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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利用嘉南大圳大掘尾段水域及下游埤塘區進行淡水魚蝦
調查，建立嘉南大圳淡水魚蝦類豐富資源之基礎資料，以作為平原地區學校
九年一貫水域環境鄉土相關教材，及師生進一步專題研究的基礎。研究計畫
由本校提出，研究地點於嘉義縣水上鄉，希望能與鄰近學校嘉義縣安和國小
攜手合作，並邀請嘉義市北興國中教師一起進行策略聯盟學校，進行跨校學
習社群一起從事鄉土田野調查與跨校水生生物多樣性教學活動，真正達到九
年一貫協同合作的目標。
在中小學的科學教育階段，最適合以物種多樣性(species diversity)
的階層來進行生物多樣性研究。其中陸域環境的生物相調查計畫很多，水域
環境對於國中、小階段的學生來說是很難接觸到的環境。學生住家附近即有
許多人工埤塘、河川與灌溉水圳等水體，但是能夠接近水域的機會卻不高，
為了安全因素學校與家長往往禁止學生前往，更遑論利用環境資源進行水域
淡水魚蝦類生物多樣性的教學活動。因此教育與學習往往只停留於課本中的
文字或影片，學生成為被動學習者，學習缺乏動機與動力。另一方面台灣淡
水魚生物多樣性的形成，與各式各樣的棲地有著絕對的相關性，台灣平原的
野生棲地之湖泊、河川及野塘因人為開發及休耕轉作，受到人為嚴重的破壞
及干擾，甚至整地填平而導致棲地消失；西部河川因為污染嚴重、農業的經
營，工業的發展以及人口的分佈等等人類的活動亦大大的影響了台灣河川的
生態（鄭森雄 2009）。
水庫興建不僅能儲存並提供水資源，水庫上游集水區多為森林，森林育
涵了許多生物，除了作為環境品質的指標，也提供了水域生物特別是台灣原
生種淡水魚蝦避護的地方，但以水庫進行水域魚蝦調查對國中小教師而言不
易進行。由於嘉南大圳為一灌溉用封閉的水系，在水上鄉大掘尾段進入平
原，形成許多永久埤塘，初步研究顯示淡水魚蝦種類及數量豐富。我們想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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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研究了解嘉南大圳豐富水生資源與烏山頭水庫建立可能對其之影響，並
藉此研究來了解和評估強化對降河迴游魚類和蝦蟹等重要生物資源的可能
影響。
2013年3月至2013年6月間，調查嘉南大圳淡水魚蝦的種類共記錄4
科 6 種魚類及 2 科 3 種蝦類。三個調查點顯示此棲地的優勢魚種為革條副
鱊，這是一種原本廣泛分布於台灣西部水域的小型魚類，具有非常特殊的
生殖方式，必須利用二枚貝如石蚌（Unio douglasiae taiwanicus）才有
辦法順利繁殖子代，因此二者關係非常密切。但是水圳水泥化後，渠道筆
直與光滑的水泥面往往造成緩流、灘地等多樣性棲地消失。水圳底部的泥
質環境消失，影響蚌類的生存，連帶會造成革條副鱊與高體鰟鮍的數量明
顯減少。但本次調查樣區發現的優勢魚種為革條副鱊，這與水圳水泥化的
結果有許多差異，是值的進一步探討的結果。

