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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處長序

署長序

遠古的希臘智者在夜空下仰觀星宇，探究運行的法則，企圖尋出一套解釋宇宙生成變化的理

當代與梭羅、繆爾及卡森齊名，被譽為美國保育運動先驅、近代環境保育之父的Aldo Leopold，早在1950

論，他們的出發點純粹在滿足求知的好奇心；中國古人觀察四時星象變化，則用來蠡測人間的興衰禍

年代即提出「土地倫理學」的概念，強調「一件事要是傾向於保存生物群落的整體性、穩定性與美，便是對

福，基於實用立場而發展出天人感應，和諧一體的宇宙觀；這種基本態度的差異，形成中西文化不同

的」，意即保存生物的多樣性與生態系的完整，是人類非常重要及應為之事。他甚至以自然沉思的筆觸，在

的趨向。西方由理論思辯而建立起征服自然的科技文明，中國則從生命的直覺體悟，企求與自然維持

只有山知道這個意義，只有山活得夠久，可以客觀地聆聽狼的嗥叫。

和諧的關係。
雖然，就西方生物演化的科學觀點，人類之獵殺動物，只是依循本能的機制作用，遂行掠食消
或弱肉強食的自然現象，可是人並非僅是一物性的生存，在人類特有人道理念以及審美情感中，一切
飛禽走獸都是鍾靈毓秀的天地所孕育的真實生命，它們在林野逍遙自適，創造了豐富生動的自然之
美，也喚起了人類對大自然的深刻鄉愁。當整個地球已因為「戟天役物」近代科技觀，而導致千頭萬
緒的公害污染時，從動物和自然平衡的依存關係裡，當可提供我們許多珍貴的啟示。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成立以來，即將野生動物保育列為首要工作項目之一。自1986年5月起，展
開「玉山國家公園禁獵執行計畫」，完成本國家公園全區之獵場拆除工作，解除了園區大部份野生動
物的生命威脅。同時也陸續委託學術界進行野生動物的研究及解說資料之編纂，但為了讓更多人們有
緣得見玉山國家公園內所棲息的野生動物之美，特地策劃出版一系列由多位生態攝影熱愛者及本處工
作同仁歷經重重艱難所得的珍貴照片及資料。本書之主要拍攝與撰文為李嘉鑫君受本處委託，憑著對

是的，正因為山活得夠久，知道獵人以為狼少則鹿多，如果要獲得更多的鹿皮必須盡殺狼群。殊不知失
去狼的山，卻因幼木的嫩葉甚至連灌木都被繁殖過多的鹿群吃掉而濯禿，鹿群也因數量暴增而餓死。
有鑑於此，台灣第一座以山為名的山岳型國家公園──玉山，自1985年成立後，即戰戰兢兢、臨深履
薄，努力於保存園區自然與文化資源的多樣性及完整性，致力於園區保育研究及環境教育的工作。例如深具
玉山代表性動物之一的台灣黑熊，其生態演變，即從當初僅知的口傳蹤跡，至偶爾接獲登山客通報的黑熊訊
息，到現在彌足珍貴的生態鏡頭，在在證明了只要堅持保護生態系的完整性，便是正確的方向。
本書於1988年出版，不僅成為國內少數哺乳類動物專書之一，更獲得金鼎獎優良圖書的肯定。只是時逢
國家公園草創初期，對園區內動物資源的調查及了解尚稱有限，其中不少資料與紀錄多來自口傳經驗。惟多
年來，國家公園所處的時空背景已大異於前，各類研究工作也持續進行，其經營管理的成效更迭見碩果。因
此，此次的改版，相信是深受期待的，國人將可透過本書，見證玉山國家公園這20餘年的保育努力及成果。
而本次的改版工作，承蒙原作者兼攝影者李嘉鑫先生，及攝影者張正雄先生的慨允，以及相關專家學者

動物生態攝影的狂熱與執著，長期拍攝與觀察所得。希望藉由這國內難得一見的生態真實記錄，使人

的協助，才能順利進行，也使本書得以融入歷年來的研究調查及防治盜獵的成果，完整呈現園區哺乳類動物

們能尊重並珍惜這些美麗的生命及牠們棲息的最後樂土。靜靜地欣賞，就讓它保持那樣，畢竟──

的生活大小事。期盼本書能成為國人認識玉山園區哺乳類動物的重要環境教育工具書，讓我們共同來認識、

沒有人能做得比自然更好。

欣賞、愛護與尊重這些可愛的野地夥伴們，並且永續支持國家公園的保育工作。

內政部營建署 署長
(首任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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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郡年記》中寫道：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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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動物

