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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關鍵字: 陸蟹、台江國家公園、幼蟲釋放、族群結構、繁殖
本研究主要針對台江國家公園潮上帶優勢種類陸蟹進行其降海釋幼的
研究，了解其釋幼時機、抱卵雌蟹的族群數量與體型結構，此外亦針對陸蟹
的各種行為與生存威脅進行了解。陸蟹的釋幼時機研究，結果顯示兇狠圓軸
蟹(Cardisoma carnifex)、臺灣厚蟹(Helice formosensis)、凹足陸寄居蟹
(Coenobita cavipes)及灰白陸寄居蟹(C. rugosus)這 4 種陸蟹的釋幼時機呈半
月週期，在其繁殖季的新月及滿月期間都有抱卵雌蟹進行幼蟲釋放。橙螯隱
蟹(Epigrapsus notatus)的釋幼時機屬月週期，在滿月後兩天開始進行為期 6
天的幼蟲釋放。中華沙蟹(Ocypode sinensis)則是幾乎每天都有抱卵雌蟹進行
幼蟲釋放，沒有特定的釋幼高峰日期。記錄到的降海釋幼抱卵雌蟹前三大族
群數量從高至低依序為兇狠圓軸蟹 4237 隻，凹足陸寄居蟹 1141 隻，中華沙
蟹 357 隻。兇狠圓軸蟹是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內最有代表性的陸蟹物種。抱卵
雌蟹體型:兇狠圓軸蟹平均頭胸甲寬 78.2 ± 9.9 mm (n=2659)，凹足陸寄居蟹
平均前盾長 15.4 ± 1.6 mm (n=630)，中華沙蟹平均頭胸甲寬 23.2 ± 2.5 mm
(n=216)，橙螯隱蟹平均頭胸甲寬 19.8 ± 2.3 mm (n=216)，臺灣厚蟹平均頭胸
甲寬 22.1 ± 3.2 mm (n=99)，灰白陸寄居蟹平均前盾長 6.3 ± 1.2 mm (n=47)。
2021 年調查新增兩種新紀錄種蟹類:小隱蟹(Epigrapsus politus)及帝王仿相
手蟹(Sesarmops imperator)，使得 2020 及 2021 年的台江國家公園之潮上帶
陸蟹調查紀錄增為 6 科 30 種。台江國家公園潮上帶陸蟹所面臨的生存威脅
事項包括棲地破壞、人為捕捉、路殺、降海遷徙障礙及大量海漂垃圾在海岸
堆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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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land crab, Taijiang National Park, larval release, population
structure, reproduc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study the larval release, population
structure, behavior of dominant land crab species above the high tide level at
Taijiang National Park in Taiwan.

Larval release surveys of land crabs during

reproduction were used to monitor the species and population.

Larval release

of Cardisoma carnifex, Helice formosensis, Coenobita cavipes and C. rugosus
follow a semi-lunar rhythms, releasing larvae around both the new and full moon
period.

Larval release of Epigrapsus notatus follow a lunar rhythm, releasing

larvae starting 2-3 d after the full moon.

Ocypode sinensis release the larvae at

night and without having any clear relationship with the lunar cycle, tidal
amplitude cycle, or high tide.

Cardisoma carnifex is the most important land

crab species at the Taijiang National Park.

Males have an average carapace

width (CW) of 100 ± 16 mm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range 53.1 - 134.5
mm (n=102) and females have an average CW of 78.2 ± 9.9 mm , range 50.7 111.2 mm (n=2659).

Ovigerous females of C. cavipes have an average shield

length (SL) of 15.4 ± 1.6 mm, range 10.0 – 19.8 mm (n=630).

Ovigerous

females of O. sinensis have an average CW of 23.2 ± 2.5 mm, range 15.3 – 30.2
mm (n=216).

Ovigerous females of H. formosensis have an average CW of

22.1± 3.2 mm, range 14.7 – 28.2 mm (n=99).

Ovigerous females of C. rugousu

have an average SL of 6.3 ± 1.2 mm, range 10.0 – 19.8 mm (n=47).

Two

species, Epigrapsus politus and Sesarmops imperator are new records for
Taijiang National Park.

Thus, a total of 30 species representing 6 families,

including 5 species Gecarcinidae; 2 species Grapsidae; 13 species Sesarmidae; 3
VII

Abstract

species Ocypodidae; 3 species Varunidae and 4 species Coenobitidae, are
recorded at Taijiang National Park during the survey period in 2020 and
2021. The site of highest land crab biodiversity in the park is at Qingcaolun
coastal fores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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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主旨
(一)、緣起
陸蟹在紅樹林、島嶼海岸及大陸地區海岸等三大類熱帶海岸生態系統具
有豐富的種類與數量，並且扮演關鍵的重要角色。台江國家公園位處熱帶地
區，屬於濕地型國家公園，具有不同類型海岸、河口濕地及大面積之紅樹林
環境，範圍內具有豐富的陸蟹資源，然而其中棲息在潮上帶的陸蟹因多數以
夜行性為主，相對易遭忽視，相關研究調查均較為缺乏。研究團隊於 2020
年針對園區內潮上帶陸蟹的種類、分布、微棲地環境特性及繁殖季節完成調
查，本年度的後續擴充計畫中則將進行優勢陸蟹的釋幼時機、抱卵雌蟹族群
數量與體型結構及行為習性調查，另外評估園區內陸蟹生存的可能威脅，以
徹底瞭解台江國家公園陸蟹資源狀況及生態習性，做為陸蟹資源經營管理及
解說教育之基礎資料。

(二)、工作項目
根據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針對此計畫案提出之委託辦理工作項目，受委
託單位必須在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間內完成下列的工作項目:
（一）調查台江國家公園優勢潮上帶陸蟹的釋幼時機。
（二）調查台江國家公園優勢潮上帶陸蟹抱卵雌蟹的族群數量與體型
結構。
（三）調查台江國家公園潮上帶陸蟹的行為習性。
（四）評估台江國家公園陸蟹生存的可能威脅，提出改善策略或經營
管理建議。
(五) 將計畫成果資料轉化為陸蟹保育宣導及解說教育之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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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目標
建立台江國家公園優勢潮上帶陸蟹的釋幼時機、抱卵雌蟹族群數量與
體型結構、行為習性等基礎生態資料，透過 2 年調查資料及相關文獻，評估
台江國家公園陸蟹生存的可能威脅，提出改善策略或經營管理建議，並轉化
計畫成果資料為陸蟹保育宣導及解說教育之素材，以提供台江國家公園管理
處經營管理及解說教育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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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主題背景及有關文獻之檢討
(一)、陸蟹的定義及生態特性
本計畫調查的對象為棲息在海岸高潮線以上陸域的陸蟹，簡稱為「潮上
帶陸蟹」(圖 1)。廣義的陸蟹定義涵蓋所有能在水外維持一定活力的蟹類
(Burggren & McMahon, 1988)，依此定義含括的蟹類種類繁多，幾乎所有棲
息於潮間帶、溪流及陸地上的蟹類都可列入，也包含生活在潮間帶與陸地上
的寄居蟹類。不同的陸蟹物種有不同的陸生適應程度。Hartnoll (1988)將陸
蟹的陸生適應程度分為 T1 至 T5 等 5 個等級，T1 是僅能夠短暫離水的淡水蟹
類與潮間帶蟹類；T2 主要是退潮後在潮間帶水外地表活動的物種；T3 是棲
息在高潮帶以上海岸地區或內陸淡水環境水外的物種，仍需頻繁接觸水體補
充水分；T4 是棲息在高潮帶以上海岸地區或內陸淡水環境水外的物種，已
經不需要頻繁接觸水體補充水分，但必須返回大海釋放幼體；T5 則是棲息
在高潮帶以上海岸地區或內陸淡水環境水外的物種，已經不需要頻繁接觸水
體補充水分，且不需要返回大海釋放幼體，可在內陸的淡水環境中完成繁殖。
Hartnoll 在 1988 年的 T1 至 T5 陸生適應分類系統雖然簡單明瞭，但由於自然
界本身的複雜性，許多蟹類的分布同時涵蓋亞潮帶及低潮帶，亦有許多蟹類
的分布也同時涵蓋高潮帶及潮上帶，因此還是很難將所有陸蟹的陸生適應等
級清楚描述，所以並沒有被廣泛地採用。基本上，本研究計畫調查的對象為
Hartnoll 陸生適應等級 T3、T4 及 T5 的陸蟹，但根據 2020 年的調查結果顯示，
台江國家公園園區範圍內中並無 T5 等級之陸蟹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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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海岸地區陸蟹分布示意圖。潮上帶陸蟹是指棲息在海岸高潮線以上陸
域環境的陸蟹。

陸蟹在蟹類中所佔的比例雖然不高，但由於陸蟹是提供研究生物從水
生環境演化到陸地生活的絕佳題材(Burggren & McMahon, 1988)，許多大型
陸蟹是熱帶地區居民重要的蛋白質及經濟來源(Wolcott, 1988)，而陸蟹在許
多熱帶島嶼具有龐大的族群，例如澳洲聖誕島的大型紅色陸蟹―紅地蟹
(Gecarcoidea natalis)，在一百三十五平方公里的小島上具有一億二千萬隻的
龐大族群(Hicks, 1985)，因此吸引許多生物學家進行相關的研究。陸蟹在其
所生存的生態體系扮演多重的生態角色，除了在食物鏈中扮演各種不同階層
消費者的角色外，也同時扮演分解者的角色(Wolcott, 1988)。而近年的研究
結論認為陸蟹藉由大量取食植物種子、小苗的方式，在紅樹林(mangrove)、
島嶼海岸森林(island maritime forests)及大陸地區的海岸林(mainland coastal
terrestrial forests)等三大類熱帶海岸生態系統中扮演關鍵驅動者 (key drivers)
的角色，影響森林的組成，因此對此三種生態體系有關鍵性的影響(Lindquist
et al., 200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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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岸地區陸蟹的繁殖特性
許多陸蟹具有隱密的生活習性，在野外很難發現到其活動的情形，不
過藉由一般陸蟹的繁殖特性，可以有效率地找到生活習性隱密的物種，並進
一步評估其族群大小。在繁殖方面，絕大多數棲息在海岸地區的陸蟹(之後
簡稱為「海岸陸蟹」)與海洋蟹類相同，產下小而量多的卵，卵附著在雌蟹
腹部附肢剛毛上進行胚胎發育，最後孵化出浮游性的幼體(larvae)，幼體在
海洋中過浮游生活，經歷二至六次的脫殼後成為大眼幼體(megalopae)，之後
再脫殼成為一隻小螃蟹(Warner, 1977)。因為這些海岸陸蟹的抱卵雌蟹需要在
海水中釋放孵化的幼體(Adiyodi, 1988)，這種特性使得有些陸蟹在繁殖季時
產生集體的遷移行為，如紅地蟹(Hicks, 1985)；或抱卵雌蟹於特定時間集體
至海邊釋放幼體，如紫地蟹(Gecarcoidea lalandii)(Liu & Jeng, 2007)、關氏圓
軸蟹及扁平地蟹(Gecarcinus planatus) (Adiyodi, 1988)。這些海岸陸蟹的幼體
在海洋中過浮游生活，脫殼成長到大眼幼體或幼蟹階段時，再登陸返回陸地
生活，海岸陸蟹這樣的抱卵降海釋幼行為特性提供了一個極佳的陸蟹族群監
控機會。只要能瞭解陸蟹的繁殖季節及幼體釋放時機，將可以有效監測這些
平時生活習性隱密物種的族群數量，有效進行物種調查及族群數量評估。

海岸地區陸蟹的繁殖會受到週期性環境因子的影響，這些環境因子包括
年週期、月亮的盈虧週期、潮汐週期及潮汐振幅週期等，大多數的蟹類會在
大潮期間的高平潮期間進行幼蟲釋放(Morgan, 1995)。捕食浮游動物的魚類
是形塑陸蟹釋幼時機的最關鍵生物因子(Morgan and Christy, 1994 & 1995 )。
陸蟹的釋幼調查主要是要了解陸蟹抱卵雌蟹釋放幼蟲的確切時間，進而探討
與週期性環境因子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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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陸蟹的分類
陸蟹在分類上包括在水外具有活動能力的異尾類(Anomura)及短尾類
(Brachyura)，在 Bowman & Abele (1982)的分類系統中，包括異尾類的陸寄
居蟹科(Coenobitidae)、活額寄居蟹科(Diogenidae)及瓷蟹科(Porcellanidae)；
短尾類的梭子蟹科(Portunidae)、扇蟹科(Xanthidae)、地蟹科(Gecarcinidae)、
方蟹科(Grapsidae)、和尚蟹科(Mictyridae)、沙蟹科(Ocypodidae)與溪蟹總科
(Potamoidea，包含 11 個科)中的物種，其中以陸寄居蟹科、地蟹科、方蟹科、
沙蟹科及溪蟹總科中的物種具有最佳的陸地生活適應能力(Hartnoll, 1988)。

陸蟹的分類在近年有很大的變化，除了新種的大量增加外，在科(Family)
及屬(Genus)的分類層級都有很大的改變。在 Bowman & Abele (1982)的分類
系統中，短尾類有 20 總科(Superfamily)、47 科(Family)。但在 Ng et. al. (2008)
的分類系統中產生極大的改變，現存的短尾類變成 38 總科、93 科。許多陸
蟹在「屬」的分類階層亦有很大的變化，例如 Ng & Guinot (2001)將地蟹科
的圓盤蟹屬(Discoplax)從圓軸蟹屬(Cardisoma)中復活；Guinot et al. (2018)
又從圓盤蟹屬(Discoplax)中分出新屬―特氏蟹屬(Tuerkayana)。而ㄧ般人所
熟悉的招潮蟹屬(Uca)蟹類，也再度被分為 11 個屬，分屬 2 個不同的亞科(Shih
et al., 2016)。

陸蟹新種的增加速率在近年更是十分迅速。以陸蟹中最有代表性的地
蟹科(Gecarcinidae)陸蟹為例，在 Hartnoll (1988) 的文獻中列有 4 屬 17 種，
Ng et al. (2008)的文獻中則列出 6 屬 20 種，近年又陸續發表 7 種新種。目前
的陸蟹新種大多數是從舊有的種類再細分出來，例如聖誕島的藍天圓盤蟹
(Discoplax celeste )(Ng & Davie, 2012)與東印度洋的巨大圓盤蟹(Discoplax
magna) (Ng & Shih, 2014)都是從原本的毛足圓軸蟹(Cardisoma hirtipe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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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plax hirtipes (in Ng & Guinot, 2001) = Tuerkayana hirtipes (in Guinot
et al., 2018))分出的新種。相手蟹科的陸蟹新種在近年的增加速率更是驚人，
例如樹棲性的蟹類圓形腫鬚蟹(Labuanium rotundatum)在 10 年間從 1 種變成
5 種。圓額螳臂蟹(Chiromantes obtusifrons)在 2013 年也是從 1 種分為 5 種，
其中臺灣更是同時產生寬足螳臂蟹(C. eurymerus) 及細足螳臂蟹(C.
leptomerus)兩種共域的新種( Davie & Ng, 2013)。擬相手蟹屬的 Parasesarma
leptosoma 更是從 1 種分為 9 種，臺灣有其中的老猴擬相手蟹(P. macaco)及
古氏擬相手蟹(P. kui)兩種新種(Li et al., 2018)，而這兩種陸蟹在 2020 年又被
改隸屬瘦相手蟹屬(Shahdadi et al, 2020)。陸蟹的新科、新屬與新種的大量產
生，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分子生物學的 DNA 定序資訊被引進應用在分類
學上，另一原因則是分類標準的改變。

(四)、臺灣的陸蟹研究
目前臺灣的陸蟹相關研究發達，不輸給世界上其它地區，擁有相對豐
富的基礎研究資料。臺灣蟹類最早有系統地進行研究是在日治時期，之後則
中斷多年，一直到三十多年前才展開較多的研究，尤其是在分類學方面。
Ng et al. (2001)發表的「臺灣產短尾類蟹類之註解名錄(甲殼類:十足目)」記
錄臺灣產蟹類 36 科 548 種，其中較具代表性的陸蟹種類包括：地蟹科 5 種、
方蟹科 61 種、沙蟹科 32 種、和尚蟹科 1 種、溪蟹科 33 種。16 年後，Ng et
al. (2017)再發表「臺灣產短尾類蟹類(甲殼類:十足目)之註解名錄增訂版」記
錄臺灣產蟹類 74 科 800 種，在新的分類體系下，較具代表性的陸蟹種類包
括：地蟹科 6 種、方蟹科 17 種、相手蟹科 37 種、弓蟹科 34 種、沙蟹科 19
種、大眼蟹科 15 種、毛帶蟹科 9 種、和尚蟹科 1 種、溪蟹科 42 種，9 個科
的螃蟹物種數總共有 180 種，佔臺灣蟹類種數的 22.5%。其中棲息在高潮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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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海岸陸蟹物種主要都分布在陸寄居蟹科、地蟹科、方蟹科、相手蟹科、
沙蟹科及弓蟹科。

近年臺灣海岸陸蟹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恆春半島，尤其是在墾丁國
家公園的範圍。自 1996 年起，16 種新種及 19 種新紀錄種的潮上帶陸蟹被
陸續發表。新種陸蟹的名稱及發表文獻如表 1，新紀錄種陸蟹的名稱及發表
文獻如表 2。最近幾年臺灣新種及新紀錄種大量增加的原因有三：一是有多
位學者的用心投入研究；二是氣候變遷後熱帶蟹種有往北擴散分布的情況；
三 是 分 類 學 的 研 究 領 域 拓 展 到 擬 相 手 蟹 (Parasesarma) 、 螳 臂 蟹 屬
(Chiromantes)等過去分類研究尚未清楚的陸蟹。除了分類學方面的研究外，
另外也有多篇研究報告及碩士論文針對臺灣海岸的陸蟹進行相關研究，包括
幼體形態、繁殖生態、路殺等項目，大幅增加臺灣陸蟹研究範疇的廣度。

(五)、台江國家公園的陸蟹研究
台江國家公園位於臺灣本島西南部，範圍涵蓋陸域及海域兩大區塊，
是我國第 8 座國家公園，國家公園管理處於 2009 年 12 月 28 日正式揭牌成
立(林俊全, 2010)。台江國家公園全區面積在第一次通盤檢討後變更為
40,731.31 公頃，包括陸域 5,090.21 公頃、海域 35,641.10 公頃(內政部, 2018)。
台江國家公園成立至今，尚未針對國家公園範圍內的陸蟹進行較全面性的調
查，但台江國家公園記錄過的海岸螃蟹種類多樣性在臺灣西海岸各地區高居
第一位(陳昭倫, 2019)。內政部(2009)的台江國家公園計畫核定本記錄台江地
區的蟹類 49 種。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在 2013 年出版的「蝦蟹寶貝-台江蝦
蟹螺貝類圖鑑」一書中介紹台江國家公園地區棲息的蟹類 16 科 57 種及 3
種陸寄居蟹，其中棲息在潮上帶的陸蟹有 18 種，包括沙蟹科 2 種、相手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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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7 種、弓蟹科 3 種、地蟹科 3 種及陸寄居蟹 3 種(李榮祥等, 2013)。莊陽
德等人(2017)執行「雲嘉南區環境教育區域中心設置專案工作計畫」時於 6
月至 11 月期間在青草崙地區進行護蟹活動，記錄陸蟹 15 種，包括肥胖後相
手蟹(Metasesarma obesum)及格雷陸方蟹(Geograpsus grayi)兩種台江國家公
園新紀錄種陸蟹。邱郁文&黃大駿(2018)在台江國家公園曾文溪口、四草、
七股鹽田及鹽水溪口等四個重要濕地(國際級、國家級)進行基礎調查，記錄
蟹類 13 科 45 種，其中潮上帶的陸蟹有 19 種。2018 年 8 月時有林投蟹
(Scandarma lintou)幼蟹在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內被發現(郭暐媺，個人通訊)。
而曾文溪口南岸的城西里海岸防風林下更有龐大的兇狠圓軸蟹族群，每年有
超過 4500 隻抱卵雌蟹進行降海釋幼的遷徙(黃光瀛等, 2017)，是臺灣目前已
知的大型陸蟹最大族群。

本研究團隊 2020 年的「台江國家公園陸蟹生態調查」共記錄潮上帶陸
蟹 6 科 27 種，包括地蟹科（Gecarcinidae）4 種、方蟹科（Grapsidae）1 種、
相手蟹科（Sesarmidae）12 種、沙蟹科（Ocypodidae）3 種、弓蟹科 (Varunidae)
3 種及陸寄居蟹科（Coenobitidae）4 種，其中毛足陸方蟹(Geograpsus crinipes)
及平掌沙蟹(Ocypode cordimana)這 2 種為首次在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內記錄到
的新紀錄種類。優勢種類為兇狠圓軸蟹(Cardisoma carnifex)、角眼沙蟹(O.
ceratophthalmus)、中華沙蟹(O. sinensis)、雙齒擬相手蟹(Parasesarma bidens)、
臺灣厚蟹(Helice formosensis)及灰白陸寄居蟹(Coenobita rugosus)等 6 種(劉
烘昌, 2020)。綜合各次調查研究發現，台江國家公園近年調查記錄過之潮上
帶陸蟹累計達 30 種。

研究團隊 2020 年的「台江國家公園陸蟹生態調查」的調查結果顯示: 曾
文溪南岸青草崙地區的夢幻湖及其周邊海岸林範圍(圖 2)是台江國家公園最
重要的陸蟹熱點。此區域面積大小約 0.5 平方公里，記錄到的潮上帶陸蟹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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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種，佔國家公園全區種類的 85.2%，是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內潮上帶陸蟹
物種多樣性最高的地區。而最關鍵因素是，這裡的兇狠圓軸蟹族群不僅僅是
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內的最大族群，也是臺灣的最大族群。除此之外，這裡也
是毛足圓軸蟹、紫地蟹、橙螯隱蟹與奧氏後相手蟹在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內的
最大族群所在地。而此陸蟹熱點的週遭地區也是台江國家公園陸蟹相對豐富
之區域，國家公園範圍內之灰白陸寄居蟹及凹足陸寄居蟹的最大族群所在地
均在此區域。由於是優勢陸蟹的主要族群分布地，因此曾文溪南岸的青草崙
地區海岸會成為 2021 年陸蟹釋幼調查的最主要研究區域。

研究團隊 2020 年台江國家公園的陸蟹繁殖調查結果顯示不同種類陸蟹
的繁殖季開始時間、結束時間及繁殖季長度有很大的差異(表 3)，棲息在高
潮帶附近的種類，例如角眼沙蟹、雙齒擬相手蟹、神妙擬相手蟹、三櫛擬相
手蟹等在雨季開始時即進行繁殖，雨季開始後繁殖的陸蟹種類明顯增加，8
月記錄到的繁殖陸蟹種類達到最高的 16 種，9 月下旬進入乾季後才開始繁
殖的種類則有橙螯隱蟹與臺灣厚蟹(劉烘昌, 2020)。台江國家公園陸蟹的繁
殖季節差異顯示除了環境因子影響陸蟹繁殖外，陸蟹本身的生理特性也影響
其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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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灣近年發表的海岸潮上帶陸蟹新種一覽表
陸蟹種類

發表之文獻

1

林投蟹（Scandarma lintou)

Schubart et al., 2003

2

樹蟹(Labuanium scandens)

3

紅指陸相手蟹(Geosesarma hednon)

4

美麗岩相手蟹(Lithoselatium pulchrum)

5

霍氏擬相手蟹(Parasesarma liho)

6

寬足螳臂蟹(Chiromantes eurymerus)

Davie & Ng, 2013

7

細足螳臂蟹(Chiromantes leptomerus)

Davie & Ng, 2013

8

珊瑚擬相手蟹(Parasesarma corallicum)註 2

Ng et al., 2016

9

老猴擬相手蟹(Parasesarma macaco)

10

古氏擬相手蟹(Parasesarma kui)

11

金額擬相手蟹(Parasesarma aurifrons)

12

血螯擬相手蟹(Parasesaema sanguimanus)

13

寶石擬相手蟹(Parasesaema gemmatum)註 2

14

延遲仿相手蟹(Sesarmops mora)

15

寬腹針肢蟹(Bresedium eurypleon)註 2

16

帝王仿相手蟹(Sesarmops imperator)

註1

Ng & Liu, 2003
Ng et al., 2004
註2

Schubart et al., 2009

註3

Koller et al., 2010

註2註3

Li et al., 2018

註2註3

Li et al., 2018
註2註3

註4

註2

Li et al., 2019b
Li et al., 2019b
Li et al., 2019b
Li et al, 2020
Li et al, 2020

註4

Ng et al, 2020

註 1: Naruse & Ng (2020)將本種更換屬名，新學名為 Circulium scandens。
註 2: 這些陸蟹的棲地主要在高潮帶附近，但會在高潮線上方活動。
註 3: Shahdadi et al. (2020)將這些擬相手蟹改隸屬為 Leptarma(瘦相手蟹屬)。
註 4: 這兩種仿相手蟹主要棲息在淡水環境週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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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臺灣近年發表的海岸潮上帶陸蟹新紀錄種一覽表
陸蟹種類

發表之文獻

1

霍氏新脹蟹（Neosarmatium fourmanoiri）註 1

Ng et al., 1996

2

印度新脹蟹（Neosarmatium indicum）註 1

Ng et al., 1996

3

細點新脹蟹（Neosarmatium punctatum）

Ng et al., 1996

4

圓額新脹蟹（Neosarmatium rotundifrons）

Ng et al., 1996

5

橙螯隱蟹(Epigrapsus notatus)

Ng et al., 1998

6

斯氏相手蟹(Stelgistra stormi)

Ng & Liu, 1999

7

斯氏新脹蟹(Neosarmatium smithi)

8

印度刁曼蟹(Tiomanium indicum)

9

光滑新脹蟹(Neosarmatium laeve)

10

短足針肢蟹(Bresedium brevipes)

11

庫氏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kuekenthali)

12

闊額大額蟹(Metopograpsus latifrons)

13

紫陸寄居蟹(Coenobita purpureus)

Hsu & Soong, 2017

14

巴氏泥毛蟹(Clistocoeloma bablasae)註 1

Li et al., 2019a

15

藍氏擬相手蟹(Parasesarma lenzii)

Li et al., 2019b

16

大衛擬厚蟹(Parahelice daviei)

17

毛緣擬厚蟹(Parahelice pilimana)

18

披毛擬厚蟹(Parahelice pilosa)

19

民答那峨仿相手蟹(Sesarmops mindanaoensis)

註1

Naruse et al., 2006
李政璋&邱郁文, 2013

註1

Li & Shih, 2014

註1

Li, 2014
註1

李政璋, 2015

註1

李政璋, 2016

註1

Shih et al, 2020
註1

Shih et al, 2020

註1

Shih et al, 2020
註2

Li et al, 2020

註 1: 這些陸蟹的棲地主要在高潮帶附近，但會在高潮線上方活動。
註 2: 這種仿相手蟹主要棲息在淡水環境。

12

台江國家公園陸蟹生態調查

表 3 台江國家公園潮上帶陸蟹於 2020 年的繁殖狀況表
種類

記錄到之抱卵及釋幼雌蟹數量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 月 10 月 11 月 總數量

150

840

528

191

18

毛足圓軸蟹

1

3

橙螯隱蟹

2

108

1

3

1

奧氏後相手蟹

16

7

1

肥胖後相手蟹

2

兇狠圓軸蟹*

2

紫地蟹

近親擬相手蟹
雙齒擬相手蟹*

1

1

神妙擬相手蟹

1

1

1

1

2

1

2

2

11

7

5

5

2

1
2

三櫛擬相手蟹

11

7
2

7
1

26
1

1

1

2

1

1

3

1

中華沙蟹*

2

1

1

2

5

1

1

10
12

1

隆背張口蟹

1
1

臺灣厚蟹*
7

5

5

18
44

5

11

13

12

3

灰白陸寄居蟹*

1

5

1

1

1

6

2

12

16

藍紫陸寄居蟹

8

1

1

凹足陸寄居蟹

4

15
4

2

2

26

1

1

短腕陸寄居蟹

121

3

角眼沙蟹*

種類數目

4

1
1

印度刁曼蟹

1728

2

2
2

老猴擬相手蟹

1

8

註: 陸蟹名稱右上角有"*"符號表示該種陸蟹為優勢陸蟹。

(本表引用自劉烘昌, 2020 之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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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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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台江國家公園的潮上帶陸蟹熱點範圍圖。此陸蟹熱點位於 T3 地區曾文
溪南岸的夢幻湖及其周邊海岸林，面積約 0.5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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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調查項目與方法
第一節 陸蟹的釋幼調查
(一)、調查種類
本年度的陸蟹釋幼研究主要調查物種為棲息在高潮線以上的6種陸蟹，
包括優勢種陸蟹-兇狠圓軸蟹(Cardisoma carnifex)、中華沙蟹(Ocypode
sinensis)、臺灣厚蟹(Helice formosensis)、灰白陸寄居蟹(Coenobita rugosus)
等4種及橙螯隱蟹(Epigrapsus notatus)與凹足陸寄居蟹(C. cavipes)(圖3)。根據
2020年的「台江國家公園陸蟹生態調查」結果顯示，兇狠圓軸蟹為台江國家
公園最有代表性的潮上帶陸蟹，也是臺灣的兇狠圓軸蟹最大族群，因此研究
團隊會投入最大的研究能量進行其釋幼相關研究。

角眼沙蟹(O. ceratophthalmus)與雙齒擬相手蟹(Parasesarma bidens) 這
兩種優勢種陸蟹將不進行釋幼研究，研究團隊以橙螯隱蟹及凹足陸寄居蟹的
釋幼研究取代之。由於角眼沙蟹與雙齒擬相手蟹這兩種優勢陸蟹主要棲息在
高潮線附近，根據研究團隊多年的陸蟹釋幼研究經驗及2020年在台江國家公
園的調查結果顯示，這兩種優勢種陸蟹的抱卵雌蟹不易發現，2020年的台江
國家公園陸蟹調查僅記錄角眼沙蟹抱卵雌蟹10隻及雙齒擬相手蟹抱卵雌蟹
26隻，進行其釋幼研究很難取得具有意義的數據，研究團隊以進行橙螯隱蟹
及凹足陸寄居蟹的釋幼調查來彌補。在2020年的台江國家公園陸蟹生態調查
期間，橙螯隱蟹共記錄121隻的抱卵雌蟹釋幼，凹足陸寄居蟹雖然記錄44隻
的抱卵雌蟹釋幼，但因2020年時並無針對凹足陸寄居蟹進行較長時間的降海
釋幼雌蟹數量調查，其雌蟹族群數量有大幅增加的潛力。因此，研究橙螯隱
蟹及凹足陸寄居蟹的釋幼研究可以蒐集到更為豐富有趣的潮上帶陸蟹釋幼
生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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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兇狠圓軸蟹

(2)、中華沙蟹

(3)、臺灣厚蟹

(4)、灰白陸寄居蟹

(5)、橙螯隱蟹

(6)、凹足陸寄居蟹

圖 3 台江國家公園釋幼調查的潮上帶陸蟹生態照片: (1)、兇狠圓軸蟹
(Cardisoma carnifex)；(2)、中華沙蟹(Ocypode sinensis)；(3)、臺灣厚
蟹(Helice formosensis)；(4)、灰白陸寄居蟹(Coenobita rugosus)；(5)、
橙螯隱蟹(Epigrapsus notatus)；(6)、凹足陸寄居蟹(Coenobita cavip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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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樣區位置
潮上帶陸蟹的五個釋幼調查樣區主要分布在曾文溪的南岸及青草崙海
岸林外側的海岸，僅臺灣厚蟹的調查樣區位在台17省道的鹽水溪橋下河段。
這五個樣區位置均為研究團隊在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及周緣地區調查到這些
陸蟹族群數量最為豐富區域(劉烘昌, 2020；圖7C、圖11、圖29C、圖35C及
圖39)。要獲得陸蟹釋幼時機的完整調查數據以在固定樣區進行為佳，而調
查到的結果也適用於整個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因此研究團隊僅在此五個樣區
進行陸蟹釋幼時機的研究。除了臺灣厚蟹的調查樣區，其它四個調查樣區基
本上為水域與陸域交接處或海岸附近的狹長地帶，調查期間人員反覆在樣區
來回巡視觀察記錄棲息在樣區內陸範圍的陸蟹釋幼情況，統計每一小時、每
一天及整個調查期間的降海釋幼抱卵雌蟹數量，並測量其體型大小。中華沙
蟹及凹足陸寄居蟹兩物種具有相同的調查樣區(D樣區)，調查時可同時進行
兩種陸蟹的釋幼調查。各陸蟹的調查樣區長度及樣區兩端的G.P.S.座標及現
場環境照片詳如表4，調查樣區的位置分布如圖4A及4B，現場環境照片如圖
4C。

樣區A及D是位於海岸潮間帶的位置，調查樣區的寬度為潮間帶的低潮
線至高潮線的範圍，寬度約20公尺，但實際調查時可調查的範圍依潮水高低
而定，乾潮時調查範圍較大，滿潮時則僅侷限在高潮線附近範圍。樣區B及
C則是位於青草崙防汛堤防及道路，調查樣區的寬度為海岸林邊緣至海岸消
波塊間的範圍，寬度不一，介於20-30公尺，但調查的對象是棲息於此區域
內陸區域所有需要降海釋幼的雌蟹個體。臺灣厚蟹的調查樣區E則為位在台
17省道的鹽水溪橋下河段南岸之長100公尺、寬40公尺泥灘地，此4000平方
公尺範圍棲息著族群數量豐富的臺灣厚蟹，不過E樣區並非位於台江國家公
園園區內，而是在緊鄰台江國家公園的東南周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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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台江國家公園 2021 年潮上帶陸蟹降海釋幼調查樣區位置表
陸蟹種類

調查樣區兩端位置的 G.P.S.座標

樣區長度(m)

1.