關鍵字：嘉南大圳、生物多樣性、革條副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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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淡水魚蝦是水域生態系中最重要的資源之一，不但是蛋白質的來源、遊
憩垂釣的對象，也是一條河川「健康」與否的健康指標。但是人為不當開發，
台灣平原的野生棲地之湖泊、河川及野塘因人為開發及休耕轉作，受到人為
嚴重的破壞及干擾，甚至整地填平而導致棲地消失。大多數的現存棲地，也
正受飽受外來慈鯛科及鱧科等其他外來入侵魚種的捕食及競爭，使許多物種
已面臨嚴重的瀕危威脅（陳義雄等 2009）
。台灣淡水魚生物多樣性的形成，
與各種各樣的棲地有著絕對的相關性，西部河川因為污染嚴重、農業的經
營，工業的發展以及人口的分佈等等人類的活動亦大大的影響了台灣河川的
生態（鄭森雄 2009）
。因此，在積極推動溪流保育工作的今日，淡水魚蝦基
礎資料的收集與調查更顯重要。
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是指地球上生物在基因、物種及生態系等
不同層次上的歧異性和豐富度。台灣三萬六千餘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密布著許
多大大小小的河川溪流，提供了各種淡水魚類所需的水源及棲地。在這些河
川湖泊中，記錄有高達221 種以上的魚類，其中約八十種左右，是只能在純
粹淡水的河川、湖泊、埤塘中生活繁衍的初級淡水魚類，另外的一百四十餘
種，則是在河海交匯的河口及海水漲退潮影響所及的河段中所發現的魚類。
這些魚類中，又有約三十七種的淡水魚，是台灣特有的種類，在這麼有限土
地上有如此豐富的物種多樣性。除了魚類之外，臺灣島上所產的淡水蝦蟹
類，以洄游性的種類居多。然而，過去我們的調查著重在內陸山區，對於河
口或是河川下游地區的生態，通常都以為該地污染嚴重而不太加以重視。如
果真正要在這些地區調查的時候，所需要的設備和人力，往往超過山區溪
流。更何況許多洄游性的生物來去飄忽不定，經常需要夜以繼日地觀察，否
則以一個月調查一次（或者更少）的頻率就想要碰到真正的洄游高峰群，簡
直比買彩券中獎還困難。
水域環境對於國中、小階段的學生來說是很難接觸到的環境。農村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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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家附近即有許多人工埤塘、河川與灌溉水圳等水體，但是能夠接近水域的
機會卻不高，為了安全學校與家長往往禁止學生前往，更遑論利用環境資源
進行水域淡水魚蝦類生物多樣性的教學活動。因此教育與學習往往只停留於
課本中的文字或影片，成為被動的學習者缺乏學習動機與動力。另一方面台
灣淡水魚生物多樣性的形成，與各式各樣的棲地有著絕對的相關性，台灣平
原的野生棲地之湖泊、河川及野塘因人為開發及休耕轉作，受到人為嚴重的
破壞及干擾，甚至整地填平而導致棲地消失；西部河川因為污染嚴重、農業
的經營，工業的發展以及人口的分佈等等人類的活動亦大大的影響了台灣河
川的生態（鄭森雄 2009）
。因人口密到高、開發壓力大、環境敏感及地質地
形脆弱等因素，生物多樣性正面臨快速喪失的問題。為了珍惜有限的資源，
將生物多樣性教育及物種保育觀念融入課程，在中小學校的科學教育階段，
最適合以物種多樣性(species diversity) 的階層來進行生物多樣性研究。
嘉義縣農田生態系廣泛分布，是人類與野生動物接觸極為頻繁的一個
生態系統，同時也是許多野生動物棲息的重要場所。雖然說農地是人類充分
使用之土地，但是仍與週遭之溪流、水路及產業道路系統，甚至人造林地形
成一混雜之生態體系。農地內的作物、週遭的野生植物、昆蟲與動物之間所
形成的食物網，使農村環境有一生物上的連貫架構，加上各農田水路系統的
連結，更使整個農村環境生態系串聯起來，讓物種之間的交流更加充分與密
切。灌溉在農業上非常重要，為了灌溉農田，所以從往昔至今日，在中部及
嘉南平原的河川及排水道上，建立嘉南大圳並有許多埤或壩，而且在上游興
建烏山頭水庫儲水。水庫興建不僅能儲存並提供水資源，水庫上游集水區多
為森林，森林育涵了許多生物，除了作為環境品質的指標，也提供了水域生
物特別是台灣原生種淡水魚蝦避護的地方。由於嘉南大圳為一封閉的水系，
在水上鄉大掘尾段進入平原，形成許多永久埤塘，初步研究顯示淡水魚蝦種
類及數量豐富。因此以此區段內淡水魚蝦的避護所進行其基礎資料的收集與
調查對水庫中生物的認識與研究更顯重要。我們根據嘉南大圳及其支流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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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特性選定3條水圳分支及排水溝和埤塘，每個棲地設3個調查點，每個調查
點距離需200M以上，調查點的選擇以能代表該區域的生態特徵為原則，避免
調查被破壞的區域。調查時期為2012年9月至2013年5月進行，每月赴研究樣
區進行4次實際調查，時間在假日實施。調查後，記錄發現的淡水魚蝦之種類
及數量和當時所在棲息的環境。野外記錄經拍照後輸入電腦整理，進一步比
對調查資料與棲地的關係。調查成果進行跨校的生物多樣性教育，並試圖利
用雲端工具進行教學規劃將物種保育觀念融入課程。

貳、文獻回顧
一、規劃生態調查地點
自然界充滿許多有價值的自然資源，如提供人類生產棲息的土地
資源、源源不絕的水資源、變幻莫測的氣候資源、生機勃勃的野生物
資源和種類繁多的礦產資源等，都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基礎，我們有必
要認識它們，且要恰當地、合理地利用它們（黃朝恩 1994）；
台灣早期農業規模相當興盛，水利工程的繁榮扮演相當重要的角
色（林等 2007）
。但是以往的水域生態相關調查研究常僅針對溪、川、
河、池塘、湖、水庫等棲地環境，忽略了農村生態系中田間的灌溉水
圳水利設施，目前國內外相關調查水圳生物資源的研究極少，但是這
樣的環境也有相當豐富的生態資源（林等 2007）。

二、野外淡水魚類群聚及生態調查
淡水魚類之調查採集方法有許多種不同的方式，包括於湖泊及野
塘及溪流、河川的岸邊觀察與浮潛觀測法、垂釣法、網捕法、誘捕法
與電魚法等屬於台灣水域較具有代表性的方法。因為在水圳、大排水
溝及野塘的棲地環境中，水域通常較深，可以以誘捕法進行魚類資源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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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查方法與用具：
A. 誘捕法：
在蛇籠或魚籠中，放入誘捕之餌料，以吸引中小型魚類進
入陷阱籠具中。其蛇籠規格總長為2.8 m、寬為0.25 m，
入口孔徑為8 cm×12 cm，網目大小為1.5 cm(如圖一)；魚
籠規格總長為0.4 m、寬為0.25 cm，入口孔直徑為6 cm(如
圖二)。
B. 手撈網採集:
在漁具店購買的撈網，柄長 98cm，網徑 30cm，網深 26cm，
網目 0. 2 × 0. 2 cm。