特徵與台灣陸域哺乳類簡介

哺乳動物是地球上動物界所有物種

旋狀的內耳及外耳殼，中耳具鐙骨、砧

分布廣泛。靈長目動物僅台灣獼猴一

中演化最高等的一類動物，人類即為其

骨、槌骨三塊小骨(為由爬蟲類演化而來

種，是台灣唯一的野生靈長類動物。兔

中一員。其主要的特徵包括：

的重要證據)、心臟為二心房二心室、以

形目動物在台灣僅台灣野兔一種，除了

一、乳腺為哺乳類動物特有的構造，亦

肺呼吸、紅血球為圓盤狀、肛門與泌尿

長耳朵外，具有兩對上門齒是其另一大

是其最主要的特徵及名稱由來，成

生殖孔分開(一穴目具泄殖腔除外)等重

特徵。鱗甲目動物亦僅穿山甲一種，為

熟的雌性哺乳類懷孕分娩後可分泌

要特徵。絕大部分的哺乳類動物位居生

全身披著角質化鱗片的食蟻動物。食肉

乳汁哺育後代。

態體系最高層或關鍵位置，扮演著維繫

目動物即大眾所謂的猛獸，包括台灣黑

當地生物資源均衡的重要角色。

熊、石虎、黃鼠狼等，多位於台灣生態

二、哺乳類動物全身或身體的一部分披
有毛髮，具有保溫、掩蔽或警戒的

台灣野生陸域哺乳動物按其形

體系中的高層消費者，大部分的種類野

態特徵與遺傳差異，可分屬於八個目

外族群量都很少。偶蹄目動物除了台灣

三、除了鴨嘴獸、針鼴等一穴目哺乳類

(order)，包括鼩形目(昔稱食蟲目)、翼

野豬為雜食性外，多為大型的草食性動

動物為卵生外，其餘的哺乳類動物

手目、囓齒目、靈長目、兔形目、鱗甲

物，諸如台灣野山羊、台灣水鹿和台灣

均具有胎盤，為胎生動物。

目、食肉目與偶蹄目。鼩形目動物都是

山羌，而原有的台灣梅花鹿在野外已滅

四、哺乳類動物具有體溫調節中樞，能

體型小、長得像老鼠的食蟲性動物，如

絕，只存在少數的圈養個體。台灣陸域

夠維持體溫的恒定而不受外界環境

錢鼠、鼴鼠等。翼手目動物就是蝙蝠，

野生哺乳類動物已知的種類有80餘種，

溫度改變而影響。

是唯一真正具有飛行能力的哺乳類，為

而玉山國家公園境內目前發現的種類至

此外，哺乳類動物尚有橫膈膜(將

台灣哺乳動物中種數最多的一目。囓齒

少有58種。

體腔分隔成胸腔與腹腔)；異型齒式(門

目動物即一般人較為熟悉的老鼠、松

齒、犬齒、前臼齒及臼齒)、耳蝸為螺

鼠、鼯鼠類，多數種類族群數量繁多、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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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國家公園
玉山國家公園位於台灣島地形上