兇狠圓軸蟹

1400 m

N23° 02' 44.95" , E120° 04' 10.45" –
N23° 02' 20.02" , E120° 04' 33.10"

2.

中華沙蟹

1000 m

N23° 01' 57.29" , E120° 05' 10.83" –
N23° 01' 39.79" , E120° 05' 40.38"

3.

臺灣厚蟹

100 m x
40 m 註

4.

灰白陸寄居蟹

850 m

N23° 03' 13.16" , E120° 04' 22.50" –
N23° 02' 47.87" , E120° 04' 12.68"

5.

橙螯隱蟹

950 m

N23° 02' 32.19" , E120° 04' 02.32" –
N23° 02' 20.02" , E120° 04' 33.10"

6.

凹足陸寄居蟹

1000 m

N23° 01' 57.29" , E120° 05' 10.83" –
N23° 01' 39.79" , E120° 05' 40.38"

N23° 00' 47.54" , E120° 10' 59.66" –
N23° 00' 45.10" , E120° 11' 01.80"

註: 臺灣厚蟹的調查範圍為一長 100 公尺、寬 40 公尺，面積 4000 平方公尺的鹽水溪河畔
含括高潮帶及潮上帶範圍的泥灘地，棲息著族群數量豐富的臺灣厚蟹，是研究團隊在台
江國家公園範圍邊緣發現最適合進行臺灣厚蟹釋幼時機研究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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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A 台江國家公園陸蟹釋幼調查的樣區位置分布圖: A、灰白陸寄居蟹釋幼
調查樣區；B、兇狠圓軸蟹釋幼調查樣區；C、橙螯隱蟹釋幼調查樣
區；D、中華沙蟹與凹足陸寄居蟹釋幼調查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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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B 台江國家公園陸蟹釋幼調查的樣區位置分布圖: E、臺灣厚蟹釋幼調查
樣區，位於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外的東南周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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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樣區

(2)、B 樣區

(3)、C 樣區

(4)、D 樣區

(5)、E 樣區

圖 4C 台江國家公園陸蟹釋幼調查樣區的現場照片: (1)、A 樣區:灰白陸寄居
蟹調查樣區；(2)、B 樣區:兇狠圓軸蟹調查樣區；(3)、C 樣區:橙螯隱
蟹調查樣區；(4)、D 樣區:中華沙蟹及凹足陸寄居蟹調查樣區；(5)、E
樣區:臺灣厚蟹調查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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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時間
台江國家公園6種潮上帶陸蟹的原預定釋幼調查日期及調查天數詳如表
5A。受限於調查人力，各種陸蟹調查的月份主要為其繁殖高峰期，無法涵
蓋每一種陸蟹的整個繁殖季。每一種陸蟹的釋幼調查日期是根據2020年的台
江國家公園陸蟹繁殖相關調查結果及這些陸蟹過去的繁殖釋幼相關研究報
告所訂定。原本排定的陸蟹釋幼調查總天數為171天次，最後實際執行釋幼
調查283天次(表5B)。部分日期研究團隊須同時在兩個不同樣區進行不同種
類陸蟹的釋幼調查。每日的調查時間始於有陸蟹抱卵雌蟹開始釋幼時，當晚
全部抱卵雌蟹完成釋幼後結束調查工作。
配合臺灣農曆的使用習慣，研究團隊在陸蟹降海釋幼日期中描述的:「新
「滿月」指的是農曆 15。此新月與滿月的使用方式
月」指的是農曆的初 1，
與天文學上的「新月」與「滿月」不同。

表 5A 台江國家公園 2021 年潮上帶陸蟹降海釋幼調查之預計調查月份及農
曆日期表
預計
釋幼調查
釋幼調查
陸蟹種類
調查
備註
月份(國曆)
日期(農曆)
天數
1. 兇狠圓軸蟹

6-9 月

1-7 & 15-21

49 天

6 月的下旬開始
調查

2. 中華沙蟹

5-6 月

4/1-29

29 天

國曆 5/12 日至 6/9
日期間調查

28 天

農曆年假期間
不進行調查

3. 臺灣厚蟹

1-4 月

4. 灰白陸寄居蟹

5-6 月

5. 橙螯隱蟹

9-10 月

6. 凹足陸寄居蟹

5-8 月

12/ 14-19, 1/14
-19, 2/1-5, 2/14
-19, 3/1-5
4/1-5, 4/15-19
& 5/1-5
8/17-21 &
9/17-21
1-5 & 15-19
22

15 天
10 天
4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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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B 台江國家公園 2021 年潮上帶陸蟹降海釋幼調查之實際調查月份及農
曆日期表
實際調查
實際釋幼調查
實際
陸蟹種類
調查天數
月份(國曆)
日期(國曆)
1. 兇狠圓軸蟹

6-9 月

2. 中華沙蟹

5-8 月

3. 臺灣厚蟹

1-4 月
11-12 月

4. 灰白陸寄居蟹

5-6 月

5. 橙螯隱蟹

9-11 月

6. 凹足陸寄居蟹

5-9 月

6/24-30, 7/10-8/14, 8/22-28;
9/7-13 & 9/21-27
5/12-6/4, 6/7-18, 6/24-30,
7/10-17, 7/24-31, 8/1,
8/8-12, 8/22-27
12/31-1/1, 1/12-13, 1/25-2/2,
2/25-3/1, 3/13-16, 3/26-31,
4/12-15, 11/5-8, 11/18-20,
12/3-7,
5/12-16, 5/26-31 & 6/10-14
9/23-29, 10/22-28 &
11/22-25
5/12-6/4, 6/7-14, 6/17-18,
6/24-30, 7/10-17, 7/24-31,
8/1, 8/8-12, 8/22-27 &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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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天
71 天

44 天
16 天
18 天
7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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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陸蟹釋幼研究方法
進 行 陸 蟹 調 查 時，調 查 人 員 沿 著 調 查 樣 區 來 回 反 覆 巡 邏 尋 找 降
海 釋 幼 抱 卵 雌 蟹 。 遇到進行降海釋幼遷徙之抱卵雌蟹時，以奇異筆或油
漆筆在抱卵雌蟹背甲上寫上編號或記號標記，並測量其體型大小，兇狠圓軸
蟹、凹足陸寄居蟹、灰白陸寄居蟹及中華沙蟹等 4 種的抱卵雌蟹標記後在原
捕捉處釋放，臺灣厚蟹及橙螯隱蟹這 2 種抱卵雌蟹則在標記後分別集中放置
在裝有海水的水族箱內及網狀籃子進行其後續的釋幼觀察，在抱卵雌蟹釋幼
後記錄其完成釋幼的時間。初步進行兇狠圓軸蟹釋幼研究後，發現海岸消波
塊對其釋幼時機及行為有一定影響，因此後續的兇狠圓軸蟹釋幼時機研究是
在曾文溪水閘門口及附近消波塊較少的一個小範圍海岸進行，但其抱卵雌蟹
的調查仍然在整個 B 樣區範圍內進行，並且主要在海岸林邊緣至海岸堤防
間進行調查。臺灣厚蟹及橙螯隱蟹由於抱卵雌蟹的分布過於分散且釋放幼體
時間較長等因素，因此抱卵雌蟹必須集中一小範圍內釋放幼體才能得到較精
確的釋幼時間數據。臺灣厚蟹的釋幼樣區在離海距離約 5 公里的河口感潮帶，
潮水流動緩慢，因此其釋幼時機研究是在裝水的水族箱中進行。而在進行橙
螯隱蟹釋幼研究時，由於其釋幼環境會不斷地遭受波浪衝擊，考慮到波浪可
能對幼蟲釋放時機產生影響，抱卵雌蟹是放置在網狀籃子中，放置在海浪可
以不斷衝擊的潮間帶中進行釋幼時機研究。

調查人力配置以 500 公尺的樣區範圍配置 1 位調查人員為原則，故 A、
C、D 等 3 個樣區每次配置 2 位調查人員，B 樣區調查則配置 3 位調查人員，
E 樣區調查時則為 1 至 2 位調查人員。每一調查人員每天調查到的抱卵雌蟹
的體型、釋幼結束時間及釋幼時間長度等資訊記錄在調查記錄表(表 6)或依
調查人員習慣以相同格式記錄在其隨身電子裝置中，每日調查工作結束後再
將資料彙整於電腦檔案，供日後資料統計分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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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台江國家公園 2021 年潮上帶陸蟹釋幼調查記錄表

調查日期:

月

日

調查的農曆日期:

調查物種:
編號

頭胸甲寬註 (mm)

月

日

天氣:

調查者:
釋幼結束時間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註:陸寄居蟹物種則測量前盾長或大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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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幼時間長度

備註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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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陸蟹抱卵雌蟹的族群數量與體型結構調查
陸蟹抱卵雌蟹在捕捉後進行體型測量，短尾類的螃蟹直接測量其頭胸甲
最寬的部分。而異尾類的陸寄居蟹遇到危險時會全身縮入貝殼中，而縮入殼
中的陸寄居蟹若強行將身體拉出，很容易導致陸寄居蟹自割、腹部受傷或甚
至死亡，因此陸寄居蟹的體型測量採用兩種方式: 測量「前盾長」與測量「大
螯高」
。若陸寄居蟹的前盾長(頭部長度)能夠完全拉出殼外(腹部仍在殼內)，
則直接測量其「前盾長(頭部長度)」，若前盾長緊緊地縮在殼內，在避免造
成陸寄居蟹受到傷害的情況下，以測量大螯高之數據來替代前盾長數據。若
陸寄居蟹全身完全緊縮在其殼內無法測量，則放棄測量其體型數據。取得大
螯高數據的陸寄居蟹會透過陸寄居蟹前盾長與大螯高之比率關係換算求出
其前盾長數值，做為最後族群體型結構分析數據。而前盾長與大螯高之關係
換算會以超過30隻大小不同體型的雌蟹個體，分別測量其前盾長與大螯高，
來求得大螯高與前盾長之比例關係。
6種陸蟹的族群數量估計均僅限於調查樣區範圍，兇狠圓軸蟹、橙螯隱
蟹、臺灣厚蟹及凹足陸寄居蟹的調查時段涵蓋其主要繁殖季，因此以調查到
的降海釋幼雌蟹總數量為其族群數量。中華沙蟹及灰白陸寄居蟹的釋幼調查
月份較短，因此會在適宜的天候狀況下另外進行整個調查樣區範圍的陸蟹數
量調查，灰白陸寄居蟹以直接計算在樣區內出現的全部灰白陸寄居蟹總數為
族群總數。中華沙蟹則選擇10公尺海岸樣區數個，計算每一樣區內的中華沙
蟹新鮮洞穴數量，最後求得10公尺海岸的洞穴平均數量，再以此平均數據計
算求得樣區範圍的中華沙蟹族群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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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陸蟹行為習性調查
陸蟹的行為習性調查物種涵蓋棲息在五個釋幼調查樣區內的潮上帶陸
蟹物種。受限於調查人力與調查主要目標為陸蟹釋幼調查，調查範圍只能以
陸蟹釋幼調查樣區為主，調查的陸蟹物種亦以棲息在五個釋幼調查樣區範圍
的潮上帶陸蟹物種為限。調查人員在釋幼調查期間，在不影響釋幼調查的情
況下，一併進行各種潮上帶陸蟹的各種行為記錄。

第四節 陸蟹生存威脅調查
陸蟹所面臨的生存威脅是以 2020 年及 2021 年在台江國家公園調查期間
綜合所見到會影響陸蟹生存的各種情況，並根據研究團隊的陸蟹研究經驗，
提出解決的因應對策。

第五節 陸蟹保育宣導及解說教育之素材撰寫
除了繳交專業的成果報告外，成果報告的附錄將提供研究團隊在調查期
間所記錄到之陸蟹物種的通俗介紹內容，內容將偏重陸蟹有趣的行為習性介
紹，並搭配陸蟹的生態照片。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可決定是否出版此陸蟹通
俗介紹內容提供一般民眾認識陸蟹，也可做為國家公園管理處的陸蟹保育宣
導內容及輔導社區進行陸蟹生態旅遊活動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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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陸蟹的釋幼時機
一、 釋幼時機研究結果
2021 年的研究期間順利完成臺灣厚蟹、中華沙蟹、凹足陸寄居蟹、兇
狠圓軸蟹及橙螯隱蟹的釋幼時機研究，灰白陸寄居蟹亦依規定完成預定的釋
幼調查天數，但因其族群數量可能受到 2020 年 11 月初的閃電颱風及 2021
年 6 月初的彩雲颱風破壞其棲地的影響，導致調查到的釋幼數量很少。6 種
陸蟹抱卵雌蟹的釋幼時機研究結果依序說明如下:

(一)、臺灣厚蟹
臺灣厚蟹的釋幼呈現半月週期的變化，抱卵雌蟹在新月及滿月期間釋放
幼蟲。臺灣厚蟹在 1 月時有較大的降海釋幼數量，2、3 月時的降海釋幼雌
蟹數量明顯減少，4 月時則不再進行繁殖。由於 2020 年 12 月下旬及 2021
年 1 月中旬的月圓與新月期間，研究團隊仍在國家公園內四處尋找適宜的臺
灣厚蟹降海釋幼研究樣區，因此沒有固定在同一地點進行抱卵雌蟹的降海釋
幼研究，因此鹽水溪的研究樣區（E 樣區）都只有各進行兩天次的釋幼調查，
但反而是這兩個週期 4 天調查到的釋幼雌蟹達 46 隻，佔總調查釋幼雌蟹的
60.5%，而 1 月下旬至 4 月中旬的 5 個週期、28 天的調查僅記錄到 30 隻釋
幼雌蟹，僅佔 39.5%。單日最高釋幼雌蟹數量為 16 隻，發生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圖 5)。2021 年 11 月的新月及滿月期間研究團隊有再度前往 E 樣區
進行臺灣厚蟹釋幼研究，但 11/5-8 (農曆 10/1-4)及 11/18-20 (農曆 10/14-16)
的調查均未見到任何抱卵雌蟹，顯示臺灣厚蟹的釋幼尚未展開。12/3-7 (農
曆 10/29-11/4)新月期間的 5 天調查共記錄到 27 隻的抱卵雌蟹(其中以農曆初
2 記錄到 9 隻為最高)，顯示臺灣厚蟹的降海釋幼已經正式展開。不過，為
避免影響圖 5 數據解析度，11 及 12 月的釋幼調查結果並未加入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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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厚蟹抱卵雌蟹的釋幼時段發生在天黑後的 18:30 至隔天凌晨的
00:30 間的 7 個小時，釋幼時間十分分散，目前以 22:30 至 23:00 時段記
錄到的釋幼比率最高，但也僅有 22.1% (圖 6)。然而根據調查人員在調查現
場的每天研究紀錄結果顯示: 臺灣厚蟹每天有雌蟹進行釋幼的時間並不算
太長，通常還是在 2-3 小時的時間範圍即結束當晚的釋幼，並沒有在長達 7
個小時中持續有抱卵雌蟹進行釋幼。

將每隻抱卵雌蟹的釋幼結束時間與當天的滿潮時間進行分析比較，結果
顯示臺灣厚蟹的釋幼時間與潮汐有關，在滿潮前完成釋幼的雌蟹僅有 10.5%，
89.5%的雌蟹都是在滿潮後的 3 個小時內完成幼蟲釋放，所有雌蟹的釋幼時
段都集中在當日滿潮前後的 3.5 小時時段內，其中又有高達 75%的抱卵雌蟹
是在滿潮後 2 個小時期間完成釋幼工作(圖 7)。在完成釋幼所需的時間方面，
臺灣厚蟹抱卵雌蟹完成釋幼所需的時間較長，最短也需要 11 分鐘，最長為
60 分鐘，平均釋幼時間為 24.4 ± 12.9 分鐘 (n=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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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及2021年日期 (月/日)
圖 5 臺灣厚蟹(Helice formosensis)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至 4 月 15 日期間，
在鹽水溪樣區（E 樣區）抱卵雌蟹的每日釋幼數量分布圖(n=76)。調查
日期為 12/31-1/1；1/12-13；1/25-2/2；2/25-3/1；3/13-16；3/26-31 及 4/12-15，
共計 32 天。●對應位置代表新月日期；○對應位置代表滿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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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臺灣厚蟹(Helice formosensis)抱卵雌蟹釋幼時間分布圖(n=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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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臺灣厚蟹抱卵雌蟹釋幼時間與高平潮(滿潮)時間之關係圖(n=76)。
註: -0.5:代表高平潮前 0.5 小時至滿潮時段；0-0.5:代表高平潮時間至之後 0.5
小時；0.5-1:代表高平潮後 0.5 至 1 小時；1-1.5:代表高平潮 1 至 1.5 小時；1.5-2:
代表高平潮後 1.5 至 2 小時；2-2.5:代表高平潮後 2 至 2.5 小時；2.5-3: 代表高
平潮後 2.5 至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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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華沙蟹
中華沙蟹在繁殖季節期間幾乎每天都有抱卵雌蟹進行降海釋幼，沒有特
別的釋幼高峰，平均 1 天有 5 隻抱卵雌蟹降海釋幼，單日的最大釋幼雌蟹數
量為 17 隻(圖 8)。中華沙蟹抱卵雌蟹在颱風或強烈西南氣流等惡劣天候發生
後，降海釋幼抱卵雌蟹的數量會出現下降的趨勢，例如 6 月初彩雲颱風及之
後的西南氣流引發的風浪為海灘帶來大量的牡蠣殼、竹子及保麗龍塊等漂流
物，之後 6/7-13 的 7 天調查中有 4 天沒有記錄到釋幼個體，其餘 3 天也總
共只有記錄到 5 隻釋幼雌蟹，一直到 6/14 時才恢復到較高的釋幼數量。而 8
月 7 日在新竹-桃園一帶登陸的盧碧颱風，也讓青草崙地區海岸沙灘堆滿漂
流物，使得 8/8-12 的 5 天調查中有 3 天沒有抱卵雌蟹釋幼，另外兩天總共
也只有 5 隻抱卵雌蟹釋幼。

中華沙蟹的釋幼時段主要發生在天黑後的 19:00 至 22:00 間，其中以
19:30 至 20:00 時段的釋幼比率最高，達 46.6%，21:00 以後時段釋幼的雌蟹
只有 2.9% (圖 9)。調查期間每天見到的中華沙蟹釋幼都是發生在天黑後的相
近時段，沒有跟隨每天潮汐滿潮時間延遲 50 分鐘而變化，顯示中華沙蟹抱
卵雌蟹的釋幼時機是跟隨日夜週期變化，與潮汐週期沒有關聯。目前記錄到
中華沙蟹的最早釋幼時間為 19:02，最晚為 21:36。抱卵雌蟹在海灘完成釋幼
所需的時間變化很大，最短只有 3 秒，最長為 180 秒，平均時間為 30 ± 20 秒
(n=187)。釋幼時間長短似乎與海浪的強度有關，若海浪較大，抱卵雌蟹完
成釋幼所需的時間就會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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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中華沙蟹(Ocypode sinensis)於 2021 年 5 月 12 日至 8 月 27 日期間，在
青草崙 1 公里海灘（D 樣區）抱卵雌蟹的每日釋幼數量分布圖(n=357)。
調查日期為 5/12-6/4；6/7-18, 24-30；7/10-17, 24-31 及 8/1, 8-12, 22-27，
共計 71 天。其中 6/5-6 日是因為惡劣天候導致無法進行調查。●對應
位置代表新月日期；○對應位置代表滿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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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中華沙蟹(Ocypode sinensis)抱卵雌蟹釋幼時間分布圖(n=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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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凹足陸寄居蟹
凹足陸寄居蟹的釋幼呈半月週期，抱卵雌蟹在新月及滿月期間進行釋幼，
7 月期間有最大的釋幼雌蟹數量(837 隻)，佔全年釋幼雌蟹 73.4% (n=1141)，
單日最高釋幼雌蟹數量為 141 隻，發生在 7/14 (農曆 6/5) (圖 10)。5/12-16
連續 5 天新月期間釋幼調查並沒有記錄到任何釋幼個體，顯示凹足陸寄居蟹
的降海釋幼尚未開始。5/26-30 的滿月期間釋幼調查共記錄到降海釋幼雌蟹
76 隻，佔整個釋幼週期調查到釋幼雌蟹比例的 6.7%。6 月總共也只有 84 隻
雌蟹釋幼，佔 7.4%，其中新月期間的釋幼較不規律，在新月期過後又有出
現抱卵雌蟹釋幼的狀況。8 月總共有 142 隻雌蟹釋幼，佔 12.4%，其中滿月
期間的釋幼數量較大。而 9 月初的 2 天釋幼調查僅記錄到 2 隻釋幼雌蟹，顯
示其繁殖季即將結束。新月期間的釋幼雌蟹總數為 622 隻，滿月期間的釋幼
總數為 519 隻，二者數量差異不大。

凹足陸寄居蟹抱卵雌蟹的每日釋幼時間與潮汐的漲退高低沒有明顯關
係，每日釋幼時間集中在天黑後 19:30-21:30 的 2 個小時期間(佔 78.8%；
n=1051)，其中又以 20:00-20:30 期間進行釋幼的雌蟹比率最高，半小時期間
的釋幼比率佔 32.7% (圖 11)。記錄到的凹足陸寄居蟹最早釋幼時間為 19:00，
最晚釋幼時間為 22:45。

凹足陸寄居蟹的抱卵雌蟹在海灘釋幼的時間變化很大，最短只有 13 秒，
最長為 41 分鐘，平均時間為 14.1 ± 12.4 分鐘 (n=284)。釋幼時間長短與海
浪的強度有關，若海浪較大，抱卵雌蟹釋幼的時間就會較短，若海象平穩風
浪微弱，則抱卵雌蟹的釋幼時間就會明顯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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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凹足陸寄居蟹(Coenobita cavipes)於 2021 年 5 月 12 日至 9 月 8 日期間，
在青草崙 1 公里海灘（D 樣區）抱卵雌蟹的每日釋幼數量分布圖(n=1141)。
調查日期為 5/12-6/4；6/7-14, 17-18, 24-30；7/10-17, 24-31；8/1, 8-12,
22-27 及 9/7-8，共計 70 天。●對應位置代表新月日期；○對應位置代
表滿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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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凹足陸寄居蟹(Coenobita cavipes) 抱卵雌蟹釋幼時間分布圖
(n=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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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灰白陸寄居蟹
灰白陸寄居蟹抱卵的釋幼數量很少，15 天次的釋幼調查僅記錄 19 隻
雌蟹釋放幼蟲，釋幼的數量過少，無法做出明確的釋幼時機結論。5/12-16
連續 5 天新月期間釋幼調查並沒有記錄到任何釋幼個體，顯示灰白陸寄居
蟹的降海釋幼尚未開始。5/26-30 的滿月期間釋幼調查共記錄到降海釋幼
雌蟹 9 隻，6/10-30 的新月期間釋幼調查共記錄到降海釋幼雌蟹 10 隻，單
日最高釋幼雌蟹數量為 4 隻，分別發生在 5/28、5/30 及 6/11(農曆 4/17、
4/19 及 5/2)這三天(圖 12)。

灰白陸寄居蟹的釋幼時段較為分散，19:00-23:00 期間都有發生，其中
又以 20:00-21:00 期間釋幼比率最高，此 1 小時期間的釋幼比率佔 44.4% (圖
13)。不過，由於釋幼樣本數過少，無法確定其真正的釋幼高峰時段。灰白
陸寄居蟹抱卵雌蟹最早完成釋幼的時間為 19:12，而最晚完成釋幼的時間為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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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灰白陸寄居蟹(Coenobita rugosus)於 2021 年 5 月及 6 月期間，在曾文
溪河口 1 公里樣區（A 樣區）抱卵雌蟹的每日釋幼數量分布圖(n=19)。
調查日期為 5/12-16；5/26-31 及 6/10-14，共計 16 天。●對應位置代表
新月日期；○對應位置代表滿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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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灰白陸寄居蟹(Coenobita rugosus)抱卵雌蟹釋幼時間分布圖(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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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兇狠圓軸蟹
兇狠圓軸蟹的釋幼週期為半月週期，在滿月及新月期間各有一個釋幼週
期，每個釋幼週期持續約 7 天，釋幼高峰出現在滿月及新月後的第 2 天或第
3 天，7 個釋幼週期共記錄降海釋幼雌蟹 4237 隻，7 月滿月期間的釋幼雌蟹
數量最大，達 1882 隻，佔釋幼總數的 44.4%，單日最高釋幼雌蟹數量為 687
隻，發生在 7/26 (農曆 6/17) (圖 14)。2021 年青草崙地區的兇狠圓軸蟹在滿
月期間進行釋幼的數量較多，約為新月期間釋幼雌蟹數量的 3 倍。而 7/10
至 8/14 的連續 36 天釋幼調查結果顯示:在滿月及新月期間的 7 天時間以外，
其它日期都僅有極少數或完全沒有抱卵雌蟹出現進行釋幼，顯示兇狠圓軸蟹
抱卵雌蟹的降海釋幼日期確實是集中在特定的日期。

圖 15 為青草崙 B 樣區的兇狠圓軸蟹雌蟹釋幼時間分布圖，此區域的兇
狠圓軸蟹抱卵雌蟹的釋幼時間較為分散，天黑後 19:00-01:00 的 6 個小時期
間都有雌蟹進行釋幼，其中 20:30-23:00 這 2.5 個小時期間進行釋幼比率較
高，半小時內都有超過總數 10%以上的雌蟹釋幼，而在此 2.5 小時期間的釋
幼雌蟹數量佔總數量的 72.5%。兇狠圓軸蟹抱卵雌蟹最早完成釋幼的時間為
19:15，最晚完成釋幼的時間為凌晨 01:00。B 樣區在海岸處都有水泥堤防的
設置，高潮帶位置也幾乎都堆置了水泥消波塊，堤防與消波塊都造成了兇狠
圓軸蟹降海釋幼的阻礙。尤其是在大量消波塊堆置處，只可以見到抱卵雌蟹
進入消波塊堆中前去釋幼，但極難目睹雌蟹的釋幼過程，也很難在當晚 24:00
前見到釋幼完畢的雌蟹從消波塊堆中爬出。不過，在第二天的天黑後，可以
在堤防上見到許多從消波塊堆中出來，準備返回內陸的雌蟹。這些雌蟹的腹
部沒有釋幼後殘餘的卵膜或未孵化的胚胎，顯示已經釋幼一段時間，已經完
成釋幼後的腹部清潔工作，此現象顯示這些釋幼完畢雌蟹停留在海岸釋幼區
域附近將近 1 天的時間，沒有在釋幼後立即返回其原本棲息地。也由於兇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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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軸蟹抱卵雌蟹在消波塊堆中的釋幼行為特性，研究團隊僅能在「曾文溪左
岸青草崙堤防 1 號」水閘門附近一小段無消波塊處堤岸能夠獲得準確的抱卵
雌蟹釋幼時間數據，這也是為何 B 樣區雖然記錄到 4237 隻的降海釋幼雌蟹，
但卻只有蒐集到 306 隻的雌蟹釋幼時間數據。

