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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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30 日 

中文摘要： 

石虎（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chinensis Gray 1837）為瀕臨絕種保育類野

生動物，面臨嚴重的生存威脅包括：棲地喪失和破碎化、路殺、非法獵捕、流

浪貓狗競爭和疾病等。我們該著手解決石虎目前面臨的各種威脅，其中推廣教

育和相關研究資料累積是當務之急。本計畫持續照護收容個體，且針對圈養個

體行為、繁殖生理及健康進行監測，也在過程中蒐集許多推廣教育可使用的素

材，讓謎樣的石虎樣貌曝光在大眾面前。另延續前一年度在石虎分布熱區－中

寮和集集地區，持續自動相機監測的調查工作，本年度架設的 27 個樣點中，

有 25 個樣點記錄到石虎，比例達 93％，共 289 筆有效相片數，平均 OI 值為

1.97±1.46。本計畫連結域外和域內保育工作，期能建立完整的石虎保育模式，

未來可擴大推展到其他石虎分布的區域。 

Abstract : 

The Leopard Cat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chinensis Gray 1837) in Taiwan is 

listed as an endangered species suffering serious threats such as habitat loss and 

fragmentation, vehicle collision, illegal trapping, and raticide or pesticide. Since the 

species faces a variety of threats by collecting the reports about field survey and 

rescue centers, we need to solve the threats to them.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 do 

education and accumulate the investigated data about the species. The project aimed 

on the behaviors, breeding physiology, and health condition of captive leopard cats, 

and collected many photos and videos to use on public education. Besides, we 

continued to set the camera traps in the wild to monitor the leopard cats in 

Zhongliao and Jiji Townships. 25 of all 27 camera trap sites recorded leopard cats 

with a ratio of 93% and a total of 289 videos. The average OI value was 1.97±1.46. 

Our goal is to enhance public awareness to conserve leopard cats, and establish a 

model area that can be referred to promote conservation for leopard cats.  

關鍵詞 Keywords：石虎（Prionailurus bengalensis）、域外保育（ex situ 

conservation）、域內保育（in situ conservation）、瀕危物種（endangered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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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虎拼圖－石虎之域外與域內保育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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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eopard cat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chinensis) is an endangered species in 
Taiwan. Since 2011, the Endemic Species Research Institute has been cooperating 
with Taipei Zoo to work on ex-situ conservation of the leopard cat.  In addition to 
research on behaviors and reproductive physiology of the captive leopard cats, the 
researchers conducted a leopard cat captive breeding program in 2013. Two young 
were born and one of them was successfully released into the wild. The researchers 
have gained valuable experience, skills and knowledge about feline captive breeding 
from the process. Additionally, several in-situ conservation measures have been taken 
in Jiji and Zhongliao Townships, including (1)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and 
population status of leopard cats in the wild using camera traps, (2) to promote 
environment-friendly cultivation, (3) to communicate with farmers and establish an 
animal damage reporting system, and (4) to train, release to the wild, and track the 
orphaned kittens or rescued individuals. The researchers also continue to promote 
conservation education for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public using the photos and videos 
taken from the captive breeding program and camera trapping survey in the wild. By 
combining ex-situ and in-situ conservation, our goal is to enhance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leopard cat and lowland ecosystem conservation and establish a model 
area that can be used to promote leopard cat conservation in other places where 
leopard cats still exist.  
 
關鍵字（Keywords）: 域外保育（ex-situ conservation）, 域內保育（in-situ 
conservation）,石虎（leopard cat）, 相機陷阱（camera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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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opard cat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chinensis) is an endangered species in Taiwan. Since 
2011, the Endemic Species Research Institute has been cooperating with Taipei Zoo to work on 
ex-situ conservation of the leopard cat.  In addition to research on behaviors and reproductive 
physiology of the captive leopard cats, the researchers conducted a leopard cat captive breeding 
program in 2013. Two young were born and one of them was successfully released into the wild. 
The researchers have gained valuable experience, skills and knowledge about feline captive 
breeding from the process. Additionally, several in-situ conservation measures have been taken 
in Jiji and Zhongliao Townships, including (1)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and population 
status of leopard cats in the wild using camera traps, (2) to promote environment-friendly 
cultivation,  (3) to communicate with farmers and establish an animal damage reporting system, 
and (4) to train, release to the wild, and track the orphaned kittens or rescued individuals. The 
researchers also continue to promote conservation education for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public 
using the photos and videos taken from the captive breeding program and camera trapping 
survey in the wild. By combining ex-situ and in-situ conservation, our goal is to enhance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leopard cat and lowland ecosystem conservation and establish a model area 
that can be used to promote leopard cat conservation in other places where leopard cats still exist.  