高山草木植物帶：位於玉山群峰稜

線附近，由於環境不利於生物定著成

涵育了台灣多數的水源，園區內也保

長，故只有散生著草本或低等植物生

留著台灣目前僅存的少數天然林，對

長，海拔高度為3,800～3,950公尺。一

及國土民命的保安都至為重要，同時
這裏更提供了學術研究及自然觀察者
一處探索生命奧秘的寶庫。以本區所
屬的氣候、地形、地質、植物和動物

般而言，在此種極端環境中很少有哺
乳動物能長期棲息生活著，但 在溫暖
的季節仍可看到台灣水鹿、台灣高山
田鼠等動物在此出現。
■

高山矮盤灌叢帶：分布高度在

3,500～3,800公尺之間，也就是在森林

景觀變化之複雜性，無疑是世界上其

界限之上，哺乳動物分布的情形大體

他同緯度或同為島嶼生態地區所罕見

和前者相同。不過在風力較緩和的地

的。

形，若有茂盛密閉的灌叢或箭竹林，
動物直接或間接依賴著植物，

則有台灣煙尖鼠及台灣森鼠棲息，另

從而獲得食物與隱蔽棲所，不同的植

有少數黑腹絨鼠、高山白腹鼠偶而出

物群落裡，各有適應該地帶的動物生

沒。

存其中。因此，若依照植物學者的分
類，整個玉山國家公園在海拔高度的
垂直分布上，大致可分成六個主要植
物帶，在每個植物帶裡，各有不同的
動物生活著，它們之間的關係大致呈
現如下的情形。

▎台灣獼猴 (廖東坤攝）

■

的脊樑中心。由此發源的溪流水系，

於維繫本島現在及未來的生態平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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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類動物分布淺說

■

▎玉山箭竹草坡 (陳志明攝）

冷杉林帶：海拔3,000～3,600公尺，

動物的種類仍然有限，密度也低，多
集中於較成熟的森林之植被底層，除
了上述小型囓齒類及台灣煙尖鼠、台
灣野山羊、水鹿外，尚有荷氏松鼠、
台灣森鼠、台灣高山田鼠、黃鼠狼等
動物分布。

▎冷杉林 (陳志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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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杉林帶：海拔約2,500～3,300公

工單純造林地。天然檜木林下擁有4～5

■

尺，代表林相為鐵杉、雲杉或二葉松，

層複雜植被的區域，可經年提供源源不

林相以殼斗科、樟科或桑科為主，也有

林下可能有2～3層次，食物的來源較豐

絕的各式花朵嫩芽，以供動物採食。在

很多的自然演替次生林。許多主要分布

富且多樣化。動物的種類和數量，隨著

本區之破壞地(裸露地、草地或森林邊

在中低海區域的種類陸續登場於此區，

緣)，常見高山白腹鼠、台灣森鼠等小型

如赤腹松鼠、刺鼠、台灣鼴鼠、麝香

鼠類動物，不過在原始林內則是一處活

貓、棕簑貓、穿山甲等動物。屬於較高

潑生動的動物樂園，除了前述大部分種

海拔的台灣高山田鼠、高山白腹鼠、黑

類外，大赤鼯鼠、條紋松鼠、山階氏鼩

腹絨鼠、台灣煙尖鼠等不見於此，生性

鼱、鼬獾、台灣野豬、台灣野兔及多種

畏人的台灣水鹿、族群稀少的台灣黑熊

檜木林帶：海拔約1,800～2,740公

蝙蝠均可出現在本區，幾乎在玉山國家

則相對罕見。

尺，這裡原是生物最多的精華區，可惜

公園內所有存在的哺乳動物，都可以在

因部分森林被砍伐，而取而代之的為人

此海拔範圍發現。

▎鐵杉 (陳志明攝）

▎檜木林 (陳志明攝）

■

海拔高度的降低，以及植物相的豐富而
逐漸增加，除了前面已提過的動物以
外，另有白面鼯鼠出現於此海拔帶活
動，而台灣獼猴、台灣小黃鼠狼、台灣
黑熊、台灣山羌、摺翅蝠及寬吻鼠耳蝠
等則在此可以發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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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葉林帶：約海拔1,800公尺以下，

▎闊葉林 (陳志明攝）

▎特殊的地理環境讓本區呈現多元且豐富的生態資源 (莊明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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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國家公園中大型哺乳動物分布概況圖
大