圖 16 為兇狠圓軸蟹在青草崙 D 樣區的釋幼時間分布圖，結果顯示抱卵
雌蟹的釋幼時間分布在 19:00-23:30 期間，其中 19:30-21:30 這 2 個小時期間
的釋幼比率較高，每半小時內都有超過釋幼雌蟹總數 10%以上雌蟹釋幼，
此 2 小時期間的釋幼雌蟹比率共佔 82.7%，其中 20:30-21:00 期間釋幼雌蟹
數量更達總數 30.9%。兇狠圓軸蟹抱卵雌蟹最早完成釋幼的時間為 19:12，
最晚完成釋幼的時間為 23:15。D 樣區在海岸處都沒有水泥堤防的設置與堆
置水泥消波塊，除了海岸林及海岸灌叢外，沒有人為設置的障礙。此處釋幼
完畢的雌蟹大部分直接返回海岸林棲地，只有少部分雌蟹會在高潮線上方休
息停留一段時間，但也會在天亮前返回海岸林內棲地。
青草崙 B 樣區的兇狠圓軸蟹抱卵雌蟹會提早離開抱卵洞穴進行降海遷
徙。部分在黃昏天黑後出現在馬路上的抱卵雌蟹並不在當天晚上進行幼蟲釋
放，常常是出來遊蕩活動一段時間，之後又重新返回海岸林內。透過抱卵雌
蟹的標記，研究團隊很明確知道這些抱卵雌蟹會在第二天或甚至第三天的天
黑後再出來前往海邊釋放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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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兇狠圓軸蟹(Cardisoma carnifex)於 2021 年 6 月 24 日至 9 月 27 日期
間，在青草崙 1.5 公里樣區（B 樣區）抱卵雌蟹的每日釋幼數量分布圖
(n=4237)。調查日期包括 6/24-30; 7/10-8/14; 8/22-28; 9/7-13 & 9/21-27，
共 64 天。○對應位置代表滿月日，●對應位置代表新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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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兇狠圓軸蟹(Cardisoma carnifex)抱卵雌蟹在青草崙 1.5 公里樣區（B
樣區）釋幼時間分布圖(n=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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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兇狠圓軸蟹(Cardisoma carnifex)抱卵雌蟹在青草崙無堤防障礙區 1 公
里沙灘樣區（D 樣區）釋幼時間分布圖(n=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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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橙螯隱蟹
橙螯隱蟹的釋幼週期為月週期，主要繁殖月份會在滿月過後 2 天(農曆
17)開始一個持續 6 天的釋幼週期，釋幼高峰出現在滿月後的第 5 天或第 6
天(農曆的 20 日或 21 日)，2021 年的 9 月至 11 月的 3 個釋幼週期共記錄降
海釋幼雌蟹 220 隻，釋幼雌蟹 9 月記錄 132 隻，10 月記錄 85 隻、11 月記錄
3 隻。9 月釋幼雌蟹數量約為 10 月釋幼雌蟹數量的 1.5 倍，佔釋幼總數之 60%，
單日最高釋幼雌蟹數量為 41 隻，發生在 9/26 (農曆 8/20) (圖 17)。2020 年記
錄到的降海釋幼月份為 9-11 月，共記錄到抱卵雌蟹 115 隻，降海釋幼雌蟹
主要集中在 10 月，有 108 隻；9 月僅有 1 隻，11 月有 11 隻。

橙螯隱蟹抱卵雌蟹的釋幼時間較為分散，19:30-24:00 的 4.5 個小時期間
都有雌蟹進行釋幼，其中在 21:00-21:30 這半個小時期間完成釋幼的雌蟹比
率較高，此半小時內有 26.6%的雌蟹完成釋幼，而在 20:30-22:30 的 2 個小
時期間完成釋幼的雌蟹佔總數量的 73.4% (圖 18)。

橙螯隱蟹的抱卵雌蟹在海灘完成釋幼所需的時間變化極大，最短只有 1
分鐘，最長為 151 分鐘，平均時間為 25.3 ± 25.7 分鐘 (n=188)。橙螯隱蟹的
釋幼過程是斷斷續續，釋幼時間是從抱卵雌蟹第一次迅速左右搖擺身體釋幼
開始計算，一直到腹部沒有殘餘未孵化的卵後才被認定為釋幼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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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橙螯隱蟹(Epigrapsus notatus)於 2021 年 9 月 23 日至 11 月 25 日期間，
在青草崙 1 公里樣區(C 樣區)抱卵雌蟹每日釋幼數量分布圖(n=220)。
○對應位置代表滿月日。調查日期包括 9/23-29 ; 10/22-28 & 11/22-25，
共 18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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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橙螯隱蟹(Epigrapsus notatus) 抱卵雌蟹釋幼時間分布圖(n=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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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討論
台江國家公園 6 種陸蟹的釋幼週期研究結果顯示: 只有 1 種陸蟹的釋幼
週期為月週期，4 種為半月週期及 1 種不具特別的週期性。橙螯隱蟹是棲息
在潮上帶的環境，而且其通常棲息在礁石、倒木或其它物品下方，即使有稍
微挖掘使棲息環境更加適宜棲息，但其棲息處內部不會有水，因此其日常生
活並不會受到潮汐的影響，所以橙螯隱蟹的釋幼週期呈現月週期並不令人意
外。臺灣厚蟹棲息在高潮帶附近，日常生活會受到潮汐漲退的影響，因此其
釋幼週期呈半月週期變化亦不令人意外。反倒是兇狠圓軸蟹、灰白陸寄居蟹
及凹足陸寄居蟹這三種潮上帶陸蟹的釋幼週期呈半月週期較令人意外。不過
由於兇狠圓軸蟹挖掘洞穴居住，洞穴深度都會抵達地下水位。因此若其洞穴
在距離海岸或感潮河口水域不是很遠的情況下，其洞穴底部的水位確實有可
能會隨著潮汐的漲退而變化，使兇狠圓軸蟹的生活也能夠感應到潮汐振幅的
高低起伏與漲退，因而塑造出其半月週期的釋幼特性。較特殊的反而是灰白
陸寄居蟹及凹足陸寄居蟹，這兩種陸寄居蟹的平日生活應該是沒有感應到潮
汐漲退的變化，但其釋幼週期卻是呈現半月週期特性。此外，中華沙蟹沒有
特別的釋幼週期，每天都有抱卵雌蟹前往海邊釋幼的情況也是令人意外。目
前其它研究只有恆春半島港口溪河口的中型仿相手蟹(張惠晴, 2012)及中華
沙蟹(吳孟純, 2010)也是這樣的釋幼特性，在繁殖季期間每天都有抱卵雌蟹
前往海邊或河口釋放幼蟲。

台江國家公園目前進行釋幼時機研究的 6 種陸蟹中有 5 種陸蟹抱卵雌蟹
的每天釋幼時間明顯與日落天黑後的時間有關，而與潮汐的高平潮時間無關。
Morgan (1995)整理之前發表的螃蟹釋幼時機研究結果，歸納出棲息在高潮
帶的蟹類具有在大潮期間夜晚高平潮時段進行幼蟲釋放的特性，而捕食浮游
動物的魚類則是形塑此釋幼時機的天擇壓力。大潮期間夜間高平潮時段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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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螃蟹幼蟲，會被強勁退潮海流快速帶離捕食浮游動物的日行性魚類密度較
大的近海水域，因此幼蟲能夠有較高的生存機率，並進而天擇篩選出在大潮
期間夜間高平潮時段集體釋幼的陸蟹族群(Morgan & Christy, 1995)。Morgan
(1995)更進一步提出潮上帶陸蟹抱卵雌蟹可以在任何農曆日期及時間前往
海邊釋放幼體的假說。然而研究團隊在台江國家公園範圍進行釋幼研究的 6
種陸蟹，除了中華沙蟹每天都有抱卵雌蟹前往海邊釋放幼蟲外，其餘種類陸
蟹抱卵雌蟹的降海釋幼還是有在特定日期集體降海釋幼的特性，具有月週期
性或半月週期。雌蟹釋幼的時段更是侷限在天黑後的特定時段，幾乎都在天
黑後與午夜時段之間，並沒有出現隨時都可以釋幼的情況發生。

研究團隊認為 Morgan (1995) 及 Morgan & Christy (1995)所提出的理論
並無法解釋台江國家公園陸蟹的釋幼時機。同一種陸蟹的抱卵雌蟹大量集體
降海釋幼，在同一時段在大海中釋放大量的幼體，確實可以降低單一幼體被
捕食的機率。台江國家公園內的優勢陸蟹，只有臺灣厚蟹的釋幼時機是集中
在大潮期間的高平潮時段之後，其餘 5 種陸蟹的釋幼時段都是發生在正在漲
潮的時段。按照 Morgan (1995) 及 Morgan & Christy (1995) 的理論，這些螃
蟹釋放出的幼體會因為正在漲潮而受困在在海岸附近並遭到大量的捕食，對
這些陸蟹的族群要成功繁衍是非常不利的狀況。而且如果捕食浮游動物的魚
類是形塑棲息在高潮帶蟹類釋幼時機的天擇力量，則此天擇效應對棲息在中、
低潮帶及潮上帶的陸蟹也應該都相同，因為棲息在這些棲地的蟹類幼蟲釋放
後一樣面臨近岸地區魚類的捕食，所以應該也是以選擇在大潮期間的高平潮
時段釋放幼蟲為佳。

研究團隊認為形塑陸蟹釋幼時機的天擇機制並非單一，形塑不同種類陸
蟹釋幼時機的天擇機制可能不同。陸蟹的抱卵雌蟹在天黑後進行降海釋幼可
以有效減少水分喪失，因此台江國家公園內記錄到的抱卵雌蟹都是在天
44

台江國家公園陸蟹生態調查

黑後進行釋幼，如此可有效減少抱卵雌蟹降海遷徙的生理壓力。而不同種陸
蟹選擇在不同的日期進行幼蟲釋放，或許是反映出過去在陸蟹族群數量龐大
的情況下的物種釋幼分流，可避免海岸地區過度擁擠，影響抱卵雌蟹的遷徙
過程及幼蟲釋放。

青草崙地區兇狠圓軸蟹的釋幼時間與行為還反映出人為設施會對陸蟹
釋放幼蟲的時間及行為產生影響。在沒有海堤與消波塊等人為設施的青草崙
D 樣區，其兇狠圓軸蟹的釋幼高峰時段與陳姿潔(2011)在墾丁國家公園後灣
海岸記錄到的兇狠圓軸蟹釋幼高峰時段幾乎相同，都是在 19:30-21:30 的 2
小時期間出現釋幼高峰。然而在有海堤與消波塊等人為設施的青草崙堤防處
的 B 樣區，其兇狠圓軸蟹的釋幼高峰時段出現在 20:30-23:00 的 2.5 小時期
間，明顯平均延遲了 1 個小時以上。此外，陳姿潔(2011)在墾丁國家公園後
灣海灘的兇狠圓軸蟹研究並沒有提到雌蟹釋幼後會在海岸高潮帶附近長時
間停留，等到第二天天黑後才返回海岸林內棲地；而 B 樣區的消波塊環境
則明顯出現有兇狠圓軸蟹雌蟹在釋幼後長時間停留，等到第二天天黑後才返
回海岸林內棲地的現象。

臺灣厚蟹是台江國家公園 6 種釋幼研究陸蟹中唯一一種釋幼週期與潮
汐週期有關的物種。而根據 Morgan & Christy(1995)的理論，棲息在高潮帶
的蟹類會在大潮期間的高平潮期間進行幼蟲釋放。臺灣厚蟹的釋幼時機明顯
較高平潮時段晚。推測可能原因為目前臺灣厚蟹的河口感潮帶釋幼點離海距
離約有 5 公里，其高平潮發生時間可能與研究團隊採用的安平港潮汐之高平
潮時段有一定落差，因此造成臺灣厚蟹觀測到的釋幼時段較高平潮時段晚。

台江國家公園 6 種陸蟹抱卵雌蟹完成幼蟲釋放的平均時間明顯較岩礁
海岸陸蟹所需要的平均時間長，而且同種陸蟹的不同雌蟹個體完成幼蟲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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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要的時間也有非常大的差異，時間差距甚至可以超過 100 倍。例如墾丁
國家公園香蕉灣海岸林的橙螯隱蟹抱卵雌蟹釋幼所需的時間為 5 ± 3 秒(Liu
& Jeng, 2005)，但青草崙地區的橙螯隱蟹抱卵雌蟹釋幼所需的時間為 25.3 ±
25.7 分鐘，二者差距超過 250 倍。

此外，研究結果顯示灰白陸寄居蟹及臺灣厚蟹在研究樣區 A 及 E 的釋
幼數量並不高，灰白陸寄居蟹僅記錄到 19 隻釋幼個體，臺灣厚蟹則只記錄
到 76 隻釋幼個體。灰白陸寄居蟹的釋幼數量少可能與目前灰白陸寄居蟹在
研究樣區的族群總數變少有關。2020 年的台江國家公園陸蟹生態調查結果
顯示曾文溪河口南岸區域是灰白陸寄居蟹在國家公園範圍內的最大族群所
在地(劉烘昌，2020)。然而，2020 年 11 月初的閃電颱風侵台，在臺南地區
降下大量降雨引發洪水，導致曾文溪河口南岸部分河岸及河口沙丘因洪水而
流失。2021 年 6 月初的彩雲颱風也對灰白陸寄居蟹產生一定的影響，除了
海浪與洪水造成棲地的破壞外，更在灰白陸寄居蟹棲地留下大量的海漂廢棄
物。由於陸寄居蟹並沒有挖洞棲息，白天通常就躲在其棲地的一些石塊、木
頭或其它物品下方，因此發生洪水時容易被洪水沖走，造成族群數量的變化；
而 2021 年 5 月的調查樣區灰白陸寄居蟹記錄到的族群數量已經明顯低於
2020 年 11 月前颱風發生前的紀錄數量。2021 年 6 月初彩雲颱風過後，灰白
陸寄居蟹的族群數量又有更明顯降低。所以，灰白陸寄居蟹抱卵雌蟹紀錄的
數量很少，除了與釋幼調查天數較少有關外，更可能是棲地範圍內族群數量
降低造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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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陸蟹抱卵雌蟹的族群數量與體型結構
一、 族群數量與體型結構調查結果
總共完成 6 種陸蟹抱卵雌蟹的族群數量調查與體型結構分析，6 種陸蟹
的族群結構與體型研究結果詳細說明如下:

(一)、臺灣厚蟹
研究期間共在調查樣區記錄到雌蟹 213 隻次，其中抱卵雌蟹有 99 隻，
非抱卵雌蟹 114 隻。由於調查樣區範圍就在臺灣厚蟹的棲地，因此另外亦記
錄到頭胸甲寬 10 mm 以上的雄蟹 367 隻次，雄蟹的平均體型為 24.0 ± 3.9 mm
(平均值 ± 標準差) (n=367)，最大體型雄蟹為頭胸甲寬 29.9 mm。

臺灣厚蟹抱卵雌蟹的平均體型為頭胸甲寬 22.1 ± 3.2 mm (n=99)，最小
抱卵體型為頭胸甲寬 14.7 mm，最大抱卵體型為頭胸甲寬 28.2 mm，其中以
頭胸甲寬 22.6-25.0 mm 的抱卵雌蟹所佔比例最高，為 28.3%，頭胸甲寬大於
27.5 mm 的抱卵雌蟹只有 3% (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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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臺灣厚蟹(Helice formosensis)抱卵雌蟹體型頻率分布圖 (n=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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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華沙蟹
總共調查記錄到中華沙蟹降海釋幼抱卵雌蟹 357 隻，測量其中 216 隻的
頭胸甲寬度。抱卵雌蟹平均頭胸甲寬為 23.2 ± 2.5 mm (n=216)，最小抱卵體
型為頭胸甲寬 15.3 mm，最大抱卵體型為頭胸甲寬 30.2 mm，其中以頭胸甲
寬 22.6-25.0 mm 的抱卵雌蟹所佔比例最高，為 38.0%，頭胸甲寬 20.1-22.5 mm
的抱卵雌蟹所佔比例第二高，佔 28.7%，頭胸甲寬大於 30.0 mm 的抱卵雌蟹
僅有 1 隻(圖 20)。
青草崙 D 樣區 10 公尺海岸的中華沙蟹新鮮洞穴數平均為 22 ± 11 個
(n=15)，換算求得 D 樣區之中華沙蟹族群為 2200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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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中華沙蟹(Ocypode sinensis)抱卵雌蟹體型頻率分布圖 (n=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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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凹足陸寄居蟹
總共記錄到凹足陸寄居蟹降海釋幼抱卵雌蟹 1141 隻，測量其中 630 隻
的體型，抱卵雌蟹的平均體型為前盾長 15.4 ± 1.6 mm (n=630)，最小抱卵體
型為前盾長 10.0 mm，最大抱卵體型為前盾長 19.8 mm，其中以前盾長
12.1-14.0 mm 的抱卵雌蟹所佔比例最高；佔 46.3%，前盾長 16.1-18.0 mm 的
抱卵雌蟹所佔比例第二高；佔 32.2%，前盾長大於 18.0 mm 的抱卵雌蟹只有
19 隻；僅佔 3% (圖 21)。研究期間完整測量 200 隻凹足陸寄居蟹的前盾長與
大螯高，得到公式: 前盾長 = 0.5897 x 大螯高 + 4.7307 (R2 = 0.6153)，透過
此公式推算僅取得大螯高數據之 224 隻凹足陸寄居蟹的前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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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凹足陸寄居蟹(Coenobita cavipes)抱卵雌蟹體型頻率分布圖 (n=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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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灰白陸寄居蟹
5 月份在研究樣區進行 8 次的族群數量調查，5/27 記錄到的灰白陸寄居
蟹族群數量最大，有 170 隻。6 月初彩雲颱風及之後的西南氣流帶來大量降
雨，引發的洪水淹沒灰白陸寄居蟹棲地，洪水退後也在灰白陸寄居蟹棲地上
留下大量的漂流物，而之後 5 次族群數量調查的灰白陸寄居蟹最大族群數量
僅有 60 隻(6/11)。

調查期間僅記錄到灰白陸寄居蟹抱卵雌蟹 47 隻，平均體型為前盾長 6.3
± 1.2 mm (n=47)，最小抱卵體型為前盾長 4.2 mm，最大抱卵體型為前盾長
10.2 mm，其中以前盾長 5.1-6.0 mm 的抱卵雌蟹所佔比例最高，為 31.9%，
前盾長大於 8.0 mm 的抱卵雌蟹只有 4 隻(圖 22)。由於研究期間出現的抱卵
雌蟹數量不多，因此有充裕的時間測得所有個體的前盾長數據，沒有透過前
盾長與大螯高的關係式去推算只有取得大螯高數據個體的前盾長。

35

百
分
比
(
%

30
25

)

20
15
10
5
0
< 5.1

5.1-6.0

6.1-7.0

7.1-8.0

> 8.0

前盾長 (mm)

圖 22 灰白陸寄居蟹(Coenobita rugosus)抱卵雌蟹體型頻率分布圖 (n=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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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兇狠圓軸蟹
台江國家公園青草崙地區的兇狠圓軸蟹抱卵雌蟹族群平均頭胸甲寬為
78.2 ± 9.9 mm (n=2659)，最小抱卵體型為頭胸甲寬 50.7 mm，最大抱卵體型
為頭胸甲寬 111.2 mm，其中以頭胸甲寬 70.1-75.0 mm 的抱卵雌蟹所佔比例
最高，為 18.3%，頭胸甲寬大於 100.0 mm 的抱卵雌蟹有 33 隻(1.2%)，而頭
胸甲寬小於 60 mm 的抱卵雌蟹有 43 隻(1.6%) (圖 23)。2021 年共調查兇狠圓
軸蟹 4 個滿月及 3 個新月的釋幼週期，雖然沒有涵蓋整個繁殖季，但已經涵
蓋主要的繁殖族群個體。釋幼調查記錄兇狠圓軸蟹抱卵雌蟹 4237 隻，但由
於很多時段同時出現大量抱卵雌蟹，導致測量不及，因此僅測量到抱卵雌蟹
頭胸甲寬數據 2659 隻。

雄蟹在 2020 年調查記錄之平均頭胸甲寬為 100 ± 16 mm (n=102)，最小
體型為頭胸甲寬 53.1 mm，最大體型為頭胸甲寬 134.5 mm，102 隻雄蟹有
55 隻的頭胸甲寬超過 100 mm，佔測量雄蟹比率之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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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兇狠圓軸蟹(Cardisoma carnifex)抱卵雌蟹體型頻率分布圖(n=2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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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橙螯隱蟹
在 2021 年的 9 月及 10 月的釋幼調查記錄橙螯隱蟹抱卵雌蟹 217 隻，測
量到抱卵雌蟹體型數據有 216 隻，平均頭胸甲寬為 19.8 ± 2.3 mm (n=216)，
最小抱卵體型為頭胸甲寬 14.6 mm，最大抱卵體型為頭胸甲寬 27.4 mm，其
中以頭胸甲寬 17.6-20.0 mm 的抱卵雌蟹所佔比例最高，為 48.1%，頭胸甲寬
大於 25.0 mm 的抱卵雌蟹有 23 隻(10.6%) (圖 24)。而在 2020 年的 9 月至 11
月的繁殖季調查測量橙螯隱蟹抱卵雌蟹體型 115 隻，平均頭胸甲寬為 15.7 ±
1.8 mm (n=115)，最小抱卵體型為頭胸甲寬 11.1 mm，最大抱卵體型為頭胸
甲寬 20.1 mm，其中以頭胸甲寬 12.6-15.0 mm 及 15.1-17.5 mm 的抱卵雌蟹
所佔比例分別為 40%及 39.1%，頭胸甲寬大於 20.0 mm 的抱卵雌蟹只有 1
隻(0.87%) (圖 25)。 2021 年橙螯隱蟹族群的平均體型較 2020 年族群的平均
體型增加了頭胸甲寬 4.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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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橙螯隱蟹(Epigrapsus notatus)抱卵雌蟹於 2021 年的體型頻率分布圖
(n=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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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討論
兇狠圓軸蟹是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內最具有代表性的陸蟹物種，廣泛分布
在台江國家範圍內各地，體型龐大，族群平均體型大小在世界上的地蟹科大
型陸蟹中名列前茅(表 7)。台江國家公園目前呈現的潮上帶陸蟹物種多樣性
雖然不如墾丁國家公園，但地蟹科大型陸蟹的數量與體型大小均遠遠超過墾
丁國家公園的地蟹科陸蟹。與墾丁國家公園的地蟹科大型陸蟹相比，青草崙
地區的兇狠圓軸蟹雄蟹最大體型為頭胸甲寬 134.5 mm，平均頭胸甲寬為 100
± 16 mm (n = 102)，102 隻雄蟹有 55 隻(佔 53.9%)的頭胸甲寬超過 100 mm；
雌蟹的最大體型為頭胸甲寬 111.2 mm，平均頭胸甲寬為 78 ± 10 mm (n =
2659)，頭胸甲寬大於 100 mm 有 33 隻(佔 1.24%)。後灣地區的兇狠圓軸蟹
體型已經十分龐大，但雌蟹的最大體型只有頭胸甲寬 96.4 mm，平均頭胸甲
寬為 80.0 ± 8.3 mm (n = 250) (劉烘昌, 2016)，其雌蟹平均體型雖然高過青草
崙族群，但其原因為近年已無新群補充，缺乏小型雌蟹個體，這可從其 2020
年的釋幼族群數量僅剩 43 隻看出端倪(劉烘昌, 2020)。另外，後灣地區毛足
圓軸蟹雌蟹的最大體型為頭胸甲寬 86.7 mm，平均頭胸甲寬只有 66.5 ± 7.3
mm (n = 142) (劉烘昌, 2016)。香蕉灣地區毛足圓軸蟹雌蟹的最大體型為頭胸
甲寬 72.0 mm，抱卵雌蟹平均頭胸甲寬更是只有 54.0 ± 4.7 mm (n = 522)；
紫地蟹雌蟹的最大體型為頭胸甲寬 70.5 mm，抱卵雌蟹平均頭胸甲寬為 53.4
± 7.2 mm (n = 146) (劉烘昌, 2020)。台江國家公園的兇狠圓軸蟹抱卵雌蟹平
均體型遠大於墾丁國家公園之毛足圓軸蟹與紫地蟹的抱卵雌蟹平均體型。

台江國家公園的兇狠圓軸蟹族群體型與世界上其它地區的大型地蟹的
族群體型相比也是毫不遜色。非洲東岸的武裝圓軸蟹(Cardisoma armatum)
在象牙海岸的族群體型:雄蟹的最大體型為頭胸甲寬 83.0 mm，平均頭胸甲
寬為 51.8 ± 5.0 mm (n = 55)；雌蟹的最大體型為頭胸甲寬 59.0 mm，平均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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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甲寬為 49.4 ± 4.0 mm (n = 45) (Etchain et al., 2016)。武裝圓軸蟹在奈及利
亞-拉哥斯潟湖(Lagos lagoon)的族群體型: 最大體型為頭胸甲寬 94.0 mm，頭
胸甲寬大於 75.0 mm 的個體僅佔 12.4% (n = 418) (Isa Olalekan et al., 2018)。
關氏圓軸蟹(Cardisoma guanhumi)在巴西東北部-納塔爾(Natal)的兩年族群體
型研究顯示: 第一年研究的雄蟹最大體型為頭胸甲寬 80.0 mm，平均頭胸甲
寬為 57.3 ± 9.9 mm (n = 477)；雌蟹的最大體型為頭胸甲寬 80.0 mm，平均
頭胸甲寬為 56.3 ± 10.0 mm (n = 482)；第二年的雄蟹最大體型為頭胸甲寬
85.0 mm，平均頭胸甲寬為 59.4 ± 11.0 mm (n = 472)；雌蟹的最大體型仍為
頭胸甲寬 80.0 mm，平均頭胸甲寬為 57.4 ± 9.2 mm (n = 406) (Silva et al.,
2014)。Cardisoma crassum 在墨西哥西岸-哈利斯科州(Jalisco)的族群體型: 雄
蟹的最大體型為頭胸甲寬 101.1 mm，平均頭胸甲寬為 55.2 ± 12.4 mm (n =
65)；雌蟹的最大體型為頭胸甲寬 84.7 mm，平均頭胸甲寬為 54.7 ± 12.8 mm
(n = 94)，抱卵雌蟹的平均體型則為 61.2 ± 1.7 mm (n=34) (Vazquez-Lopez &
Ramirez-Perez, 2015)。印度洋聖誕島的藍天圓軸蟹(Cardisoma celeste =
Discoplax celeste = Discoplax hirtipes)的族群體型: 雄蟹的最大體型為頭胸
甲寬 161.0 mm(註: 此最大雄蟹體型頗有疑慮，因次大之個體頭胸甲寬僅為
135 mm，而此 160.1 mm 個體的體重與螯的大小都與胸甲寬 100 mm 的個體
相近)，平均頭胸甲寬為 76.9 ± 1.8 mm (n = 131)；雌蟹的最大體型為頭胸甲
寬 84.7 mm，平均頭胸甲寬為 72.9 ± 1.3 mm (n=69) (Turner et al., 2011)。

目前只有南大西洋英屬的亞松森島(Ascension Island)之陸蟹 Gecarcinus
lagostoma 的族群體型大小可以與青草崙地區的兇狠圓軸蟹體型大小相抗衡。
英國學者 Hartnoll 等人(2009)發表亞松森島的 Gecarcinus lagostoma (其文獻
中採用學名 Johngarthia lagostoma)族群體型結構研究結果顯示: 雄蟹的最
大體型為頭胸甲寬 120 mm；平均體型為 96.3 mm (n=1726)，雌蟹最大體型
為頭胸甲寬 110 mm；平均體型為 89.1 mm (n=1974)。而亞松森島孤懸大西
55

第三章 結果與討論

洋上，島上的陸蟹只有受到外來入侵種及氣候變遷的影響，路殺及人為捕捉
的影響都甚輕微(Ascension Island government, 2015)，因此能成長至極大的體
型。青草崙地區兇狠圓軸蟹雄蟹的平均體型大於 G. lagostoma 約 4.7 mm，
雌蟹體型則小於 G. lagostoma 雌蟹平均體型 5.1 mm。但 G. lagostoma 並非
所有族群體型都如亞松森島一般巨大，在巴西無人居住的羅卡斯環礁(Atol
das Rocas)其雄蟹平均體型為 84.3 mm (n=947)，雌蟹的平均體型為 78.4 mm
(n=645) (Teixeira, 1996，轉引自 Hartnoll, 2006)，族群平均體型明顯較小。

世界各地的地蟹科大型陸蟹因為人類大量的捕捉食用，導致體型與族群
數量都急遽下降。由於地蟹科大型陸蟹的生長速率緩慢，因此需要極長的時
間才能夠長到最大的體形。墾丁國家公園後灣海岸地區的兇狠圓軸蟹在 5
年期間抱卵雌蟹的平均頭胸甲寬增加 1 公分(陳姿潔, 2011；劉烘昌, 2016)。
因此台江國家公園青草崙地區的兇狠圓軸蟹能夠維持如此龐大的體型是十
分難能可貴，也值得我們特別珍惜。

台江國家公園的橙螯隱蟹族群體型則又呈現另一個極端，其體型特別的
小，最小抱卵體型、平均抱卵體型與最大抱卵體型均遠低於恆春半島族群的
體型。台江國家公園橙螯隱蟹在 2021 年調查到的抱卵雌蟹最小頭胸甲寬為
14.6 mm，最大頭胸甲寬為 27.4 mm，平均頭胸甲寬為 19.8 ± 2.3 mm (n=216)，
在 2020 年調查到的抱卵雌蟹最小頭胸甲寬則為 11.1 mm、平均頭胸甲寬為
15.7 ± 1.8 mm，最大頭胸甲寬為 20.1mm (n=115)。而墾丁國家公園香蕉灣海
岸林內的橙螯隱蟹族群記錄到的最小抱卵雌蟹頭胸甲寬為 16.9 mm，最大抱
卵頭胸甲寬為 34.8 mm，平均抱卵頭胸甲寬為 27.0 ± 3.9 mm， (n=217) (Liu
& Jeng, 2005)。由於台江國家公園的橙螯隱蟹在 2020 年至 2021 年期間其平
均體型及族群數量都有明顯的成長，推測其體型較小較可能是因為橙螯隱蟹
最近才登陸棲息在青草崙地區，屬於年輕陸蟹族群所導致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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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地蟹科大型陸蟹在世界上的族群體型比較表
種類

兇狠圓軸蟹
兇狠圓軸蟹
毛足圓軸蟹
毛足圓軸蟹
紫地蟹
武裝圓軸蟹
關氏圓軸蟹
Cardisoma
crassum
藍天圓軸蟹
Gecarcinus
lagostoma
Gecarcinus
lagostoma

性
別
雄
雌
雄
雌
雄
雌
雄
雌
雄
雌
雄
雌
雄
雌
雄
雌
雄
雌
雄
雌
雄
雌

平均
體型
(mm)
100 ± 16
78 ± 10
80.0 ± 8.3
66.5 ± 7.3
54.0 ± 4.7
53.4 ± 7.2
51.8 ± 5.0
49.4 ± 4.0
59.4 ± 11.0
57.4 ± 9.2
55.2 ± 12.4
54.7 ± 12.8
76.9 ± 1.8
72.9 ± 1.3
96.3
89.1
84.3
78.4

最大
體型
(mm)
134.5
111.2
96.4
86.7
72.0
70.5
83.0
59.0
85.0
80.0
101.1
84.7
135 註
84.7
120
110
-

所在
地點
台江國家公園
-青草崙
墾丁國家公園
-後灣
墾丁國家公園
-後灣
墾丁國家公園
-香蕉灣
墾丁國家公園
-香蕉灣

引用
文獻
本研究
劉烘昌, 2016
劉烘昌, 2016
劉烘昌, 2019
劉烘昌, 2019

象牙海岸

Etchain et al.,
2016

巴西

Silva et al., 2014

墨西哥
-哈利斯科州
澳洲聖誕島
英國亞松森島
巴西羅卡斯環礁

Vazquez-Lopez
&
Ramirez-Perez, 2015

Turner et al., 2011
Hartnoll et al.,
2009
Teixeira, 1996

註: Turner et al. (2011)年的藍天圓軸蟹調查有記錄一隻頭胸甲寬 161 mm 之雄蟹。然而該
雄蟹的大螯高及體重均明顯偏低，顯然為一錯誤紀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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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陸蟹的行為

