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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春半島內文地區陸域軟體動物之調查

趙大諧*﹒陳:叔卿﹒楊忠連
中山大學生物學系

給大街﹒樣淑卿﹒楊恩達 (1997)恆著手半島內文地區韓城軟體動物之調查綴類學報 21:49-56

作這哥們於

1997 年 8 月 25 B~至 27 侶，前往車辛苦教縣獅子絲、牡丹鄉、滿州鄉以及台東縣遠仁鄉回鄉交界的內文地區，
進行淡水機玉之際棲軟體動物之調查。在 12 絕不闊的調查結只-發繞了 2 線?曰 17 科訟鷹"蔥的具類，

其中位箔淡水棲鼠類 9 種及掙棲鼠類 25 護。依士也巷里分布高謗， ;!Ln汪東蝸牛及老子j當緝令最常見。在童安殼
上殼多的的依次為非洲大蝸牛﹒豆豆卡拉蝸牛‘台灣煉管蝸牛、講台灣大山鱗字及台灣豆鱗字。淡水闊別
以梅森螺、網螃‘瘤格為最常見。

關攏輯:勤輯相，其穎，內文，台灣。

前言

其期由于于動緩慢，當瑣燒突然變遷時經常逃聽不及，娃一種較為脆弱之動聽資源，經不起軍大工程、
森林避樂罷開發漢大是蘊客潛入之寶擊。年來台灣的生態環境變化臨大，陸域生態系統也面臨親大的豔
力，國人頭對昏然資潑的溫度聞發，使許多地霉的原有環繞安封破壞，貝類族群百輯捕妾，加上人昂因素
使外來釀成為新體勢種 c 各地區盟有生物帽的調壺，暈目前極待進行之工作，以作為自然生態與特有生物

資額保護之最攤，亦可作為鄉土環境教育之基本縈材。
中山大學生將系成立後，會分艇在台灣南部的嘉義縣阿盤山輝、歸東縣來義鄉、三三地廳、瑪家輝、霧
台鄉、滿 m鄉、牡丹都及台東縣建{二鄉議行台灣陸城軟體動物相之生聽講瓷， 1其了解與額在此等琨誼之分
，數童及其勢報嚼的關係 c 本研究試屏東縣與台東草草交界的內文組鹿為主要堅範閥，針對該地幫陸棲及淡
水棲具類之聽類、分布情形及4.態環攪環況進行調章。

車才料與方接
內文地區位於驛東縣鶴例子縣、牡丹鄉、滿州鄉泣及台東縣達仁鄉僻鄉的交界處(園一) ，位含內丈村及

其周禮道路所及之處，如 199 號縣還 7B~祟， ~t豆豆達仁鄉安朔溪絆，南至牡丹鄉牡丹水庫為止。除壽卡外，
一般在海拔 300 公尺以下，聽被相當繁茂，的情湖公路進入獨子輝的蹲卡，輯 199 號縣道議內女，交通緝

稱便利，位閻麗於保護罷，譚辦理入山諒。

*攏印本索取及相關資訊搞建路高雄市建海路 70 號關立中山大學生物學系趙大衛教授

趙大街﹒陳淑頰，楊您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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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自 1997 年§月 25 日至 27 日，在內文均富所述豈有的體模及淡水棲具類調宜。謂查中將內文地

區分成 12 領樣直 s 各樣隨之位喜愛及其天然環填之揖述如聽一及表-PJi示，這些樣區多位於公路旁，想括潮
濕的水溝或溪說中。另外對人為開發站，如果園、學校、水庫等，也-{并研入提倉 o 在…樣磁內採集時，
體與以公路或林退兩旁，淡水貝錢可以當地溪流及水溝路去。

路集持以小護、三三齒釘耙(熊字)、錯子、手撈竊、放大鏡等協助挖掘或翻撈，並拼r餾記錄揖集時悶、
地點及各樣富貝顯生接之天然支農境。張集時以究員為原醋，

，其懿括貝放自

，原處，立在核擴環境路貌。 R持練得的提額帶間實驗竄作標本魔瑾及鑑定。
標本的處報分咬死員及;當晨，死民盡主義保持與敵之完盤，以潑水及翩蔣污混混乾淨，再錯拭保存。
活貝魯亨自賞驗室後，在一海內以撥子將其軟聽說出，強小{J、保持殼之完整，獲餘;其子臟未能完全跳出發，
其麗敗彼再沖洗乾淨，括輸船軍接放入 75%潤精角。