郡

溪

郡
陳

有

大

沙
蘭

溪

里

對關山

除了從海拔高度的垂直範圍來

■從八通關往大水窟到玉里地區，包

仙

2748

溪

出

認識玉山園區的哺乳動物以外，亦

括瓦拉米、大分一帶、大水窟附

可嘗試從整個玉山國家公園的俯視

近，常有台灣野山羊、台灣水鹿出

水

溪

馬

溪

霍

拉

斯

溪

沙
里

角度，將動物景觀相似的地點加以

沒。古道從米亞桑以下，沿著拉庫

綜合，概略分成下列四個區域。

拉庫溪沿岸，是台灣目前野生動物

■玉山十一峰，另外包括南二段南端

密度最高的中海拔山區，附近的天

的南雙頭山、三叉山、向陽山、

然林相大體保持完整，除了一般食

新康山、關山等，在3,000公尺以

肉目動物、鼠類、松鼠、飛鼠和台

仙
溪

馬

霍
米

拉
斯
亞

溪
桑

塔

上，植被以灌叢、草生地、箭竹林

灣獼猴外，台灣黑熊以及中大型的

溪
達

為主之地區，可發現高山白腹鼠、

草食動物台灣山羌、台灣野山羊的

台灣森鼠、白面鼯鼠在附近活動，

活動痕跡處處可見。

亦可見到台灣野山羊、台灣水鹿、
黃鼠狼的足跡。

芬

米亞桑
溪
塔

■馬博拉斯山、喀西帕南山、馬利加

意西拉

大分山

拉古拉古山

2780

2204

洛

塔達芬

荖

南山、駒盆山一帶，由於地形高聳

■八通關、觀高到東埔沿線地帶：由

木

樂
濃

樂

溪

險要，附近沒有部落及大規模開

於海拔在1,100～2,600公尺之間，

發。其間的山谷尚保留濃密的天然

具有複雜之次生林、闊葉林、溪

林，人跡罕至，堪稱野生動物的天

流、針闊葉混合林等林相，棲息的

堂。在此地有機會遇到很多稀有的

動物以中海拔的鼠類、台灣水鹿、

哺乳動物，本區和大分一帶均為具

台灣獮猴、飛鼠、食肉目動物、台

備同等優良條件的哺乳類動物保留

灣野豬、台灣山羌為主，台灣野山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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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霍

麻

爾

昭彎丸山
音

2838
拉

庫

拉
庫
溪

溪

溪

拉

拉
庫

溪

庫

魔保來山

濃

▎石虎 (李嘉鑫攝）

溪
溪

霍

溪

荖

羊亦偶而可見。

樂
樂

伊

溪

音
溪

2856

圖例
生態保護區

高山

台灣黑熊

長鬃山羊

特別景觀區

河系

台灣野豬

台灣獼猴

一般管制區

步道

山羌

水鹿

史蹟保存區

一般道路

(僅標示園區內道路及山徑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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鼩形目《鼴鼠科

