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水畫的生態與保育

一、齣雷

矗立台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在教育

部發託執行科學數育專案填下舉辦大眾科學

講廳，先後i邀請傅學海教授主講「彗星與思

龍之死 J 、玉穎教授主講「哺乳續生態與保

J 、社銘章教攪主講 f、邊說蛇額的保育 J 、

品先i羊教授主講「繭棲額的生態與保會 J 以及

本人時講 f 台灣水主的生態與保宵」等。

{昌{宰亨苦之相瞬概念，謹提供台灣水挂的生態

保宵之主要大綱及內容..1.;討價教師在教療

時之參考。

二、台灣水草的發現及其樓地

臺潛水主 (lsoetes taiwanensis DeVol ' 

的對面及封底圖什)是 1971 年出徐罷士先

生、張惠球女士在七昆山東麗蓮喜稽輯袖的夢

幻揚(如封庸關村)中首獲被發現 (Chang & 

Hsu , 1977) ，聽年由棟喜事讓教授發表第一篇

有關臺灣水益的論文 (DeVol， 1972) 。時至今

E夢幻湖仍對台灣水挂唯一自然之棲息地，

曾有學者嘗試將其移植法鴛鴦湖、姊妹擇等

地，但都沒有成功。由於其棲t龍之體限性，

黨支顧出警察幻海對保存台灣水接之重贅'1生及該

，自此，政府已較文化

資產保存法中明令將該物種夠入應保宵之捨

實稀有物種。

夢幻潛水域範閻長約八十公尺寬約四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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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水深不

足，厲處，稱其為 γ夢幻溼地 J 或許較為'1告

當，由較不但攤頭泊之定義(觀指水深

深，春軟季部潛水有明顯上下對流之翻轉理

)。璽事國溫度竊、水分的蒸發讓大，夢

幻湖常呈現乾揖狀體(如對底翻←))

在夢幻湖中與台灣水草共生之撞勢有:

信星山數精草、水毛花、;壞心草、日本針

、柳葉室主、按葉呢碳辭、

物。早單j學士進;有有t立豆豆體等東類，但在民國

八十一年嚴達2乾學後，要多幻湖擺地!有

己絕掛 o

2001 年七月二民夜九時三三十分陽鴨山蠶

園中湖戰績進摺制近小梅坑握不明原因

起火，盟攝助火勢. r句話南方肉延燒王三五E

下午一時許.i)(勢才告完全控制，總共廷燒

間積二十五公頃，幾乎婆說;燒到台灣水主之

自然機地一事幻瓏，哥|鵡陽明鸝家企

圖及保育界人士之關注，用至整野火終在接廷

;場至2夢幻湖前的五十公尺處獲得完全控攏，

暫時未危及台灣水草的生存。

五、台灣本主的形態及生態

華夏潛水聳聽多年全水生植物，在分頸上

屬於賺頭植物門( Pteridophyta )、石松網

(Lycopsida) 、 皂 (Isoetales) 、水主華4

( Isoetaceae )、水諸囑(lsoetes spp.)( Flora of 



Taiwan Vol.1 ' 1993) 。全世界水草種類在

1922 年時約為“輝( Pfeiff紋， 1922) ，之後

陸續增加至 150種 (Taylor and Hickey, 1992) 

或有報告指輯已有 400 種( Sri vastava et 泣，

1993) ，大多分布在還帶地區之沼澤(黃、

揚， 1991) 

