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蘭潭水庫的水資源儲存與供給

臺灣地區的水資源因受限特有的地形

與降雨集中等因素，主要水資源的來源與

補充，集中於每年的5到10月份，並且將

近80%以上的水資源以蒸發與河川逕流回

歸大自然中，水資源對於臺灣更是顯得珍

貴與稀少。嘉義位處臺灣南部，冬季南部

地區的降雨量更為稀少，也是大嘉義地區

的枯水季。嘉義市約70幾萬人之民生與工

業用水的重要水源來源是由蘭潭水庫與仁

義潭水庫兩水庫提供，在當今，平均每十

年即會出現一年降雨量較少的枯旱年，蘭

潭水庫與仁義潭水庫是大嘉義地區生活中

水資源調節與調度的重要命脈。

「蘭潭泛月」，為赫赫有名的嘉義

八景之一。這個美景，即是嘉義市境內的

蘭潭水庫。根據文獻的記載，蘭潭水庫舊

稱紅毛埤，300年前，荷蘭人據臺時，已

著手興建，將其主要利用作為灌溉用水之

途。至日治時期，著名的日本工程師，八

田與一先生，將此埤重新規劃，並建設成

為自來水廠的儲水池，經回歸中華民國政

府之後，至今，皆供給了公共用水與工業

用水等用途。蘭潭水庫的水源來源主要以

雨季的天然降雨與八掌溪竹山攔河堰取水

口所汲取的水源為主，並與位在蘭潭水庫

上游的仁義潭水庫串聯，同屬於八掌溪上

游著名的離槽水庫。水庫由東至西長達1

公里，南北寬度約為2公里，經過多次的

修建後，壩頂標高為77.30公尺，最大霸

身高度31公尺，壩頂長度546公尺、寬8公

尺，滿水位標高75.3公尺，以經濟部水利

署統計97年底，蘭潭之滿水面積為80.0公

頃〈0.8平方公里〉，有效蓄水量為925.7

萬立方公尺。雖然相較臺灣地區其他的水

庫，蘭潭水庫大小並不大，但卻為嘉義市

重要的水庫之ㄧ，並為此地區提供了重要

的水資源。

嘉義市民天然的休憩場所─

蘭潭水庫

蘭潭水庫除了蓄水與供水的水資源調

節功能外，對此區在建設上嘉義市政府亦花

費不少的心力，因此成為嘉義市居民活動與

▲ 美麗的蘭潭水庫

蘭潭水庫的
永續資源
■ 攝影／張瑞宗、張凱強

■ 文／張瑞宗、張凱強、廖竣、黃文謙

隨著時代的進步，生活的日漸富

裕，相對地對於生活品質的要求也越來

越高。現今的嘉義市，與蘭潭水庫的關

係已是相輔相成。嘉義市政府每年預撥

固定的經費在維繫此地的環境，並提供

了大嘉義地區居民有個乾淨且安全的休

閒場所。蘭潭水庫提供了水資源的儲存

與供給、市民休憩及野生動物棲地場

所，多樣且豐富的自然環境，更是最佳

的生態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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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原生動物的天堂棲地