一、 陸蟹的行為研究
綜合 2020 年及 2021 年在台江國家公園的陸蟹調查研究，觀察記錄各
種陸蟹的行為。由於部分陸蟹的數量很少，例如格雷陸方蟹、毛足陸方蟹，
部分種類的生活習性隱密，例如新脹蟹屬蟹類，再加上 2021 年研究團隊的
研究範圍主要集中在青草崙地區，因此能夠仔細研究其各種行為的陸蟹種類
不多。對於一般性的行為，例如攝食行為、走路行為等，研究團隊不在此處
敘述，只針對較具特殊性之行為進行描述，各種陸蟹的相關行為依種類敘述
如下:

(一)、臺灣厚蟹
臺灣厚蟹被觀察到較特殊行為是「釋幼行為」。臺灣厚蟹抱卵雌蟹完成
釋幼時間所需的時間較長，最短也需要 11 分鐘，最長為 60 分鐘。釋幼時間
較長的原因是因為其腹部卵孵化的時間不同步，因此臺灣厚蟹需要進行多次
的搧動腹部釋幼行為。

(二)、中華沙蟹
中華沙蟹被觀察到的行為包括「釋幼行為」、「取食本身幼體行為」。中
華沙蟹的「釋幼行為」與一般陸蟹也有點不同，抱卵雌蟹進入碎浪帶後，在
被第一波海浪沖刷其身體時會先壓低身體躲避強浪的衝擊，之後短暫前後搧
動腹部，等到海浪退去後，雌蟹會停止搧動腹部，改用雙螯快速夾取腹部的
胚胎丟棄在身體下方的沙地上。如此重複 2 波到 3 波的波浪沖刷身體、搧動
腹部及用雙螯夾取幼體，雌蟹基本上即已完成釋幼。完成釋幼之雌蟹會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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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往高潮帶方向移動，使其不會再被海浪沖刷到。釋幼完畢的中華沙蟹腹部
仍會明顯殘餘卵膜及部分未孵化之卵，此特徵也可做為判斷在海灘上見到之
中華沙蟹是否為剛釋幼完畢之個體。

延遲進行釋幼的中華沙蟹則會有「取食本身幼體行為」
。當中華沙蟹被
海浪打溼身體並且讓幼體孵化，如果此時幼體已經因過度延遲釋幼導致失去
生命跡象，則釋幼雌蟹會以雙螯夾取其腹部及掉落地上的幼體，直接送入口
中進食(圖 26-(1))。

(三)、角眼沙蟹
角眼沙蟹被觀察到最多樣性的各類行為，這些行為包括: 「衝向大海的
避敵行為」
、
「狩獵行為」
、
「挖洞進食行為」
、
「食物旁挖洞棲息行為」及「威
嚇行為」等。

「衝向大海的避敵行為」是角眼沙蟹在沙灘上受到天敵威脅又無法返回
洞穴時所採取的一個常見行為。受到驚嚇的角眼沙蟹快速地朝大海奔去，在
被碎浪沖刷身體時，迅速地以步足挖掘身體下方的沙子，使整個身體迅速地
鑽入潮濕柔軟的沙中，達到掩蔽的效果。由於海浪碎浪常帶有白色泡沫會遮
掩角眼沙蟹的身體，再加上海浪沖打螃蟹身體時會改變其位置，透過此方式
藏身在碎浪帶沙子下方的角眼沙蟹就很難被發現其藏身位置。

角眼沙蟹除了會取食各種動物屍體、植物性食物外，還具有明顯的「狩
獵行為」，捕食各種在海岸地區棲息活動的動物活體。海灘上活動的昆蟲、
降海釋幼遷徙的中華沙蟹等都是其狩獵捕食的對象。除此之外，角眼沙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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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會進入被海水覆蓋的低潮帶或亞潮帶，獵捕棲息在水中的魚、蝦、蟹，是
很活躍的捕食者(圖 26-(2))。而角眼沙蟹在獵捕或獲得一個小型獵物，通常
就立刻將牠吃掉，若動物體型較大但為可以搬動的大小時，角眼沙蟹會帶著
這獵物前往高潮帶附近，通常會立刻步足及螯足並用，在沙灘上挖掘出一個
洞穴，然後將獵物帶入洞穴中享用，這即是「挖洞進食行為」。而角眼沙蟹
在沙灘遇到大型無法搬動的動物屍體時，通常先是飽餐一頓，之後就在這大
型動物屍體旁邊就近挖掘一個洞穴，暫時棲息在此，方便隨時出洞進食(圖
26-(3))，形成「食物旁挖洞棲息行為」。

部分角眼沙蟹在遇到人類威脅時，會以步足撐高身體，高舉雙螯擺出威
嚇姿勢正面迎對人類的「威嚇行為」。人類如果改變身體位置，角眼沙蟹也
會移動身體一直保持與人面對面的情況。而角眼沙蟹雄蟹彼此之間也偶爾會
出現「威嚇行為」
，此時兩隻雄蟹都會用步足撐高身體並高舉雙螯，面對面
地進行身體正面碰撞接觸，通常在幾秒鐘後結束此行為。

(三)、凹足陸寄居蟹
凹足陸寄居蟹被觀察到的行為包括「釋幼行為」(圖 26-(4))及「泡水行
為」
。
「釋幼行為」是凹足陸寄居蟹在海岸地區最容易被觀察到的行為。凹足
陸寄居蟹有兩種方式釋幼：第一種與其它陸寄居蟹相同，抱卵雌蟹往低潮線
方向前進，海浪沖打到陸寄居蟹身上後，雌蟹會快速將身體進行前後的伸縮
運動，使海水在貝殼中進出，也讓孵化的幼蟲被釋放到海水中，過程中也偶
爾會將貝殼高舉使殼口朝下，將貝殼內含有幼蟲的水倒入海中，通常需要幾
波海浪的沖洗才能完成釋幼過程，釋幼所需的時間長短明顯與波浪強度有關，
波浪強度愈強，則愈快完成釋幼(圖 26-(4))。第二種方法相當特殊，雌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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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腹部露出，將殼平放並裝進海水，同時利用附肢在殼中將卵在水中攪拌使
幼蟲孵化，等下次海浪沖打過來後，海水就會將貝殼中孵化幼蟲全部沖入海
中。第二種方式的釋幼時間相當的短，並且較能夠把雌蟹貝殼裡的幼蟲釋放
乾淨，不過似乎只有體型較大的凹足陸寄居蟹才會採用這種方法進行釋幼。

凹足陸寄居蟹還可見到「泡水行為」
。雄蟹或抱卵的雌蟹會在夜間時從
海岸林棲地前往潮間帶進入海中浸泡海水。由於在降雨時也會有泡水行為，
因此推測凹足陸寄居蟹的泡水行為除了在缺水時補充水分外，也具有補充離
子的功能。

(四)、灰白陸寄居蟹
灰白陸寄居蟹被觀察到的行為包括「釋幼行為」
、
「泡水行為」及「求偶
行為」
。灰白陸寄居蟹的釋幼行為與凹足陸寄居蟹的第一類釋幼行為類似，
抱卵雌蟹揹著貝殼往低潮線的方向前進，在海浪沖打到陸寄居蟹身上後，雌
蟹會快速將身體進行前後伸縮運動，使海水在貝殼中進出，也讓孵化的幼蟲
被釋放到海水中。通常需要幾波海浪的沖洗才能完成釋幼過程。釋幼時間長
短明顯與波浪強度有關。「泡水行為」也與凹足陸寄居蟹類似，只是灰白陸
寄居蟹被觀察到進行泡水行為的頻率更高，可能與其棲息在高潮帶上方的海
灘環境較為乾燥且沒有其它水源有關。灰白陸寄居蟹很容易觀察到其「求偶
行為」
。通常是一隻灰白陸寄居蟹以螯足捉住另一隻灰白陸寄居蟹的貝殼，
長時間持續的用螯足及步足觸摸被捉住的陸寄居蟹，有時甚至彼此還會用觸
角互相接觸。不過，在手電筒燈光的干擾下，這種求偶行為很難進一步的發
展出交配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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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兇狠圓軸蟹
兇狠圓軸蟹被觀察到的行為有三種，包括「休息行為」
、
「泡水行為」及
「釋幼行為」等。

「休息行為」
(圖 26-(5))是發生在進行降海遷徙的兇狠圓軸蟹抱卵雌蟹，
目前只在台江國家公園的青草崙地區被記錄過，墾丁國家公園的後灣海岸及
港口溪河口族群都沒有觀察記錄到這樣的行為。許多降海釋幼的抱卵雌蟹，
在遷移的過程中，會在一些地方進行長時間的休息。休息時，抱卵雌蟹會將
兩隻螯腳的掌部下緣撐住地面，頰區也面向地面。在進行這個動作時，母蟹
的身體完全不動，多數會持續靜止不動超過 30 分鐘以上的時間。而抵達海
岸的兇狠圓軸蟹常常出現「泡水行為」
，抱卵雌蟹進入水中，接受海浪的沖
洗。通常抱卵雌蟹在泡水幾分鐘後就會離水回到岸上，在水外休息等待，等
到卵要孵化時再進入海中釋幼。兇狠圓軸蟹的「釋幼行為」與一般陸蟹類似，
抱卵雌蟹在水中劇烈前後搧動腹部使幼蟲被釋放到水中。較大的差異是抱卵
雌蟹常會離岸較遠，進入較深的海中釋幼，並且也需要較久的時間才能完成
釋幼過程。

(六)、橙螯隱蟹
橙螯隱蟹被觀察到的行為有三種，包括「釋幼行為」、「假死行為」及
「發聲行為」等。
「釋幼行為」是抱卵雌蟹釋放幼蟲的行為。橙螯隱蟹的釋
幼行為與其它陸蟹很不相同。抱卵雌蟹在水中要進行釋幼時會把腹部往身體
後方打開到最大，之後身體以迅速左右搖動的方式釋放幼蟲。在整個釋幼過
程，橙螯隱蟹沒有前後搧動腹部的行為，與一般陸蟹的釋幼行為很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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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死行為」
(圖 26-(6))是橙螯隱蟹遇到天敵威脅時常採取的一種對策，
雌雄蟹都具有此種行為。在遇到天敵威脅時，個體將螯足縮貼在身體的頰區，
步足或是縮起、或是放在身體左右兩側，身體完全靜止不動，以裝死的方式
來欺騙天敵。「發聲行為」是研究團隊在進行橙螯隱蟹研究測量時發現的行
為，橙螯隱蟹在被抓起來進行測量時，會利用雙螯摩擦其頰區發出聲音，猜
測具有警告的作用。此聲音音量不大，平常進行橙螯隱蟹觀察時不容易聽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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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華沙蟹的「取食本身幼體行為」

(2) 角眼沙蟹的「狩獵行為」

(3)角眼沙蟹的「食物旁挖洞棲息行為」

(4)凹足陸寄居蟹的「釋幼行為」

(5)兇狠圓軸蟹的「休息行為」

(6)、橙螯隱蟹的「假死行為」

圖 26 台江國家公園潮上帶陸蟹行為之生態照片: (1)、中華沙蟹的「取食本
身幼體行為」；(2)、角眼沙蟹的「狩獵行為」；(3)、角眼沙蟹的「食物
旁挖洞棲息行為」
；(4)、凹足陸寄居蟹的「釋幼行為」
；(5)、兇狠圓軸
蟹的「休息行為」；(6)、橙螯隱蟹的「假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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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
在台江國家公園的陸蟹各種行為中，兇狠圓軸蟹、角眼沙蟹及臺灣厚蟹
的行為最值得討論。兇狠圓軸蟹是台江國家公園最有代表性的陸蟹，角眼沙
蟹則是最容易見到各種不同行為的物種，臺灣厚蟹則是與當地居民過去生活
有最密切關係的物種。

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內兇狠圓軸蟹在行為上展現其特殊性，例如其「休息
行為」並沒有在墾丁國家公園的後灣海岸族群及港口溪河口族群被記錄過。
「泡水行為」在墾丁國家公園的上述兩個兇狠圓軸蟹族群中也極為罕見。推
測是因為台江國家公園的兇狠圓軸蟹有許多個體因為棲息在較內陸的棲地，
因此抱卵雌蟹需要經過長時間且長距離的降海遷徙，才能抵達海岸地區進行
幼蟲釋放。而長時間及長距離的遷徙，導致抱卵雌蟹的疲憊與脫水，因而衍
生出休息與泡水的行為。墾丁國家公園的後灣與港口溪河口兇狠圓軸蟹族群
的棲地離海較近，因此不需要經過太長距離的遷徙即能抵達海岸釋幼，因此
不需要長時間的休息與水分的補充。

台江國家公園的自然海岸幾乎都是屬於沙岸，而角眼沙蟹為沙岸潮間帶
高潮帶的優勢物種，因此族群數量豐富。再加上角眼沙蟹高活動力的特性，
使得角眼沙蟹成為台江國家公園夜間最容易見到的多樣性行為陸蟹物種。由
於角眼沙蟹在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內廣泛分布、行為多樣，因此是台江國家公
園發展社區生態旅遊的明星物種首選之一。

臺灣厚蟹過去與台江國家公園範圍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有密切的關連，
在過往的貧苦年代，四草人常用鹽水將臺灣厚蟹醃漬成「膎」，用來配飯或
粥，隨著民情改變，這些承載老一輩人回憶的傳統料理漸被遺忘(張毓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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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也由於過往對臺灣厚蟹的利用，先民對臺灣厚蟹的生物學累積了一
定的認識。
「七蟳、八（虫市）
、九毛蟹、十毛蜞」的俗諺，描述不同種蟹季
從農曆 7 月輪番上陣，農曆 7 月是蟳，8 月是梭子蟹，9 月是毛蟹，10 月是
臺灣厚蟹；又俗語說到：
「初一瘋，初二嬈，初三瘋了了，初四食無洨」
，則
是指每年的農曆 10 月初 1 至初 3，臺灣厚蟹會大規模出現在道路路面的現
象(張毓翎，2020)。因此根據過往先民的生活經驗，臺灣厚蟹在農曆的 10
月初 1 至初 3 會有大量出現的情況。

為驗證先民對臺灣厚蟹的描述，研究團隊在 2021 年的 11/5-7(農曆 10
月初 1-3)期間特別針對台江國家公園及七股、四草等地區的臺灣厚蟹進行
相關調查，調查臺灣厚蟹是否會在這段時間大量出現。然而連續 3 天在台江
國家公園範圍內外臺灣厚蟹棲息的環境進行搜尋調查，僅見到 17 隻的臺灣
厚蟹個體在道路上出現。而 11/4-8(農曆 9/30-10/4)在調查臺灣厚蟹釋幼的
E 樣區調查，結果 5 天的夜間調查也沒有見到任何的抱卵雌蟹降海釋幼。而
根據網路 YouTube 臺灣厚蟹成群在道路上移動的影片，其中有很多是雄蟹，
但並沒有見到抱卵雌蟹混雜其中(長弓影像, 2019)。而根據四草地區老一輩
漁民口訪，在進入農曆 10 月後，臺灣厚蟹的大量出現並不直接與農曆日期
相關，需要等到吹南風或者下雨後，臺灣厚蟹才會大量出現(吳瑞昌, 個人
通訊)。綜合上述所有資訊顯示，台江地區臺灣厚蟹在秋冬之際會有一個類
似聖誕島紅地蟹的繁殖前遷徙行為，準備進行繁殖的個體會從內陸較不適合
繁殖的地方遷徙到適宜繁殖之地，但並非是在農曆新月期間有一個降海釋幼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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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陸蟹的生存威脅

一、陸蟹的生存威脅
目前發現台江國家公園潮上帶陸蟹所面臨的生存威脅事項包括棲地破
壞、人為捕捉、路殺、降海遷徙障礙與大量海漂垃圾在海岸堆積。此外也在
多處發現外來入侵種-黃瘋蟻(Anoplolepis gracilipes)蹤跡，但目前尚未記錄到
黃瘋蟻對陸蟹產生危害的情況。以下就各種陸蟹生存威脅事項進行說明:

(一)、棲地破壞
棲地破壞包括自然與人為因素兩大部分。由於環境的變遷，導致台江國
家公園多處海岸沙灘面臨侵蝕的威脅。海岸的侵蝕會導致棲息在沙灘的角眼
沙蟹、中華沙蟹及灰白陸寄居蟹的棲地面積減少，進而使其族群數量減少。
而海岸侵蝕也導致各種人為工程進行，包括海堤的興建、海岸拋石及消波塊
的放置。這些工程除了使海岸沙灘的面積進一步縮小外，也引發新的陸蟹生
存威脅。此外，車輛進入海灘也會造成陸蟹棲地的破壞(圖 27)。許多愛好垂
釣人士會將車輛開到海灘，工程車輛會進入海灘，甚至連一般遊客也會將車
輛開到海灘。車輛進入海灘一方面會對沙蟹及灰白陸寄居蟹造成直接的傷害，
一方面會破壞海灘的生態環境，不利陸蟹的生存。

又台江國家公園潮上帶陸蟹的最重要棲地是青草崙地區的海岸林，海岸
林提供了陸蟹一個濕度較高的適宜生存環境，植物落葉也提供陸蟹充足的食
物。由於臺南地區每年 9 月以後通常會有一個長達半年以上的乾季(圖 28)，
在天乾物燥的情況下，海岸林會有發生火災的風險。因此，為確保台江國家
公園陸蟹的生存，青草崙地區海岸林的保護絕對是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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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車輛進入沙灘會導致陸蟹棲地遭受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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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為捕捉
受到人為捕捉威脅影響最大的陸蟹是兇狠圓軸蟹，調查期間研究團隊曾
多次目睹有盜獵者在青草崙地區捕捉兇狠圓軸蟹，也與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
察第七總隊第七大隊通報，多次查獲盜獵者。由於大型陸蟹生長緩慢且族群
補充不易，人為捕捉對兇狠圓軸蟹族群數量會有很大的影響，而漁民設置在
青草崙海岸林內溝渠的定置漁網也會造成兇狠圓軸蟹的大量死亡(圖 29)。此
外臺灣厚蟹也是人為捕捉的對象，調查期間雖然沒有親眼目睹有人在野外捕
捉臺灣厚蟹，但臺南地區的釣具店內有販售此蟹供釣客做為釣餌。

圖 29 青草崙地區大量死亡的兇狠圓軸蟹屍體。推測這些兇狠圓軸蟹是誤入
漁民設置在溝渠內之魚網，困在水中過久導致溺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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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殺
台江國家公園陸蟹整體面臨的路殺威脅不算太嚴重。記錄過遭到路殺的
陸蟹種類包括兇狠圓軸蟹、毛足圓軸蟹、橙螯隱蟹、奧氏後相手蟹、臺灣厚
蟹、角眼沙蟹、灰白陸寄居蟹、凹足陸寄居蟹、短掌陸寄居蟹及藍紫陸寄居
蟹等 10 種陸蟹。園區內最常見到陸蟹遭路殺的路段為青草崙的防汛道路，
因其是各種陸蟹進行降海釋幼遷徙的必經之路，另外則是因為此地區的陸蟹
種類繁多且族群數量豐富，因此雖然車流量並不大，但陸蟹遭受路殺的情形
還是很明顯。此外，亦有民眾故意惡意路殺陸蟹的情況發生。

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外緣安平古堡附近的安北路及附近道路也是常見到
陸蟹遭路殺的路段，安北路的陸蟹路殺與安平地區的路燈及店家的燈光有關，
這些燈光導致進行降海遷徙的兇狠圓軸蟹抱卵雌蟹產生迷航，進入安平地區
道路，進而發生路殺事件(圖 30)。2021 年 6 月 27 及 28 日在此區域的觀察
結果顯示:棲息在鹽水溪南岸的兇狠圓軸蟹抱卵雌蟹會受到「州平路」南側
的燈光吸引，從草地往「州平路」方向遷徙(圖 30B)。在「州平路」馬路上
的部分抱卵雌蟹會因為整排路燈的燈光影響而迷航，在「州平路」上來回行
走，此時容易遭受行駛在「州平路」上的車輛路殺。部分在「州平路」上遊
蕩的抱卵雌蟹會在「夕遊出張所免費停車場」入口處被「安北路」或其他更
南地區的燈光吸引進入停車場。一些抱卵雌蟹則是會走到「州平路」與「安
北路 370 巷」的路口，在此處受到「安北路」上萊爾富超商的燈光吸引朝向
超商前進(圖 30C)，最後也會走到「安北路」上。行走在「州平路」上的兇
狠圓軸蟹或棲息在鹽水溪堤防南側的兇狠圓軸蟹也會被「王城路」上的路燈
燈光吸引，沿著「王城路」往「安北路」行走，最後走上「安北路」。6 月
27 及 28 日的兩天調查總計記錄到 18 隻的兇狠圓軸蟹抱卵雌蟹，其中有 7
隻發現時已遭到路殺(圖 30D)，有 8 隻為研究團隊捕捉後釋放回其原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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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迷航的抱卵雌蟹除非能夠順利進入與安北路接攘的安平港區水域才有
成功釋幼的可能，否則最終不是遭到車輛路殺就是繁殖失敗。

在安北路遭到路殺的兇狠圓軸蟹抱卵雌蟹的另一重要來源為民權路四
段的路邊停車場(圖 31)。此停車場北側鹽水溪南岸堤防上的路燈照向北方
(圖 31C)，因此會造成棲息在鹽水溪南岸的兇狠圓軸蟹抱卵雌蟹降海遷徙時
產生迷航，容易被燈光吸引進到停車場。而停車場南側的路燈(圖 31D)又會
進一步吸引抱卵雌蟹往民權路四段方向前進。進入民權路上的抱卵雌蟹又會
進一步的被安北路上的路燈燈光吸引走到安北路上。抱卵雌蟹在停車場、民
權路及安北路上都有遭受路殺的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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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州平路上之路燈燈光會吸引鹽水溪

A 安北路地區之地圖。

南岸之降海遷徙的抱卵兇狠圓軸蟹。

C. 安北路 370 巷道路上的抱卵雌蟹會受

D. 州平路與安北路 370 巷道路相接處

到超商燈光之吸引朝安北路方向遷徙。

遭路殺之兇狠圓軸蟹抱卵雌蟹。

王
城
路

州平路

安北路
安北路 370 巷

E. 紅色線條圍起的州平路、王城路與安北路 370 巷等三條道路的路燈會造成兇狠圓軸
蟹抱卵雌蟹迷航至安北路，並進而導致發生路殺事件。

圖 30 安北路兇狠圓軸蟹路殺是抱卵雌蟹降海遷徙受到路燈燈光干擾所導
致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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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權路四段停車場
安北路

民權路四段

A. 安北路與民權路交會地區之地圖。

B. 民權路四段停車場及南岸堤防地圖。

C. 民權路四段停車場旁的鹽水溪南岸堤

D. 民權路四段停車場旁的路燈會吸引兇

防上的路燈會吸引棲息在鹽水溪河岸

狠圓軸蟹抱卵雌蟹走上馬路，最後又被

的兇狠圓軸蟹抱卵雌蟹爬上堤防。

安北路的路燈燈光吸引走到安北路。

圖 31 民權路四段停車場周邊的路燈也是造成兇狠圓軸蟹抱卵雌蟹在安北
路遭到路殺的一個關鍵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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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降海遷徙障礙
陸蟹的降海遷徙障礙大部分與海岸地區的工程建設有關。海岸拋石及消
波塊的置放及海堤的興建都會增加陸蟹抱卵雌蟹降海釋幼遷徙的困難。不過，
陸蟹具有高超的攀爬能力，只要不是接近 90 度的光滑垂直面，陸蟹都有攀
爬的能力。目前在青草崙防汛道路旁的曾文溪堤防及大員港附近的海堤都有
部分區域堤防內陸側基部為 90 度光滑垂直水泥壁(圖 32)。此障礙雖然不會
導致抱卵雌蟹無法進行降海遷徙，但會增加陸蟹抱卵雌蟹停留在防汛道路路
面的時間，增加路殺及被盜獵者捕捉的風險。

圖 32 河堤或海堤的垂直面會形成陸蟹降海遷徙的障礙，增加陸蟹遭受路殺
及人為捕捉的風險，也可能導致降海釋幼的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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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漂垃圾影響
台江國家公園的海岸在暴風雨過後常會出現大量的海漂垃圾(圖 33)，這
些垃圾本身通常對陸蟹的影響不大，甚至可提供部分種類陸蟹食物及棲息躲
藏的環境，然而海漂垃圾對陸蟹仍有以下四點不利影響:
1. 陸蟹可能會誤食海漂垃圾中的塑膠或保麗龍，導致健康受損。
2. 部分人士常常會點火焚燒海漂垃圾，導致棲息其中的陸蟹死亡。
3. 車輛或重機械在清除海漂垃圾時也會導致陸蟹傷亡。
4. 海漂垃圾覆蓋住沙蟹棲地，導致沙蟹的死亡或繁殖失敗。

而除了海漂垃圾外，人類在海邊從事各項活動也常會遺留垃圾或廢棄物，
這些廢棄物中以漁網對陸蟹造成的傷害最大。調查期間，研究團隊在青草崙
地區海邊就多次見到角眼沙蟹遭廢棄漁網纏住無法脫身，最後就活活的曬死
在海灘上。

圖 33 彩雲颱風過後，牡蠣殼、牡蠣養殖架、保麗龍塊及海漂垃圾覆蓋青草
崙沙灘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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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陸蟹生存威脅的解決對策
目前發現台江國家公園潮上帶陸蟹所面臨的生存威脅事項包括棲地破
壞、人為捕捉、路殺、降海遷徙障礙與大量海漂垃圾在海岸堆積，這些威脅
必須盡早排除，尤其是人為捕捉及路殺這兩項威脅，才能夠使陸蟹在台江國
家公園內永續生存。陸蟹保育的另一重點是要建立國民對陸蟹生存權利的認
同，陸蟹保育才能夠真正成功。

盜獵行為已對青草崙地區的兇狠圓軸蟹族群產生嚴重的影響。2015 年
青草崙地區的兇狠圓軸蟹釋幼抱卵雌蟹調查記錄的抱卵雌蟹族群數量超過
4500 隻(黃光瀛等，2017)，是臺灣有記錄過的最大地蟹科陸蟹族群。然而研
究團隊在 2020 年與 2021 年的調查期間，曾多次遇到盜獵者沿著青草崙堤防
道路捕捉兇狠圓軸蟹的抱卵雌蟹。研究團隊除了提醒盜獵者此處為國家公園
範圍，不得獵捕野生動物外，亦多次通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
七大隊查獲盜獵者。因此，人為捕捉陸蟹的問題是台江國家公園陸蟹保育必
須要解決的一個重要議題。

路殺發生在人類頻繁活動的道路上，因此很容易被人注意到。青草崙地
區雖然位置偏僻，但每日仍有釣客、婚紗業者及遊客開車或騎車前往海邊垂
釣、拍照及遊玩。由於青草崙地區的兇狠圓軸蟹抱卵雌蟹進行降海釋幼遷徙
時必須橫越堤防邊的防汛道路，非繁殖個體也常在夜晚時分在堤防防汛道路
上活動，因此面臨路殺的威脅。雖然目前青草崙地區陸蟹面臨的路殺尚不嚴
重，但應提早預防。

強烈建議於兇狠圓軸蟹繁殖季的降海釋幼期間透過封路措施來保護兇
狠圓軸蟹族群來避免路殺及降低人為捕捉風險。兇狠圓軸蟹這類地蟹科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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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蟹的生長速率緩慢，遭遇人為捕捉及路殺將導致族群數量銳減及體型變小。
此外，陸蟹的浮游性幼體在大海中成長，死亡率極高，而且完成變態後也不
一定能順利返回陸地生活，因此族群補充不易。由於青草崙堤防道路屬防汛
道路，平日的車流量並不高，海岸林地區也沒有私人住家，因此只要與防汛
單位協調取得同意，可於兇狠圓軸蟹繁殖季節的降海釋幼期間以封閉道路的
方式管制一般民眾車輛進入，如此既能避免路殺的發生，也能提高盜獵者盜
捕兇狠圓軸蟹的難度及增加查獲盜獵者的機會。建議封路範圍為「曾文溪堤
防旁防汛道路進入台江國家公園範圍處」至「青草崙海巡哨所」之間長度大
約 2 公里的路段。此路段是兇狠圓軸蟹降海釋幼抱卵雌蟹出現密度最高之處，
也是盜獵者最常出沒捕捉兇狠圓軸蟹的區域。而目前青草崙地區從垃圾焚化
爐附近還有一條貫穿海岸林的道路，可以供婚紗業者、釣客及一般民眾前往
海邊使用，不會影響一般民眾前往海邊活動的權益。雖然這條穿越海岸林的
道路上也有記錄過兇狠圓軸蟹抱卵雌蟹，但出現的數量遠低於青草崙堤防旁
防汛道路上的抱卵雌蟹數量，因此路殺的情況會較為輕微。

根據研究團隊 2020 年及 2021 年兇狠圓軸蟹的降海釋幼雌蟹族群數量調
查結果，6-9 月的降海釋幼雌蟹數量佔整個繁殖季族群數量的 95%以上。表
8 為研究團隊根據 2021 年的調查數據，評估在各種不同月份及農曆日期，
於 18:00-22:00 期間進行封路，可以達到對兇狠圓軸蟹降海釋幼雌蟹族群的
保護數量及比率表。

研究團隊建議可採用表 8 的第 2 項封路措施的調整版進行封路，於 6
中、下旬至 9 月的中、上旬的農曆 2-6 及 15-20 期間進行封路管制措施。由
於 6 月上旬及 9 月下旬兇狠圓軸蟹的降海釋幼雌蟹數量不多，因此還可以在
減少 1 個新月及 1 個月圓期間的 11 天封路時間，只要進行 33 天的封路，就
可以達到保護 90%以上兇狠圓軸蟹降海釋幼雌蟹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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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青草崙地區防汛道路建議之封路月份、農曆日期及所對應的兇狠圓軸
蟹降海釋幼雌蟹保護數量及保護比率評估表
封路的
封路的
保護抱卵
保護抱卵
封路月份
農曆日期
總天數
雌蟹數量
族群比率
6-9 月
56 天
4206 隻
1.
1-7 & 15-21
94%
6-9 月
44 天
4112 隻
2.
2-6 & 15-20
92%
6-9 月
24 天
3350 隻
3.
3-4 & 16-19
75%
6-9 月
16 天
2792 隻
4.
16-19
63%

陸蟹保育能夠成功的關鍵是要取得社會大眾的支持，而社會大眾支持的
關鍵取決於民眾對陸蟹的認識與了解，發展陸蟹生態旅遊活動則是讓一般民
眾了解陸蟹的最佳做法。發展陸蟹生態旅遊活動需要有豐富有趣的各種陸蟹
生態行為資訊，才能吸引一般社會大眾的興趣。研究團隊在完成 2021 年度
的陸蟹釋幼及行為研究調查後，針對一般民眾感興趣的內容方向，於報告附
錄中提供相關的陸蟹有趣生態資訊，做為陸蟹生態旅遊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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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其它調查結果
一、新紀錄種的發現
2021 年的陸蟹調查在青草崙地區記錄兩種新紀錄種潮上帶陸蟹: 小隱
蟹(Epigrapsus politus)及帝王仿相手蟹(Sesarmops imperator)(圖 34)。目前這
2 種陸蟹在台江國家公園都只記錄到 1 隻，族群數量十分稀少。小隱蟹是一
隻失去身體左側 4 隻步足的雄蟹。帝王仿相手蟹則為一隻進行降海釋幼的抱
卵雌蟹。此外，7 月 27 日(農曆 6/18)的調查亦在青草崙堤防上見到一隻降海
釋幼的格雷陸方蟹(Geograpsus grayi)。格雷陸方蟹在台江國家公園的正式紀
錄是在 2017 年，但 2020 年的調查卻沒有記錄到任何個體。