 


KEY WORDS: in-situ conservation, ex-situ conservation, leopard cat, camera trap 








一、前言


2017 年 4 月 30 日，在南投仁愛鄉往蕙


蓀林場路上有民眾通報石虎遭車輛撞死（又


稱路殺）的消息，這是自 1 月 25 日在火炎山


隧道口的石虎路殺後，2017 年的第 4 起石虎


路殺事件。據統計，2011 年以來全臺共有 46


起石虎路殺事件（圖 1）。每次有石虎死亡的


消息，總是讓人覺得心疼與惋惜，但對於一再


發生的石虎死亡事件，相關單位似乎仍在找有


效的解決之道。


石虎的過去、現在及未來
文／圖■劉建男■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助理教授（通訊作者）


            林育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助理研究員


臺灣僅有兩種野生貓科動物，其中棲息


在中高海拔的臺灣雲豹，推測已在臺灣的版圖


上消失，而主要分布在低海拔、數量少於千隻


的石虎，也因為棲地與人類住家或農耕地高度


重疊，生存面臨極大的威脅。如果再不積極作


為以減緩族群的下降，可能不久之後，石虎便


會步上臺灣雲豹滅絕的後塵。


本文介紹石虎在臺灣的分布以及目前我


們對石虎生態學的了解，並針對石虎面臨的威


脅及保育措施提供淺見，希冀未來在國人的努


力下，能讓這美麗的淺山王者永續生存。


二、石虎的分布變化


石虎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chinensis ) 是


亞洲豹貓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 的 12 個亞


種之一，除了臺灣，這個亞種也分布在中國大


陸。在民間，石虎常被稱為「山貓」，體型與


家貓相似，石虎的主要特徵為石虎耳後為黑底


具白斑（圖 2），兩眼內側至額頭有兩條白灰


色縱帶，身上則為銹褐色斑塊（圖 3）。▲圖1、2011年11月15日至2017年4月底之石虎路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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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最早的石虎紀錄為英國博物學家


Swinhoe（1870）的文章裡提到他取得骨頭、


毛皮標本及活體。


日據時期，鹿野忠雄（1930）、崛川安


市（1932）等人的文章描述石虎普遍分布在


臺灣全島 1,500 公尺以下地區。


1974 年，美國學者 Dale McCullough 的報


告指出石虎在臺灣已漸不普遍，雖在臺灣各地


仍可發現，但以南部較為常見。


王穎（1988）針對山產店對野生動物資


源利用的調查發現，包括山產中間商、獵人及


林業工作人員皆認為石虎族群數量稀少，且林


業工作人員及中間商認為石虎族群減少程度


在哺乳類中分別高居第一及第二位。


自 1971 ～ 1990 年期間，為保育的啟蒙


及萌芽時期，包括 1972 年全面禁獵，以及國


家公園法（1792）、文化資產保存法（1982）


及野生動物保育法（1989）的相繼公告實施，


許多野生動物的族群有回升跡象。然而，在


1980 ～ 2000 年間，許多針對國家公園、保


護（留）區範圍內以傳統的目擊、檢視各類痕


跡或訪查等方式所進行的調查，石虎僅在卡社


溪、插天山自然保留區及丹大等少數地區有零


星的紀錄（汪靜明 1992，王穎 1994，王穎等 


1998）。


1990 年代中期以後，紅外線自動相機的


應用對於石虎等稀有或隱密性高的物種的偵


測有相當大的助益。筆者於 2002 ～ 2004 年


間以自動相機進行全島石虎分布調查，但僅在


苗栗到南投間的淺山丘陵有石虎紀錄。其中，


大肚山的石虎紀錄最早是一隻中獸鋏的個體，


當時在熱心人士的協助之下，順利野放，當


年筆者在附近陸續拍攝到多筆石虎相片，但


2013 ～ 2014 年再度於大肚山以相機調查，


卻已沒有石虎的紀錄。


▲圖2、石虎耳後的黑底白斑十分明顯，是最易判斷和其他


貓不同的特徵。（攝影／劉建男）


▲圖3、石虎身上有銹褐色塊斑（攝影／劉建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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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5 月，臺南白河有石虎遭獸鋏夾