蠶定時參考 Kuroda (1 941) 、 Pace (1 941) 、 j疫部(1 975) 、賴(1 979) 、東(1 982)導報告所指壤之特鐵分纜，
貝鎖名稱依照中華路蠶貝類學會 (1984 ， 1986)及Chang (1991)所訂之中文名稱使用。記鑑定晶的貝額襟上中

文及英文學名、接集閃路、地點等收存於標本最內保存。

結果
在此次的調查中，舔了…種屬於體設緝的貝鑽外，一共發現 6

El

15 科 30 鸝 33 麓的農足網貝嶺，其中

8 種為淡水歸類外，其餘的種措臨貝，聽貝中有 2 種為括蜻 o 各種設類的分布、棲熙、相對體要倒於

表二啦。
，所發環的 34 種與顆中分聽 16 料，種額最多的是南亞蝸牛科及誦牛科(各 6 種)

,

是蝸牛科 (5 種)。依地提分布而言，在接栗織牛(Con線lobus pekanensis)及老子盾鷗牛(A egísta lautsi)在Jlt
次調查最為常見。數量上議多的臭豆依次聽非洲大損牛 (Achatína fulica) 、班卡技蝸牛 (Pancala
pancala) 、台灣煙管攝!:þ.(Formosana formosensis) 、南台灣犬丘 l蝸牛(Cyclophorus

formosensis moellendorffi)及

台灣立蝸牛 (Pupinella swin抑的。滾水貝則 þ)，輻壽螺、調翰 y 瘤攤為最常見。

內艾埠WiJ建黨名錄 (A Li st of Mollusks from Nei附n， Ping-tung Co吋 South Taiwan)

Phylum Mollusca

軟體動物門

Cl♀ss Gastropoda

膛是繡

Subclass Prosobranchia

能餌豆豆網

Order Archaeogastropoda

Family Helicinid齡

露始臨足自

要主蝸牛科

Aphanoconia hungerfordiana formosana
OrderMe鈴萃astrop(泊在

Family Cyclophoridae

台灣輯錯牛

中腹足龍
山鱗牛科

。clophorus formosensis moellendorffi

Pterocyclos wilsoni

扁山麟牛

Pupinella sw的 hoei

台獨立鹹牛

。clotus taivanus

Diplommatina sp.

台灣 ~Ü蝸牛

南台灣大山蝸牛

bata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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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Ampullarííd終

Ampullarius canaliculatus
Fami句話 íaridae

錐翰科

Tarebía gran拚ra
Thiara tubercu/ata
Melanoides tuber，仰/atus formosa丹叫台灣輯錯
Family Vívíparídae
C伊ang'叩aludina chinensis

Family Planorbídae
Hippeutis

Sub c1 ass Pulmonata
Order

圓田螺

闢雌科

umbilìcαlis

有肺亞綱

Basommatophor在

FamilyLymn聶哥 idae

Austropeplea o l/ula
Order Scholifera

豔足自

Family Vaginulidae
均ginulus

alte

Order Stylommatophor晶柄瞬間
Family Clausiliidae
Fom叫ana formosensis

台灣;煙管蝸牛

Zaptyx crassilamellata
Family Achatinidae

細愕管蝸牛

瑪磁蝸牛科

Achatina 戶lica

非洲大蝸牛

Famíly Philomycìdae

lncílaria fruhsto祕ri

Llr括輪

Family Camaenìdae

Satsuma pekanensis
Satsuma albida
Satsuma contrarius
Satsuma sp.
Moellendo吃ffia hiraseanα

皺口蝸牛

Pancala batanica pan仰的班卡拉蝸牛
Family Bradybaenidae

Aegista lautsi
Aegista taíwanica
Pseudobu /i minus 紛紛紛大釘蝸牛
Bradybaena similaris
Acusta tourannensis
Dolicheulota swinhoei

內文地區降棲軟體動物之言肉食

F泌划ly

鱉Ifl蝸牛料

Helícarionidae

Patalochlamys formosana
Family Streptax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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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鱉Ifl最牛