台江國家公園 2020 及 2021 年的調查總共記錄到潮上帶陸蟹 6 科 30 種
(表 9)，也使得近年台江國家公園記錄過的潮上帶陸蟹累計達 6 科 32 種。

表 9 台江國家公園於 2020 年前、2020 年及 2021 年之潮上帶陸蟹名錄表
中文名稱

2020 年前 2020 年

學名

2021 年

地蟹科（Gecarcinidae）
1. 兇狠圓軸蟹
2. 毛足圓軸蟹

Cardisoma carnifex
Cardisoma hirtipes 註

3. 小隱蟹
4. 橙螯隱蟹

Epigrapsus politus
Epigrapsus notatus

Gecarcoidea lalandii
5. 紫地蟹
方蟹科(Grapsidae)

+
+

+
+

+
+

+
+

6. 毛足陸方蟹
7. 格雷陸方蟹

Geograpsus crinipes

Geograpsus grayi
相手蟹科（Sesarmidae）

+

8. 奧氏後相手蟹
9. 肥胖後相手蟹

Metasesarma aubryi

10. 亞洲新脹蟹
11. 霍氏新脹蟹

Neosarmatium asiaticus

+
+
+
+

Metasesarma obesum
Neosarmatium fourmano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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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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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omanium indicum
22. 印度刁曼蟹
沙蟹科（Ocypodidae）

+

+

+
+

23. 角眼沙蟹
24. 平掌沙蟹

+

+
+
+

12. 印度新脹蟹
13. 圓額新脹蟹

Neosarmatium indicum

14. 斯氏新脹蟹
15. 近親擬相手蟹

Neosarmatium smithi

16. 雙齒擬相手蟹
17. 老猴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bidens

18. 神妙擬相手蟹
19. 三櫛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pictum

20. 林投蟹
21. 帝王仿相手蟹

Scandarma lintou

Neosarmatium rotundifrons
Parasesarma affine
Parasesarma macaco
Parasesarma tripectinis
Sesarmops imperator

Ocypode sinensis
25. 中華沙蟹
弓蟹科（Varunidae）

+

+
+
+

26. 隆背張口蟹
27. 臺灣厚蟹

+
+
+

+
+
+

+
+
+

+
+
+
+

+
+
+
+

+
+
+
+

Ocypode ceratophthalmus
Ocypode cordimana

Chasmagnathus convexus
Helice formosensis

Pseudohelice subquagrata
28. 似方假厚蟹
陸寄居蟹科（Coenobitidae）
29. 短腕陸寄居蟹
30. 凹足陸寄居蟹

Coenobita brevimanus

31. 灰白陸寄居蟹
32. 藍紫陸寄居蟹

Coenobita rugosus

Coenobita cavipes
Coenobita violascens
種類數目

28 種

27 種

30 種

註:毛足圓軸蟹的最新學名在 2018 年被改為 Tuerkayana hirtipes，2001 年時學名改為

Discoplax hirtipes，本報告沿用最初的舊學名 Cardisoma hirti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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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週遭濕地之螃蟹地圖
研究團隊根據委託單位之要求，進行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週遭之濕地蟹
類調查，進而提供蟹類分布地圖。調查共記錄蟹類 15 種及寄居蟹 1 種。15
種短尾類蟹類中包括招潮蟹類 4 種、擬相手蟹 3 種、梭子蟹科 3 種、弓蟹科
2 種，其中數量最豐富的優勢種類為臺灣厚蟹、雙齒擬相手蟹及弧邊管招潮
蟹等 3 種。圖 35 為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週遭濕地之蟹類分布地圖，此地圖
只顯示蟹類的分布地點，確切分布的蟹類物種名稱及數量詳見各局部區域放
大圖:圖 35A、圖 35B 及圖 3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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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隱蟹(Epigrapsus politus)

(2)、帝王仿相手蟹(Sesarmops imperator)

圖 34

2021 年台江國家公園新紀錄種陸蟹生態照片: (1)、小隱蟹(Epigrapsus
politus)，(2)、帝王仿相手蟹(Sesarmops im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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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週遭濕地之蟹類分布地圖。此地圖只顯示蟹類的
分布區域，確切的蟹類物種名稱及數量詳見於圖 34A、圖 34B、圖 34C 等
局部區域放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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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A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遊客中心與停車場間濕地之蟹類分布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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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B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遊客中心後方濕地之蟹類分布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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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C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行政中心入口旁濕地之蟹類分布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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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 61 曾文溪橋預定地之蟹類調查結果
台 61 快速道路曾文溪橋預定位置在台江國家公園曾文溪範圍的東側外
緣，根據委員於期初會議的要求進行其蟹類之物種調查。陸蟹的調查位置如
圖 36，主要位於曾文溪南北兩岸的自然濕地部分，農田及魚塭的部分不在
調查範圍。調查到之蟹類結果如表 10。曾文溪南北兩岸自然濕地之潮上帶
優勢蟹種主要為近親擬相手蟹、雙齒擬相手蟹及臺灣厚蟹。兇狠圓軸蟹在南、
北兩岸都只有見到零星的個體。招潮蟹類則以弧邊管招潮蟹及臺灣旱招潮蟹
為主要優勢物種。

圖 36 台 61 快速道路之曾文溪橋預定地的陸蟹調查位置圖。左上方較小塊
之紅色框線圍起區域為曾文溪北岸堤防旁感潮濕地。右下方較大塊之紅色框
線圍起區域為曾文溪主流南岸旁感潮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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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台 61 快速道路之曾文溪橋預定地的陸蟹種類及數量調查表
陸蟹名稱

1.
2.
3.
4.
5.
6.
7.
8.
9.
10.

萬歲大眼蟹

曾文溪北岸地區
+
+
+
+
++
+++
++++
+++
++++

曾文溪南岸地區
+
++++
++++
+
+++
++++
+
+++
+++
++++

種類總數

9

10

兇狠圓軸蟹
近親擬相手蟹
雙齒擬相手蟹
神妙擬相手蟹
臺灣厚蟹
乳白南方招潮蟹
屠氏管招潮蟹
弧邊管招潮蟹
臺灣旱招潮蟹

註: +代表數量在 10 隻以下；++代表數量在 10-25 隻；+++代表數量在 26-50 隻； ++++
代表 50 隻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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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綜合 2020 及 2021 年的潮上帶陸蟹調查研究結果，結論如下:

一、 台江國家公園 6 種陸蟹的釋幼週期研究結果顯示: 只有橙螯隱蟹的釋
幼週期呈月週期，兇狠圓軸蟹、凹足陸寄居蟹、灰白陸寄居蟹及臺灣
厚蟹等 4 種陸蟹的釋幼週期為半月週期，中華沙蟹的釋幼週期則不具
特別的週期性。

二、 6 種陸蟹的每日釋幼時機有 4 種是與日夜週期有關，抱卵雌蟹在日落
天黑後的特定時段釋放幼蟲，其中中華沙蟹與凹足陸寄居蟹主要在
19:00-21:00 期間釋放幼蟲，而兇狠圓軸蟹與橙螯隱蟹則主要在
20:00-23:00 期間釋放幼蟲。臺灣厚蟹則主要在高平潮後 2 個小時期間
釋放幼蟲。
三、 陸蟹降海釋幼雌蟹族群數量與體型結構調查結果如下: 兇狠圓軸蟹降
海釋幼雌蟹總計 4237 隻，平均頭胸甲寬 78.2 ± 9.9 m (n=2659)。凹足
陸寄居蟹降海釋幼雌蟹 1141 隻，抱卵雌蟹的平均體型為前盾長 15.4 ±
1.6 mm (n=630)。中華沙蟹降海釋幼雌蟹 357 隻，抱卵雌蟹平均頭胸
甲寬為 23.2 ± 2.5 mm (n=216)。橙螯隱蟹降海釋幼雌蟹 217 隻，平均
頭胸甲寬為 19.8 ± 2.3 mm (n=216)。臺灣厚蟹抱卵雌蟹的平均體型為
頭胸甲寬 22.1 ± 3.2 mm (n=99)。灰白陸寄居蟹抱卵雌蟹 47 隻，平均
體型為前盾長 6.3 ± 1.2 mm (n=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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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兇狠圓軸蟹是台江國家公園最有代表性的陸蟹，其族群數量及體型都
十分龐大，在世界上都極為罕見。青草崙地區兇狠圓軸蟹雄蟹的最大
體型為頭胸甲寬 134.5 mm，平均頭胸甲寬 100 ± 16 mm (n=102)；雌
蟹的最大體型為頭胸甲寬 111.2 mm，平均頭胸甲寬 78.2 ± 9.9 m
(n=2659)。

五、 台江國家公園每個月份都有陸蟹在進行降海釋幼，而 2021 年 7 月的
新月與滿月日過後的一週期間有最大數量的陸蟹抱卵雌蟹降海釋幼。
而繁殖抱卵陸蟹種類的高峰期為 8 月，2020 年時記錄到 16 種陸蟹在
8 月期間進行繁殖。

六、 台江國家公園潮上帶陸蟹所面臨的生存威脅事項包括: 棲地破壞、人
為捕捉、路殺問題、降海遷徙障礙與大量海漂垃圾在海岸堆積等 5 項，
其中人為捕捉是目前影響兇狠圓軸蟹生存之最大威脅。
七、 台江國家公園 2020 及 2021 年的調查總共記錄到潮上帶陸蟹 6 科 30
種，使得近年台江國家公園記錄過的潮上帶陸蟹累計達 6 科 32 種。

八、 2021 年調查在台江國家公園發現潮上帶陸蟹新紀錄種 2 種，分別為小
隱蟹(Epigrapsus politus)及帝王仿相手蟹(Sesarmops imperator)。目前
這 2 種陸蟹在台江國家公園都只記錄到 1 隻，族群數量十分稀少。
九、 曾文溪南岸的青草崙夢幻湖及週遭海岸林約 0.5 平方公里的範圍是台
江國家公園最重要的陸蟹熱點，此區域記錄過棲息的潮上帶陸蟹有 25
種，也是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內兇狠圓軸蟹、毛足圓軸蟹、橙螯隱蟹、
紫地蟹及奧氏後相手蟹等 5 種陸蟹的最大族群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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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根據 2020 年的棲地調查及 2021 年的陸蟹釋幼調查結果，研究團隊重
訂 6 種台江國家公園潮上帶優勢陸蟹，分別為: 兇狠圓軸蟹(Cardisoma
carnifex)、角眼沙蟹(O. ceratophthalmus)、中華沙蟹(Ocypode sinensis)、
雙齒擬相手蟹(Parasesarma bidens)、臺灣厚蟹(Helice formosensis)及凹
足陸寄居蟹(Coenobita cavi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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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事項
針對台江國家公園的陸蟹面臨的生存威脅及有效提升民眾的陸蟹保育
觀念，研究團隊有下列九項建議事項:

一、 封路保護降海釋幼遷徙陸蟹
立即可行建議
相關機關與單位：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七大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南部分
署、臺南市政府農業局、臺南市安南區城西社區發展協會、臺南市安
南區城西里辦公處。
1. 青草崙地區防汛道路周邊海岸林為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內最重要的陸蟹棲
地，其中兇狠圓軸蟹更是有龐大的族群數量，在繁殖季降海釋幼遷徙期
間，兇狠圓軸蟹抱卵雌蟹會大量出現在防汛道路上，一方面容易被車輛
路殺，一方面也容易被盜獵者大量捕捉。
2. 建議封路範圍為「曾文溪南岸堤防旁防汛道路進入台江國家公園範圍處」
至「青草崙海巡哨所」之間長度約 2 公里的路段。此路段是兇狠圓軸蟹
降海釋幼抱卵雌蟹出現密度最高之處，封路可以避免陸蟹路殺的發生，
也增加盜獵的困難度。
3. 建議於 6 月的中、下旬至 9 月的中、上旬間的農曆 2-6 及 15-20 期間，於
兇狠圓軸蟹抱卵雌蟹主要降海遷徙的 18:00-22:00 期間進行封路管制措施，
一年只要進行 33 天的封路，就可以達到保護 90%以上兇狠圓軸蟹降海釋
幼雌蟹族群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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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防止陸蟹棲地破壞:
立即可行建議
相關機關：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臺南市政府水利局、臺南市漁港
及近海管理所。
1. 河川兩岸的堤防與海堤興建應避免大規模破壞陸蟹棲地，亦應避免完全
以水泥施作，讓陸蟹完全沒有棲息生存的空間。
2. 青草崙海岸沙灘及曾文溪口北岸海灘常有車輛進入，會對沙蟹及灰白陸
寄居蟹造成傷害，建議在適當位置設置阻礙設施以防止車輛進入。
3. 颱風過後海灘常堆積大量漂流木及垃圾，清理沙灘時若使用車輛及重機
械，應儘量行駛固定路線，減少對棲地的破壞。
4. 青草崙地區的海岸林是陸蟹的重要棲地，必須要避免遭到破壞，尤其必
須要避免森林火災的發生。

三、 防止人為捕捉陸蟹：
立即可行建議
相關機關與單位：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
總隊第七大隊、臺南市安南區城西社區發展協會、臺南市安南區城西
里辦公處。
1. 青草崙地區兇狠圓軸蟹族群面臨人為獵捕的威脅，此區域降海釋幼抱卵
雌蟹體型龐大且數量豐富，值得妥善保護以維持此珍貴特殊陸蟹資源。
2. 建議在青草崙地區的相關路口設置監視器，以嚇阻盜獵者進入。
3. 結合城西社區關心陸蟹民眾，成立陸蟹保育群組，即時向警察隊通報陸
蟹盜獵者的動向進行取締。
4. 陸寄居蟹仍是寵物養殖之熱門物種，宜加強宣導及管理，以避免陸寄居
蟹遭到獵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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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臺南地區釣具店販賣臺灣厚蟹做為釣餌，部分臺灣厚蟹可能捕捉自台江
國家公園範圍。

四、 降低海漂垃圾對陸蟹的影響:
立即可行建議
相關機關：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臺南市
漁港及近海管理所。
1. 儘快清除海漂垃圾中的塑膠垃圾以避免陸蟹誤食。
2. 宣導民眾勿以焚燒方式處理海漂垃圾，避免躲藏其間的陸蟹受到傷害。
3. 處理海漂垃圾時可在海灘保留部分大型漂流木(保留木頭即可，竹子的部
分不須保留)，漂流木可提供陸寄居蟹、肥胖後相手蟹及小隱蟹等陸蟹棲
息的環境。

五、 避免陸蟹路殺：
中長期建議
相關機關：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臺南市政府農業局、臺南市政府工
務局、臺南市政府水利局、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七大隊、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1. 在陸蟹的降海釋幼遷徙高峰期，在陸蟹大量橫越馬路的重要路段進行道
路封路管制，以避免陸蟹的路殺。
2. 部分陸蟹降海遷徙抱卵雌蟹會受到路燈燈光吸引，朝向路燈光源前進，
導致進入道路路面並因而發生路殺。為避免路燈燈光干擾陸蟹抱卵雌蟹
的降海遷徙，建議不要將路燈燈光直接朝向陸蟹棲地方向照射。若無法
改變路燈燈光照射方向，可於路燈前方裝設遮光罩，避免陸蟹會直接看
見路燈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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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消除陸蟹降海遷徙障礙：
中長期建議
相關機關：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臺南市
政府水利局。
1. 河岸的堤防及海堤興建應避免垂直陡峭及光滑的堤面，以免影響陸蟹的
降海釋幼繁殖遷徙。
2. 現有堤防的垂直陡峭及光滑堤面，可以透過在垂直或光滑堤面設置網格
狀之塑膠板提供陸蟹攀爬。

七、 有效管理陸蟹熱點分布區域，鼓勵民眾投入陸蟹保育相關工作，確保
陸蟹資源永續存在：
中長期建議
相關機關與單位：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臺南市安南區城西社區發展
協會、臺南市安南區城西里辦公處。
1. 曾文溪南岸的青草崙夢幻湖及其周邊海岸林範圍是台江國家公園最重要
的陸蟹熱點，必須進行有效管理，使陸蟹資源得以永續。
2. 建議於兇狠圓軸蟹降海釋幼高峰期的 7、8 月期間封閉青草崙防汛道路部
分路段，一方面可以減少路殺發生，另一方面也能減少陸蟹的盜獵。
3. 封路期間可讓進出車輛行駛焚化爐至海巡哨所的林間道路前往海邊，降
低封路對用路人的影響。此路段雖然也有陸蟹進行降海遷徙，但數量遠
低於防汛道路的陸蟹降海釋幼族群，可減少陸蟹整體傷害。
4. 透過在地居民及志工協助，持續監測兇狠圓軸蟹的族群變化，一方面可
做為陸蟹經營管理依據，另一方面也可培訓在地居民及志工成為陸蟹生
態教育解說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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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委託專業生態攝影團隊製作陸蟹生態影片，透過影片吸引民眾對陸蟹
的關注，提供社區發展陸蟹生態旅遊的助力：
中長期建議
相關機關：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1. 動態的影像，尤其是陸蟹釋幼的影片畫面最能吸引一般民眾的關注。
2. 陸蟹影片可做為社區發展陸蟹生態旅遊重要的教材內容。
3. 陸蟹影片可以讓民眾了解台江國家公園豐富的陸蟹資源，讓民眾更關心
及認同陸蟹的保育措施。

九、 輔導社區發展陸蟹生態旅遊活動，與社區建立夥伴關係，使社區居民
成為陸蟹保育與自然保育的助力:
中長期建議
相關機關與單位：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內各社區發
展協會、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內各里辦公處。
1. 提供社區各項陸蟹解說教育訓練與相關資源，培訓各社區之解說員。
2. 提供國家公園之陸蟹生態影片，做為社區發展陸蟹生態旅遊重要教材。
3. 透過陸蟹生態旅遊發展，可以提升社區民眾對陸蟹的了解與關心，也可
以改善國家公園管理處與社區民眾關係，發展出互利共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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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江國家公園陸蟹生態調查(2/2)」委託辦理計畫
期初審查意見回覆表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一、林委員惠真：
（一）工作項目五：保育宣導及解

(一)有關陸蟹保育宣導素材，主要是提

說教育之素材，內容不夠明確，請

供陸蟹相關生態書面資訊。會針對台江

增補說明，有助於調查階段的資料

國家公園陸蟹面臨的問題，以及一般民

收集與準備。

眾與國家公園管理處可以著手的保育
策略進行撰寫。

（二）表 4 的工作月份有很充分的

(二)目前已完成臺灣厚蟹 1-2 月的調

呈現，請說明已經完成的臺灣厚蟹

查。園區內的臺灣厚蟹數量雖然超過千

目前的調查成果。

隻，但分布相當分散，沒有特別集中。
台 17 線之鹽水溪南岸釋幼調查樣區已
是目前找到數量最多且最適合進行釋
幼研究的地點；然而相對於高美濕地臺
灣厚蟹繁殖高峰期一個晚上有百隻釋
幼，這裡最多一晚僅有約十隻左右的釋
幼族群。

二、邱委員郁文：
（一）建議加入去年資料、熱點及

(一)會依委員要求，在未來報告書中加

優勢物種的分布，再闡述為何選擇

入 2020 年的相關資料，說明 6 種陸蟹

曾文溪南岸以及這 6 種種類的前期

釋幼時機調查樣區的選擇原因。

資料。

（二）表 3 可能的話建議加入寬度。 (二)調查樣區以樣線呈現，但是其調查
對象是此樣線內陸棲息的所有特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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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陸蟹。加上樣區寬度，反而容易使人
誤解是僅調查樣區長 x 寬範圍內棲息的
陸蟹物種。因此仍維持目前之樣區描
述。

（三）有關厚蟹的樣點，是否具有

(三)目前臺灣厚蟹樣區之選擇雖然具

生態旅遊遊程導入的契機？

有一定量之臺灣厚蟹，但其自然環境較
不適合生態旅遊活動之進行。

（四）由表 4 來看，是否有下半夜

(四) 台江國家公園內下半夜釋幼的陸

釋幼的物種？人力部分是否可以培

蟹為紫地蟹及奧氏後相手蟹，數量非常

訓志工成為後續主力？

少，去年已有做長時間下半夜調查，發
現釋幼時機與墾丁國家公園的同種陸
蟹一樣，但因數量稀少，不在本次調查
範圍規定之物種。

（五）第 15 頁部分物種放進養殖

(五) 有關灰白陸寄居蟹、臺灣厚蟹、

箱，是否會造成緊迫而影響觀察結

橙螯隱蟹放在飼養箱進行釋幼觀察，係

果？

因灰白陸寄居蟹棲地在海灘，泡水頻度
高，無法確定是否正在釋幼，且調查樣
區將近 1 公里，沒辦法一直觀察 1 隻個
體，所以將懷疑可能即將釋幼個體集中
置於飼養箱中觀察，利用紅外線攝影機
拍攝，以確定是否釋幼及釋幼時機；臺
灣厚蟹則是因為釋幼時間很長；橙螯隱
蟹釋幼前在岸邊的等待時間很長，因調
查樣區將近 1 公里，沒辦法一直觀察 1
隻個體。飼養箱觀察主要是記錄釋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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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根據過去的陸蟹釋幼研究經驗，卵
成熟孵化時間不會因為放到飼養箱內
而有所改變，至於釋幼行為去年已進行
觀察記錄，不會記錄飼養箱內的釋幼行
為。

三、劉委員靜榆：
(一)本案的調查內容規劃詳實，高

(一)感謝委員的肯定。

度肯定本計畫內之工作項目。

（二）
本案於曾文溪口較上游處這 2 (二)會在調查期間調查台 61 線西濱
年會有公路總局西濱南工處進行曾

快速道路曾文溪大橋興建位置的潮上

文溪橋的施工，雖不在陸蟹的生態

帶陸蟹分布情形。

熱點，仍建議施工前、中、後略予
以追蹤，以作為後續參考。

四、環境維護課呂課長宗憲：
(一)樣區選擇看起來都在曾文溪以

(一)2021 年的釋幼研究樣區主要集中

南，建議補充說明。調查樣區及物

在曾文溪南岸，係因去年報告已指出曾

種選擇如係因囿於人力或經費，期

文溪南岸的夢幻湖及其周邊海岸林範

末可於報告中提出後續研究建議。

圍是陸蟹熱點，陸蟹的種類與數量均十
分豐富。會在未來報告中加入相關說
明。

五、企劃經理課詹技士雯宜：
（一）本計畫是否有研究上的限

(一) 研究限制主要是人力部分，本計

制，建議在計畫書中著墨。

畫主要執行人力是我和專任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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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無法在同一時間執行很多不
同地點的調查。

（二）如本計畫有研究上的限制，

(二) 陸蟹釋幼調查須持續進行多天的

是否有本處能配合協助之處，如鼓

夜間野外調查，不易找到志工。

勵社區居民或志工協助、保育宣導
等。

（三）因本處近年推動生態旅遊，

(三)本計畫的相關研究能提供陸蟹的

建議本計畫能提供生態旅遊資訊作

種類、分布地點及釋幼的精確時間，可

為參考。

做為生態旅遊參考資訊。

六、解說教育課黃辦事員貞雅：
（一）有關解說教育之應用，是否

(一)本計畫提供的陸蟹種類、分布地點

有具體明確的方向？

及釋幼時機可做為解說教育與生態旅
遊路線及時間的參考資訊。而陸蟹各種
行為資訊，可做為解說教育參考素材及
生態旅遊的導覽內容。

（二）有關陸蟹調查，是否有社區

(二)目前有一位城西社區的民眾有意

民眾參與，特別是城西社區？如有

願協助調查。其它另有多位臺南大學學

機會，部分調查是否能讓志工參

生擔任工讀生。

與，學習陸蟹調查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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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洪秘書政乾：
(一)臺灣厚蟹調查樣區較其他物種

(一)臺灣厚蟹是 6 種釋幼調查陸蟹物種

為點狀呈現，是否是棲息特性或有

中唯一棲息在高潮線附近的物種，而臺

其他因素考量，建議補充說明。

17 線鹽水溪橋下的水域範圍較不規
律，因此其研究樣區以涵蓋該區臺灣厚
蟹棲地的方式設定。

八、保育研究課王課長建智：
（一）本計畫工作項目如會議議程

(一)受委託單位工作計畫書依標案規

說明所述，經業務單位檢視受託單

定撰寫工作計畫書。

位所提送工作計畫書，已含括所有
工作項目，相關內容業敘明於工作
計畫書及簡報。

（二）有關本計畫調查過程及成

(二) 受委託單位會遵守契約規定，不

果，如未經本處許可，請勿先行公

會先行公開發布研究結果。

開發布。

（三）第 14 頁調查樣區部分，建議 (三)會依要求在報告中說明清楚。
在內文中說明中華沙蟹與凹足陸寄
居蟹的樣區是一樣的，以免誤以為
樣區數量有誤。

（四）第 15 頁調查時間部分，中華 (四)會依要求是現場實際狀況調整調
沙蟹、灰白陸寄居蟹、橙螯隱蟹調

查時間，以獲得較精確之結果。

查天數較短且集中，屆時請視調查
現場實際狀況調整時間，以期獲得
較精確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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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保育研究課郭技士暐媺：
（一）本計畫規範說明書工作地點

(一)研究團隊確實是根據 2020 年之陸

雖為台江國家公園陸域範圍，惟今

蟹分布調查結果，挑選各種優勢陸蟹在

（110）年計畫主要在延續 109 年全 國家公園範圍內的最佳地點進行陸蟹
園區陸蟹普查後，更深入探究釋幼

釋幼時機研究。

生態，考量陸蟹繁殖釋幼研究須定
點進行長時間觀察記錄，爰請受託
單位就去年調查結果挑選出最適合
進行釋幼生態調查之樣區。

（二）有關工作項目之陸蟹保育宣

(二)研究團隊會依要求提供陸蟹相關

導及解說教育素材部分，係指將 2

資料，提供管理處製作陸蟹手冊或摺頁

年計畫成果轉化為未來可作為本處

等相關科普資料。

製作手冊或摺頁的科普參考資料。

十、本處張副處長登文：
（一）圖 3A、圖 3B 的 A-E 與圖 2

(一)會依要求在未來報告修正內容以

的物種是否能對應？或是否有其他

避免造成誤解。

修改方式，以免混淆？

（二）去年有安北路兇狠圓軸蟹路

(二)研究團隊會依要求研究安北路的

殺報導，雖不在本園區及計畫範

兇狠圓軸蟹的路殺，找出路殺發生的原

圍，是否可協助瞭解該區域陸蟹釋

因、時間、範圍等相關資料。

幼路徑、範圍及時機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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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台江國家公園陸蟹生態調查(2/2)」委託辦理計畫
期中審查會議意見回覆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一、保育研究課王課長建智：
(一)本計畫工作項目如會議議程說

(一)受託單位確實依工作計畫書執行

明所述，經業務單位檢視受託單位

計畫相關調查工作。

所提送期中報告，已進行 5 種陸蟹
釋幼時機及抱卵雌蟹的體型結構調
查，其中 2 種已完成調查分析，另
已評估說明台江國家公園陸蟹生存
的可能威脅，相關內容業敘明於期
中報告及簡報。

(二)因今年陸蟹釋幼時機調查主要

(二)期末報告會依委員要求在文獻回

延伸自去（109）年繁殖季節調查部 顧部分加上去年陸蟹繁殖季節的調查
分，建議在第二節有關文獻之檢討

結果。

中補充 109 年繁殖季節調查結果。

（三）經查第 22 頁臺灣厚蟹調查樣 (三) 期末報告會依委員要求修正臺灣
區位於台江國家公園週緣，建議修

厚蟹位置說明。

正相關說明。

（四）第 47 頁第 5 行安平古堡附近 (四) 期末報告會依委員要求說明安平
的安北路路段，因非位於台江國家

古堡附近的安北路路段非位於台江國

公園範圍內，建議於該小節修正相

家公園範圍內。

關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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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關第 47 頁倒數第 5 行所提 (五) 期末報告會依委員要求清楚說明
迷航的兇狠圓軸蟹，發現時間為

兇狠圓軸蟹可能進行釋幼的安平港區

何？而文中安平港區水域是指何

水域位置。

處？

（六）提醒受託單位期末報告要有

(六) 期末報告會依委員要求格式撰寫

結論與建議章節，結論為結果重點

結論與建議章節。

摘錄，而建議自成一小節。

二、六孔管理站黃主任光瀛：
（一）陸蟹釋幼適合的鹽度為何？

(一)海岸地區陸蟹會在海岸或河口感

像臺灣厚蟹釋幼調查樣區位於台 17 潮帶進行幼蟲釋放，其釋幼水域環境的
線橋下，水體為半淡鹹水，鹽度多

鹽度變異頗大。部分抱卵雌蟹甚至會在

少才適合其釋幼，此議題提供受託

純淡水的水域釋幼。過去研究團隊曾做

單位調查參考。

過陸蟹釋幼鹽度研究，結果顯示大部分
陸蟹幼體可在鹽度 5‰環境中存活 3 天
以上。研究團隊確實曾在釋幼調查時進
行現場鹽度測量，但由於鹽度會隨漲退
潮變化，不同日期也有差異，研究團隊
無法測量每隻雌蟹釋幼時的水體鹽度。

（二）七股至北門一帶的居民在冬

(二) 期末報告會依委員建議加入七股

季臺灣厚蟹繁殖期時會捕捉臺灣厚

至北門一帶的居民對臺灣厚蟹的利用

蟹做「kê」
，建議報告可補充過去蟹 說明。
類利用資料。

109

附件二

三、洪秘書政乾：
(一)有關工作項目之一，陸蟹保育

(一) 期末報告在附錄即有提供陸蟹通

宣導及解說教育素材之撰寫部分，

俗介紹解說教育內容。

建議期末報告陳述方向及內容。

四、張副處長登文：
（一）第 24 頁提及調查時將抱卵雌 (一)陸蟹釋幼是在胚胎發育完成，卵膜
蟹放置在飼養箱中不會影響其釋幼

即將破裂的時候進行，依據研究團隊過

時機，惟陸蟹在野外釋幼，應可感

去的研究經驗顯示，抱卵雌蟹的釋幼時

受到外在環境的變化，如鹽度、潮

機不會因放在飼養箱內而有太大的改

汐等，而放在飼養箱內觀察，是放

變。學術期刊也能接受抱卵雌蟹在水族

在室內或室外，仍可正常釋幼嗎？

箱內進行的釋幼時機研究。台江國家公
園的灰白陸寄居蟹和橙螯隱蟹的抱卵
雌蟹數量不多，在樣區內的密度低，樣
區調查的過程中很難確切記錄每一隻
雌蟹的釋幼時間，所以只能集中在水族
箱內進行釋幼觀察。