傷，經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以下簡


稱特生中心）野生動物急救站醫治後帶回原地


野放並追蹤，但訊號在兩天後便消失，此為臺


南地區最後的石虎紀錄。


2005 ～ 2008 年 間， 裴 家 騏 及 陳 美 汀


（2008）在苗栗及新竹的研究發現，石虎在


苗栗西側濱海包括通霄、後龍、西湖及銅鑼等


鄉鎮較多，新竹縣則無任何發現紀錄；該團隊


於 2012 ～ 2013 年再次於苗栗地區進行調查，


結果顯示石虎在銅鑼、大湖及卓蘭有較高的出


現頻度（裴家騏等 2014）。


2014 ～ 2016 年筆者在南投縣海拔 1,000


公尺以下的區域進行石虎調查，發現雖然石虎


在南投各鄉鎮皆有紀錄，但以集集鎮、中寮鄉


及其鄰近的地區為分布熱點。南投石虎的分布


主要在海拔 500 公尺以下，但在 501 ～ 1,000


公尺間亦有數筆紀錄。值得一提的是，林良恭


（2008）曾在人倫林道海拔 1,400 公尺處拍


攝到石虎，是近年來海拔最高的石虎紀錄。


臺中地區的石虎分布狀況仍不明，筆者曾


在大肚山，后里、東勢等地零星拍攝到石虎，


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及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


公司則分別在霧峰及豐原有拍攝到石虎的紀


錄，特生中心的紀錄則包括東勢、和平、新社、


太平、霧峰等。目前臺中市政府正進行臺中地


區石虎的系統性調查。


近年來的石虎的分布點從苗栗延伸到南


投，以鄉鎮方式呈現如圖 4。


三、石虎的生態學研究


目前石虎的生態學研究資料並不多。陳


美汀（2015）的研究顯示苗栗地區 6 隻石虎


的平均活動範圍約為 5 平方公里。筆者在南


投地區追蹤 1 隻成年雌性石虎，其活動範圍


只有 2.2 平方公里。石虎主要在夜間活動，但


白天偶而也有活動跡象。


棲地利用部分，陳美汀（2015）發現石


▲圖4、1994～2016年間，以野外調查及救傷記錄描繪出


的石虎分布資料。因許多早期和救傷紀錄無明確點位，加


上石虎的活動範圍大，並不限於調查或發現的點位活動，


因此以鄉鎮分佈呈現（分布上限以1,500公尺為界）。南


投縣的仁愛鄉和信義鄉僅有零星紀錄，應非主要棲地環


境，石虎分布最高海拔紀錄為信義鄉的人倫林道海拔


1,400公尺處。（陳宛均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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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博仁等（2016）以 218 處石虎分布點