（二）魚類繁殖期觀察：
利用沿岸捕捉瞭解野外現地的優勢魚類野生族群之仔稚魚出現期
以及魚類求偶或產卵繁殖行為之記錄，以為能推算其特定魚種的
繁殖特性，作為其之生殖生物學的重要參考依據。

圖1

蛇籠樣式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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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籠樣式

三、野外淡水蝦類群聚及生態調查：
調查蝦類的捕捉方法，有籠具、蝦網及長柄撈網三種。我們以撈
網、蝦網及自製蝦籠作為調查的方法，介紹如下：
（一）撈網捕抓法(網目小)：
A. 在漁具店購買的撈網，柄長 98cm，網徑 30cm，網深
26cm，網目 0. 2 × 0. 2 cm。
B. 採集時於水草叢邊或石縫中捕撈，白天和晚上均適用。

圖3

購買的撈網

圖4

購買的制式蝦籠

（二）蝦籠捕捉法：
A. 在漁具店購買蝦籠，長 37cm，口徑 16cm，網目 1. 2
× 0. 4 cm。
B. 自製蝦籠有二種型態：
開始以當地居民長期補蝦的器材來規劃，有二種形式
分別為小型水管（圖 5）與大型網狀（圖 6）
，如下所
示：
A. 小型水管：長 40 cm，口徑 12 cm，網
目 0. 2 × 0. 3 cm。
B. 大型網狀：長 93 cm，口徑 29 cm，網
目 0. 5 × 0. 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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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自製小型蝦籠

圖 6 自製大型蝦籠－側面

考量自製小型蝦籠失竊率高，大型蝦籠攜帶不方便。於是
參考簡易蝦籠製作方式（Fossati and Danigo 1995），以
1.5 加侖保特瓶來製作簡易蝦籠（圖 7）。

四、烏山頭水庫與嘉南大圳：
水在人類社會中扮演不可或缺的
角色，生活中隨時隨處都可見水資源
的重要性 與必需性。人類每天都需要
補充水份才能生存下去，然而，當看
到水壺中的水時， 我好奇如此重要的
資源是如何由遙遠的水庫，經過工程
師的巧思送到人們的手上。
日治時期，一位對這片土地有熱情的
水利技師—八田與一，在嘉南平原興建了強大的水路系統—嘉
南大圳。

圖 7 灌溉水系

嘉南大圳的興建帶動了龐大的經濟效益，蓬萊米也隨 之而誕
生；到了現在，八田與一仍然被當地居民敬仰著，被贈予「嘉
南大圳之父」 的頭銜。
嘉南大圳原名「官佃溪埤圳」
，是台灣規模最大的農田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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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因灌溉當時嘉義廳與臺南廳（現今雲林、嘉義、台南地
區）得名。原本嘉南平原地區多旱田、蔗園，常苦於乾旱、豪
雨、排水不良等問題。為解決灌溉問題，大正 9 年（1920）總
督府決定以濁水溪、曾文溪為水源，興建「官佃溪埤圳」
，由日
籍水利工程師八田與一一肩扛起設計、規劃、監造。工程共歷
時 10 年，終於在昭和 5 年（1930）完工，總經費高達 5414 萬
圓。 完成後增加灌溉地區東西寬約 20 公里、南北長約 90 公里，
全部灌溉面積約為 15 萬公頃，兼具排水、防洪、防潮等功能。
大圳竣工後，許多旱田變為水田，嘉南平原的農產量大幅躍升。
為感念八田與一的功績，烏山頭水庫立有八田與一的全身銅
像，銅像身著工作短衫、腳穿膠套靴蹲伏於堤上，作沉思狀。

圖 8 烏山頭水庫立有八田與一的全身銅像

烏山頭水庫，舊稱烏山頭貯水池，是一座位於台灣台南市官田區的
水庫，具有水力發電功能，與烏山頭水力發電廠和烏山頭風景區相
併在一起。地理位置在海拔 468 公尺的烏山嶺。由於自空中往下看
形如綠色珊瑚，故雅稱為珊瑚潭（其形狀似珊瑚，由當時民政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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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村宏所命名）。
烏山頭水庫於 1920 年興建，1930 年完工，屬嘉南大圳最主要
的水利工程之一，也是台灣早期的水庫系統之一，主由日本的水利
工程師八田與一規劃完成，興建的主要目的為嘉南平原的農作灌
溉。水庫位於曾文溪支流官田溪上游，利用台南市官田區、六甲區、
大內區、東山區間的低窪谷地為集水區，水源取自曾文溪上游大埔
溪，為一個離槽水庫，進水隧道穿越烏山嶺至官田溪上游，長三千
多公尺，在曾文水庫完成後，取其下游水量合併運轉，兩者相輔相
成。曾文水庫亦提供烏山頭水力發電廠水源。
在當時整個水庫工程可說是聞名東亞，其中最艱難的工程為
堤防岸壁送水口，及埋通烏山嶺之地下引水隧道。國民政府遷台之
後，興築曾文水庫，並築有隧道式下水道，將曾文溪的水流，引入
烏山頭水庫。烏山頭水庫的出水口稱為「西口」
，曾文水庫之進水口
則稱為「東口」。