TALPIDAE》

台灣鼴鼠
Mogera insularis insularis
Formosan mole ; Taiwanese lowland mole

▎台灣鼴鼠前肢手掌特化增大，尾部短小，全身毛髮緻密柔順。 (鄭錫奇攝）

▎台灣鼴鼠嗅覺很靈敏，無外耳廓。 (李嘉鑫攝）

台

存於農地的台灣鼴鼠一向是令農人

鼠受驚逃出穴外等狀況。由於台灣

頭痛的對象，因為牠們在農田的表

鼴鼠經年不到地面上活動，一旦突

土層活動時，往往會把阻礙其鑽洞

然在地面露臉，其生理上往往無法

的農作物根部咬斷。因此雖然鼴鼠

適應。當鼴鼠白天出現而受到強烈

穿鑿穴道有助於翻鬆土壤，但卻動

陽光曝曬時，平衡體溫的神經中樞

輒得咎，常被農民列為不受歡迎的

就會因而失去了調節作用，導致其

動物。如果我們能把眼光放遠，試

他器官的功能也因之發生了混亂現

想一隻鼴鼠終其一生所捕食的金龜

象，時間稍長可能會導致死亡。

子幼蟲數目，將為農作物減少多少

以往我們總認為台灣只有一種

損失時，或許對於鼴鼠也就不會那

鼴鼠。事實上，現今的學界已知道

樣厭惡了。

在台灣存在著另一種鼴鼠，林良恭

穴居夜行的台灣鼴鼠，也有在

教授與幾位日本學者在2007年發表

日間離開坑道、跑到地面活動的記

一種生存在台灣的中央山脈較高山

錄，當牠們鑽出地面時，會顯現十

的地區(包括玉山國家公園轄區的塔

分緊張的神情，由於向體側橫生的

塔加)，以及東部及南部低海拔地區

灣鼴鼠喜歡在土層鬆軟深厚的

肢短壯橫生，尤其那強壯有力的兩

四肢並不善於在地上步行，僅會在

域的鼴鼠，他們命名為鹿野氏鼴鼠

地區活動，對於人類的農墾

隻前肢，具有寬厚的手掌及堅硬的

生態速寫

地面粗笨地撥動落葉，發出很清楚

(Mogera kanoana)，屬於台灣特有種

區特別偏好，舉凡菜圃、茶園、竹

指甲，善於挖掘土壤，兩隻後腳雖

的聲音。當遇到敵害逼進，台灣鼴

動物。相對於我們較熟知的台灣鼴

台灣特有亞種

林、果園、玉米田裡，多半都可以

較纖弱，但適於向後撥土。整體而

鼠會叫出類似鼩鼱一樣的尖銳單音

鼠，鹿野氏鼴鼠的體型較小、毛色

◆形態：台灣鼴鼠體長約13公分，尾巴很短，長度不

見到鼴鼠在地下挖掘地道所造成的

言，台灣鼴鼠已特化成為非常適合

節鳴聲。為何鼴鼠會在日間走上地

較黑、鼻吻端較突出、尾巴較長。

到1公分；身體渾圓肥胖，全身披上柔細光滑的短

長條狀隆起痕跡，縱橫穿梭於土地

在地面下過著鑽營隧道式生活的動

面呢？據推測可能的原因是：當牠

下一次如果你發現了一隻鼴鼠時，

表面上。牠可以說是人類農耕活動

物。

毛，呈現黑色或暗棕色；頭圓而頸部不明顯，眼睛
甚小，吻部突出；四肢短壯橫生，兩隻前肢強壯有
力，具有寬厚的手掌及堅硬的指甲。
◆食性：地底下的蚯蚓、昆蟲與其幼蟲。
◆分布：台灣西部之平地及低海拔山地為主。園內在
東埔樂樂地區有發現紀錄。

們遇到不適宜的生活環境，例如土

可要好好比對一番，看看牠到底是

台灣由於土地有限，許多的農

質堅硬多石、食物稀少、地形阻絕

那一種？

這是一種外形頗為奇特的動

地與茶園逐漸往較高海拔的山地栽

(斷崖、溝渠)，或是為農藥污染的

物，看牠那適於在地底下掘穴潛行

植，雖然因此拓廣了台灣鼴鼠的棲

土地，或是當人們挖掘田地時，鼴

的特殊外型，令人想到科幻電影裡

息地，但是同時也為牠們帶來了遭

的地底動物，牠們似乎生活在另一

受捕殺的噩運。鼴鼠活動的地區通

個不為人知的神秘國度裡。渾圓肥

常要有深厚的壤土層，然而台灣高

胖的身軀披著黑色或暗棕色的柔

山的表土多半很淺，通常混有許多

細光滑短毛；頭圓而頸部不明顯，

尚未風化的石礫，只有經人工整治

吻部裸出，眼睛小到難以分辨；四

過的農墾地，才適宜鼴鼠活動。生

所伴隨的一種指標動物。

▎台灣鼴鼠靠著有力的前肢手掌在地底下挖掘蚯蚓與昆蟲而食。(李嘉鑫攝）

▎鹿野氏鼴鼠 (蘇志峰攝）
▎台灣鼴鼠掘隧道後地面隆起的痕跡。 (李嘉鑫攝）

鼴鼠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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鼩形目《尖鼠科

SORICIDAE》

山階氏鼩鼱(短尾鼩)

化，實際的密度往往反而增加，例如以

Anourosorex yamashinai

蚯蚓為例，當人類在森林附近闢地建屋

Formosan Burrowing Shrew

之後，所丟棄的垃圾、傾倒的食物廚
餘，反而促使蚯蚓的產量增加，嗜食蚯
蚓的山階氏鼩鼱，自然會樂不思蜀，所
以牠們是頗能適應人類文明的一種動
物。
白天的時候，山階氏鼩鼱隱匿在土
穴、樹幹根部的小洞、岩隙深處，或是
在木造工寮的地板下睡眠。雖然牠們是
穴居的動物，但是並不具有如鼴鼠的前
掌那樣特化的器官，山階氏鼩鼱那纖細
弱小的四肢，並無法掘土營造穴道，因
而只能尋找現成的洞穴居住。但也因為