蘭潭水庫的水資源，讓周圍的山林充

滿生意；再加上，此處的自然資源與生態環

境亦是備受保護，除了水庫區禁止烤肉與露

營，維護了自然森林免於火災的威脅與人為

的破壞之外，潭區禁釣與禁漁的規定，更是

保護了水域生物生存的權利。蘭潭水庫的環

潭公路上，亦有警員定期的巡邏查看，四周

環境亦有環境維護人員不辭辛勞的整理與修

繕。正因如此，各式各樣的動物穿梭其中，

蟲鳴鳥叫亦不絕於耳，依水而居的生物種類

更是繁多。由於良好生態環境的吸引，蘭潭

水庫成了臺灣原生動物棲息的良好場所，於

此文章中，希望對於此地的動物一一細述，

但礙於篇幅，僅就些特殊與常見的種類做概

略性的介紹。

林道附近，常常可見的樹鵲，其大嗓

門「嘎嘎嘎」地叫著。所以牠有個有趣的

綽號─嘎嘎仔。樹鵲喜啄食果實，身體顏

色主要是由黑與灰褐色所組成。林道中，

樹鵲是這裡的常客，時常可見牠們群體移

動。蘭潭附近的小溪，有種帶有金屬亮

藍色且飛行速度極快、動作敏捷的鳥兒，

那就是著名的捕魚高手翠鳥。牠的捕魚技

巧高超，在看準水中魚隻後，會以最快的

速度衝入水中，並叼起水中的魚兒；為了

增加捕獵時的準確度，有時亦會在空中定

點振翅，使其懸停於半空中，故亦有魚

狗或是釣魚翁之稱。屬於鷺科的黑冠麻鷺

亦是蘭潭地區的常客之一，其不如小白鷺

有著潔白修長的身體，身體的顏色主要以

暗土色為主，並擁戴著具有特色的深藍色

帽子，喜慢條斯理的在林道邊徐行，仔細

觀察並不難發現牠的身影。黑冠麻鷺喜以

蚯蚓和其他的小型無脊椎動物為食，若遇

到威脅，則原地不動並利用身體的暗土色

融入背景之中，藉由保護色來蒙騙敵人或

是躲避威脅，是種很有趣的鳥兒。蘭潭地

區的鳥類眾多，若哪天到蘭潭一

遊，不妨細心的觀察，將發現

更多森林的嬌客。

的好漢坡以及登山步道揮灑汗珠。浪漫的

傍晚時分，坐在蘭潭湖畔，除了有讚嘆映

在潭面上火紅夕陽的攝影專家，亦有兩小

無猜的情侶漫步於此享受片刻的悠閒。可

見蘭潭水庫與嘉義市民日常生活有著密不

可分的關係。在喧囂的嘉義市區或是繁忙

的工作之餘，不管清晨或是黃昏，皆可看

到許許多多的居民，利用蘭潭水庫，進行

休憩娛樂活動。

嘉義市政府為了鼓勵人民參與戶外活

動，亦定期於蘭潭水庫舉辦各類的大型活

動，如：健走路跑單車活動，並將每週週末

訂為蘭潭無車日。希望藉由減少蘭潭水庫

環潭公路上行駛的車輛，可以維持良好空氣

品質，提供至蘭潭運動與休閒的人民有個高

品質的週末早晨。在這樣親近大自然的水庫

與嘉義市政府的努力推廣下，如此良好的環

境，如何不讓人流連於此。

休憩的重要據點之一。蘭潭四周的環境，

因蘭潭水庫的建立而受到相當的保護。著

名的蘭潭後山，主要由3座小山所組成，主

要依次為山子頂山、紅毛埤山與筍寮山。

其中，以紅毛埤山的高度最高(標高150公

尺)，此亦為臺灣五大山脈中阿里山山脈

延伸至嘉南平原所橋接的山稜，屬於小百

岳之一，並有二等三角點。筍寮山是後山

中步道設備較為完善的一座，又因林相完

整，步道間除了群樹遮蔽之外，芬多精的

釋放亦不在少數，故每當清晨時分，常見

早起登山或是健走的人群於步道中活動。

位於步道邊的山子頂山亦有路跡可健行，

並於山頂有三等三角點，亦是有對於三角

點蒐集的愛好人士於此留下回憶。

清晨的蘭潭，於空氣中富含了水氣，

使得此區形成了清涼的氛圍。在這樣清爽

的早晨，有許多嘉義市民樂於起個一大

早，在蜿蜒的環潭公路上漫步或是至後山

▲ 蘭潭水庫提供附近居民良好的
休閒與運動的環境 ▲ 俗稱「嘎嘎仔」的樹鵲是蘭潭水庫常見

鳥種之一

翠鳥是傳說中的捕魚高手

▲

 蘭潭水庫的登山

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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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跳躍於樹群之間。蘭潭另一種可愛的樹

