平台

交流資訊，研商金門地區歐亞水獺之保育工作及優先順序，訂定「保育策略與行

動計畫」，合作進行棲地改善、救援收容及推廣教育等重要工作，亦持續與國際

歐亞水獺保育研究團體及專家等維持聯繫，參訪國際水獺研究中心及動物園水獺

相關展場，交流歐亞水獺域內及域外保育經驗。 
 
Abstract： 

The Eurasian otter (Lutra lutra) is listed as an endangered species in the Wildlife 
Conservation Act. Currently only Kinmen keeps stable Eurasian otter population around 
Taiwan area, and the population is threatened by habitat loss and frequent incidents of 
roadkill. It is critical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species to plan and implement appropriate in 
situ and ex situ conservation. In this project, we collected fresh fecal samples of Euraian 
otter at fixed site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6. A total of 519 
samples were to be collected for DNA analysis and 259 samples will be used for 
hormone analysis at the Taipei Zoo. This study used 14 microsatellite markers and the 
laboratory work is still going on. Besides, we also analysed genetic data of the 5 
roadkilled otter’s specimens from Kinmen. In ex situ conservation aspect, the three 
rescued individuals in Taipei zoo were sexual mature and two of them were grouped for 
breeding this year. The mating behaviour of the pair was observed in June and then the 
female gave birth in August. Thought the cub did not survive in the end, we collected 
important records in breeding behaviour and hormone.   
關鍵詞 Keywords： 
歐亞水獺、域內保育、域外保育、金門、臺灣 
Lutra lutra, in situ conservation, ex situ conservation, Kinmen, Taiwan 



臺北市立動物園動物認養保育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計畫編號：106保研 1 

計畫名稱：歐亞水獺域內與域外保育研究與合作(三) 

計畫主持人：臺北市立動物園保育研究中心張廖年鴻助理研究員、 

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李玲玲教授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

術或應用價值、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

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

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字為限） 

說明：年度階段目標已經達成，惟水獺保育涵蓋層面廣大，部分

工作項目如樣本資料分析累積、域內外保育合作等需要持

續努力加強，水獺保育及族群永續才有目標完成之日。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

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

步發展之可能性）：本計畫涵蓋範圍頗廣，雖然計畫本身以金門水

獺族群調查監測為工作核心，但與水獺相關之教育推廣、繁殖監

測、保育合作、救傷收容、策略共識凝聚、島外族群評估等項目

都有涉及，並積極連結各級機關、學界及民間關心此物種保育議

題之民眾、政府業務單位及學者專家共同參與，可說是目前水獺

保育實踐中的核心工作團隊。本團隊提出的水獺保育策略現在已

在定期保育工作會議中凝聚共識，將是主管單位日後進行水獺保

育的重要方針，在保育實踐上相信有其重要貢獻。在學術研究上

也將保育生物學應用在域內保育的實務面，並在各專家群的努力

下全方面記錄歐亞水獺在金門的保育進程及成果，日後將可提供

其他需要保育救援的臺灣瀕危物種保育工作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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