圖 9 烏山頭水庫位置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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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目的及架構：
本研究融入生物多樣性、景觀資源 、環境保育、教學研究等概念，目
的是以嘉南大圳為避護所中的淡水魚蝦，建立嘉義縣淡水魚蝦生物多樣性教
學資源資料庫之基礎資料，探討比較水中生物多樣性、彼此間食物鏈之對應
關係以作為學校九年一貫鄉土相關教材，及師生進一步專題研究的基礎。其
研究架構圖如下（圖1）:

（一） 淡水魚蝦生物多樣性教學資源研究架構圖

生物多樣性
●魚相
●蝦相
●植物相
棲地地理特性與生
物關係
●活動區
●覓食區
●繁殖區

生物資源調查
●魚類生態特性
●蝦類生態特性

生物間的關係
●魚、蝦類間
●植物與魚蝦類間

棲地環境因子變動的影響
●穩定期（平時）
●環境擾動（枯水期、颱風）

棲地類型
●水圳區●排水溝●埤塘區
●水庫區

圖 10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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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育
●保護區 ●解說
●研究

(二)研究目標
1、瞭解台灣南部地理區的水圳魚蝦類確切之資源與現況。
2、收集整理台灣南部各公家或民間機構曾委託之水庫魚蝦類調
查資料彙整，並與本次嘉南大圳調查資料比較。
3、瞭解外來種入侵調查水域之嚴重情形，以及群聚分布。
4、配合學校生態池或養殖箱，開發淡水魚蝦學習教材。

肆、研究方法、步驟：
（一）研究方法：
4-1 研究時間與調查頻度
調查時期為2012年9月至2013年6月進行，每月於週休赴研究樣
區進行4次生物調查。
4-2 調查樣站之規劃
研究地點之嘉南大圳大堀尾段位在嘉義縣水上鄉的大崛村，調查
起點從嘉義線道嘉朴公路168線道200K附近至國道一號水上交流
道172k為止，全長約1Km（圖11）。嘉南大圳大堀尾段水來自於烏
山頭水庫，起點附近有水閘控制水量。水圳為三面水泥化設施，
水圳底部與兩側完全水泥化。

大堀尾段

圖11 嘉義縣水上鄉嘉南大圳大堀尾段所在（左圖）及三點調查點示意圖（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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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魚蝦生物多樣性教學資源的現況調查，初期先行收集嘉南大
圳及曾文水庫的資料，並查閱相關資訊，以在嘉南大圳各分支及
排水溝和埤塘分布地區支流為調查對象，尋找適合進行淡水魚類
觀察之河段，規劃設立適當的調查樣站。根據嘉南大圳及其支流
的水文特性選定3條水圳分支及排水溝和埤塘，每個棲地設3個調
查點，每個調查點距離需200M以上，調查點的選擇以能代表該區
域的生態特徵為原則，避免調查被破壞的區域。以嘉南大圳大堀
尾段為參考點，將採樣區位置分為三個（圖11）。A樣區：水閘門
區、捕魚蝦的居民最多；B樣區：支流區、流速較慢，具土質沈澱
及水草生；C樣區：深潭區，為一攔沙壩（圖12）。

A 樣區

B 樣區

C 樣區

圖 12 嘉南大圳大堀尾段採樣點的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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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淡水魚蝦採集鑑定及環境因子調查
（1） 淡水魚蝦類之調查採鄉土踏查採訪及棲地調查點採集的
方式進行，
方法分述如下：
①

因當地居民在A樣區持續有進行捕撈行為，因此以鄉
土踏查採訪當地耆老，調查棲地捕獲魚蝦種類。

②

魚蝦採集以自製蝦籠誘捕為主，蝦籠誘捕法主要用於
捕捉底棲或夜行性魚蝦。自製蝦籠（口徑 29cm，長
度約 93cm）內置狗飼料、狗罐頭（鯖魚）
、米糠，於
A樣區放置6個、B樣區放置2個、C樣區放置2個自製蝦
籠，隨機放置於3個調查區內緩流處，放置12小時於
隔日清晨收回蝦籠，並檢視籠中捕獲物（林等
2007）
。採獲魚蝦經過鑑定與計算數量後，隨即野放。
種類鑑定主要參考「台灣魚類誌」分類檢索（沈
1993）
，及「台灣淡水蝦」分類檢索（施和游 1998）。

圖 13 自製蝦籠

（2） 水文、水質與環境品質分析：
於調查樣區中，任選水表層之三個採樣點，測量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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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溫、溶氧度、酸鹼值、水深等水質環境因子。並依
據水圳地景空間結構評估項目（盧等 2007）的九項標
準計算空間結構指數。
空間結構指數 SS＝剖面結構指數＋陸域生態指數
＝（A 底質條件＋B河道深度＋C 空間圍蔽性＋D 護岸條
件＋E 邊際植被條件＋F 植栽結構條件）/18＋（G 緊鄰
嵌塊類型＋H 土地使用類型＋I 緊鄰廊道條件）/9（盧
等 2007）。
4-4 發展教學活動：
(1)自然科教學：
①