位，利用預測模式來進行全島的石虎棲地預


測，產出石虎的關鍵棲地（石虎實際分布點為


中心加上緩衝區的範圍）、潛在棲地（與關鍵


棲地相鄰、可能有石虎但缺乏調查的區域）及


可能棲地（分布預測模式所預測適合石虎的棲


地）的範圍圖。房兆屏（2016）同樣以預測


模式以南投的石虎點位進行預測，結果顯示南


投地區石虎可利用棲地約 508 平方公里，大


部分屬於私有地。


虎活動範圍偏好天然林，其次為非天然林及


草生地與農墾地。石虎排斥道路，道路對石


虎的移動可能形成阻礙，甚至造成路殺（裴


家騏等 2008，劉建男等 2016）。


莊琬琪（2012）從排遺分析發現石虎以


哺乳動物、尤其是鼠科動物為主食，鳥類次


之，也包含少部分爬行類及昆蟲。筆者檢視 6


隻路殺石虎個體的胃內含物，發現其中 2 隻


的胃中空無一物，另 4 隻胃中的食物種類包


括野兔、鼠類、鼩鼱、鳥類和魚等。


王翎等（2014）利用來自苗栗、南投、


臺中、嘉義及臺南的 42 個石虎組織樣本來分


析臺灣石虎族群遺傳變異性，結果顯示石虎


的整體遺傳變異度低，推測臺灣的石虎族群


曾經歷過族群瓶頸 (bottleneck) 效應。


為增加野外的石虎族群量及建立圈養繁


殖石虎個體野放的評估準則，特生中心以救


傷收容的石虎進行圈養繁殖，並將石虎幼獸


野化訓練後野放。2013 年，公石虎「集利」


及母石虎「集寶」在集集野放，集利在追蹤約


3 週後訊號消失、集寶則在野外遭受其他石虎


攻擊受傷，最後轉送臺北市立動物園擔任石


虎保育大使。該計畫雖然不能算是非常成功，


但過程中研究人員得到的經驗及集集當地區


民對石虎認同感的提升，是該計畫難以量化的


附加價值。特生中心將該野放過程拍攝成紀


錄片「大地的孩子－小石虎返家之路」，得


到休士頓影展最高榮譽的白金獎項，影片並


放置於網路 youtube 平台供民眾觀看（圖 5）。


▲圖5、完整記錄石虎野放過程的紀錄片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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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4 年至今共接獲 21 起石虎遭獸鋏夾傷或


死亡的案例（圖 6）。裴家騏等人（2014）及


高嘉孜（2013）的研究亦發現，苗栗地區的石


虎狩獵壓力仍存在，動機以「危害防治」為主，


顯示石虎的危害防治及非法狩獵為亟需解決的


問題。


（四） 農藥或老鼠藥


石虎活動範圍包含許多農耕地，農民可能


使用殺蟲劑或滅鼠藥來減少蟲害或鼠害對農作


物造成的經濟損失。若食物中含有農藥或老鼠


藥，可能在石虎體內殘留而產生不良影響。


（五） 狗與貓的影響


研究發現許多有石虎出現的相機點位都同


時記錄到狗或貓。2016 年底，有民眾發現 4 隻


流浪狗成群攻擊 1 隻石虎，在日本也有貓咬死


小石虎的紀錄。狗跟貓除了可能攻擊石虎，亦


會與石虎競爭食物與空間資源，或將犬瘟熱等


疾病傳染給石虎（裴家騏等 2011）。


四、面臨的威脅


現階段石虎面臨許多不同的威脅，如


下：


（一） 棲地喪失、破碎化和劣質化


近年來許多開發行為因位處石虎棲地而


引發爭議。2012 年，苗 50 線拓寬後續建設工


程（山區段）因記錄到石虎而暫緩；2013 年，


台 13 線三義外環道新闢工程計畫因穿越石虎


的棲地引起保育人士反對，目前暫時擱置。此


外，後龍殯葬園區的開發及裕隆二廠的擴建


等，都因影響到石虎棲地而引起關注。2015


年，臺中市政府因在花博預定地發現石虎而更


改展區，而近年來大肚山的道路及各項產業園


區開發亦被指出可能影響石虎棲地。


（二） 路殺及道路造成的基因交流


阻隔


道路不僅造成石虎棲地面積減少，更會將


棲地切割，石虎為了覓食、求偶被迫在被切割


的棲地間穿梭，便容易成為輪下冤魂。此外，


有些路段以圍籬等方式避免野生動物誤入，卻


可能降低石虎族群間的基因交流，造成遺傳多


樣性降低。


（三） 非法獵捕及農民與石虎的衝


突


許多農民在淺山地區放養家禽可能成為野


生動物攻擊的目標，農民不甘損失以獸鋏、陷


阱或摻有毒藥的食物來獵捕或毒殺野生動物，


可能導致石虎傷亡。特生中心野生動物急救站


▲圖6、1996年送至特生中心野生動物急救站的石虎，因為


到雞舍偷吃雞而被獸鋏夾傷，但傷重不治當晚死亡。（攝


影／陳元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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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天災或人為干擾造成的失親