（二）本計畫所調查的 6 種陸蟹，

(二)因本計畫屬學術性質調查報告，並

在報告結果章節的描述中是否能放

也在方法章節提供 6 種陸蟹的照片，較

上照片，以利讀者比對、認識陸蟹？ 不宜在結果章節也提供陸蟹照片。

五、林委員惠真：
（一）計畫執行確實，提供重要參

(一)感謝委員肯定。

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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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厚蟹的釋幼時間有沒有

(二)目前研究結果顯示台中高美海邊

地區（例如：高美）上的差異，是

與台江地區臺灣厚蟹的釋幼時間沒有

氣候或是其他因素影響？

太大差異，集中在大潮期間的高平潮時
段，但二者的繁殖高峰期有明顯差異。

（三）第 27 頁，關於調查記錄表， (三)調查紀錄表的原始資料會以 Excel
未來如何保留這些資料？

軟體整理，最後以電子檔的形式儲存及
使用。

（四）努力度（單位時間、人力、

(四)會依委員建議意見在期末報告呈

距離）需要做基本說明，以利未來

現。

比較。

（五）第 40 頁，雄性體型分布是否 (五)除了臺灣厚蟹與灰白陸寄居蟹的
也可同時進行整理？

調查樣區位處棲地，其餘陸蟹的調查樣
區通常僅出現降海釋幼的雌蟹，因此無
法取得雄蟹的體型資料。

（六）第 46 頁，請問漁民設置在溝 (六) 研究團隊並無實際了解漁民之漁
渠的漁網是為了要捕捉什麼？

獲種類。

（七）路燈照明還是很大的問題，

(七)安北路附近之路燈確實對陸蟹造

請計畫單位思考是否成為改善重

成生存威脅，建請國家公園管理處與臺

點。

南市政府商討改善措施。

（八）第 17、18 頁括號與空格之格 (八)會依委員要求確認期中報告第
式請再檢查一次。

17、18 頁括號與空格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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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劉委員靜榆：
（一）本計畫執行團隊之野外調查

(一)感謝委員肯定。

經驗豐富，對於陸蟹及陸寄居蟹的
生活史已有完整的掌握，計畫執行
初期即可正確擬定調查時間及最佳
樣區位置，所以期中報告就已獲得
大量的野外調查資料，本報告內容
詳實，具高度參考價值，予以極高
度肯定。

（二）本計畫之調查規劃完整，對

(二)會依委員要求在期末報告加入天

應月朔、月望也有詳實記錄，若先

候資料分析討論。

前調查時有天候資料，建議加以描
述。因本年度初極度乾旱，年中則
豪雨不斷，鹽度有大幅變化，期末
時可否增加相關描述，如臺灣厚蟹
釋幼可能與鹽度有關。

（三）本報告校對完整，甚少錯誤， (三)會依委員要求校正第 24 頁第 6 行
惟第 24 頁第 6 行「臺灣厚蟹等三種」 「臺灣厚蟹等三種」的相關敘述。
的敘述不完整，請補正。

（四）調查樣區中有 5 種是沿水域

(四)會依委員要求說明調查樣區的寬

與陸域交接處之狹長帶，建議仍請

度資料。

估算寬度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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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問人為捕捉之目的為何？

(五) 人為捕捉陸蟹的目的依陸蟹種類

建議第 53 頁略予描述降低威脅的過 而異，目的包括食用、做為水族寵物及
程，以呈現國家公園找出問題，解

釣餌。期末報告會依委員要求提供台江

決問題的過程。

國家公園管理處針對陸蟹捕捉問題的
相關處理過程。

（六）圖中分布時間是所有捕獲隻

(六)陸蟹釋幼時機與週期性變化環境

數的百分率，與潮水的相關性較

因子的相關分析原則上只會選擇相關

低，是否分開分析，則得到兩種成

的環境因子進行分析，因此釋幼時機與

果，或許有不同的結果。

日夜週期或潮汐週期的相關分析通常
只會擇一。

七、邱委員郁文：
（一）第一年的初步調查資料必須

(一)第一年調查的重要結果大部分都

彙整，並提出為何集中在南岸或為

有在文獻探討中提及。期末報告會增加

何選擇這四種。

陸蟹繁殖季的相關調查結果。調查樣區
集中在曾文溪河口南岸及調查物種的
選擇原因會在期末報告中說明更清楚。

（二）角眼沙蟹未於後續繼續調

(二)角眼沙蟹棲息在高潮帶附近，非真

查，請述明原因，並於期末提出建

正棲息在潮上帶的物種。此外，角眼沙

議。

蟹遇到干擾時大部分個體會迅速奔向
大海，隱身躲藏在波浪沖刷的沙地下。
由於其奔跑速度過快，因此很難調查其
是否抱卵及進行釋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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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門、七股一帶俗諺指 11 月 (三)北門、七股一代的俗諺指出農曆 10
初一是臺灣厚蟹繁殖高峰期，本計

月初 1 開始連續幾天臺灣厚蟹大量出現

畫可能已錯過臺灣厚蟹繁殖高峰

的情形。研究團隊在去前此期間也有在

期，可從第 31 頁圖 5 中看出。臺灣 台江國家公園範圍進行調查，但並未見
由北而南臺灣厚蟹的繁殖期似乎受

到此現象。研究團隊會在今年的 10 月

到溫度影響而有差異，就連過去我

初 1 開始這幾天進行臺灣厚蟹的調查來

在壽山和墾丁的調查亦有此現象。

確認俗諺。至於同一種陸蟹在不同地區
是否有明顯的繁殖季節差異，研究團隊
目前並沒有發現明顯的差異。

（四）以螯足換算前盾長，是否須

(四)陸寄居蟹前盾長與大螯高的比例

先換算後統計，以減少誤差？

來自至少 30 隻的樣本，後續再以此比
例去換算只有測量到大螯高個體的前
盾長數據，期末報告中會再說明清楚。

（五）簡報所提兇狠圓軸蟹體型與

(五)兇狠圓軸蟹體型與年齡關係的推

年齡的推論為何？

估根據有二。一是根據英國蟹類學者
Hartnoll 在 2015 年時提供的大西洋亞
松森島的地蟹科大型陸蟹植入體內晶
片進行生長研究所獲得的結果推估。一
是參考研究團隊在墾丁國家公園後灣
的兇狠圓軸蟹的平均體型變化情形推
估。

（六）建議加強海岸林的重要性。

(六)會遵循委員意見在期末報告加強
海岸林重要性之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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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調查方法看不出定量的方法。 (七)研究團隊對陸蟹的定量調查是調
查研究樣區範圍降海釋幼抱卵雌蟹在
整個繁殖季、不同月份、不同日期及不
同時段的釋幼數量。
八、本處保育研究課郭技士暐媺：
（一）第 28 頁提及陸寄居蟹的身體 (一)會遵循委員意見在期末報告詳細
若能夠拉出殼外則直接測量其「前

說明陸寄居蟹的體型測量。

盾長（頭部長度）」，請問是身體全
部拉出殼外，抑或僅部分拉出殼
外，建議說明清楚。

（二）初步結果釋幼時機的文字敘

(二) 會遵循委員意見在釋幼時機的文

述及圖中如敘及樣區，建議加上樣

字敘述及圖中加上樣區編號。

區編號。

（三）第 31 頁臺灣厚蟹每日釋幼數 (三) 會遵循委員意見調整臺灣厚蟹釋
量分布圖，是否能調整日期間隔，

幼數量圖之日期，使圖更為清楚。

使釋幼日期更為清楚？

（四）第 33 頁第 3 行，單日最大釋 (四) 會遵循委員意見修正第 33 頁數量
幼數量為 14 隻，似與圖 8 所示不

資料。

符，請再確認。

（五）第 37 頁指出灰白陸寄居蟹釋 (五)由於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內並無再
幼的數量過少，無法做出明確的釋

有適合進行釋幼研究的灰白陸寄居蟹

幼時機結論，後續是否還有可能再

族群，因此後續不會再有補充調查。研

做補充調查，抑或補充相關文獻說

究團隊會透過其它地區灰白陸寄居蟹

明？

釋幼時機相關文獻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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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關調查記錄表的紀錄資

(六)研究團隊會依契約規定登錄調查

料，契約書有規定交付成果包含登

資料於臺灣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料

錄調查資料於臺灣國家公園生物多

庫。

樣性資料庫。

（七）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明

(七)略。

日將召開 110 年第四次鹽水溪流域
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民間討論會
議，其中一項議案有關維持水域生
態廊道通暢，請本處說明陸蟹路殺
重點區域及保育策略，本課業請劉
烘昌博士協助提供相關說明，包含
路燈改善建議。

九、謝處長偉松：
（一）陸蟹生態調查共進行 2 年，

(一)會遵循委員建議將兩年的陸蟹相

請受託單位在期末報告文獻回顧中

關調查數據進行比較分析。

呈現去年成果，如今年有延伸去年
的工作項目，建議進行比較分析。

（二）陸蟹的生存威脅一節提及陸

(二) 會遵循委員意見提供陸蟹生存威

蟹的路殺與路燈有關，未來如何改

脅的經營管理建議意見。

善，以及誰來改善，建議對應至期
末的經營管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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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告摘要提及人為捕捉的威

(三) 會遵循委員建議修正期末報告文

脅較 2020 年更為嚴重，建議應依據 字內容，使敘述更為客觀。期末報告亦
調查數據或其他科學分析結果再下

會提出應加強巡查之時間點，以有效保

定論。再者，因已知劉博士團隊已

護陸蟹。

和保七總隊第七大隊建立通報管
道，且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也曾協
助通報，順利查獲違法行為人，這
些防範策略並非無效，建議於報告
中補充說明。另青草崙地區的定置
漁網請企劃課查明是否屬違規事
項，如是，請保育課或企劃課定期
清理。針對人為捕捉問題，亦請於
期末報告中提出加強巡查時間點，
由保育課與保七總隊第七大隊或企
劃課濕地巡查員合作加強巡查。

（四）封路措施建議與當地社區溝

(四)期末報告將提出建議封路的時段

通想法意見，進行可行性評估，在

及封路時段能夠保護的兇狠圓軸蟹降

期末提出建議，俾利計畫結束後銜

海釋幼族群數量與比率。透過確切數據

接推動。

的提出做為與社區溝通封路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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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台江國家公園陸蟹生態調查(2/2)」委託辦理計畫
期末審查會議意見回覆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一、保育研究課王課長建智：
(一)本計畫工作項目如會議議程說

(一)研究團隊有確實依計畫契約規定

明所述，經業務單位檢視受託單位

執行各項調查工作。

所提送期末報告，6 種潮上帶陸蟹的
釋幼時機及抱卵雌蟹的族群數量與
體型結構調查分析皆已完成，另已
評估說明台江國家公園陸蟹生存的
可能威脅，提出改善策略或經營管
理建議，並提供陸蟹保育宣導及解
說教育素材，相關內容業敘明於期
末報告及簡報。

(二)有關附件三陸蟹保育宣導及解

(二)會依委員要求將相關資料補充至

說教育資料，建議本計畫部分陸蟹

成果報告中。

繁殖期與釋幼時機及行為之調查結
果也能轉化收錄其中。

(三)簡報有呈現實際調查日期，建

(三) 會依委員要求將相關資料補充至

議也補充至成果報告中。

成果報告中。

(四)建議整理呈現台江國家公園潮

(四)研究團隊會依照委員建議於成果

上帶陸蟹名錄表，包含近年記錄過

報告提供台江國家公園潮上帶陸蟹

但沒在本計畫調查記錄的物種、新

名錄表。

紀錄種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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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四章建議事項部分，主辦、

(五)建議事項之主辦與協辦機關部分

協辦機關建議再行檢視調整，或列

會依委員建議進行修改，使其更符合各

出可能涉及之機關單位即可。

單位之權責。

二、邱委員郁文：
(一)本計畫完成預定目標，生態及

(一)依契約規定，2021 年的釋幼時機研

生物學的研究深入，符合需求。此

究對象為台江國家公園之優勢陸蟹。詳

外，第 15 頁 6 種陸蟹如何選出？數 細說明請參照期末報告 p.15 之內容。
量部分是記錄「隻」或「隻次」？

雌蟹數量部分為釋幼雌蟹，雖然有部分
雌蟹在一個繁殖季內會重複繁殖，但比
率不高，採用「隻」計算之誤差不大。

(二)陸蟹降海的方向引導為「光」

(二)林芷頡（2010）奧氏後相手蟹降海

或其他因子，是否有文獻？此外有

釋幼之導向行為機制研究(靜宜大學生

關「泡水」、「假死」行為是否有同

態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有提及光線

科物種文獻？

及化學性環境因子(淡水、海水和同類
氣味)對陸蟹降海導航的影響。地蟹科
陸蟹的研究目前沒有文獻提到抱卵雌
蟹的泡水行為。假死行為亦出現在橙螯
隱蟹之姊妹種-小隱蟹，但尚未正式發
表文獻。

(三)園區是否有其它路段的路殺熱

(三)目前研究團隊並無在青草崙防汛

點？

道路以外的台江國家公園園區範圍見
到路殺熱點。路殺大多是零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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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上，是否有棲地熱點的盤

(四)目前研究團隊認定之台江國家公

點，如大水摧毀灰白陸寄居蟹棲

園陸蟹熱點僅為曾文溪河口南岸之夢

地？

幻湖及其周邊海岸林之 0.5 平方公里範
圍(請參照期末報告 p.9, 10 & 14)。

(五)微棲地的其它描述能否加強？

(五)各種陸蟹的微棲地特性已在 109 年
度計畫報告中詳細敘述。

(六)陸寄居蟹的殼資源是否足夠？

(六)目前台江國家公園的陸寄居蟹

有否建議？

不缺貝殼。不知道臺灣在引進非洲大
蝸牛之前，凹足陸寄居蟹使用什麼貝
殼，但凹足陸寄居蟹使用非洲大蝸牛
殼的現象目前在關島及東沙島都很
普遍。台江國家公園的陸寄居蟹背垃
圾殼的很少，且所背的貝殼都很完整
且大小適當。如果可從海產店取得各
種尺寸且適當的貝殼，置放於適合地
點，可有效增加陸寄居蟹的族群數
量。蚵岩螺大小不夠，不適合提供給
凹足陸寄居蟹使用。

(七)建議在降海的時間設立徒步區

(七)研究團隊不在意是以「封路形式」

(取代封路)，兼收保育及科教目的。 或「設立徒步區形式」進行青草崙防汛
道路之管制。只要能夠有效保護降海釋
幼遷徙抱卵雌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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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關堤防的建構物以及堤腳、

(八)已在報告中有清楚的說明。

消波塊對陸蟹洄游廊道之影響須論
述清楚。

(九)第 5 頁潮汐「震」幅的「震」

(九)感謝委員指正，會修正錯誤。

有誤，應改為「振」。

三、林委員惠真：
(一)本報告內容完整詳實，研究工

(一)感謝委員肯定。

作分量繁重，但團隊用心執行，成
效卓著。

(二)未來建議加上體重測量。

(二)未來研究會參考委員意見進行體
重測量。

(三)第 88 至 92 頁建議事項，描述

(三)建請管理處參照委員意見，達到陸

非常清楚。許多工作會需要社區志

蟹保育之目標。

工或環教團體的參與，宜進一步規
劃種子教師群，以利擴大影響力。
另可設計「季節限定」的導覽活動。

(四)第 92 頁錯字，台「將」應為台 (四)感謝委員指正，會修正錯誤。
「江」
，請搜尋全文，看看還有沒有
相同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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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中華沙蟹為例，釋幼之調查

(五)研究團隊在所有陸蟹釋幼圖說中

建議附上該日期有無調查之符號在

都有提供進行調查之所有日期，在本文

橫軸（日期）上，以利判斷沒有釋

中也有詳細說明沒有發現釋幼陸蟹的

幼紀錄的那幾天是「有調查但沒有

日期。沒有特別在日期上標註「有無調

發現釋幼」
，而不是「沒有出差所以 查」是因為標註上去之後會造成圖變的
沒有資料」。

十分混亂，反而不利讀者閱讀。

(六)海漂垃圾可以考慮以辦淨灘活

(六)建請管理處參考委員意見。

動的方式進行。

(七)請問區域內有螞蟻危害問題

(七)目前有在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內記

嗎？

錄到黃瘋蟻的存在，但尚未見到有明顯
的危害情況。

(八)消波塊的角色須要小心描述，

(八)期末報告中指有提到研究團隊發

包括有利用的隻數、時間、潮水時

現在有消波塊區域對兇狠圓軸蟹釋幼

間等，要多一點資料再下定論，因

時機及行為的影響，但並未對消波塊的

擔心被其他團體或讀者錯誤解讀。

存在提出任何絕對性的結論。

(九)開架陸橋的設計還是有使用的

(九)研究團隊並未提到台江國家公園

特定物種之差異，並不是適用於各

範圍內需要陸橋的設置。只提出針對海

物種，所以要先確認目標物種是否

堤的「垂直堤角」面可設置「網格狀板

會使用再行規劃施作。

子」協助陸蟹攀爬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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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劉委員靜榆：
(一)本案有關陸蟹生態調查的成果

(一) 感謝委員肯定。

報告是我多年審查各項計畫中最佳
的，包括調查的努力量和學術專業
度。特別是本成果報告中有很多的
物種，根據我長期海岸調查經驗，
有些我在東海岸有調查到，但是在
臺南並沒有記錄到，這說明本案的
努力量和專業度很高。

(二)本案期中審查時所提供的建

(二)研究團隊在期末報告中確實有將

議，皆已在期末報告中增補，讓本

委員在期初及期中報告中所提之意見

報告內容更加詳實，對於未來經營

進行修改或撰寫回覆意見。

管理極為有用。

(三)本案執行過程有許多珍貴的圖

(三)建請管理處參考委員意見。

片和影片，也清楚記錄許多釋幼的
時間點及威脅，本案計畫出版簡單
的推廣手冊，建議僅簡單物種介
紹，著重威脅及民眾可協助，另請
編列預算，針對物種詳細介紹，因
為陸蟹目前的分類還有很多待處
理，資料增補或製作成影片及書
刊，已達到生物誌的水準，著重知
識性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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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些蟹種的釋卵高峰時間與漲

(四)建請管理處參考委員意見。

退潮關係較少，因此掌握時間，推
展生態旅遊，配合封路，或可與在
地居民合作，以減少破壞。

(五)整合之前台江的資料，若是採

(三)建請管理處參考委員意見。

用舜程編輯的資料，可能有些問
題，須小心使用，建議未來的資料
應該可以本案為主，再持續監測研
究。

五、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謝正
工程司錦志：
(一)有關需本局配合部分，如降低

(一)研究團隊針對海堤的「垂直堤角」

海堤障礙，在不影響防洪功能及能

面設置「網格狀板子」協助陸蟹攀爬之

力範圍內，本局也希望相關設施可

建議並不會影響堤防之防洪功能。陸蟹

對生態更友善，營造友善生態性的

攀爬能力很強，只要不是光滑的垂直

防洪環境，兼顧防洪與生態，後續

面，牠們都能爬上去。夢幻湖的堤防也

如爭取到經費，並辦理相關計畫

算陡，兇狠圓軸蟹大概花 3-5 分鐘就可

時，敬請貴處不吝派員指導。

過馬路及上堤防。堤防要做涵洞等生態
廊道不可行，但可在堤腳垂直面處嘗試
設置 80-90 度網狀塑膠板，不須整段都
設，可間隔 5 公尺設一塊，不影響堤防
強度，也不佔用太多防汛道路，可成為
領先世界的友善陸蟹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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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草崙 1 號水門附近是陸蟹降

(二)通常地蟹科陸蟹的抱卵雌蟹在進

海釋幼的熱區，經洽詢相關人員了

行降海遷徙的過程中會避免接觸水，尤

解，陸蟹並不喜歡走水門之水道，

其是遷徙路途中遇到的淡水或靜止水

是何原因？建請補充說明。

域的水，等到要釋幼時才會進入水中。

(三)青草崙堤防後坡截牆（垂直牆） (三)青草崙地區的兇狠圓軸蟹降海遷
造成越堤障礙，如陸蟹一直無法爬

徙如遇到無法攀爬之堤坊垂直堤腳

上去，其最終下場如何，建議說明

時，會沿著防汛道路往大海方向行走至

一下。

沒有堤腳的地方再翻越堤防去。

六、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呂約用人員
坤信：
(一)如果有確實要執行封路方案，

(一)目前建議之青草崙防汛道路封路

可請台電配合於封路時段內將路燈

路段沒有路燈影響陸蟹遷徙之問題。

暫時關閉，等封路結束後再行開啟。

(二)本局明年預計全面汰換鈉燈

(二)建請管理處與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黃色燈泡）為 LED 燈（白色燈泡）
， 協調，於明年路燈汰換鈉燈時將靠近鹽
可由台江處與相關單位代表討論後

水溪南岸的州平路與堤防上相關路燈

發文至本局，請本局於汰換期間一

加裝遮光罩，減少對兇狠圓軸蟹抱卵雌

併施設前遮光罩，應可改善光點問

蟹的遷徙影響。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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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臺南市安南區城西里辦公處嚴
里長文正：
(一)可配合封路，封路時間與捕鰻

(一)感謝社區願意配合封路，也建請管

苗較無衝突，與釣魚會比較有關，

理處與社區發展協會進行合作，有效嚇

建議摩托車、腳踏車仍可出入，但

阻陸蟹之盜獵。

四輪以上的車輛不能進出。可協助
封路，或由貴處聘請城西社區發展
協會的 2-3 人負責巡守，可有效嚇
阻盜獵，並達保育宣導成效。

(二)就我的觀察，臺灣厚蟹的族群

(二)由於臺南地區魚塭、溝渠遍布，河

數量還算多，只是要在有點雨水時

口感潮帶深入內陸，適宜臺灣厚蟹棲息

才會出現。

的棲地確實分布廣泛，臺灣厚蟹族群數
量也十分龐大。但由於缺乏單一大面積
棲地，致使族群分布較為分散。

八、臺南市安南區城西社區發展協
會陳理事長國忠：
(一)台江處長期關注本地的生態環

(一)感謝城西社區發展協會對國家公

境，邀請相關專家學者針對本地生

園管理處的肯定與支持。

態進行研究調查，且接獲我通報盜
獵案件後，警察迅即到場查處。城
西過去豐富的鰻苗資源現在消失
了，但過去豐富的陸蟹資源現在仍
可見，我和里長會協助台江處共同
守護珍貴的陸蟹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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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老師提出陸蟹熱點及出現時

(二)建請管理處於社區多舉辦陸蟹及

間點，建議台江處多舉辦活動，強

保育相關活動，強化社區居民的保育觀

化社區居民的教育，如有提供護蟹

念，凝聚社區居民護蟹的力量。

識別用的宣導品，可凝聚居民護蟹
的力量。

九、臺南市安平區王城里辦公處翁
鄰長小棻：
(一)有關安北路的陸蟹因路燈吸引

(一)造成安北路陸蟹路殺關鍵的路燈

導致路殺，貴處希望改善路燈，惟

是在州平路、鹽水溪堤防上及民權路四

如站在居民角度，會希望燈光亮一

段停車場南側路燈，這些區域均沒有居

點較為安全，像超商前面安北路 370 民住家，而且路燈改善措施乃是加裝遮
巷住戶較多，這區域的燈光就要亮

光罩，避免降海遷徙陸蟹被光源吸引導

一點。建議兼顧居民安全及陸蟹生

致迷航，因此並不會影響到社區住戶的

態，找出最適宜的路燈改善區段。

路燈照明。

十、本處環境維護課呂課長宗憲：
(一)今年的計畫主要在曾文溪以南

(一)陸蟹的全園區分布調查已在 109 年

進行，之前在曾文溪以北，如七股

度的調查計畫中完成，七股地區也確實

賞鳥亭附近、七股鹽山也曾見過兇

記錄多處有兇狠圓軸蟹之分布。

狠圓軸蟹，建議未來可擴大分布調
查範圍。

127

附件三

(二)王城里的陸蟹路殺是否確為燈

(二)目前的觀察研究顯示王城里的陸

光所致，有否其他影響因子？如確

蟹路殺應該是路燈燈光所致，更換路燈

實為燈光所致，更換路燈至州平路

至州平路北側，燈光朝向南側且加上燈

北側，燈光朝向南側且加上燈罩，

罩是可行作法。

是否可行？

(三)像王城里住戶較多的地方為顧

(三)改善州平路路燈的情況，避免將鹽

及安全，路燈如仍須照亮一點的

水溪堤防南側的兇狠圓軸蟹降海遷徙

話，是否有可能透過宣導，讓民眾

雌蟹吸引到州平路上是王城里陸蟹保

在不被陸蟹夾傷的情況下協助移置

育之關鍵。民眾協助移置也是可行，但

陸蟹於安全的地方？

不如在源頭防堵陸蟹走上馬路。

(四)我曾在台 61 七股溪橋看過 2 隻 (四)陸蟹確實具有非常強之攀爬能
兇狠圓軸蟹爬上樓梯大約離地面 5

力，大型陸蟹也確實具有攀爬樓梯階梯

層樓的高度，其中 1 隻發現時已死

的能力。

亡，可見垂直面只要表面粗糙，兇
狠圓軸蟹就爬得上去。

十一、企劃經理課鄭課長脩平：
(一)清理海漂垃圾有時會使用重機

(一)重機械及車輛在沙灘行駛清除海

具，但因為是在白天清理，請問會

漂垃圾時儘量行駛固定路線，避免大面

對陸蟹造成什麼影響？清理時要注

積輾壓沙灘，可減少對沙蟹及陸寄居蟹

意什麼？

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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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六孔管理站黃主任光瀛：
(一)本案 CP 值高，建議劉博士發表 (一)感謝委員肯定。
論文，以彰顯本處在陸蟹保育研究
之貢獻。

(二)建議測陸蟹釋幼時水體鹽度、

(二)研究團隊在進行臺灣厚蟹釋幼研

路燈燈光波長。大眾廟博物館內有

究時確實有進行一些鹽度測量，但無法

頭胸甲寬至少 150mm 的兇狠圓軸

獲得明確結論，故沒有將數據放進成果

蟹，推薦劉博士去參觀並檢視其年

報告中。會前往大眾廟博物館確認標本

齡。

體型。

(三)建議繼續進行陸蟹相關研究或

(三)建請管理處參考委員意見。

出版陸蟹圖鑑，讓陸蟹保育研究推
廣及解說教育工作更完整。

十三、解說教育課高約聘研究員介
志：
(一)本計畫整理之陸蟹釋幼時間分

(一)由於研究樣區的範圍較大，一位調

布資料，可提供解說教育參考，惟

查人員記錄雌蟹的釋幼時間通常只能

不同陸蟹繁殖季長度有很大的差

以半小時範圍作為界定，無法精確至

異，有些陸蟹繁殖季長達 3-4 個月， 確切的時間，因此數據分析以絕對時間
日落時間差異可能長達 1 小時，這

分析較為方便。而以絕對時間提供的分

些釋幼時間與日落天黑時間有關的

析數據對社區未來發展陸蟹生態旅遊

陸蟹，其時間分布資料是否可因應

的時間安排較為便利。

日落時間進行調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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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本處洪秘書政乾：
(一)報告第 90 頁提及處理海漂垃圾 (一)建議處理海漂垃圾時保留部分較
時可在海灘保留部分漂流木，目前

大型之漂流木在高潮線上方攤地，不需

廢棄蚵架的去化不易，如保留於海

要刻意堆疊排列。讓寄居蟹等陸蟹可以

灘，要如何排列以營造陸蟹棲地？

棲息躲藏於木頭下。此處的漂流木是指
木頭，不是蚵架的竹子，因為竹子比較
小且容易腐朽。

(二)是否可建議幾處陸蟹熱點作為

(二)若要保留漂流木營造陸蟹棲地，建

棲地營造之參考？

議可優先選擇曾文溪與鹿耳門溪之間
的海灘進行。此區域的陸蟹物種較為豐
富，海灘的面積也較為廣闊。

十五、本處張副處長登文：
(一)消波塊對陸蟹釋幼是正面或負

(一)由於尚未有足夠的研究數據，報告

面影響？

書只提到目前消波塊對陸蟹釋幼時間
及行為的影響。尚需要有更多的研究才
能瞭解消波塊對陸蟹釋幼是正面或負
面影響。

(二)第 86 頁 2 年調查記錄 6 科 30

(二)109 年時研究團隊調查發現 27 種

種，近年累計 6 科 32 種，少了哪兩 陸蟹，另外有 3 種陸蟹近年有被其它調
種？是否可提供這兩種照片作為參

查研究發現。110 年的調查研究團隊有

考？

再發現 2 種新紀錄種及 109 年度未記錄
到之格雷陸方蟹，故 2 年累計調查到 30
種潮上帶陸蟹。而台江國家公園範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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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記錄到潮上帶陸蟹 32 種。2 種新紀錄
種為小隱蟹(Epigrapsus politus)及帝王
仿相手蟹(Sesarmops imperator)，照片請
參考成果報告 78 頁之圖 34。

十六、保育研究課郭技士暐媺：
(一)樣區 A-E 可否增加白天環境照

(一)會依委員建議於成果報告增加白

片及簡單環境描述？

天環境照片及簡單環境描述。

(二)第 20 頁第 1 段倒數第 3 行，橙 (二) 會依委員建議於成果報告將調查
螯隱蟹放在網狀籃子後再放到潮間

方法內容有錯誤部分修正。

帶進行釋幼研究，第 5 行則寫橙螯
隱蟹集中在裝有海水的水族箱內，
請再確認後修正。

(三)臺灣厚蟹釋幼時機調查，如仍

(三) 會依委員建議於成果報告將臺灣

有收集 11 月滿月期間及 12 月新月

厚蟹的 11、12 月調查數據整理至成果

期間的資料，建議可整理至成果報

報告中。

告中，以更清楚臺灣厚蟹繁殖季的
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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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臺南市安南區城西社區發展
協會吳瑞昌先生：
(一)我在青草崙進行調查時，有觀

(一)堤防腳之垂直坡面如果有積沙至

察到堤防堤腳如有堆沙，陸蟹就可

一定高度，確實可使兇狠圓軸蟹直接攀

以爬上去，而粗糙面有助其爬行，

爬上堤防。而增加堤防腳垂直坡面之粗

可節省設置設施後續維修保養的費

糙度也可讓陸蟹較容易攀爬。

用。

十九、本處謝處長偉松：
(一)依據劉博士建議的表 8 第 2 項

(一)略。

封路措施，可保護 92%兇狠圓軸蟹抱
卵族群，建議明年保育課結合社區
進行封路巡守，在 4 月或 5 月先邀
集當地社區、六河局及海巡等相關
機關單位共同協商封路路段、方式
及分工。

(二)有關陸蟹生態旅遊部分，建議

(二)略。

企劃課嘗試納入里海旅遊計畫，因
陸蟹在夜間出現，可參考其他地方
的夜間生態旅遊，結合飯店或民宿
來辦理，單獨由社區來辦理有困
難，如何操作建議里海旅遊計畫納
入詳細規劃。陸蟹生態旅遊是夏
天、封路期間的限定活動，具有吸
引力，保育課在封路的第 1 天或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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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期間可結合解說課賞蟹及暗蟬的
活動，邀請媒體記者及社區共同參
與並宣導。