扭蝸牛料

Odontartemon heudei
Sinoennea swinhoei

Class Bivalvia

雙龍綱

Order Veneroida

簾蛤目

Family Corbiculidae

觀科

Corbicula jluminea

討論

軟體觀!物梅類繁多，形態變化極大，本身兢是珍貴的自然資譚，戰纜美麗約有十韓萬驢，

動物，是世界上日被發現之種類次多的動物群。多數種黨的建議與美發髏懿較小，影獸普遍，

鮮艷，平常不聽人沒意。但不論盤棋或澆水權與額，在生意系中均掛綴著藍耍的角色。
P古文地藍藍位於屏東縣與台東縣交界蟻，提鶴雄前往，需 2 ， 5 小時方能懿主義。全藍包括森永‘

東源、牡丹及商端的牡丹水庫，雖然聽翻類犬，但讀查多沿 199 號縣躍關旁進行。除內文村外，

，其歸邊的有許多的原始林，能步亦無法深入，講卡林纜的環境亦較為原始，
葉林或滋合林。

在 12 個樣臨內共發現 34 模具類。依地理分布，而言，老子聽蝸牛、在接樂蝸牛、南台灣大山蝸牛、
灣立蝸牛、台灣煙管蝸牛及班卡拉緝牛均漿分布在台灣南部及東認低鱗山草草中的潛晨，
馬常見。聽聽蝸牛常以成群方式串現，該聽一樣藍冉冉種陸欒再出纜皇宮繞這容很高 2 在某些純方蝸牛有集中

出環的情形， i鑫摯地方多是陡坡，也聽聽顯發琨最多之靂，研如 199 號縣道 5 訟里及 23 企望處，
轉角的科鞋，發境許多鐘管蝸牛、非洲大蝸牛、南台灣大蝸牛等，推瀾聞其]之力較陡，大雨湖後多轍蝸牛

都會顯勢被沖翩鬧下，集中於此處。如i臨去關部山區的報告(趙等 1994 '組與王 1995 '趙與莊 1996)

,

1lJ~溪流淚水與中，以瘤蜻最為常見，與此次調查相符，惟福壽螺之入嫂，及新聞墾地區的球蝸牛、非洲
大蝸牛的分布，可能均非原始動物相的代漿。

中央山脈媲美設成多種生物在台灣的地灣分;街上總離釣主要原因，內文培華夏的山蹺，正是中央llJ聽起纜
的最南端，除少數山豆豆外，一般多在 600 公尺下'1lJ勢蠶然不喜事，但卻主義該地哼!司的主要分水嶺，
'潛流中安顯溪向東謊，認攤港溪 f勾哥說，牡丹溪與向路爾吉亞流。由區一顯示，

樣革中 1 ， 2 、 3 樣草草於分水嶺以策的流域，其餘的皆屬於分水嶺以閥的流域。由表二的結果分析，分水
嶺爾{闊的與顯物種雖有差異，但並無法判斷批控與就是分水嶺造成蝸牛在她總分布，上的隔離結果。
，發現一種芝麻蝸牛，體型較一般芝麻蝸牛為大，樹名尚在雛定之中 c 另外在 199

號縣揖 23 公股暉，發現了一種類似阿盟山蝸牛 (S'atsuma arisanus) 的大搜蝸牛，其特徵如下:
住擠孔、外啟外鶴較厚、殼口(長寬與體投寬 tt) 較小、特別是其外轉艷閱緣 (spiral

sculpture)

一百聽。
員類與體息地環境的事醫{系蜜切，本次聽薩餅發瓏的寢室發、續轎等也潛在澆灌較大的溪謊，指輸多出現

於讓主中，券發H大鎮守二及球輯牛棲息、投入主體發蛇頭遣，蹉卡拉蝸牛多樣於樹幹'其餘蝸牛則多棲於地上

是8大衛﹒陳淑鄰﹒楊忠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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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闢蝸牛則廣惜犧於樹葉、樹幹、石塊或牆壁上 G

，可為生物士也理學提供重要的線索，藉類{位本研究之調查，

.j;)、作為生態保育、資源利用的參考依據，

。年來台灣有多山地被大蠱開發，動物生存環境受到嚴重威脅，
、機葷的進出。目前通往墾丁、鵝鑒鼻、佳樂水等風景區的道路已修聽完成，內
、拓寬道路、舖設柏油路面及外來遊客，本區巴感受到生態嗡嗡劇纜的雕力'

，山區原有生物資源的調查及保護的工作實應儘速進行。此外，牡丹水庫的興鶴，必
，生物資源調查工作更可評估水庫興建後對生態環境所造成的影響。

、瘤蜂及輔導螺為最常見，一艦認為瘤峰是不耐污染之貝顯代表食物擻，

'續蟾是輕度污染之?可域代表性底棲質類生物，
山富五臨多屬河)1[上游，往往苟同時見到耐污染及不指污染之貝額。
，特點起括軟體動物妞， I涂了在大學生中，培養更多買類愛好者之外，
，在建立水域污染生物指標上當然患有一定的體髓。

藥費
，每走黨革主海盤小拉住宿方麗的議巔，便讓查工作得以額利進行。
憊的體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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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lusk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in Neiwen , Ping闡，tung
South γaiwan
David Chao

.