蛙，是莫氏樹蛙，其紅紅的大眼睛，漂亮

的亮綠色是主要特徵。常躲於葉下鳴叫，

因此當聽到叫聲，卻不易找到其蹤影。莫

氏樹蛙，大腿內側具有鮮豔的紅黑色花

斑，搭配上其體表的綠色，就如同穿了

〝西瓜內褲〞似的，當遇到天敵時，跳躍

的過程中，〝西瓜內褲〞表露無疑，能夠

暫時的混淆天敵的視線。黃褐色的白頷樹

蛙，亦是蘭潭的常客。春夏兩季的夜晚，

經常可見其交配，並產出一團團黏於水溝

旁的白色卵泡，待下雨時分，藉由雨水將

卵泡沖入水溝中。白頜樹蛙有著與其他

蛙類截然不同的鳴叫聲，其聲音如同敲擊

竹筒的聲響「扣‧‧扣扣‧‧扣」，在夜

裡，若聽到這樣的聲音，不了解的人，還

以為是誰在偷偷敲竹子裝神弄鬼呢！在蘭

潭的夜裡總可以聽到眾多的青蛙一起大合

唱，在春夏兩季時更是熱鬧，搭配上夜間

的蟲鳴與偶爾天外飛來一筆的鳥叫聲，彷

彿讓蘭潭的夜增添不少歡樂的氣氛。

生態環境維持良好的蘭潭，蛇類的

出沒，亦是值得注意。最常見的屬紅斑

蛇，是一種無毒蛇類，身體上紅黑相間的

橫紋，是它主要的特徵之一。紅斑蛇的食

物來源廣泛，小從蚯蚓、青蛙，大至鳥與

老鼠，甚至是動物的屍體都是牠主要攝食

的對象。當紅斑蛇受到驚嚇或是遇到危險

 偽裝高手黑冠麻鷺亦是蘭潭水庫

常見的鳥種

▲ 

 最能代表蘭潭水

庫的諸羅樹蛙

▲

▲ 猛爆性繁殖的史丹吉氏小雨蛙

▲ 發出竹筒聲響的白頜樹蛙

 蘭潭水庫周邊水溝常見的小雨蛙

▲ 

 穿著「西瓜內褲」的莫氏樹蛙

▲ 

黑夜降臨蘭潭時，白晝的喧鬧也漸

漸平息，以蟋蟀鳴叫聲作為開端，接續著

領角鴞"霧、霧、霧"的叫聲，為黑夜的森

林帶來了神祕的色彩；蛙類的鳴唱，是蘭

潭夜裡最活潑的伴奏。蘭潭公路上，人為

鋪設的小水溝，成為蛙類完成終生大事的

「自然洞房」。小雨蛙是水溝中最常見的

嬌客，小巧可愛的牠，一般體型大小約在

2~3公分，因有著大比例的單咽下鳴囊，

故叫聲特別宏亮。另外一種同屬於狹口蛙

科並與小雨蛙是親戚的蛙類─史丹吉氏小

雨蛙，是猛爆性繁殖的典型蛙類，每當乾

旱後的第一場大雨，史丹吉氏小雨蛙將會

集體出現並在積水的小水窪中迅速抱接、

產卵，完成世代交替。為了克服水窪之水

源快速的消失，其蝌蚪發育速度也比其他

蛙類來得迅速。根據觀察的結果顯示，曾

在春天大雨的晚上，同時同地記錄到為數

超過1,000隻以上的大型族群，是種非常

特別的青蛙。最能代表蘭潭的蛙類，就屬

諸羅樹蛙為主，其在臺灣的分佈地目前僅

剩台南、雲林和嘉義地區。因第一次記錄

到此種蛙類的地點位在嘉義，故以嘉義古

地名「諸羅」作為牠的名字。諸羅樹蛙屬

於國家二級保育類並為臺灣特有種，相較

臺灣其他的樹蛙，其體色較為黃綠，且體

側亦具有白色稜線，性喜棲息於較高的樹

枝上，腳趾尖端有著碩大的吸盤，故能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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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蝦以全台廣泛分佈的粗糙沼蝦為最多，