(三)本計畫已提出陸蟹保育宣導及

(三)研究團隊願意協助管理處進行陸

解說教育素材，建議明年可編撰解

蟹保育宣導及解說教育素材解說小手

說小手冊，提供遊客參加賞蟹活動

冊之編撰。

使用，之後有更多資料也可編撰專
書。影片等深入研究後再拍攝。

(四)有關路燈改善部分，建議本計

(四)略。

畫結案後行文給工務局，提供具體
建議及成果報告書。

(五)有關報告書中建議事項的主協

(五)研究團隊會與保育課研討建議事

辦機關，請受託單位再與保育課討

項之主協辦機關相關內容。

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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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陸蟹保育宣導及解說教育資料
一、 陸蟹概論:
前言:
「陸蟹」
，顧名思義就是指生活在陸地上的螃蟹，但此一簡單明瞭的定義
卻很難應用在自然界的真實情況。廣義的陸蟹定義涵蓋所有能在陸地上維持
一定活力的螃蟹，包含的種類繁多，幾乎所有能在潮間帶及陸地上見到的螃
蟹都算，這些陸蟹大多數是原本生活在海洋裡的螃蟹，慢慢的演化至潮間帶
或陸地上生活，另外一些種類則是從淡水的環境逐漸的踏上陸地生活之路。
陸蟹是生物學家感興趣的螃蟹。陸蟹的研究可以了解生物從海洋拓展到陸地
生活的過程，而研究陸蟹從水裡演化到陸地上生活的種種適應與改變，可讓
我們更清楚的了解現今陸地動物的祖先從海洋踏上陸地生活箄路襤褸的艱
辛過程。陸蟹現今已在許多海上的小島盤踞食物鏈的最高階地位，頗具有地
球明日之星的架式。

螃蟹從海洋裡演化到陸地上生活，必須要有形態、生理及行為上的改變，
才能適應水裡與陸地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存環境。從海洋變成到陸地生活，
首先要解決的是身體的支撐問題，螃蟹由於本來就具有八隻步足，因此比起
陸生脊椎動物的魚類老祖先，更容易踏上陸地生活成功的第一步。因為螃蟹
有八隻步足，只要多增加一點肌肉的力量，就可輕鬆的支撐在陸地上的身軀。
當然，除了支撐及運動外，要在陸地上生活還有許多問題要解決，例如水分
的散失、氧氣的取得問題。另外，螃蟹也有一些先天上的生理限制及其它缺
點，造成其完全成功適應陸地上生活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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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蟹與水:
水分的獲取及保存是生物從海洋轉變到陸地生活的一大難題。陸蟹靠生
理及行為的適應來減少陸地上生活水分的散失問題。在生理上，陸蟹以毒性
較弱的尿素及尿酸形式來排除體內蛋白質代謝產生的含氮廢物，如此可減少
水分的消耗。又螃蟹的尿液直接排放至其鰓室中，其中的水分可經由鰓再吸
收利用。此外，許多陸蟹在一些步足的基部還長有特殊的毛囊構造，可以項
植物的根一樣的吸收潮濕地表的水分。在行為上，陸蟹一般為夜行性，或是
選擇在雨後活動，此時的濕度較高，如此可減少水分的蒸散。又陸蟹大多挖
洞居住，洞穴除了做為避難所及休憩地外，不管洞內是否有水，洞內的濕度
均較外界為高，陸蟹在其中也可減少水分散失。儘管如此，由於螃蟹的甲殼
表面不具備一層不透水的臘質層，因此水分的散失問題還是其成功適應陸地
生活的一大障礙。

陸蟹的呼吸:
氧氣的獲取也是陸蟹適應陸地生活的一大問題。不同的陸蟹採用不同的
方式在陸地上獲得氧氣，鰓通常仍扮演相當吃重的角色。一般陸蟹的鰓瓣數
目較水生螃蟹鰓瓣數目少，鰓瓣也較為堅硬，有的種類甚至在鰓瓣間有支撐
的構造，可防止鰓瓣在空氣中坍塌在一起，因此只要維持濕潤，就可在空氣
中發揮氣體交換功能獲取氧氣。另外，許多陸蟹發展出肺的構造，可以直接
呼吸空氣，進行氣體交換。螃蟹的肺不同於脊椎動物的肺，只因具有相同的
功能而得名。陸蟹的肺通常在鰓室的內表面，為底部有大量血管通過的潮濕
薄膜，此處的甲殼特別的薄，因此可迅速而有效的進行氣體交換。有些陸蟹
則採用另外一種特殊的方式在陸地上呼吸，稱為「循環水呼吸系統」。這些
陸蟹在頰區的部位均具有許多的剛毛。當這些陸蟹在地表活動時，主要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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鰓室內的水中溶解的氧氣進行呼吸，鰓室的水經由螃蟹的呼吸出水孔流出後，
會受到重力作用由頰區往身體下方流動，頰區的毛會對水的流動形成阻礙，
使水漫開形成一層薄薄的水膜，氣體交換就在形成的薄層水膜中進行，氧氣
溶解到水中，而二氧化碳擴散到空氣中，使這螃蟹呼吸過的水又再度變成富
含氧氣的水。而這富含氧氣的水最後再經由螃蟹大螯基部的入水孔流進鰓室，
重新供螃蟹呼吸使用。利用這樣的方式，螃蟹就可反覆利用鰓室內的水進行
呼吸作用。當這水蒸發耗盡時，螃蟹則進入洞穴內或水中補充鰓室的水。這
類螃蟹會選擇濕度較大的時候活動，如此可在空氣中有較長的活動時間。

陸蟹的繁殖:
繁殖問題一直是大多數陸蟹要完全適應陸地生活的致命傷。絕大多數陸
蟹平時完全不需要與大海有任何的關係，但是到了繁殖時，卻必須到海邊去
進行繁殖及幼蟲釋放。由於大多數陸蟹的卵孵化出的是蚤狀幼蟲，這些幼蟲
在淡水環境會因為滲透壓平衡問題而迅速死亡，必須在海洋中過浮游的生活，
以其它更小的海洋浮游生物為食，在經過多次的脫殼變態後，才變成一隻小
螃蟹，再回到陸地上生活。受限於母蟹的遷移能力，導致這些陸蟹無法在離
海太遠的地方生活，否則生殖時便須進行長距離的遷移。只有少數淡水起源
的陸蟹，卵直接孵化出一隻隻的小螃蟹，可不與大海再有任何瓜葛，因此可
在遠離大海的內陸生活。但這些陸蟹大多也仍不可離水太遠，除了成蟹本身
對水分的需求外，小螃蟹由於體積小，水分更易大量蒸發喪失，也更需待在
潮濕有水的環境中生活。

陸蟹的食性:
陸蟹屬於外溫動物(變溫動物)，普遍分布於熱帶及亞熱帶地區，寒冷地
區則較為少見。陸蟹一般為夜行性，在乾燥季節也常不活動。一般以植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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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葉為食，但若有機會吃肉，陸蟹也不會放過。動物的屍體及糞便也會成為
陸蟹的食物，許多陸蟹甚至會捕食同種的小蟹，以此做為蛋白質的重要來源。
由於寬廣的食性及極低的能量需求，因此食物很少會是陸蟹生存的限制因子，
除非是陸蟹的密度太高。除了食物的數量外，食物的品質對陸蟹也很重要。
由於胃的容量以及消化的速率，陸蟹每天能處理的食物有限，因此陸蟹會選
擇高蛋白質含量的食物，以增加營養的獲取而提高其生長速度，所以陸蟹常
會偏好植物的綠葉或枝條，以取得較佳的營養。不過若植物具有一些生物毒
性時，陸蟹則會避免進食這類植物的新鮮枝葉，而以這些植物的枯枝落葉為
食。此時陸蟹常會選擇一些經過微生物初步分解的乾枯枝葉，因為這樣的食
物含有較多微生物，有較高的蛋白質含量。此外，一些脊椎動物的糞便及屍
體也因含有高量的蛋白質，常是陸蟹選擇做為食物的目標。在蛋白質食物缺
乏的地方，陸蟹還會有一個最後的選擇，就是以自己的同種小蟹為食。這種
以同種類小蟹為食的行為雖然看來殘忍，但卻具有甚大的生態意義，此行為
可減少種內的過度競爭，防止因族群過度龐大而整個瓦解，又可使強勢的個
體獲得較佳的營養而產生較優良的後代，可提高物種的整體存活力。

陸蟹的脫殼:
脫殼成長是外骨骼生物無法擺脫的宿命，身為節肢動物甲殼綱十足目成
員的陸蟹自然也不例外。但由於生活在陸地上，脫殼所面臨的情況便與生活
在水中的螃蟹有很大的差異。生活在海洋中的螃蟹，海水中有足夠的鈣離子
可以吸收供新殼建造使用，因此可盡情的揮霍，脫殼前不需要對鈣離子做任
何的回收儲存動作。但對於生活在陸地上的螃蟹來說，即使居住的洞裡有水，
其中的鈣離子含量還是微不足道，因此鈣離子對陸蟹是一項稀有珍貴的資源，
是生存所不可或缺的寶藏，必須想辦法在一次又一次的脫殼間保留儲存，如
此陸蟹才能生存下去。許多陸蟹為了保留舊殼中的鈣質，發展出種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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螃蟹在脫殼前會在舊殼底下形成新殼，舊殼也經過部分的分解回收。海洋蟹
類一般只回收舊殼裡的幾丁質及蛋白質，但許多陸蟹則還會同時回收鈣質。
舊殼裡的碳酸鈣會被分解為鈣離子及碳酸根離子，鈣離子進入螃蟹體內後又
再被形成碳酸鈣儲存起來。儲存的方式以「胃石」最為常見。胃石形成於螃
蟹的胃壁殼與胃壁殼下的造殼細胞之間，螃蟹蛻殼後，胃石就落在螃蟹的胃
裡面，經過消化分解後，鈣離子可再被螃蟹吸收利用。螃蟹的肝胰臟也是儲
存回收鈣離子的重要場所。此外，少數種類的陸蟹回收儲存鈣質在血液裡面，
大量的碳酸鈣顆粒使的蛻殼前螃蟹的血液都變成乳白色。絕大多數的陸蟹還
有另一種最簡單直接回收舊殼裡鈣離子的辦法，就是在蛻殼後將脫下的舊殼
吃掉，回收舊殼裡的物質，如此可做到最徹底的舊殼回收工作。而且除了鈣
離子外，還可同時回收幾丁質及蛋白質。不過要吃掉舊殼必須要有堅硬的口
器，而且胃齒也要夠硬才能把舊殼磨碎消化，因此還是必須配合前面所提的
脫殼前回收功能，才能以此方式回收舊殼內物質。

陸蟹脫殼除了面臨必須回收鈣的問題外，蛻殼後如何把新的身體撐大也
是一個問題。螃蟹脫殼是為了成長，但由於新殼是在舊殼底下形成，一開始
一定比舊殼小。新殼在舊殼底下是以摺起的軟殼形式在舊殼下形成，蛻殼後
再把新殼撐開變大。生活在水裡的螃蟹都用水來把新的身體撐開，然後再迅
速的讓身體變硬，如此便可達到脫殼成長的目的。許多陸蟹的洞裡有水，因
此可利用相同的方式來把脫殼後的新身體撐大。不過，也有不少種類的陸蟹
洞內無水，因此需要在脫殼前先在身體內儲存足夠的水分，然後利用這儲存
的水把蛻殼後的身體撐大，這些螃蟹體內有特殊的儲水器官，可在蛻殼前儲
存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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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江國家公園的陸蟹特色:
台江國家公園屬於濕地型的國家公園，其代表性陸蟹為兇狠圓軸蟹、臺
灣厚蟹及各種擬相手蟹。其中兇狠圓軸蟹是台江國家公園最有代表性的陸蟹，
其族群數量及體型都十分龐大。青草崙地區兇狠圓軸蟹族群數量超過 4 千隻
以上，是臺灣最大的地蟹科陸蟹族群。青草崙地區兇狠圓軸蟹的體型之大也
是舉世罕見，其雄蟹的最大體型為頭胸甲寬 13.5 公分，平均頭胸甲寬 10 公
分；雌蟹的最大體型為頭胸甲寬 11 公分，平均頭胸甲寬 7.8 公分，其雄蟹
的平均體型大小是世界已知族群平均體型中最大的，雌蟹的平均體型也僅次
於大西洋上偏遠的亞松森島嶼與羅卡斯環礁兩處島嶼的地蟹科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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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保育宣導:
潮上帶陸蟹所面臨的生存威脅事項包括: 棲地破壞、人為捕捉、路殺問
題、降海遷徙障礙與大量海漂垃圾在海岸堆積等 5 項，其中人為捕捉是目前
影響兇狠圓軸蟹生存之最大威脅，車輛造成的路殺次之。一般民眾可以從事
與協助的陸蟹保育工作如下:
1. 不捕捉、飼養及食用各種陸蟹，不開車進入海岸沙灘等陸蟹棲地。
2. 遇到民眾捕捉陸蟹，請協助通知「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
第七大隊」，報警電話: 06-2842300。
3. 在陸蟹的降海釋幼期間，避免開車前往海岸地區道路。若不得已前
往，請減速慢行。若遇到降海釋幼抱卵陸蟹，請下車協助陸蟹安全
橫越道路後再行開車。
4. 進行陸蟹生態觀察，避免過度騷擾陸蟹，不可捕捉觀察。
5. 在許可區域從事釣魚休閒活動，不使用陸蟹做為釣餌。
6. 踴躍協助海岸地區各項淨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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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江國家公園潮上帶陸蟹物種介紹
物種介紹順序:
1.兇狠圓軸蟹 Cardisoma carnifex (Herbst, 1794)
2.毛足圓軸蟹 Cardisoma hirtipes (Dana, 1851)
3.小隱蟹 Epigrapsus politus Heller, 1862
4.橙螯隱蟹 Epigrapsus notatus (Heller, 1865)
5.紫地蟹 Gecarcoidea lalandii H. Milne Edwards, 1837
6.毛足陸方蟹 Geograpsus crinipes (Dana, 1851)
7.格雷陸方蟹 Geograpsus grayi H. Milne Edwards, 1853
8.奧氏後相手蟹 Metasesama aubryi A. Milne Edwards, 1869
9.肥胖後相手蟹 Metasesarma obesum (Dana, 1851)
10.霍氏新脹蟹 Neosarmatium fourmanoiri Serene, 1973
11.印度新脹蟹 Neosarmatium indicum (A. Milne Edwards, 1868)
12.圓額新脹蟹 Neosarmatium rotundifrons (A. Milne Edwards, 1869)
13.斯氏新脹蟹 Neosarmatium smithi (H. Milne Edwards, 1853 )
14.近親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affine (De Haan, 1837)
15.雙齒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bidens (De Haan, 1835)
16.老猴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macaco Li, Rahayu & Ng, 2018
17.神妙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pictum (De Haan, 1835)
18.三櫛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tripectinis (Shen, 1940)
19.帝王仿相手蟹 Sesarmops imperator Ng, Li & Shih, 2020
20.印度刁曼蟹 Tiomanium indicum (H. Milne Edwards, 1837)
21.角眼沙蟹 Ocypode ceratophthalmus (Pallas, 1772)
22.平掌沙蟹 Ocypode cordimana Desmarest, 1825
23.中華沙蟹 Ocypode sinensis Dai, Song & Yang, 1985
24.隆背張口蟹 Chasmagnathus convexus De Haan, 1835
25.臺灣厚蟹 Helice formosensis Rathbun, 1931
26.似方假厚蟹 Pseudohelice subquadrata (Dana, 1851)
27.短腕陸寄居蟹 Coenobita brevimanus Dana, 1852
28.凹足陸寄居蟹 Coenobita cavipes Stimpson, 1858
29.灰白陸寄居蟹 Coenobita rugosus H. Milne Edwards, 1837
30.藍紫陸寄居蟹 Coenobita violascens Heller, 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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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江國家公園潮上帶陸蟹生態照片
括弧內 CWmax 或 CLmax 後數字為研究團隊目前在野外或在文獻上記錄
過該種陸蟹的最大頭胸甲寬或最大頭胸甲長。短尾類螃蟹體型大小以其頭胸
甲寬(CW:Carapace Width)呈現，陸寄居蟹的體型大小則以其頭胸甲長
(CL:Carapace length)呈現。

1. 兇狠圓軸蟹 (CWmax 13.5cm)

2. 毛足圓軸蟹 (CWmax 13cm)

3. 小隱蟹 (CWmax 2.6cm)

4. 橙螯隱蟹 (CWmax 3.7cm)

5. 紫地蟹 (CWmax 12cm)

6. 毛足陸方蟹 (CWmax 6.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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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格雷陸方蟹 (CWmax 4.5cm)

8. 奧氏後相手蟹 (CWmax 3.0cm)

9. 肥胖後相手蟹 (CWmax 2.5cm)

10. 霍氏新脹蟹 (CWmax 4.0cm)

11. 印度新脹蟹 (CWmax 2.5cm)

12. 圓額新脹蟹 (CWmax 3.3cm)

13. 斯氏新脹蟹 (CWmax 3.5cm)

14. 近親擬相手蟹 (CWmax 2.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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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雙齒擬相手蟹 (CWmax 2.8cm)

16. 老猴擬相手蟹 (CWmax 1.5cm)

17. 神妙擬相手蟹 (CWmax 2.2cm)

18. 三櫛擬相手蟹 (CWmax 1.6cm)

19. 帝王仿相手蟹 (CWmax 4.4cm)

20. 印度刁曼蟹 (CWmax 4.4cm)

21. 角眼沙蟹 (CWmax 4.3cm)

22. 平掌沙蟹 (CWmax 3.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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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華沙蟹 (CWmax 3.0cm)

24. 隆背張口蟹 (CWmax 4.2cm)

25. 臺灣厚蟹 (CWmax 3.2cm)

26. 似方假厚蟹 (CWmax 2.4cm)

27. 短腕陸寄居蟹 (CLmax 5.8cm)

28. 凹足陸寄居蟹 (CLmax 3.8cm)

29. 灰白陸寄居蟹 (CLmax 3.1cm)

30. 藍紫陸寄居蟹 (CLmax 3.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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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兇狠圓軸蟹 Cardisoma carnifex (Herbst, 1794)
形態特徵：
一般常見到的個體頭胸甲寬約 6-10 公分，頭胸甲接近圓方形，甲面極
為隆起，頭胸甲顏色較淡，呈淺咖啡色或淡紫紅色。眼睛為灰褐色。頰區密
生絨毛，形狀呈三角形。螯足一般呈淡紫紅色，步足指節為橘色。
生態習性：
1. 棲息於高潮線以上的河口域、紅樹林沼澤潮溝、草澤、木麻黃防風林底
層等各類型海岸濕地的土堤及樹叢下，挖洞居住。洞穴底部水分主要為
具有鹽度的半鹹水。
2. 常將洞裡挖出的泥土團堆於洞口上緣，形成煙囪。
3. 洞穴底部的水可供兇狠圓軸蟹濕潤鰓，以維持正常呼吸功能。蛻殼也在
動底的水中完成。
4. 以落葉、枯草為主食，但也會吃各種果實、動物的屍體及糞便，也會捕
食蝸牛等行動緩慢的動物。
5. 以夜行性為主，但白天的晨昏或雨天也會出洞活動。
6. 台江國家公園兇狠圓軸蟹的繁殖季為6-11月。
7. 台江國家公園兇狠圓軸蟹抱卵雌蟹的釋幼週期為半月週期，在新月及滿
月期間各有約1個星期的時間有抱卵雌蟹降海釋幼，釋幼高峰通常出現在
農曆的初3、初4及17、18。墾丁國家公園兇狠圓軸蟹抱卵雌蟹的釋幼則
較晚，通常出現在農曆的初3、初4及18、19。
8. 雌蟹繁殖時的一次抱卵數量依雌蟹體型而異，通常體型愈大，抱卵數量
愈多，大約介於10萬至50萬個。
9. 抱卵雌蟹進到海水中會搧動腹部將腹部的卵釋放到海中，卵在釋放時孵
化成為「蚤狀幼體」
。蚤狀幼體在海洋中行浮游生活，經過多次脫殼至大
眼幼體階段，大眼幼體再返回登陸，之後再蛻殼進入第一期幼蟹階段。
10.兇狠圓軸蟹的幼蟹相當罕見，幼蟹常呈鮮豔的紅褐色。
備註:
1. 一般人容易混淆兇狠圓軸蟹與毛足圓軸蟹。基本上可以頭胸甲及眼睛的
顏色來區別。兇狠圓軸蟹頭胸甲表面色素較少、顏色較淺，眼睛則呈灰
白色。毛足圓軸蟹背甲顏色較深，一般呈深褐色至黑色，眼睛呈黑色。
2. 兇狠圓軸蟹是台江國家公園最有代表性的陸蟹，體型龐大且族群數量豐
富。2021 年在台江國家公園範圍調查到的雄蟹平均體型為 10 公分，是
目前世界上記錄過平均體型最大的雄性地蟹科陸蟹；雌蟹平均體型為 7.8
公分，也在世界上記錄過的地蟹科雌蟹族群平均體型大小中名列前茅。
3. 因為會在魚塭的土堤挖洞，造成魚塭的漏水與破壞，因此被漁民視為有
害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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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江國家公園的兇狠圓軸蟹在進行降海釋幼遷徙時具有一種特殊的「休
息行為」
，降海遷徙的抱卵雌蟹在遷徙過程中會將兩隻螯腳的掌部下緣撐
住地面，頰區也面向地面，身體持續靜止不動超過 30 分鐘以上的時間。
5. 台江國家公園兇狠圓軸蟹的降海釋幼遷徙雌蟹還常常出現「泡水行為」，
抱卵雌蟹抵達海岸線後常會進入大海中，接受海浪的沖洗。通常抱卵雌
蟹在泡水幾分鐘後就會離水回到岸上，在水外休息等待，等到卵要孵化
時再進入海中釋幼。
6. 青草崙地區的兇狠圓軸蟹抱卵雌蟹會提早離開抱卵洞穴進行降海遷徙。
部分在黃昏天黑後出現在馬路上的抱卵雌蟹並不在當天晚上進行幼蟲釋
放，常常是出來遊蕩活動一段時間，之後又重新返回海岸林內。
7. 青草崙地區兇狠圓軸蟹抱卵雌蟹在堆置消波塊海岸的釋幼時間發生的較
晚，約 3/4 的個體在 20:30-23:00 期間進行釋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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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足圓軸蟹 Cardisoma hirtipes (Dana, 1851)
形態特徵：
頭胸甲呈圓方形，甲面極為隆起，兩側鰓域較較中央心域為高。身體顏
色較深，頭胸甲呈深咖啡色至黑色。眼睛為黑色。頰區之絨毛區形狀呈四角
形。螯足大部分呈黃色。
生態習性：
1. 主要棲息在海岸林下的淡水水域週遭陸域，挖洞居住，洞穴底部達地下
水位，洞底的水為淡水。
2. 大部分行為習性與兇狠圓軸蟹十分接近。
3. 恆春半島族群的繁殖季與雨季開始及結束的時間有關，一般是 6-11 月。
4. 毛足圓軸蟹與兇狠圓軸蟹在繁殖上的最大差異是其釋幼週期。毛足圓軸
蟹的釋幼週期為月週期。抱卵雌蟹在月圓期間降海釋幼，持續約 5 天，
通常在農曆 15 或 16 出現降海釋幼的數量高峰。
5. 降海釋幼的抱卵雌蟹主要在天黑後的兩個小時內進行幼蟲釋放。

備註:
1. 毛足圓軸蟹在 2001 年被改隸屬圓盤蟹屬(Discoplax)，2018 年又被放在新
屬: 特氏蟹屬(Tuerkayana)，這邊仍維持使用舊學名。
2. 目前墾丁國家公園的後灣海岸記錄有臺灣最大的毛足圓軸蟹族群。
3. 毛足圓軸蟹可生長的最大體型與兇狠圓軸蟹相近，然而因為毛足圓軸蟹
的棲地通常較為內陸，抱卵雌蟹在進行降海釋幼遷徙時常需橫越道路，
一方面容易遭受車輛路殺，另一方面也相對容易遭到捕捉，導致其族群
平均壽命銳減，也導致個體體型明顯變小。
4. 毛足圓軸蟹在台江國家公園園區範圍數量稀少，青草崙地區海岸林是最
常發現其出沒的地點。此外，嘉南大圳堤岸邊的紅樹林，離海幾公里的
三爺宮溪河岸也都曾經記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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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隱蟹 Epigrapsus politus Heller, 1862
形態特徵：
頭胸甲圓方形，呈土黃色，頰區密生短絨毛。螯的顏色為較背甲淺色鮮
豔的土黃色，雄蟹的雙螯明顯遠大於雌蟹。第二、三步足基部間有一毛囊。
生態習性：
1. 主要棲息在海岸草本植物、海岸灌叢區及海岸林之邊緣，多數棲息在礁
岩塊或倒木下方。
2. 生活習性非常隱密，除了降海釋幼的抱卵雌蟹外，一般很難見到本種陸
蟹在地表活動。
3. 可在無水的陸域環境下進行蛻殼，蛻殼前會將舊殼中的鈣質回收，以胃
石的形式儲存在體內。蛻殼後先以胃石的鈣質讓口器、胃磨等部位變硬，
之後取食脫下的舊殼來回收其中的有機質與礦物質來建造新殼。
4. 自割後的步足能夠持續伸展關節活動超過 5-10 分鐘。
5. 是臺灣地蟹科 5 種陸蟹中繁殖季節較晚開始且較短的物種，通常到雨季
末期抱卵雌蟹才開始降海釋幼，繁殖季為 8-11 月或 9-11 月。
6. 釋幼週期為月週期。抱卵雌蟹通常在月圓後 2-3 天開始降海釋幼，持續
約 7 天，通常在農曆 19 或 20 出現降海釋幼的數量高峰。
7. 抱卵雌蟹釋幼時將腹部往身體後方張開至最大，以步足將身體以左右方
向迅速搖擺的方式進行幼蟲釋放。
8. 雌蟹抱卵數量與體型有關，介於 1700-12000 個，少數雌蟹在一個繁殖季
可以抱卵兩次。
備註:
1.本蟹目前在台江國家公園只在 2021 年在青草崙地區記錄過 1 隻雄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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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橙螯隱蟹 Epigrapsus notatus (Heller, 1865)
形態特徵：
頭胸甲呈圓方形，甲面隆起，表面分區不明顯。大部分個體的頭胸甲及
步足背面為紫黑色。頰區密生短絨毛。眼睛小，黑色。雙螯為橙黃色，雄蟹
的雙螯明顯遠大於雌蟹。第二、三步足基部間有一毛囊。
生態習性：
1. 通常棲息在海岸林中，躲藏在海岸林下的礁岩、倒木或其它構造物下方。
2. 活動習性、脫殼行為、繁殖季節、降海釋幼週期、釋幼行為等均與與同
屬的姊妹種:小隱蟹十分接近。
3. 恆春半島橙螯隱蟹的抱卵雌蟹主要在高平潮期間進行幼蟲釋放，台江國
家公園族群的釋幼時機則與潮汐高低無關，而是在天黑後特定時段釋幼，
約 3/4 比率雌蟹會在 20:30-22:30 這 2 個小時期間釋放幼蟲。
4. 雌蟹抱卵數量與體型有關，介於 12000-58000 個，雌蟹抱卵數量一開始
隨著體型增加而增加，在頭胸甲寬 3 公分的階段達到最大抱卵數量，之
後隨著體型增加，抱卵數量逐漸減少。
5. 繁殖季較小隱蟹短，為 2-3 個月，恆春半島族群在 8 月下旬或 9 月上旬
開始有第一批的抱卵雌蟹進行降海釋幼。台江國家公園族群在 2020 及
2021 年的繁殖季均為 9-11 月，但 2020 年的降海釋幼高峰出現在 10 月，
2021 年的降海釋幼高峰則出現在 9 月。
6. 抱卵雌蟹在進行降海遷徙時具有向光性，會朝向燈光光源前進。
7. 橙螯隱蟹在遭遇危險時常出現「假死行為」
，以裝死的行為來欺騙天敵。
備註:
1. 台江國家公園的橙螯隱蟹族群體型明顯較恆春半島的族群體型小。恆春
半島抱卵雌蟹的平均頭胸甲寬 2.7 公分，最小抱卵雌蟹 1.7 公分，最大抱
卵雌蟹 3.5 公分。台江國家公園抱卵雌蟹的平均頭胸甲寬 2 公分，最小
抱卵雌蟹 1.5 公分，最大抱卵雌蟹 2.7 公分。
2. 在台江國家公園的分布主要在青草崙地區的曾文溪河口南岸至海巡哨所
之間的海岸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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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紫地蟹 Gecarcoidea lalandii H. Milne Edwards, 1837
形態特徵：
頭胸甲接近卵圓形，前寬後窄，身體較圓軸蟹扁平，頭胸甲的鰓域與心
域隆起之高度接近，甲面光滑，呈暗紫紅色，背上有八個小白點排列成近似
V 字型，眼窩下方及頰區呈黃色。頰區不具絨毛區。螯足及步足腹面呈紫紅
色。雙眼的距離相當短。
生態習性：
1. 棲息於海岸灌叢及海岸林下，挖洞居住；洞內乾燥無水。
2. 可在水外進行蛻殼，蛻殼前蛻殼前會將舊殼中的鈣質回收，以胃石的形
式儲存在體內。蛻殼後先以胃石的鈣質讓口器、胃磨等部位變硬，之後
取食脫下的舊殼來回收其中的有機質與礦物質來建造新殼。
3. 紫地蟹是臺灣地蟹科 5 種陸蟹中繁殖季節最早開始的物種，通常在雨季
開始即進行降海釋幼。恆春半島族群的繁殖季通常在 6-10 月，但 10 月
時僅有極零星抱卵雌蟹降海釋幼。
4. 釋幼週期為月週期。抱卵雌蟹通常在農曆 22 或 23 開始降海釋幼，持續
約 6-10 天，通常在農曆 26 前後出現降海釋幼的數量高峰。
5. 抱卵雌蟹在凌晨天亮前進行釋幼，釋幼高峰時段為 03:00-04:00。
6. 抱卵雌蟹有兩種釋幼方式，一種是進入海中搧動腹部釋放幼蟲，另一種
幼蟲釋放方式則是從水外將腹部的卵塊丟入海中，抱卵雌蟹本身則不接
觸海水。
7. 雌蟹抱卵數量與體型有關，介於 70000-210000 個，少數雌蟹在一個繁殖
季可以抱卵兩次。
備註:
1. 台江國家公園的紫地蟹常會攀爬林投等植物，但恆春半島族群沒有記錄
過這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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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毛足陸方蟹 Geograpsus crinipes (Dana, 1851)
形態特徵：
頭胸甲呈方形，身體扁平，背甲光滑，表面具橫行斜線。前側緣有二齒。螯
腳長節腹內緣突出呈鋒銳之隆脊形。全身呈土黃色，背甲之顏色稍暗。步足上長
有長剛毛。