台灣水挂葉形組長，叢生於球莖上，綠

稍透明，基能寬胖白色，為大小舟子黨生

長纜，葉畏約五j?IJ二十余分，內具的蟻

，球莖三三至臨驢，根呈掌聲分文試協助擺著

(兒封底醫仁.))0 生續時科用多黨基部產生時大

小袍子囊，分別可以攬生大拍子及小袍子，

于籃子囊成熟期為八至十月，九至十二悶悶，

棍子黨破裂，帶有攬子囂的黨弄到葉片體水漂

流搗助跑子的散捕，大袍子產生際輿小拍子

還是生的精子結合影錢受精晦，受精卵再發育

為成株(簣， 1992) 。

能畫畫灣水惡的生活習性及外部特擻，可

將真歸頗為台灣特辛苦種。冬季原生育培喝明

山夢幻湖搗鹽水期，台灣水主可為混水植

物，要學枯水期(見封露輔仁川員iJ1lJ搗提水桶

物，但由於盟混濕潤，有助於台灣水主?度過

枯水窮。

音ß分臨生植物為了應付乾;燥的環境，在

進行光合作用的過程，有所讚的最天酸代謝

現象 (Cr的ulacean Acid Metabolìsm, CA語)

(強、蟬， 1987 ; 19紹:張等人， 1991) 

辦如仙人掌、聽梨、蘭花等植物。

在幣單環攪之權物為了接免在白天打開

'吸收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峙，水分遇，嘴蒸

散，由此，白天時氣孔關疇，避堯水分溫度

黨囂，在晚上才打闊氣孔，將三反革中之立革

台灣水革的生態與保育

化碳閱定形成蘋果酷堆積在報混中。在白天

再將晚上所堆憤之鑽果酸分解釋出二氧化

碳，以行光合作用之皇宮反應部分，以合成體

類 ， llten為景天酷代詩?現象。台灣水草亦具

有景天酸代諾現象，熱桶，聾潛水逃生活在

潮濕的環境與生活在乾學環境的積物不悶，

沒有水分散曳的問題， f可以的辛苦景天酸f-t謝

現象?

由於夢幻j諸位於七星山東餌，東北季風

常使其實體罩在雲霧中，台灣水麓的景天體代

謝現象使其細胞中累積較多的土，氧化碳，有

助其利唱短暫之強光間定太鵲之光能， r高立

一般地水中，白天水生健對進行究會作用時

多釋出氣氧，晚上水生動權物進行呼吸作用

員IJ釋，霄，一 ，居此，臨天池水中多氧，

晚上多二氧記艘，台潛水按可以輯用

酸代謝現象在晚上臨走較多的工龍化碳﹒這

種特殊的生理現象有利其生活在水生的環境

中 (Cha峙， 1997)。

四、台灣水草的保育

者學者轉將稀有權物區丹為八級，憂潛

水斐餌，囑於第二級「鎮臨絕聽λEndangered，

簡稱 ED) 的生物(簣， 1987 ;黃荐， 1988 

;玉， 1995) ，由此可知聲潛水主之族帶己

減軍臨界值(可維持族群在短期 50 年內生存

之最小有教族群)之邊緣，豆豆待謀攏。

自 1971 年舉灣水挂在夢幻i龍被發現後，

關其保薄的院麓，至是久以來一直鑫受各方

闋的。事幻湖的淤積及水文變化，造成夢幻

續積極之自然演替，聲聲水益的原強棲略夢

幻湖若j寢醬為草地或森林，畫是潛水主亦將臨

州
、d

A
且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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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尋找或建立另…棲地品及如何

灑鑽其梅地之演替草廣就告社會台灣水並

，顯?等非常重要 O

竹子湖人〕二擴堵住於暢鑫公路與竹子湖

路的交會路口;東~t樹，間糟的 4000

尺，東話畏的近75公尺，南北寬約60 公尺;