屬於長臂蝦科的粗糙沼蝦具有兩支修長的

大螯，在大螯的基部會有明顯的紅點是其

主要特徵之一。白天，粗糙沼蝦大多躲

藏於石頭底部，不容易發現其蹤跡；到了

黑夜，屬於夜行性的粗糙沼蝦，皆從洞穴

中出來覓食，因此，當夜晚來臨時，拿支

手電筒，往清澈的小溪澗邊中觀察，將看

到許多粗糙沼蝦於溪裡活動。除了粗糙沼

蝦之外，另一種在臺灣族群數量不多的淡

水大型甲殼類，就以臺灣南海溪蟹最為著

名。在臺灣，根據文獻的記載，臺灣南海

溪蟹主要分佈於雲嘉南地區，且因近年來

環境開發等問題，其棲地破壞日益嚴重，

族群數量有逐漸縮小的現象。所幸，蘭潭

地區因水源保護區的關係，環境受到保

青蛇屬於日行性蛇，食性以蚯蚓為主，夜

晚則會於樹上休息，在蘭潭夜間觀測時，

有時見其盤於樹上，模樣十分可愛。

蘭潭的水源來源，雖主要汲取於八

掌溪，但蘭潭四周亦有些小溪澗，在這樣

的環境之下，淡水魚、蝦、蟹等生物也是

水中世界的居民。小溪澗中最常見的淡水

魚以馬口魚為主，在釣客口中，被稱為一

枝花。最大的特徵主要是魚身的側邊有一

條黑色的橫紋由頭部延伸至尾鰭基部，成

熟且發情的個體嘴部會有追星的現象，屬

於河川中上層水域的魚類。小溪澗中另一

種淡水魚類，以底棲性短吻紅斑吻鰕虎為

主，可能因棲息的環境為小溪澗，發現的

個體通常較小。短吻紅斑吻鰕虎全身佈滿

紅點，前背鰭基部會偶一個黑斑，是這類

魚種的主要特徵之一，常躲藏於石塊下，

需仔細觀察才能發現其蹤跡。小溪澗的淡

時，會從洩殖腔排出惡臭的液體來驅趕天

敵，是一種防衛性的反應。雨傘節在蘭

潭的族群數量其實不少，雖為臺灣五大毒

蛇之一，但其性情卻溫和，並不常主動攻

擊，除非受到重大威脅或是受傷才會有噬

咬的行為。雨傘節以對比非常明顯的黑白

相間環紋為特徵，是明顯的警戒色。另一

種蘭潭常見的毒蛇即是赤尾青竹絲，仔細

觀察，常可在樹枝或葉子上發現其蹤跡。

赤尾青竹絲頭頸常彎成〝S〞型等待著獵

物上門，是屬坐等型蛇類，其頰窩是用於

感熱的最主要器官之一，體側背腹交界處

有一條從頭部延伸到尾部的明顯白色或是

上白下紅的線條，再加上頭部明顯的三角

形狀是與無毒青蛇區分的主要特徵。青蛇

體表亦呈翠綠色，體型較赤尾青竹絲大

些，體長大約可到130公分左右，青蛇頭

部為橢圓形，體表無花紋，較為不同的是

護，因此，這臺灣原生種的淡水蟹，得以

有一片生存的淨土，著實可貴。

最自然的生態教室─蘭潭水庫

在蘭潭周邊，小從蘭潭國小，大到

嘉義大學的蘭潭校區，這些重要的教育機

構，皆位於蘭潭附近。生態環境良好的蘭

潭水庫，為這些學校提供了相當良好的一

個生態教室。課堂的生物課本，教育學生

基礎的生物概念與生態理論，踏出教室，

迎接學生的卻是隱藏著無數智慧的大自

然。對於學校教授或是老師而言，蘭潭水

庫的戶外課程正可補足「讀萬卷書不如行

萬里路」的缺憾。對學生而言，蘭潭水庫

的從自然中學習，更可增加學習的印象，

提高學習成效。不管有形或是無形的資

 紅斑蛇是蘭潭水庫常出現

的無毒蛇類

▲

 臺灣五大毒蛇之一的雨傘節▲

屬於日行性蛇類的青蛇

▲

身體佈滿紅斑的短吻紅

斑吻鰕虎(張瑞宗攝)

▲

常出現於蘭潭水庫樹枝上

的赤尾青竹絲

▲

族群數量侷限的臺灣南

海溪蟹(張瑞宗攝)

▲

 廣泛分佈於臺灣的粗

糙沼蝦(張瑞宗攝)

▲

 俗稱「一枝花」的

馬口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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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蘭潭水庫皆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資源供