生態習性：
1. 棲息海岸高潮線上方至海岸林邊緣間。環境偏好硬基質的礁岩海岸，尤
其是密布大小礁岩孔洞的環境，但也會在林投灌叢旁的泥質環境棲息。
2. 在陸蟹中屬陸生適應能力較高的物種，直接從空氣中取得氧氣，若長時
間浸泡在水中，將因缺氧而導致死亡。
3. 行動迅速，是岩礁海岸環境中的「飛毛腿」物種。
4. 在第二、三步足基部間有毛囊構造，可從潮濕的地表吸收水分。
5. 脫殼前會回收舊殼鈣質以「胃石」形式儲存。
6. 性情兇猛，會捕食各種動物，包括蜈蚣、昆蟲、蟹類等，是屬於偏好肉
食性的陸蟹。
備註:
1. 毛足陸方蟹在台江國家公園主要棲息在河堤及海堤與海岸消波塊間的人
為投放石塊區，數量稀少。
2. 本種首次在台江國家公園的正式紀錄是在 2020 年，2021 年則在青草崙
地區見到數隻活體，目前在台江地區發現到的個體體型均較小，頭胸甲
寬不超過 4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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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格雷陸方蟹 Geograpsus grayi H. Milne Edwards, 1853
形態特徵：
頭胸甲近圓方形，呈紫黑色。前側緣有二齒。螯腳長節腹內緣突出呈鋒
銳的隆脊形。步足及螯足則為鮮艷的紫色。
生態習性：
1. 是陸方蟹屬(Geograpsus)中棲息最內陸的種類。
2. 棲地類型頗為複雜，包括有海岸林、海岸灌叢及海邊的草生地，一般是
在岩石及珊瑚礁岩較多的地方居住，通常躲在礁石下或礁石間縫隙裡。
3. 繁殖季開始很早，三月下旬即可見到抱卵雌蟹降海釋幼，是臺灣所有棲
息在海岸林下的陸蟹物種中最早開始進行繁殖的種類。
4. 可在水外進行蛻殼。
5. 偏好肉食性，會捕食各種動物，也會取食動物屍體。
備註:
1. 本種在台江國家公園的最早發現正式紀錄為 2017 年，族群數量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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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奧氏後相手蟹 Metasesama aubryi A. Milne Edwards, 1869
形態特徵：
頭胸甲呈方形，前側稍寬，甲面隆起，表面光滑，呈紫黑色，雙眼間常
有一中間不相連的金色橫帶，但也有個體沒有此金帶。螯足呈紅褐色，掌部
外下側呈黃色，指節表面白色。步足為淡紅褐色或棕色，第一、二及二、三
步足基部間各有一毛囊。
生態習性：
1. 棲息在海岸林下，住在礁岩縫隙、礁石下方、倒木下方或自行挖洞居住，
過去是臺灣族群數量極大的陸蟹。
2. 蛻殼是在水外的環境下進行，蛻殼後兩天內就將舊殼吃光，僅殘留少量
的螯足指節。
3. 雌蟹在硬殼狀態下交配。
4. 恆春半島族群的繁殖季通常在 6-11 月。
5. 釋幼週期為月週期。抱卵雌蟹通常在農曆 23 開始降海釋幼，持續約 7 天，
通常在農曆 26 前後出現降海釋幼的數量高峰。
6. 抱卵雌蟹在進行降海遷徙時具有趨光性，會朝向燈光的光源方向前進，
導致其被吸引在路燈下方，無法正確朝大海方向前進。
7. 抱卵雌蟹在凌晨天亮前進行釋幼，釋幼高峰時段為 04:00-05:00。
8. 抱卵雌蟹的釋幼方式多種，包括走入海中以步足緊捉岩礁表面搧動腹部
釋放幼蟲、以游泳方式在水體中釋放幼蟲及從海崖上跳入海中後再以游
泳的方式進行幼蟲釋放。
9. 抱卵雌蟹在降海遷徙過程常遭受各種天敵的威脅。海岸林下及潮間帶的
多種陸蟹都會捕食其抱卵雌蟹。進入水中釋幼時會遭受鰕虎魚攻擊其腹
部，吞食其腹部卵塊。海鰻更會大量吞食進入水中的雌蟹。
備註:
1. 本種在台江國家公園的數量不多，抱卵雌蟹的體型也偏小。
2. 本種最早在臺灣的發現紀錄是在臺南地區。

154

台江國家公園陸蟹生態調查

9. 肥胖後相手蟹 Metasesarma obesum (Dana, 1851)
形態特徵：
頭胸甲呈梯形，額寬超過頭胸甲寬的一半，體色變化大，通常與其棲息
環境的背景顏色搭配，以獲得較佳的保護色。最常見體色為灰白色底色上有
深咖啡色斑紋。步足及螯足的背面則為灰白色底色上夾雜深咖啡色小斑點。
在第一、二及二、三步足基部間各有一毛囊。
生態習性：
1. 棲息海岸高潮線上方至海岸林邊緣間，偏好硬基質的礁岩海岸，大多是
躲在礁岩孔隙、礁石塊或木頭物體的下方。
2. 脫殼前會回收舊殼鈣質以「胃石」形式儲存。
3. 抱卵雌蟹的釋幼高峰時機變化多端，不同年份出現的時間差異很大。最
容易見到雌蟹釋幼的時間點為雨季開始後的月圓期間天黑後。

備註:
1. 本種在台江國家公園的最早發現正式紀錄為 2017 年，族群數量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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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霍氏新脹蟹 Neosarmatium fourmanoiri Serene, 1973
形態特徵：
頭胸甲接近方形，呈暗棕色至紫紅色，生有許多深色短毛與凸起的橫線。
螯足為深紅色。前側緣有二齒。螯足呈深紅色或暗紫色。眼睛為紅色。
生態習性：
1. 主要在被紅樹林與其他植物遮蔽的泥灘地或潮溝中挖洞棲息，洞穴通常
都相當靠近水邊，也會進入水中活動。
2. 習性相當謹慎，有一點風吹草動，便躲進洞裡不出來活動。

備註:
1. 本種在臺灣的分布紀錄不多，主要在南臺灣。
2. 霍氏新脹蟹在臺南的分布區域相當少，僅出現於四草大眾廟和鹽水溪口
濕地等少數區域，平時很難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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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印度新脹蟹 Neosarmatium indicum (A. Milne Edwards, 1868)
形態特徵：
頭胸甲接近方形，甲面光滑，呈紫黑色。前側緣有二齒。螯足為紅色，
可動指上緣有兩個粗大的突起。
生態習性：
1. 棲息在河口高潮線上方區域，在有植物遮蔽的泥地上挖洞棲息。
2. 習性相當隱密，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就會迅速躲進洞中，且在短時間內
幾乎不會再出洞活動。
備註:
1. 在台江國家公園數量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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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圓額新脹蟹 Neosarmatium rotundifrons (A. Milne Edwards, 1869)
形態特徵：
頭胸甲接近方形，呈紫灰色或紫紅色，密布短細毛，中央有一酒精燈形
狀圖案。前側緣有三齒。螯足灰白色，可動指上緣有 4-5 枚小齒狀突起。
生態習性：
1. 棲息在河口附近的海岸林或草地中，在泥地基質挖洞居住。棲息地不受
潮汐影響，是新脹蟹屬中棲息最內陸的物種。
2. 除了抱卵雌蟹進行降海釋幼遷徙，都只在洞口附近活動，遇到驚擾時立
刻返回洞穴躲避。
3. 釋幼週期為半月週期，抱卵雌蟹在雨季的滿月與新月的大潮期間在河口
感潮帶進行幼蟲釋放。

備註:
1. 本種與印度刁曼蟹形態十分接近，差別為印度刁曼蟹的螯足掌部上緣末
端與腕節內末角都有尖刺，頭胸甲後方有一明顯三角形深咖啡色斑塊。
2. 在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內數量稀少，可在鹽水溪的河岸土堤邊及四草大眾
廟的紅樹林中發現。

158

台江國家公園陸蟹生態調查

13. 斯氏新脹蟹 Neosarmatium smithi (H. Milne Edwards, 1853 )
形態特徵：
頭胸甲接近方形，紫黑色，甲面密布短毛。前側緣有二齒。螯足掌部與
指節紅色，雄蟹可動指上緣有兩枚突起。步足的長節與腕節之間時常有橘黃
色、藍色或白色的斑塊。
生態習性：
1. 在河口域的高潮線與潮上帶泥地挖洞居住，洞口常有泥質「煙囪」
。
2. 棲地上方通常都有紅樹林植物生長，為棲地提供遮蔭。
備註:
1. 是台江國家公園裡較容易發現的新脹蟹，在四草大眾廟、鹽水溪河口的
紅樹林下或潮溝中都有發現紀錄。
2. 台江國家公園是臺灣最容易見到本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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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近親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affine (De Haan, 1837)
形態特徵：
頭胸甲方型，前側緣只有眼窩外齒，體色為土灰色或土黃色，夾雜黑色
紋路與黃色斑點。額區有三個明顯的黃色圓點。螯足為橘紅色或橘黃色，可
動指上緣有 7-9 個卵圓形的顆粒。

生態習性：
1. 棲息在河口域高潮線附近，棲地類型主要為紅樹林及草生地旁泥灘地。
2. 夜間活動時常爬到紅樹林樹上活動覓食。
3. 會將紅樹林植物的落葉拖入洞中儲藏食用。
4. 抱卵雌蟹會出洞活動，也會爬到樹上活動。
備註:
1. 本種早期舊名為摺痕擬相手蟹(Parasesarma plicatum)，
2. 與雙齒擬相手蟹為近似種，雙齒擬相手蟹的背甲前側緣有 2 齒，近親擬
相手蟹只有 1 齒，而且雙齒擬相手蟹的額區並沒有三點黃色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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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雙齒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bidens (De Haan, 1835)
形態特徵：
頭胸甲方形，前側緣有 2 齒，體色為土灰色或灰綠色。頰區為淡紫色，
口器旁邊有兩塊黑色斑塊。螯足掌部背上方有兩條斜向梳狀毛列，可動指背
緣具 8-10 個卵圓形顆粒隆起。螯足掌部外側橘色、動指及可動指外側則為
鮮豔的橘紅色。

生態習性：
1. 棲息在河口域高潮線附近，棲地類型多樣，包括泥灘地、紅樹林下方及
週遭、礫石灘、蘆葦草澤等不同類型環境。
2. 棲息在紅樹林之個體夜晚常會上樹活動覓食。
3. 抱卵雌蟹會就近在其棲息地附近的水域進行釋幼，雌蟹釋幼時腹部搧動
的速率緩慢。
4. 臺南地區幾乎全年都能發現本種抱卵雌蟹。
5. 臺中高美地區的研究顯示:抱卵雌蟹釋幼週期為半月週期，新月期間釋幼
的數量為月圓期間的 3 倍。抱卵雌蟹在高平潮時段進行釋幼。

備註:
1. 本種原隸屬近相手蟹屬(Parisesarma)，近年新的分類將其改隸屬擬相手
蟹屬(Parases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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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老猴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macaco Li, Rahayu & Ng, 2018
形態特徵：
頭胸甲接近正方形，呈黑褐色或淺褐色，間雜深淺不一的點狀斑紋，部
分雌蟹頭胸甲接近中央處有一個淺色斑塊。前側緣只有 1 個眼窩外齒。螯足
為的掌部與指節均為黃色，可動指背緣有 6-8 枚顆粒突起。
生態習性：
1. 棲息在河口域之高潮帶，屬小型的樹棲性相手蟹，夜間活動時主要都在
植物上活動。由於體型輕巧，一般都在植物葉片上活動。
2. 棲息在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內的老猴擬相手蟹絕大部分都是在海茄苳與五
梨跤這兩種紅樹林植物上，只有極少數棲息在水邊的枯木或石壁上。
3. 抱卵雌蟹夜間仍會出現在植物上活動覓食。
4. 在樹上活動遭遇危險時，老猴擬相手蟹常會採取跳躍逃生的方式來躲避
敵人，直接縱身跳下，落地後迅速找隱蔽或掩蔽。
備註:
1. 老猴擬相手蟹是 2018 年才發表的新種陸蟹，但在 2020 年 Shahdadi 等學
者又將其改隸屬於瘦相手蟹屬(Leptarma)。
2. 台江國家公園的鹽水溪河口域目前擁有臺灣最大的老猴擬相手蟹族群，
青草崙地區則是目前老猴擬相手蟹分布的最北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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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神妙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pictum (De Haan, 1835)
形態特徵：
頭胸甲方型，黑色底帶有黃褐色斑塊。前側緣只有眼窩外齒一齒。雌雄
兩螯等大，螯足掌部及指節黃褐色，可動指背緣有 15 ~ 16 或更多較小的卵
圓形顆粒。第一、二及第二、三步足基部間各具一毛囊。
生態習性：
1. 棲地包括岩礁海岸與泥質海岸的高潮帶及潮上帶。其棲息的泥質海岸通
常還有一些石塊或漂流物。
2. 會在高潮帶或潮上帶的水池內進行蛻殼，蛻下的舊殼就直接丟棄在水池
中，沒有取食舊殼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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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三櫛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tripectinis (Shen, 1940)
形態特徵：
頭胸甲呈方形，前側緣只有眼窩外齒，體色灰黑色，頭胸甲有許多土黃
色斑點，額區則有一條較粗的土黃色橫紋。螯足掌部及指節為淡紅色。
生態習性：
1. 棲息在泥質海岸高潮帶附近的草生地附近，除了本身挖洞棲息外，也常
躲藏在木頭或石頭下。
2. 臺中高美地區的研究顯示:抱卵雌蟹的釋幼週期為半月週期，在滿月及新
月期間釋幼的雌蟹數量相近。抱卵雌蟹在高平潮時段進行釋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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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帝王仿相手蟹 Sesarmops imperator Ng, Li & Shih, 2020
形態特徵：
頭胸甲呈梯形形狀，前窄後寬，體色為深咖啡色，頭胸甲側緣有金邊。
前側緣有三齒，最末齒僅留齒痕。螯足掌部外側密布白色顆粒突起。
生態習性：
1. 主要棲息在河口感潮帶以上的純淡水水域環境的周邊，常棲息在水中，
夜間活動時常到水外活動。
2. 有極強烈的「攻擊性自割」的行為，遇敵害威脅時，會快速以螯夾住敵
人後，再迅速自割棄螯而逃。
3. 恆春半島族群的繁殖季為 6 至 11 月，但高峰期主要為 8-10 月。
4. 雌蟹的釋幼週期為半月週期，抱卵雌蟹在新月及月圓期間各有為期約一
週的時間進行降海釋幼。

備註:
1. 本種 2021 年才首次在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內記錄 1 隻降海釋幼抱卵雌蟹。
2. 本種在 2018 年以前被稱為「印痕仿相手蟹(Sesarmops impressum)」
，2020
年時，Ng 等學者將其分為 5 個不同的種類，臺灣的族群為其中一個新種，
隸屬帝王仿相手蟹(Sesarmops im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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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印度刁曼蟹 Tiomanium indicum (H. Milne Edwards, 1837)
形態特徵：
頭胸甲方型，紫黑色或土灰色，且布滿細毛，頭胸甲後方有一明顯三角
形深咖啡色斑塊。螯足為灰白色，螯足掌部的上緣末端與腕節內末角都有尖
刺。眼睛為紅色。
生態習性：
1. 本種在國外的紀錄是棲息在河口感潮帶之泥灘地，但在臺灣卻大都發現
棲息在潮上帶的環境，包括海岸林及草生地下方挖洞棲息。
2. 釋幼週期為半月週期，抱卵雌蟹在雨季的滿月與新月時之大潮期間進行
幼蟲釋放。
備註:
1. 本種與圓額新脹蟹形態十分接近，差別為印度刁曼蟹的螯足掌部上緣末
端與腕節內末角都有尖刺，頭胸甲後方有一明顯三角形深咖啡色斑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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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角眼沙蟹 Ocypode ceratophthalmus (Pallas, 1772)
形態特徵：
頭胸甲方形，體色通常與棲息環境背景顏色接近，通常為灰色至灰褐色，
頭胸甲後部中央自第一期幼蟹開始就有兩個對稱的褐色斑塊。成熟雄蟹眼睛
上方有明顯的角狀突起，雌蟹與未成年個體眼睛上方的角狀突起較短或不明
顯。眼睛大，呈灰色。雙螯一大一小，大螯掌部內側有一發音隆脊構造。
生態習性：
1. 棲息在海岸沙灘的高潮帶附近，挖洞棲息，是砂質海灘高潮帶的優勢種。
2. 行動迅速，被譽為陸蟹中奔跑速率最快的種類。
3. 一般以夜行性為主，但在干擾較少的地方白天也會外出活動。
4. 大螯掌部具有發音器的構造，此構造摩擦大螯座節處的齒狀構造可以發
出聲音。
5. 第二、三步足間具有毛囊構造，能夠從潮濕沙地表面吸水。
6. 抱卵雌蟹的卵早期為橙紅色，要孵化時變成灰黑色。
7. 地表活動遇到天敵威脅時有多種不同應對方式:包括靜止不動、躲入洞穴、
快跑逃開、衝入大海躲藏或直接就地鑽入沙中躲藏等方式。多種方式中
以衝向大海碎浪帶躲入砂地下的方式最常見。
8. 夜間會在退潮後的潮間帶灘地巡弋，搜尋潮水沖上沙灘的各種動物屍體
或植物，也會主動捕捉各種動物食用。
9. 捕捉的對象包括降海釋幼的各種中、小型陸蟹、低潮帶的黎明蟹與梭子
蟹，另外也包括體型較小的角眼沙蟹。
10. 捕獲體型較大之動物後，角眼沙蟹也常常會就地挖掘一個新的洞穴，之
後將獵物帶入洞中享用。
11. 遇到大型動物屍體，例如大型魚類，常在飽餐一頓後，就近在動物的屍
體旁挖洞棲息，方便之後可就近取食屍體。
12. 在沙灘基質顆粒較小且富含有機質碎屑的沙灘，本種也會取食地表砂土，
攝取其中的有機質，並將攝食後的沙土以橢圓球狀的「擬糞」形式丟棄
在地表。
13. 幼蟹會在高潮線下方較潮濕處挖洞居住，在白天活動的情形較成蟹更高，
也更常攝食泥土中有機質。
14. 部分個體在遇到人類威脅時，會以步足撐高身體，高舉雙螯擺出威嚇姿
勢正面迎對人類。人類如果改變身體位置，角眼沙蟹也會移動身體保持
與人面對面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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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本種是台江國家公園海岸沙灘棲地的最優勢陸蟹，族群數量龐大，行為
豐富有趣，是適宜發展陸蟹生態旅遊的明星物種之一。
2. 本種的未成年個體或頭胸甲寬 2.5 公分以下的雌蟹常易被錯誤鑑定為「痕
掌沙蟹」
。可透過角眼沙蟹的眼睛為灰白色及頭胸甲後部中央的褐色斑塊
這兩個特徵來正確鑑定。
3. 台江國家公園的角眼沙蟹族群在 4-11 月都有抱卵雌蟹的紀錄，但每個月
都僅記錄到零星的抱卵雌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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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平掌沙蟹 Ocypode cordimana Desmarest, 1825
形態特徵：
頭胸甲方形，體型最大可達頭胸甲寬 4 公分，體色為灰白色或清灰色。
眼窩下方近中央處有一個小缺刻。雙螯一大一小，大螯掌部內側光滑無發聲
隆脊。
生態習性：
1. 棲息在沙灘的高潮線上方至海岸林下，挖洞居住，洞內無水。
2. 抱卵雌蟹的釋幼行為與中華沙蟹相同，抱卵雌蟹在經過一波的波浪沖洗
身體後，會迅速以雙螯將腹部的幼蟲取下丟在沙灘上。
備註:
1. 2010 年以前，臺灣平掌沙蟹的紀錄僅有 2 筆。但在 2019 年以來的恆春
半島及臺南地區的沙灘調查記錄到的平掌沙蟹已經超過 20 筆，顯示本種
在臺灣的族群數量明顯增加，可能是因為氣候的暖化現象導致的結果。
2. 平掌沙蟹與中華沙蟹形態接近，二者可藉下列特徵區隔:平掌沙蟹眼窩下
緣具有一明顯缺刻，中華沙蟹眼窩下緣完整無小缺刻。此外，平掌沙蟹
體型較大，體色偏青灰色；中華沙蟹體型較小，顏色呈較亮麗的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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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華沙蟹 Ocypode sinensis Dai, Song & Yang, 1985
形態特徵：
頭胸甲呈方形，最大體型頭胸甲寬約 3 公分，體色呈土黃色到暗土黃色，
幼體身上會有白色雲狀斑紋。眼窩下緣無缺刻。雙螯一大一小，大螯掌部內
側光滑，無發音隆脊。眼睛甚大，呈黑色。
生態習性:
1. 棲息在沙灘，從高潮線上方至高潮線上方的草本區，也會分布到海岸林
下的沙地。
2. 中華沙蟹挖洞居住，白天一般都躲在洞穴中，夜晚時外出活動，雜食性，
甚麼都吃。
3. 抱卵雌蟹早期的卵為黃色，接近孵化時變成灰黑色。
備註:
1. 中華沙蟹是 1985 年才從平掌沙蟹分出的新種沙蟹。臺灣早期稱做「平掌
沙蟹」的文獻報告，其實幾乎全部都是「中華沙蟹」。
2. 中華沙蟹與平掌沙蟹形態接近，二者可藉下列特徵區隔:平掌沙蟹眼窩下
緣具有一明顯缺刻，中華沙蟹眼窩下緣完整無小缺刻。此外，平掌沙蟹
體型較大，體色偏青灰色；中華沙蟹體型較小，顏色呈較亮麗的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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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隆背張口蟹 Chasmagnathus convexus De Haan, 1835
形態特徵：
頭胸甲圓方形，中間有酒精燈圖案。前側緣有三齒。有兩種不同體色，
大部分個體的頭胸甲呈紫色，頭胸甲周緣與螯足及步足的前節、腕節及長節
各節則呈橘紅色。少部分個體頭胸甲為青灰色，頭胸甲周緣與螯足及步足的
前節、腕節及長節各節則呈黃色。兩種體色個體的雙螯掌部外側為淡紫色，
動指與可動指呈白色。
生態習性：
1. 棲息在高潮線上方的硬質土堤、草澤邊、紅樹林旁土堤或海岸林底層的
泥地，挖洞居住。
2. 以夜行性為主，白天於陰涼處出現，且通常只在洞口附近活動。
備註:
1. 台江國家公園的最大族群位於七股區海寮紅樹林的觀景台位置所在的黃
槿灌叢下方，族群量超過百隻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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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臺灣厚蟹 Helice formosensis Rathbun, 1931
形態特徵：
頭胸甲呈方形，身體呈青綠色。前側緣有 4 齒，第 4 齒細小。雄蟹的眼
下隆脊由 15-22 個同形顆粒組成。
生態習性：
1. 為雜食性，會取食泥土中的有機質、藻類、動物的屍體，也會獵捕其它
小型動物，包括招潮蟹或甚至同種之幼蟹。
2. 白天與夜晚的退潮時均會外出活動，也常會進入水中活動。
3. 高美濕地的族群繁殖季為 11 月至隔年 4 月，台江地區族群的繁殖季為
11 月至隔年 3 月。兩個地區在 11 月記錄到的抱卵雌蟹數量都很少。
4. 釋幼週期為半月週期，新月與滿月期間都有抱卵雌蟹降海釋幼。
5. 釋幼過程緩慢，雌蟹在釋幼時腹部的搧動速率十分緩慢，整個釋幼過程
約需半小時至一小時才能完成。
6. 雌蟹抱卵數量依體型而異，介於 15000-70000 個。
備註:
1. 臺灣厚蟹，又稱青蚶、瘋馬仔，過去是臺灣西南沿海居民童年的小點心，
早期四草人常用鹽水將臺灣厚蟹醃漬成「膎」
，用來配飯或粥，也時常被
釣客拿來做為釣魚用釣餌。
2. 民間有關臺灣厚蟹的俗語說到：
「初一瘋，初二嬈，初三瘋了了，初四食
無洨」
，是指每年的農曆 10 月初 1 至初 3，臺灣厚蟹會大規模的出現。
不過根據研究團隊的研究，此大規模出現的臺灣厚蟹應是進行繁殖前遷
徙的個體，並非是要前往水邊釋幼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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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似方假厚蟹 Pseudohelice subquadrata (Dana, 1851)
形態特徵：
頭胸甲方形，密布細微凹點，體色為紅褐色，有的個體具有不規則斑紋。
前側緣有 3 齒。螯足的長節與腕節接近頭胸甲之顏色。
生態習性：
1. 通常棲息在河口域泥灘地高潮帶附近，挖洞棲息，棲地週遭常有紅樹林
或草生地。
2. 有將紅樹林植物之落葉拖進洞穴中儲存食用的行為，因此在本蟹棲息的
高密度區地表罕見紅樹林植物之落葉。
備註:
1. 在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內目前記錄過的數量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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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短腕陸寄居蟹 Coenobita brevimanus Dana, 1852
形態特徵：
身體呈紫色、紫紅色或暗紅色。左螯大於右螯，左螯的掌部上緣無剛毛
列且掌部外側光滑。
生態習性：
1. 是棲息在海岸林內的大型陸寄居蟹，棲地離海可超過 4 公里以上。
2. 臺灣體型最大的陸寄居蟹，許多個體以非洲大蝸牛的空殼保護其腹部。
3. 在貝殼缺乏時，也會利用各種人造物品，包括塑膠瓶、塑膠蓋、塑膠勺、
玻璃瓶、燈泡頭等來替代貝殼。
4. 恆春半島族群的繁殖季為 6-10 月，抱卵雌蟹的釋幼週期為月週期，在新
月期間有持續 4-6 天進行降海釋幼，通常第 2 或 3 天時出現釋幼高峰。
5. 除了降海釋幼雌蟹外，有些個體也會前往海邊泡水補充水分與離子。
備註:
1. 臺灣本島記錄過的 4 種陸寄居蟹的外部形態均十分相近，再加上遇到危
險時常會將整個身體龜縮到貝殼中，只露出大螯部分，使得一般人不易
分辨區隔不同物種之間的差異。基本上，只要透過大螯的形態特徵及身
體顏色，很容易就可以鑑別這 4 種陸寄居蟹的種類。
2. 短腕陸寄居蟹: 大螯(左螯)掌部上緣無剛毛列，體色為紫色、紫紅色或暗
紅色。
3. 灰白陸寄居蟹: 大螯掌部上緣有剛毛列，掌部外側上方有一列斜向排列
短隆脊構造。
4. 凹足陸寄居蟹: 大螯掌部上緣有剛毛列，掌部外側無隆脊構造，第一觸
角為深褐色。
5. 藍紫陸寄居蟹: 大螯掌部上緣有剛毛列，掌部外側無隆脊構造，第一觸
角為橘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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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凹足陸寄居蟹 Coenobita cavipes Stimpson, 1858
形態特徵：
身體呈橄欖綠或灰褐色。左螯明顯大於右螯，左螯掌部上緣具有剛毛列，
但無發音隆脊。螯掌外側有許多顆粒突起，下側則有深藍或棕色斑塊。第一
觸角呈深褐色。
生態習性：
1. 棲息在海岸林內，離海最遠距離紀錄為 3.5 公里。
2. 在台江國家公園範圍，絕大部分個體以非洲大蝸牛的空殼保護其腹部。
3. 恆春半島族群的繁殖季為 5-8 月，台江國家公園族群的繁殖季為 5-9 月，
但 9 月的釋幼數量很少。
4. 抱卵雌蟹的釋幼週期為半月週期，在新月及滿月期間各有持續 5-7 天進
行降海釋幼，通常在新月或滿月時出現釋幼高峰。
5. 凹足陸寄居蟹有兩種方式釋幼：第一種與其它陸寄居蟹相同，海浪沖打
到陸寄居蟹身上後，雌蟹會快速將身體進行前後伸縮運動，使海水在貝
殼中進出，也讓孵化的幼蟲被釋放到海水中，過程中也偶爾會將貝殼高
舉使殼口朝下，將貝殼內含有幼蟲的水倒入海中。第二種方法相當特殊，
雌蟹會把腹部露出，將殼平放並裝進海水，同時利用附肢在殼中將卵在
水中攪拌使幼蟲孵化，等下次海浪沖打過來後，海水就會將貝殼中的孵
化幼蟲全部沖入海中。第二種釋幼方式所需的時間相當短，並且較能夠
把雌蟹貝殼裡的幼蟲釋放乾淨，不過似乎只有體型較大的凹足陸寄居蟹
才會採用這種方法釋幼。
6. 抱卵雌蟹除了釋幼外，非釋幼之抱卵雌蟹也會前往海邊泡水補充水分與
離子。
7. 除了降海釋幼雌蟹外，有些個體也會前往海邊泡水補充水分與離子。
備註:
1. 本種在早期被認為與藍紫陸寄居蟹為同一物種，並且被認定為是「藍紫
陸寄居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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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29. 灰白陸寄居蟹 Coenobita rugosus H. Milne Edwards, 1837
形態特徵：
體色多變，包括灰白色、淺綠色、粉紅色、淺橘色、灰藍色等顏色。左
螯明顯大於右螯，左螯掌部上緣具有剛毛列，掌部外側上部有一列發音隆脊，
掌部外表亦密布顆粒突起。
生態習性：
1. 臺灣最小型的陸寄居蟹，主要棲息在砂質海灘的高潮帶至海岸林間。
2. 夜行性為主，白天躲藏在海灘上的石塊、木頭或其它物品下方，也會直
接挖沙躲在沙子下方。
3. 雜食性，各類動、植物性食物都會取食，遇到大型食物，還會成群聚集
一起共同進食。
4. 在夜晚活動時，雌雄個體均常常會前往低潮線浸泡海水，藉以補充水分
與離子。
5. 抱卵雌蟹完成釋幼的所需時間相當短，只要幾秒至幾分鐘的時間就能夠
完成釋幼過程。
備註:
1. 本種是臺灣最常見、族群數量最龐大的陸寄居蟹，但本種在台江國家公
園範圍內的族群數量不大。
2. 目前在台江國家公園的青草崙地區仍時常能看到揹著迷你螺殼的小灰白
陸寄居蟹，代表有一定程度的族群補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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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藍紫陸寄居蟹 Coenobita violascens Heller, 1862
形態特徵：
成體的體色呈藍紫色，幼蟹則呈漂亮的橘色。左螯明顯大於右螯，左螯
掌部上緣具有剛毛列，但無發音隆脊。螯掌外側有許多顆粒突起，下側則有
深藍或棕色斑塊。第一觸角為橘紅色。
生態習性：
1. 在海岸林下、紅樹林及海岸地區的高潮帶上方都有發現紀錄。
2. 生態習性與其它種類陸寄居蟹類似，雜食性、需要到海邊釋放幼蟲。
3. 實驗室內的幼蟲養殖研究顯示其浮游蚤狀幼蟲期有 4 期。
備註:
1. 由於本種在近年才被確認為有效種，之前與凹足陸寄居蟹混在一起；並
且都被稱為「藍紫陸寄居蟹」。
2. 本種在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內數量較臺灣其它地區豐富。

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