台灣南部地區常見淡水魚蝦認識前測：
對學區學校同學進行台灣南部地區常見淡水魚蝦認識前
測，瞭解師生的起點行為。

②

教學模式建立：

規劃並收集教學資料，結合附近學校場域進行體驗式
教學活動， 辦理附近養殖漁業戶外試驗教學，增進
學生學習的興趣。
③

進行主題教學活動:
配合課程綱要與現行課程，對國中一年級的同學及國小高
年級同學，以校園內的水族箱或生態池魚蝦觀察的生物多
樣性教學活動。

(2)實施環境教育活動：
製作台彎南部地區淡水魚蝦生物多樣性認識書籤卡片
與嘉南大圳淡水魚蝦生物資源鄉土教材，給予學生一個親近
淡水生物的學習的環境，使學生認識物種多樣性並有物種保
育的概念。
(3)發展教學專業成長：透過師生專題研究實施、省思與記錄，達
到教師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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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成果發表會：
(1)學生學習成果發表：配合學生學習進度，辦理認識台彎南部地
區淡水魚蝦生物多樣性電子書競賽發表，引導學生學習的方
向，進而肯定自我、快樂學習。
(2)教師調查心得分享：
① 利用週四教學研究會或國小週三共同不排課時間進行教師
專業心得分享報告。
② 架設研究成果暨學習網站，利用網路學習社群達到知識分享
無國界。
③ 發行研究成果專輯，並定期（期中、期末）進行專題報告分
享研究成果。

伍、結果
一、 生態調查結果與數值分析：
2013年3月至2013年6月間，調查嘉南大圳淡水魚蝦的種類共記錄4
科6種魚類及2科3種蝦類（表1）。
表1 嘉南大圳大掘尾段灌溉渠道中魚蝦組成
魚種

水閘門

涵洞口

攔沙壩

革條副鱊 Tanakia himategus

95

57

82

何氏棘魞 Spinibarbus hollandi

○

鯉魚 Cyprinus caripo

○

鯉科 Cyprinidae

鯰形目 Siluriformes
鯰魚 Silurus asotus

○

鰻鱱科 Anguillidae
鱸鰻 Anguilla marmoratao

1

蝦虎科 Gobiidae(未確認)

6

蝦種

水閘門

涵洞口

攔沙壩

140

30

20

長臂蝦科 Palaemonidae
日本沼蝦 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14

粗糙沼蝦 Macrobrachium

29

45

10

6

8

asperulum
台灣沼蝦 Macrobrachium

○

formosense
匙指蝦科 Atyidae
大和米蝦 Caridina japonica

61

說明：○表示觀察居民捕捉到並拍照，但使用蝦籠未捕捉到
二、 水質與環境品質分析：
表2 嘉南大圳大掘尾段灌溉渠道中水質與環境品質分析
(1)水文資料分析
現有底質
水閘門
涵洞口

水泥
水泥上
方土質
水泥上

攔沙壩

方土質與
細礫

W

H

650

40~50

335

70~80

(2)水質分析數據
溫度

pH

DO

19.7 a 7.41 a 34.3 a
37.6 b 7.67 b 20.5 b
22.3 a 7.30 a 44.7 a
33.2 b 7.66 b 26.3 b

(3)空間結構指數
水質
等級

空間結
構指數

水圳剖面
結構指數

w1

0.41

0.39

w1

0.48

0.50

w1

0.33

0.33

22.1 a 7.18 a 37.5 a
300 90~100 32.8 b 7.34 b 32.8 b

說明：
1、 W通水斷面寬(cm)，H 水深(cm)，w1為未受污染水質，w2為
低污染水質，W3為中度污染水質。a:4/7日、b:5/25日調查
數據。水圳剖面結構指數 0.5~0.61：較人工、0.67~0.83：
半自然、0.89~1.0：自然。(盧等 2007)
2、 嘉南大圳的底質為水泥。但因流速快長期使用影響侵蝕邊
坡，參考其他 研究資料可移動不同大小底質材料之平均水
流速度，如土質、細沙、粗砂、細礫、分別需 30cm/sec、
20cm/sec、30~50cm/sec、60cm/sec(Ward,1992)
3、 依據台灣河川污染水質等級分類，將水質分為w1為未受污染
水質（ BOD＜3.0ppm、DO＞6.5ppm、ss＜20 ppm）、w2為低
污染水質（ BOD 3.0～4.9ppm、DO 4.5~6.5ppm、ss 20~49
ppm）、w3為中度污染水質（ BOD＜5.0～15ppm、DO
2.0~4.5ppm、ss 50~100 ppm）。本次調查點的水質等級DO
值皆位於w1為未受污染水質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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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製蝦籠調查點捕獲數量分析：
表3 嘉南大圳大掘尾段灌溉渠道中自製蝦籠調查點捕獲數量分析
調查