給的角色。

位於蘭潭水庫邊的嘉義大學蘭潭校區

之水生生物科學系與生物資源系，每年兩

系學生會自發性的舉辦為期一週有關於生

物生態與物種介紹的活動。活動的期間，

通常以系名區分，如「水生週」與「生資

週」。兩系學生常以蘭潭水庫的生物相

為背景，用學生的角度觀看蘭潭水庫的生

態，並且就課堂所學，於展覽的過程中，

結合現地實物，推廣至參觀的民眾。由大

學學生所舉辦富含教育意義的活動，除了

獲得系上師長的支持之外，亦受到校方的

肯定，報章書報的報導，使得鄰近小學與

幼稚園的小朋友在其師長的帶領之下，亦

到嘉義大學「水生週」或是「生資週」的

會場學習。因舉辦已有數年，現已成為兩

系的優良傳統，更成為國小或是幼稚園校

外教學的重要活動之一。

蘭潭水庫中的生態隱憂─

外來種

蘭潭與嘉義市民的關係密不可分，

因蘭潭水庫的水源保護地的關係，周圍環

境亦受到充分的維護。有關於蘭潭水庫周

遭的任何施工，都需經過嚴謹的審核與評

估，也因此造就其原始豐富的生態環境，

加上活躍的人文活動，使得蘭潭水庫處處

可見生氣勃勃。在這表面生氣盎然的水庫

的背後，卻藏著非常巨大的隱憂─外來物

種。經過筆者長期的觀察發現，生存於蘭

潭水庫的外來種魚類，不論是種類或是數

量，有逐漸增加的現象，造成嚴重的生態

問題，外來魚種的入侵，為水庫生態帶來

威脅。

蘭潭水庫中最常見且種類最多的外

來種，非慈鯛科魚類莫屬。慈鯛科魚類多

數都很貪吃，雜食性的牠們，從藻類到小

魚或是魚苗，幾乎什麼都吃，加上成長快

速，且領域性極強、性情非常凶猛，成了

蘭潭水庫最為常見的外來物種之一。慈鯛

科魚類在惡劣的環境下仍能生存，如高污

染、低溶氧等環境，且大部分慈鯛科的親

魚皆有護卵與護幼的行為，有些魚種甚至

發展出「口孵」的行為。所謂口孵即是指

親魚將授精卵吞入口中保護，直到幼魚孵

化甚至是成長到一定大小為止，這樣子

的行為大大的提升了幼魚存活的機率。因

此，這類魚類非常符合外來種生物的三大

原則：環境耐受程度強；高繁殖率與高存

活率；生活習性強悍，並強於原生生物；

因此成了蘭潭水庫的住客。蘭潭水庫常見

的外來種慈鯛科魚類有皇冠三間魚、非洲

十間魚、紅鑽石魚、紅魔鬼魚等，因慈鯛

科魚類有著豔麗的體色，原多為水族業者

以觀賞魚名義引進作為水族觀賞用，但由

於養殖溢流或是人為棄養，使他們的足跡

已在蘭潭水庫生根並隨處可見，釀成了蘭

潭水庫的生態浩劫。

塘鱧科的斑駁尖塘鱧，又稱筍殼魚，

為引進臺灣的食用養殖魚類。然而在養殖溢

流情況日益嚴重的影響下，已在蘭潭水庫中

發現了穩定的族群。斑駁尖塘鱧為肉食性魚

類，平常喜好待在沿岸靜止不動或是將身體

埋藏於砂泥中僅露出眼睛和部分的尾鰭，當

獵物游經其攻擊範圍內時，再以迅雷不及掩

耳的速度將獵物一口吞入。筍殼魚擁有一張

血盆大嘴，因此，只要比其嘴巴來得小的生

物都算是其食物來源，所以對水域生態環境

仍造成一定的威脅性。

說到魚虎這個名子，讓人一聽就知

道，其生性凶猛且為掠食性強的魚類。台

南地區的曾文水庫，因被放入俗稱為魚

虎的小盾鱧，使得原棲息於曾文水庫中的

鯉科魚類數量日益減少，形成曾文水庫水

域生態的一大問題。這樣恐怖的魚隻，竟

也在蘭潭現身，並且已有繁殖出的幼小個

▲ 嘉義大學水生系之水生週活動帶領小朋友
教學指導

▲ 已於多數水庫為患的外來
魚種紅鑽石魚

▲ 嘉義大學水生系大學生於水生週活動為
小朋友解說魚類生態與分類

 外來種之一的皇冠三間魚▲

 水族館常見的非洲十間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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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小盾鱧與俗稱鮕鮘的七星鱧同樣屬於
鱧科魚類，口中佈滿銳利尖牙的小盾鱧，