幼獸


2001 年迄今，有 11 起 14 隻失親的石虎


幼獸被發現，其中包括整地被發現的失親幼獸


及一起3隻幼獸在大雨後於水溝被撿拾的案例。


五、	保育措施


石虎是淺山生態系的頂級消費者，在生


態系統的穩定及生物多樣性的維持扮演重要


角色，石虎也可視為保護傘物種 (umbrella 


species)，保護石虎可同時保護棲地內的所


有生物，因此有極高的保育價值。石虎保育


工作刻不容緩，以下提供幾點淺見：


（一）棲地的保護


姜博仁等（2016）劃出的石虎關鍵棲地


及潛在棲地應列為優先保育區域，政府單位


應嚴格把關以避免這些區域的開發或應以對


石虎影響最小的方式開發，必要時透過劃設


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提供直接保護。然而，由於石虎棲地多屬於


私有地，地主可能對保護區的劃設持反對或


保留態度，需相關單位耐心的溝通以化解阻


力。


（二） 降低路死及道路對基因交流


的影響


為降低石虎的路殺，可設置警告及速限


標誌 / 號誌，或透過路面改善等方式，讓用


路人在石虎可能出現的路段減速慢行。此


外，部分路段可藉由動物通道的設置並配合


圍籬施作和引導，來減少路殺發生，並加強


族群間的基因交流。


（三）家禽飼養農戶的溝通


2014 ～ 2016 年筆者在南投地區的研


究顯示，農戶在了解石虎現況後，絕大部份


都表示願意捨棄陷阱或獸鋏的使用，並接受


研究人員的建議來減少動物的危害。因此，


相關單位持續與飼養家禽的農戶溝通、讓其


了解石虎的重要性及現況，並在動物危害發


生時及時提供協助，可達到農民減少損失、


石虎減少傷害的雙贏局面。


（四）友善石虎棲地農作的推廣


過去幾年在林務局的支持之下，財團法


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在全國積極推動


綠色保育標章及友善環境的農作，申請綠色


保育標章的農戶逐漸增加，以不使用農藥等


實質行動支持石虎保育。相關單位應主動了


解友善環境農作的推動情形並在必要時提供


協助，創造更適合石虎棲息的環境。


（五）降低狗與貓的影響


現階段要在短期內完全移除野外的流浪


狗跟貓有其困難，但可從宣導不棄養寵物、


不餵食流浪狗著手，並與相關單位配合以節


育或個體捕捉收容的方式來緩慢減少野外


狗、貓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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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救傷收容個體的管理


被獸鋏夾傷的石虎個體或失親幼獸，通


常難以再重回野外。除了保種之外，這些個


體可利用來進行石虎生殖生理、行為研究及


保育教育，或者進行圈養繁殖或野化訓練，


為將來野放回山林、增加野外族群做準備。


（七）生態學研究及長期監測


唯有了解石虎個體的活動範圍、族群結


構及生殖潛能等資料，才能較準確的估算族


群量，因此石虎的族群或生態學研究仍須


持續進行。此外，應有更多研究來了解石虎


對棲地的需求，並可利用族群存續力分析


(Population Viability Analysis) 等 工 具 來 找


出影響石虎族群的關鍵因子，以擬定有效的


保育策略。


（八）保育教育的推廣


避免石虎滅絕是每一個人的責任。透過


保育教育，讓在地社區或一般民眾認識石


虎、了解石虎的價值，自然而然會打從心裡


來愛護石虎，即可避免棲地破壞、獵捕或毒


殺等情事一再發生。


六、	結語


2013 年 4 月，臺灣雲豹滅絕的消息讓


很多人覺得惋惜與不捨。然而，再多的惋


惜都喚不回已經滅絕的物種。石虎雖然於


2009 年從原先的「珍貴稀有保育類」調整


為「瀕臨絕種保育類」，但近年來棲地破


壞、道路開發、路死、非法捕捉等事件層出


不窮，石虎的未來仍然晦暗不明。對於只有


數百隻且零星分散的石虎族群，每一隻個


體的死亡，就像一隻無形的手慢慢將其推


入「滅絕漩渦」，在近交衰退 (inbreeding 


depression)、遺傳漂變 (genetic drift) 等因子


的反覆作用下，逐漸喪失遺傳多樣性，終至


滅絕。因此，不管政府單位、學界或一般民


眾，都要抱持石虎一隻都不能少的決心，戮


力齊心去研擬並實施有效的保育策略，方能


確保我們的後代還能看到石虎在山林野外馳


騁。


（圖片／高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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