Shu-Ching Che必﹒ Chung-Dar Young

Department ofBiology, Natìonal Sun
As泣rvey

Co門

ofthe land and freshwater mollusks

}切都虹 的 iversi矽

ofNeiwe說， Pín皂 -tung C。可 South Tô益iwan

was conducted from

August 25 to 27, 1997. Mollusks were collected from 12 different 紛紛pling areas. They were carefully ca!ssifíed into
2 c1 asse臣， 70rders, 16 familìes , 30 geneus and 34 species , which included 9 freshwater and 25 land species of snails。
Al1 molluscan species found in this study were belong to the Class Gastropoda except Corbicula jlumínea whieh was
belong to the Class Bivalvia. Among the 25 land snails deteeted in this area, two were slugs. Satsuma pekanensis
and Aegista lautst were the most widely distributed

landsnails﹒ ηle

most dominant snails in numbers were Achatína

fulica , Cyclophorus formosensis moellendorffi, Formosana formos伽S紗" Pancula batanica pancul，話， and Pl妒nella
swinhoei. Habitats , distribution，扭do位ler ecologieal data of each snail species were recorded

i豆 detail.

Key words: 於folh草 sks ' Fauna ' Neiwe殼， Taiwan.

表一

;有文主進鑼鼓類獨憂樣藍五位霞說萌
編號

lA

2
3
4

5
6
7
§

9入
9B

10
11
12

盟棚一輛一翻一錯過關一鷗一械一酬一向叫一械

1B

，山溝多講土，枯枝腐葉，壁上多苔

，棍多雜草

a 土質軟，觀潮濕

趙大戀﹒練淑鑽﹒楊忍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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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lj聽

','',',
'，

moellendorffi

Pterocyclos wilsoni
可

Pupinella swinhoei

,

1AV

OOOBOBOBzi

Cyclotus

棲只待

22ro
6914377778999J
29
nYAA

Cyclophon的戶 rmosensis

蠻酬

hungerfordi翩。 formosana

分布

COCORCOCOHRD

Aphanoconia

報酬。

名

貝

度削

內文地區辯護與類之分布及橫財

對酬

表三

taiν'Gnus

Diplommatína sp.
Ampullarius canaliculatu;宮

拉木，落葉
枯枝，厲葉

濕土
總土

水中

Tarebia granifera

水中

Thiara tuberculata

水中

Melanoides tuberculatus formosanus

水中

Cipangopaludina chinensis

水旁
抗致

Hippeutis umbilìcalìs

水溝
A廿

alte

Formosana戶rmosensis

3 ，毒，6

Zaptyx crassilamellata

3

Achatina fulicα

4, 10, 11

Incilaria fruhsto吶n

5,8

Satsuma pekanensis

2,3,4 ,5,6,8,9
rbhy'l

Satsuma albida
Satsuma contrarius

l

Satsuma sp

OCHKCOCHKOHRCRCCRn

Austropeplea ollula
均ginulus

水溝

頭土，落葉
濕土

器土
讓土，落葉
瀑土，落葉

濕土

i提土，落葉
濕土
j焦土

1,4,8,9, 11

樹幹

Moellendorffia hiraseana

6

濕土

Aegista lautsi

1,3,4,6,8, 11

樹幹

Aegista taiwanica

2,3,4 ,6 ,8

海土

Pseudobu/imin如何rtus

10

濃土

Bradybaena similaris

§

Acusta tourannensis

1 ，4，草，9

Dolicheulota swinhoei

6，惡， 11

訊 COCnanRR

Pancala batanica pancala

濕土

樹幹'壁上
海土

葉上

Patalochlamys formosana

丸之3多5，6

Odontartemon heudei

10

濕土

Sinoennea swinhoeì

4

濕土

Corbìcula fluminea

$

水車

輯對單是昆主 :C

， 0 表于長偶而可見 'R 表示不常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