調查

時間

地點

體型（＞5cm）

0303
深水
0324
淺水
0407
淺水
0505
淺水
0511
深水
0518
淺水
0525
淺水

日本沼蝦
♂
Y

粗糙沼蝦

♀
N

Y

幼
蝦
N

1

水閘門

♂
Y

♀
N

1
3

涵洞口

1

攔沙壩

5

2

+3

4

水閘門

2

2

涵洞口

1

+2

13

1

+1

3

7

+1

3

2

4

2

+3

+1

2

5

6

1

1

+2

1

+1

攔沙壩

1

副
鱊

軟
體
動
物

3

4

5(+4)

9(+8)

4

1

1

3(+2)

+3

1

4

1

1

1

2

2個

0
4

1

3

4個

17
7

0

6

23

3

26

2

+2

6

54
10

2個

2

4個
1

涵洞口
攔沙壩

5

11(+9)

6(+3)

涵洞口

2

5

2

4

攔沙壩
水閘門

3

+13

5(+3)

1

涵洞口

1

0610

水閘門

1

淺水

涵洞口

1
24

1

+3

+4

2

+2

1

1

4

+1

1

12

37

3

7

5

4

4

5

59

48

22

4

5

6個

1

7

24

2個

+1

1

3

+1

4
12

1

2(+1)

2

1

42(+34) 35(+26) 48 44 6 24(+16) 5 5
161

75 234 170

84

說明：＋表示母蝦抱卵的隻數。
1、 捕獲總數以革條副鱊最多（234隻）、其次為軟體動物、日本沼蝦粗
糙沼蝦。
2、 捕獲日本沼蝦母蝦不管大小隻其成熟後抱卵比例高(77.9﹪)，相對
於粗糙沼蝦需至一定大小才能抱卵（＞5cm只有66.7﹪）。
3、 二次的深水調查捕獲水中生物數量顯著減少，調整調查時間於水流
控制期（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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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

4

3

6

7

24

10

2

5
+1

攔沙壩

合計隻數

2個
6個

水閘門

水閘門

2個
4個

18
4

蝦
籠
數

4個

0
2(+1)

水閘門

攔沙壩

N

革
條

0

攔沙壩

水閘門

Y

1

涵洞口

涵洞口

米
幼 蝦
蝦

6個
2個
6個
2個

四、 發展教學活動：
（一）自然課程與社團教學：
規劃4小時的認識水中魚蝦課程活動，配合六、七年級課程進
行。認識日本沼蝦以「摺紙蝦子」引導學生觀察外部的型態構造，
並教導學生飼養沼蝦的方式（二節課）(圖14)。魚類認識以嘉南
大圳最多的革條副鱊為例說明和蚌共生關係(雌魚將卵產在蚌的
鰓瓣上，可受保護，又可得到充分氧氣)，進一步以魚類圖片拼圖
遊戲引導學生認識台灣淡水魚類。

A圖

B圖

圖 14 學區國小進行科學社團認識淡水中魚蝦水中活動

A：
「摺紙蝦

子」 B：彩繪魚類
（二） 環境教育場域規劃活動：
在學校自然科教室內設置5尺水族箱（學生家長捐贈），讓學
生能體驗觀察嘉南大圳中的淡水魚蝦（如圖15A）。並至蒜頭國小及
安和國小協助生態池的認養與維護工作（如圖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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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圖

B圖

圖15 環境教育場域規劃於本校設置5尺水族箱（A圖）
，蒜頭國小生態池（B圖）。
（三）學生相關專題指導與成果發表：
指導學生從觀察日本沼蝦進入蝦籠的行為中，經由錄影比較
研究其行為模式，並進一步改進自製蝦籠的設計，增加水中魚蝦
捕捉的數量。利用網狀入口設計及更大的捕捉空間（3節保特瓶）
獲得捕捉數量差異顯著性驗證設計改變的優點，進一步利用於棲
地調查點的捕捉。