▎山階氏鼩鼱偶而會出現在山區工寮附近 (李嘉鑫攝）

生態速寫
台灣特有種

牠們不會在田園裡掘穴，所以不致於像

▎在陰濕的森林底層找尋枯葉下的蚯蚓及昆蟲 (李嘉鑫攝）

鼴鼠那樣，為一般農人所討厭。

外殼被咬破時，往往還伴隨著相當吵雜

傷力強的牙齒，很快就會把蚯蚓咬成數

的聲音，表示牠們正吃得津津有味。

段，而蚯蚓只知一味地翻騰不已卻沒有

階氏鼩鼱是一種小型尖鼠，頭

比較少見的情形。山階氏鼩鼱棲息

觀察山階氏鼩鼱的攝食行為，是一

體長多半在10公分以內，尾

在地面，天然闊葉林或針葉林、人

件頗令人感到滑稽的事，牠們似乎沒有

約1公分；身體渾圓，披有柔軟具光澤的黑色短毛；

巴尤其短，通常不到1公分，所以又

造林、次生林地、破壞後再生的草

視覺能力，僅有突出的鼻孔及吻端旁邊

頭圓而頸部不明顯，眼睛甚小，吻部突出；四肢短

稱為短尾鼩。牠的耳殼因退化而萎

地、荒廢的工寮，或是位於山林間

的觸鬚，依賴嗅覺與觸覺來幫助偵測食

小纖細。

縮，眼睛小到無法辨視，吻部在尖

的住家附近，都可以發現牠們的蹤

物的位置，導致牠們所捕食的昆蟲，似

鼠類當中算是比較短的一種。全身

跡。為何山階氏鼩鼱能夠廣泛地適

乎都是到處漫遊時意外碰到的。根據觀

密披柔軟細緻的短毛，具有油亮的

應自然及人工的環境呢？主要的原

察，牠們的食物以蟑螂、馬陸、小型甲

光澤，通體黑色。

因可能是牠們依賴地上或地下的無

山階氏鼩鼱主要分布在海拔

◆形態：山階氏鼩鼱體長7～12公分，尾巴很短，長度

◆食性：地面上的昆蟲、蚯蚓、蠕蟲類等無脊椎動
物。
◆分布：台灣全島海拔1,500～2,700公尺之間的山區。
可見於園區內中高海拔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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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階氏鼩鼱尾巴很短所以又稱短尾鼩。 (李嘉鑫攝）

山

當山階氏鼩鼱在吃蚯蚓時，那幕
景像就更有趣了，有如縮小版的棕簑貓

反擊能力。這場戰鬥，勝負早在開始之
前就已預先決定了。

和大蛇纏鬥一般。山上的蚯蚓經常都是

對絕大部份的人類而言，山階氏鼩

長達15公分以上的大蚯蚓，而牠們的體

鼱是一種默默無聞的小動物，隱匿在不

長也不過10公分，當咬住蚯蚓時，蚯蚓

為人類所知的世界裡，在黑夜尋找昆蟲

蟲、掉落地面的蛾、以及鑽出地面的蚯

立刻渾身上下亂旋亂抖，而山階氏鼩鼱

以獲得飽餐一頓，天亮之後又回歸漆黑

脊椎動物(如昆蟲、蚯蚓、蠕蟲類)

蚓為主。當山階氏鼩鼱四處遊走覓食，

硬是不鬆口，於是只見到鼩鼱好像是陀

的洞穴休眠，來去皆無人聞問，或許正

1,500～2,700公尺之間的山區，但

維生，這些小動物的種類極多，在

突然撞見昆蟲時會立刻張嘴一口咬住，

螺般，一會兒滾來滾去地被摔得四肢朝

因為如此，才能長久地持盈保泰吧！

在海拔僅1,000公尺的人造林附近

天然的環境本來就有，一旦遭受人

而且會伸起頸子用力向下甩頭，利用這

天，一會兒被甩拋到旁邊去。不過掠食

之乾燥溪溝中也曾被發現過，這是

為的干擾之後，只是種類產生了變

種動作以發出勁道把昆蟲咬死。當昆蟲

者終究還是會佔上風的，因為牠具有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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鼩形目《尖鼠科