當竹子糟路開通後，觀人為工程及路邊鎮個

!鑫土的結果，宿形成中央地形臼臨的一塊區

域，立思主話說臨域的水

小首體濕地於焉形成(張、闕， 1999) c 

1998 年棍，楊明山關豆葉公園管理聽為解決鶴

食去路與竹子湖路交叉路口自遊客停車高造

成之交通問題，擬於該地興建停車場，但在

符其主題卻意外在此議緝的小水域

現畫灣水萃，而導致停車場之興建工

玉。躍進行該j嘻地水文水質及生物相之調

，結果發現李氏禾等禾本輯讀物的慣勢使

得台轉水主無法在喜愛握自然存活，該直選現

環畫1成部分停車場，部分保留聽貌，原先生

提於此之聲灣本主已移欖抉菁山自然中心，

rli單家公關管理處在該廳建立一人工水

池並移櫥部分聾灣7J<主於此，作為解說教育

之用。本f荷中人為之停車場工程為了保育吟

實稀有之物糟而導致工程中止，充分彰顯我

鸝政府及民間對於生物保宵之重誤，相當具

有教育之贊這及意義。

冷水坑濕地往往冷水坑請客中心往擎夫

屬的步過澀，海拔高按約 730 公尺，轉計算

後濕站立1<域器積約為 1114 草草公尺，隔禪:有

濟增範置約為 3337 平方公尺。該通水之水贊

pHf竄相當低，種為接近目

育地「夢幻謝」之情說，罷此，靜的其司能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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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筑總

過去礦石;擦掌是之產業頗為興盛，迄今尚有自

土煉製轍挂、硫礦煮;練工寮舊址、輸送古草

軌跡，以及麟渣棄聾潛穴等。巨摺陽明山盟

園管理擺在Ilt建構…人工裝袍，就嘗試

在此擴增進行還要灣水主之移楠，以瞭解j義行

台灣水主主監外保宵之可行性。

五、結語

在要堅灣水攻之保育策略上，揍了

股移岫複育方法保存大小于盤子接可配合植物

闢種植保存外，可評估是否再構樂頓似於冷

7J<設的濕地，期望能黨麗質景觀、本文、生態

功師等多完化的保育目標。

皇黨構新的澀地業保育畫轉水益，

不只在妻雙潛水主的棋會上，主主設針良好，該

漓地亦可具有前洪等功能，生態上更能替其

他生物捏供一股好棲地與覓食咱，

學、額、鳥類等，立在可提高民服對於保育

忱之間才2日{聲章( Wilhelm et al., 1989 ; Richard 

et aL , 1999 ; Kellert, 1996) 

對於生物棲息地之鶯誨，在生態學上有

戶~8閱 JOBOVALOLO(Just One Big One Versus 

A Lot Of Little Ones) ，及SLOSS(Single Large 

Or Several Small)之概念 (Richard， 1993) 

JOBOVALOLO的意義即在於對於某…物種實

…{國較大的棲惡地來議行保奮，

選，弔數個較小的棲息地來保菁， SLOSS 也有

相同的意義。體著{呆會槽的智種之不間或是

經營管理上之考量是亮可以選用不再之第略。

目前移植於均水坑及t'r子j墮入工海地的

畫畫灣水裁金長構形悔良好，在無外力于擺



下，應能額利完成生活史， 'r最仍奮進一步觀

察研究 o

在 2001 年七月三岳王三三日夢幻湖邊的森

林大火之後， ，蟾墉戶丹攬生之灰燼是否改變夢

幻湖土壤，在質及水齋，以至於影響台灣水是

;夢幻湖之環境變薯，是否會影響夢

幻湖溼地擴權之i寅響，以歪扭體縮到水草之

夢冉湖演替還度封底有多快?

替之方冉如何?這峙議題站在保育台灣水主

, {貴得還一步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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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解後正鐘之 pH 值約為 5 ' 

pH 值的糙的左右，使電解後負兩概酸鹼

，能使化學酸鹼指

中比較容屬在幾分鐘之內

達到鹼鹼中和謂有明顯的頓色變化。

此夕手，

附 i丘有關聽不

盔，真有如陰陽海似的。

部分暫用白紙還佳，

立電解後用

成一瞬顯的交界

此若將電解槽之

用在J雙龍聽整容器為重(亦可用 9V乾語言泄替

) ，於化學魔街演示之進行中只要偷偷

地將正負及難換開關報擇“下，

種加以搜摸，將可使幣(國演示要真有化學嘴

，使撥生覺得此一;晶體非黨

以展現出化學實驗之神奇與奧妙，藉以戰守 i

(上承第 47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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