圖16 學生相關專題指導與發表左圖：分析蝦子進入蝦籠的行為模式 右圖：不同
容量的蝦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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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與結論
嘉南大圳大掘尾段灌溉渠道因鄰近嘉南平原為控制嘉南大圳給水
主要閘門，在此部分灌溉渠道終年有水，兩側堤岸雖為水泥化渠道，但
因年久失修，形成許多大小不同孔隙，可供動物藏身或穿梭，特別在B
樣區涵洞口前，因水流較緩形成自然的水生植物叢，涵養許多不同需求
的魚類。以往的水域生態相關調查研究常僅針對溪、川、河、池塘、湖、
水庫等棲地環境，忽略了農村生態系中田間的灌溉水圳水利設施，目前
國內外相關調查水圳生物資源的研究極少，但是這樣的環境也有相當豐
富的生態資源（林等 2007）。
調查結果顯示此棲地的優勢魚種為革條副鱊，這是一種原本廣泛分
布於台灣西部水域的小型魚類，具有非常特殊的生殖方式，必須利用二
枚貝如石蚌（Unio douglasiae taiwanicus）才有辦法順利繁殖子代，因
此二者關係非常密切。相關的研究相當多，有此習性的魚種還有高體鰟
鮍，研究二種生物間的行為關係、蚌類族群變動對鰟鮍的影響，甚至於
有關演化的轉變等，都是學者研究的好題材。(Reichard et al., 2004;
Mills and Reynolds, 2003;Mills and Reynolds, 2002)。過去研究顯
示，環境穩定度、適合度與異質性等因子會直接影響魚類族群的波動
(Ward andStanford, 1979; Gorman and Kar, 1978)。以革條副鱊而言，
能成為優勢魚種除了水圳內有足夠的食物來源可供其生長外，也顯示水
圳內的石蚌有穩定的族群數量，提供繁殖所需條件。因此有必要對水圳
內的軟體動物，特別是石蚌的族群數量與分布進行調查。
捕捉工具的使用影響調查生物種類與數量。
台灣地區每年都有颱風來襲，颱風夾帶大量豪雨在山區容易形成洪
水或土石流，這種災難對生存於溪流中的魚蝦而言是一大威脅，水庫
與下游的水圳提供這些野生的魚蝦一個避護所，但是水圳水泥化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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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筆直與光滑的水泥面往往造成緩流、灘地等多樣性棲地消失。水
圳底部的泥質環境消失，影響蚌類的生存，連帶會造成革條副鱊與高
體鰟鮍的數量明顯減少（林等 2007;Regis et al. 2005）
。但本次調查樣
區發現的優勢魚種為革條副鱊，這與水圳水泥化的結果有許多差異，
是值的進一步探討的因素。
學生認識淡水魚蝦的主要途徑多從水族館購買及飼養中得知，
但這些水中生物往往是養殖或進口生物，不管是缺乏鄉土認知不易
飼養，或是缺乏新鮮感後的棄養，往往造成生態浩劫，像是調查區
域中發現大量福壽螺，這些入侵種與本土的原生軟體動物之間的關
係是另一個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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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蝦事知多少？—認識嘉南大圳魚蝦分布研習活動測驗題目（學生）
為了確實了解您參加此次認識嘉南大圳魚蝦分布的教學活動動機、需求及滿意度，以作為日
後舉辦類似研習之參考，煩請撥冗提供您的寶貴意見，您的所有意見對我們而言都非常的重要。
這份問卷中所有的資料將只做整體的分析，所有的個人資料對外絕對保密，請放心填寫。謝謝
您！
嘉義縣立六嘉國民中學
林 子 欽 老師 敬 上
中華民國一 0 二年六月
一、基本資料
（一）性別
□1.男 □2.女
（二）請問您的年齡？ □1.10 歲以下 □2.10-12 歲 □3.12-15 歲 □4.15-18 歲 □5.18 歲以上
（三）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1.小學及以下 □2.國（初）中 □3.高中（職） □4.專科 □5.大學
□6.研究所及以上
（四）請問家長的職業？（可複選）
□1.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如校長、財務及行政經理）
□2.專業人員（如律師、醫師、老師、工程師、會計師、記者、作家）
□3.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如製圖員、行政助理、不動產經紀人）
□4.事務工作人員（如打字員、售票員、總機人員、會計佐理員）
□5.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如廚師、褓姆、員警）
□6.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7.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如採礦工、營建木工、油漆工）
□8.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如司機、機械操作工、組裝工）
□9.非技術工及體力工（如送報員、洗車工、搬家工、清潔工）
□10.現役軍人 □11.學生 □12.家管 □13.退休 □14.無（待）業
（五）居住地方 □1.都會型 □2.鄉村型 □3.綜合型
二、測驗內容
（一）請依個人的想法，在適當的□打勾或填入資料
1.不同的仔稚魚會在溪流中不同棲地出現，下列哪一種魚類的仔稚魚會成群出現在瀨區尾
端：
□中華沙鰍
□高身鏟頷魚 □粗首鱲
2.淡水魚的體型通常和棲地有關，下列哪一種魚類身體屬於細長型：
□中華沙鰍
□高身鏟頷魚 □粗首鱲
3.下列哪一種魚類的背鰭末端具有一黑點：
□台灣馬口魚 □高身鏟頷魚 □何氏棘鲃
4.俗名為「沙溜」的淡水魚，牠的中文學名是：
□台灣間爬岩鰍 □台灣纓口鰍 □中華花鰍
5.埔里中華爬岩鰍，棲息環境的水流是：
□湍急 □平緩 □靜止
6.俗名為「狗甘仔」的淡水魚，基本上是屬於哪一類群的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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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沙鰍 □台灣馬口魚