SORICIDAE》

台灣煙尖鼠(長尾鼩)
Soriculus fumidus
Formosan shrew ; Taiwan long-tailed shrew

台灣煙尖鼠是一種夜行性的動

台灣煙尖鼠棲住在樹洞、岩

物，牠們的眼睛為眼膜所蓋住，從

石縫隙或土穴裏，活動的範圍很

外表上難以發現眼球的位置。但在

廣，不論天然林或人造林的森林底

白天時，若選擇一處顯然棲息著鼩

層、高山灌木或草原下、農墾地、

鼱的地方，投下氣味濃烈的誘餌，

人類住處附近甚至於房舍內部，

不久便會看到台灣煙尖鼠會打破夜

入夜以後都有牠們的活動跡象。雖

行的習性，跑到洞外聞香覓食。

然台灣煙尖鼠是一種分布海拔主要

尖鼠科動物屬於食蟲目，在台
灣的本科動物舉凡在地面上所能找
到的昆蟲及其幼蟲、蠕蟲、蚯蚓、
蛆蟲、腐肉、小型陸生螺貝類等都
▎台灣煙尖鼠尾巴看起來好像很長，但實際也不過約5公分而已。 (李嘉鑫攝）

是牠們較容易尋獲的天然食物，
然而在一些山莊或工寮的附近，

▎台灣煙尖鼠的耳殼顯然可見，而山階氏鼩鼱則退化。
(李嘉鑫攝）

在1,800～2,500公尺以上的高山鼩
鼱，但是可能受到食物來源富足的
引誘，有時也會降低棲息的高度而
遷徒到較低海拔的地方生活。最明
顯的例子是阿里山車站附近，由於
有各式旅社、餐廳，附近不乏垃圾
集中處，裏面有很多腐食的昆蟲繁

山國家公園內，山階氏鼩鼱分

不像山階氏鼩鼱那樣肥短，而且毛

當入夜後點亮了路燈而引來各式各

布的海拔範圍較低，而台灣

色顯然較淡，呈淺煙褐色，但同樣

樣的飛蛾聚集，部分的蛾會停棲於

煙尖鼠則棲息在海拔較高的山區，

都長滿了柔細、密緻、光鮮油亮的

地面，等到了午夜時刻人們都已入

◆形態：台灣煙尖鼠體長7～9公分，尾巴約5公分；身

約1,800～2,500公尺左右，有時亦可

短毛，以成熟的個性做比較時，煙

睡，台灣煙尖鼠便會集中到此地捕

體細長，披有柔軟的淺煙褐色短毛；眼睛小，吻部

在海拔超過3000公尺的地方發現牠

尖鼠顯得較小型。此外，台灣煙

食地上的飛蛾。由於飛蛾含有很多

突出；四肢短小纖細。

們的身影。這兩種尖鼠外表上除了

尖鼠的尾部無明顯剛毛，此與台灣

蛋白質和脂肪，所以住在山莊附近

日，台灣煙尖鼠反而愉快地遷向低

體型大小有別外，最大差異在於尾

其他的長尾型鼩鼱較為不同之處。

的台灣煙尖鼠看起來似乎都比較肥

地的十里洋場，過著「衣食無缺」

巴的長短；山階氏鼩鼱因為尾巴甚

雖然是穴居的動物，但是從牠們那

腴。

的生活。

短，又稱為短尾鼩，而台灣煙尖鼠

種纖細的四肢上，可以推斷出台灣

的頭體長在9公分以下，尾長幾乎等

煙尖鼠應不具有強大的掘穴能力，

於體長的三分之二，故又稱為長尾

其穴居程度並沒有鼴鼠來得「有深

鼩。除此之外，這兩種鼩鼱的一般

度」，大概只能挑選現成的洞穴棲

習性倒是很相似。

住。

玉

生態速寫
台灣特有種

◆食性：地面上的昆蟲及其幼蟲、蠕蟲、軟體動物、
蚯蚓、小型陸生螺貝類等無脊椎動物。
◆分布：台灣全島海拔1,800公尺以上之山區。在園區
東部的瓦拉米、大分地區有發現紀錄。

殖其間，在此生活可以保證食物
源源而來，於是台灣煙尖鼠便住
了下來，和山階氏鼩鼱共同混棲。
在大部份野生動物都因為受到人類
威脅，而不得不逃往高山保命的今

▎台灣煙尖鼠吻部比山階氏鼩鼱長 (李嘉鑫攝）

台灣煙尖鼠的身體較細長，
▎尖鼠科動物的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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