可輕易地將獵物撕裂，最大體長可超過一

公尺以上，生性凶猛。因小盾鱧鰓上有特

殊的特化器官，可直接於空氣中進行換氣

呼吸，故可於溶氧量極低的環境生存中。

肉食性的小盾鱧，性喜追逐獵物，並從獵

物尾部一口咬下，使獵物頭尾分離，經吞

食獵物尾半部後，而前半部則棄之不顧，

除了對於原生魚類是重大的威脅之外，儘

管是外來的慈鯛科魚類亦是小盾鱧的食物

來源。因此，在蘭潭水庫，當在水面見到

浮著只剩半節的魚屍時，這非常有可能是

魚虎的傑作！小盾鱧的幼魚體色漂亮，而

成熟個體，常是釣客利用路亞釣取的肉食

性魚種之一；水族觀賞的棄養與為了釣魚

而野放的魚虎，造成蘭潭亦成為魚虎肆虐

之地，加上小盾鱧親魚有護幼的行

為，使得魚虎成為蘭潭水庫食物鏈

中金字塔頂端的優勢魚種。

蘭潭水庫的外來魚種

中，有種凶殘程度不

如魚虎強大且

領域性沒有慈鯛科魚類這麼明顯的魚種，

卻足以讓原生種魚類族群快速消失，那就

是俗稱玻璃魚的暹羅副雙邊魚。玻璃魚性

喜吃其他魚類的授精卵，加上魚身的鰭條

多有硬棘，導致掠食者捕食慾望下降，在

臺灣玻璃魚幾近毫無天敵，使其族群數量

增加迅速，深深影響到臺灣原生魚類的棲

息之所與族群數量。日月潭即是受到玻璃

魚危害最有名的例子，早期的日月潭中擁

有為數眾多的   條和俗稱總統魚的紅鰭鮊

棲息，玻璃魚的入侵，原生的   條與紅鰭

鮊的卵幾近被玻璃魚吃光，日月潭的原生

魚種幾乎消失殆盡。根據觀察去年(2010

年)在蘭潭尚未發現玻璃魚的蹤跡，但今年

(2011年)卻驚見為數龐大的玻璃魚，對於

尚存於蘭潭水庫的原生種魚群，真令人感

到非常憂心。

美麗的蘭潭水庫是大家維護

而得來的

蘭潭水庫，最令人注目且印象深刻

的，莫過於水資源與自然生態

資源。隨著生

活水準的提高與改善，人們卻逐漸的淡忘

老一輩人口中的教誨。〝節儉〞，這兩個

字，簡單但卻不易達成。近年來的氣候異

常現象，臺灣不是遭逢大水的侵害就是面

臨乾旱的危機，臺灣的水庫在水資源的儲

存與供給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蘭潭水

庫亦是如此。曾經，因為乾旱而使蘭潭水

庫底部的清代古墳公諸於世，這篇報導使

得蘭潭一度聲名大噪，但亦提醒了人們，

當沒有水資源可利用時的困境與危機，當

用水之虞，更應該記起「有水當思無水之

苦」，珍惜水庫所提供的寶貴水資源。此

外，水污染是當今世界上工業與科技發達

所伴隨而來的問題，蘭潭的水源取自八掌

溪，在許多調查的報告中，亦曾探討八掌

溪河川水源的現況，並經由政府的努力之

下，水污染的狀況尚得以控制，但於此亦

要呼籲，當利用蘭潭進行休憩活動的同

時，勿要忘記，將自身製造的垃圾，隨身

帶走，以保持蘭潭環境的整潔。

對於充斥著各種外來魚種的蘭潭水

庫，生態資源方面已經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目前蘭潭水庫所面臨的生態問題，並不是短

時間能夠輕易挽回的，儘管如此，如何使現

況不再持續惡化，這是當今最重要的課題。

蘭潭的夜晚是許多爬蟲類生物出沒的高峰，

環潭公路是許多車輛行駛的重要道路，亦是

野生動物活動的場所，在這科技與自然的衝

突之地，往往是許多野生動物喪命之所。如

何降低車輛輾斃野生動物的機率不僅僅是政

府所提倡的口號，而是使用或是行駛於環潭

公路上的人民所需共同注意。每種生物皆有

其生存的權利，在蘭潭水庫的原生動物亦是

如此，相信，這些野放外來種的人本意應屬

良善，但殊不知這樣的行為卻是造成另一場

原生種的大災難。不管是野放的動作、行駛

於環潭公路的駕駛員或是活動於蘭潭水庫的

居民，應仔細評估野放所影響的後果之外，

亦多份關心與注意，讓蘭潭水庫的原生野生

動物可以有得以生存的空間，讓這樣的生態

資源得以永續傳承。

 顏色討喜的紅魔鬼魚常見於水族館，現亦出現

在蘭潭水庫

▲

 外來種皇冠三間魚亦是

魚虎口中的佳餚

▲

守株待兔的筍殼魚

▲ 

▲ 生性凶殘的小盾鱧
危害日月潭生態的玻璃魚現已於

蘭潭水庫現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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