□鰕虎魚

7.台灣鏟頷魚的嘴巴位於什麼位置：
□端位 □次端位 □下位
8.根據台灣淡水魚的分佈情形，台灣的淡水魚類可以分為幾個動物地理區：
□四 □五 □六
9.曾文和高屏溪是屬於哪一個動物地理區：
□東部 □北部 □南部
10.下列哪一種魚在鏟食石頭上的藻類後，會留下圓點狀齒痕是：
□台灣石賓 □台灣馬口魚 □台灣鏟頷魚
11.為什麼台灣馬口魚會有一枝花的俗名：
□他很貪吃 □體型很像竹葉鰱 □有一條藍黑色的縱帶
12.地理障壁通常是造成動物地理區的主因，請問下列何項地理障壁造成台灣東部和西部分
屬不同動物地理區：
□中央山脈 □苗栗台地 □台灣堆
13.下列何種魚類在台灣被列入第一級保育類動物：
□台灣鏟頷魚 □高身鏟頷魚 □何氏棘鲃
14.下列哪一種淡水魚在魚體上有 7〜9 條橫帶：
□台灣鏟頷魚 □台灣石賓 □粗首鱲
15.下列哪一種魚類在台灣西部只有曾文與高屏溪特有：
□台灣鏟頷魚 □高身鏟頷魚 □中華沙鰍
16.不同的魚類在溪流棲地中，會依據其生活型性，為在不同水層中棲息，下列哪一種於
是屬於底棲型魚類：
□中華沙鰍 □台灣馬口 □粗首鱲
17.俗名為「石貼仔」的淡水魚，牠的中文學名是：
□中華沙鰍 □台灣馬口 □埔里中華爬岩鰍
18.魚鰭是魚類的一個重要特徵，魚鰭可以分為奇鰭與偶鰭，下列哪一種魚鰭是屬於奇
鰭：□背鰭 □胸鰭 □腹鰭
19. 不同的仔稚魚會在溪流中不同棲地出現，下列哪一種魚類的仔稚魚會出現在緩流區上
層：□中華沙鰍 □台灣鏟頷魚 □粗首鱲
20.俗名為「溪哥」的淡水魚，牠的中文學名是：
□台灣鏟頷魚 □粗首鱲 □中華沙鰍
21.下列何者為魚類「群游」的優點？
□增加覓食機會 □共同防禦敵 □節省能量 □以上皆是
22.下列何者魚類的雄魚會引誘雌魚產卵於「田蚌」的鰓瓣上，使卵得到保護及充分的氧氣
供應？
□何氏棘鲃 □革條副鱊 □台灣鏟頷魚
23.下列何者不屬於中國四大家魚？
□草魚 □白鰱 □青魚
□吳郭魚
謝謝您的熱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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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蝦事知多少？—認識嘉南大圳魚蝦分布研習活動意見調查問卷（學生）
為了確實了解您參加此次認識嘉南大圳魚蝦分布的教學活動動機、需求及滿意度，以作為日
後舉辦類似研習之參考，煩請撥冗提供您的寶貴意見，您的所有意見對我們而言都非常的重要。
這份問卷中所有的資料將只做整體的分析，所有的個人資料對外絕對保密，請放心填寫。謝謝
您！
嘉義縣立六嘉國民中學
林 子 欽 老師 敬 上
中華民國一 0 二年六月
一、基本資料
（一）性別
□1.男 □2.女
（二）請問您的年齡？ □1.10 歲以下 □2.10-12 歲 □3.12-15 歲 □4.15-18 歲 □5.18 歲以上
（三）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1.小學及以下 □2.國（初）中 □3.高中（職） □4.專科 □5.大學
□6.研究所及以上
（四）請問家長的職業？（可複選）
□1.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如校長、財務及行政經理）
□2.專業人員（如律師、醫師、老師、工程師、會計師、記者、作家）
□3.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如製圖員、行政助理、不動產經紀人）
□4.事務工作人員（如打字員、售票員、總機人員、會計佐理員）
□5.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如廚師、褓姆、員警）
□6.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7.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如採礦工、營建木工、油漆工）
□8.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如司機、機械操作工、組裝工）
□9.非技術工及體力工（如送報員、洗車工、搬家工、清潔工）
□10.現役軍人 □11.學生 □12.家管 □13.退休 □14.無（待）業
（五）居住地方 □1.都會型 □2.鄉村型 □3.綜合型
二、問卷內容
（一）請依個人的想法，在適當的□打勾或填入資料（嘉南大圳部分）
1.請問你知道在你（妳）生活的環境中有條「嘉南大圳嗎？」
□知道 □不知道
2.你曾經到過嘉南大圳嗎?
□是，共多少次？
次／（每月或每週）。 □否
3.本學期在學校教學課程中的教材與嘉南大圳有相關的？（可複選） □語文學習領域 □
數學學習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 □社會學習領域 □健康與體育
□藝術與人文 □綜
合活動
□其他（自編教材） □否
4.如果嘉南大圳景觀改善完成，你（妳）是否會常去散步或是騎自行車呢？ □是，會和誰
一起去？ □家人 □朋友 □其他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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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嘉南大圳河岸旁植栽景觀以你（妳）喜好而言，
你較喜歡什麼植栽
較不喜歡什麼植栽
6.嘉南大圳的水源來自於哪一個水庫？
□蘭潭水庫 □仁義潭水庫 □烏山頭水庫

（1~3 種）
（1~3 種）
□曾文水庫

（二）請依個人的想法，在適當的□打勾或依個人想法提出意見（淡水魚蝦部分）
1.請問您來到嘉南大圳河岸及社區時最想做什麼活動？
□抓蝦捕魚 □踩水車 □玩水 □其他：
□不想去
2.請問您對嘉南大圳以往的活動或資源有何印象？例如抓蝦捕魚、踩水車…等

3.你覺得下列哪些生物可能出現在嘉南大圳？ （複選）
□虱目魚 □日本沼蝦 □李氏澤蟹 □虱目魚 □日本沼蝦 □李氏澤蟹 □草魚
4.請問您對此次活動辦理的看法？

5.在印象中您的了解社區之特色及產業活動有哪些內容？

6.您對社區當地生態及周邊景觀特色有何看法和了解？

7.其他相關構想與建議？

謝謝您的熱情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