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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狐蝠與臺灣狐蝠
琉球狐蝠(Pteropus dasymallus )的地理分布北起日本九州鹿兒島
以南的小島群(如寶島、中之島等)、琉球群島、南北大東島和八重
山群島，臺灣本島(零星個體)、龜山島和綠島，南至隸屬於菲律賓
北部的小島群(如巴丹島等)(Ohdachi et al . 2015; 鄭錫奇等 2017)。
琉球狐蝠已知有5個亞種，包括棲息在琉球群島北部的永良部狐蝠
(P. d. dasymallus )、沖繩本島的折居氏狐蝠(P. d. inopinatus )、琉
球群島東部大東島的大東狐蝠(P. d. daitoensis )、琉球群島西南部
的八重山狐蝠(P. d. yayeyamae )，以及臺灣的亞種—臺灣狐蝠(P. d.

formosus )(Wilson and Reeder 2005)。另外，Takara(1954)曾記錄釣
魚台亦有狐蝠紀錄，而大澤夕志(Osawa Yushi)與大澤啟子(Osawa
Keiko)曾檢視分布於菲律賓北部小島群的狐蝠，根據外型觀察皆為

P. dasymallus ，但哪一亞種尚無法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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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狐蝠

Pteropus dasymallus

P. d. dasymallus

5個亞種的分布圖

(大澤夕志提供、天晴文化改繪)

琉球狐蝠之折居氏狐蝠亞種。

沖縄本島

琉球狐蝠之大東狐蝠亞種。( 鄭錫奇 攝 )

臺灣狐蝠。( 鄭錫奇 攝 )

( 鄭錫奇 攝 )

P. d. inopinatus
P. d. daitoensis

P. d. yayeyamae

P. d. formosus

臺灣狐蝠在臺灣地區的分布昔日以臺東縣綠島

由於多年來臺灣蝙蝠研究者與國際學者廣

尋琉球狐蝠的可能日期。在多次洽談後，考量避開

為主，數量達上千隻(林良恭及裴家騏 1999)，蝠

泛交流，日本蝙蝠研究保育會(Bat Study and

沖繩的雨季，終於敲定在2016年5月31日至6月5日

群多棲息於原始闊葉林中。然而，根據近年的調查

Conservation Group of Japan)決議2015年的第21屆

間展開這期待已久的探訪狐蝠之行。

發現，綠島目前可能僅存數隻臺灣狐蝠個體(鄭錫

「日本蝙蝠嘉年華」移師臺灣舉辦，日期為當年

奇等 2006; 陳湘繁 2013)。2009年前後，在宜蘭

的6月，地點選定在雲林縣水林鄉的黃金蝙蝠生態

縣龜山島上發現約20隻的小族群，惟來源尚不清楚

館，周邊闊葉樹林正是金黃鼠耳蝠(Myotis formosus

(林良恭等2009; 吳慧文 2010; 陳湘繁2013; 鄭錫奇

flavus )的重要棲息地。日本蝙蝠研究保育會中的大

2016年5月31日，我們一行4人終於登上琉球

等 2015)。另外，在東部海岸偶可發現零星個體(鄭

澤夕志與大澤啟子夫婦，亦是本文共同作者，其攝

島，造訪的行程不是遊客度假觀光的路線，而是尋

錫奇等 2017)。由於族群量稀少，分布侷限，又有

影作品及報導寫作頗具國際知名度，他們長期觀察

找折居氏狐蝠。當日一下飛機出了海關，就看到大

棲息地被干擾破壞的現象，1989年「野生動物保育

琉球狐蝠。他們在2015年3月先行來臺現勘蝙蝠嘉

澤女士已在出境處等候我們。見面寒暄之下得知，

法」公告實施以來，即將臺灣狐蝠列為瀕臨絕種保

年華場地後，即曾前往宜蘭，期望能登上龜山島觀

大澤夫妻早在數天前先行抵達琉球，並觀察瞭解狐

育類野生動物，迄今危機未曾稍緩。2017年行政院

察臺灣狐蝠，但因該島有登島管制，因此不得其門

蝠的狀況，規劃安排了一系列的參訪行程。這不僅

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以下簡稱特生中

而入。恰巧特生中心的研究人員為瞭解臺灣狐蝠的

讓我們充滿期待，內心亦不得不佩服日本人注重細

心)進行臺灣陸域哺乳類紅皮書名錄評估，將臺灣狐

現況，規劃於4月間前往龜山島調查，在輾轉知道

節、信守承諾的認真態度。在離開機場的路上，大

蝠列為國家極度瀕危 (Nationally Critical Endanger，

大澤夫婦的期望後，特地邀請他們一同前往。此次

澤先生還特地要我們留意路燈的造型，「哇！是蝙

NCR)等級，目前族群存續狀況岌岌可危！

登島，有了熟稔琉球狐蝠生態習性及野外拍攝技術

蝠耶！整排路燈都有蝙蝠圖騰」。一車人日、英與

的他們加入，果然順利在龜山島上發現數隻臺灣狐

華語交雜驚呼著，果然是狐蝠的國度。

造訪沖繩契機

２００km

狐蝠與石獅

蝠，由於大澤夫婦每年都會在固定日期前往琉球群
島觀察並拍攝狐蝠，也因這趟龜山島之行促成在未

此行第一站是位於那霸市旁、列為世界遺產

日本沖繩縣(昔稱琉球)一直是國人旅遊的熱門

來一同前往日本沖繩縣探尋琉球狐蝠的約定。2015

的古時琉球王國的王宮「首里城」遺跡。原本覺得

地點之一，也是琉球狐蝠亞種折居氏狐蝠主要的分

年在臺灣舉辦的「日本蝙蝠嘉年華」會議圓滿成

或許大澤夫婦特別安排讓我們先觀賞沖繩的名勝景

布區域，當地仍存在著為數不少的個體。為了規劃

功，臺、日雙方研究人員更加熟識，合作的範圍

致，殊不知下車後隨即告訴我們此地乃是那霸市周

臺灣狐蝠的保育策略，我們一直期望能前往探尋，

也更加廣泛。2016年初，在蝙蝠國際保育組織(Bat

邊的森林帶綠地，林中有狐蝠喜好取食的稜果榕

並觀察這同種不同亞種狐蝠的生存棲息狀況。在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BCI)的臉書粉絲頁上刊出

(Ficus septica )，因此常有狐蝠棲息。當她說明狐

2016年5月機會終於來了，這可是台灣蝙蝠學會與

一張大澤夕志拍攝停棲在櫻花綻放樹上的琉球狐蝠

蝠棲息狀況時，我們果然在地面上發現許多狐蝠的

日本學者廣結善緣的結果。

照片，讓我們非常驚艷，因此積極詢問前往沖繩探

食痕及排遺。當地的植物組成與臺灣北部的林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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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家家戶戶的門前或屋頂上都設有石獅子的雕像。
( 鄭錫奇 攝 )

位於那霸市旁古時琉球王國的「首里城」遺跡，城內有許多闊葉樹林。( 鄭錫奇 攝 )

名護市路旁公園的榕樹上夜間可見到許多狐蝠活動。
( 鄭錫奇 攝 )

致類似，不過在臺灣本島卻很少發現狐蝠。沿路我

狐蝠的食渣

們也看到建物的門口前或屋頂上架設石獅子雕像。

中心人口聚集、車水馬龍。我們心中不禁有「狐蝠

此處覓食」。果然，在樹下就可發現許多狐蝠的食

真的喜歡在此城市處棲息嗎？」的疑間。大澤女士

渣(果蝠取食果實、咀嚼吸乾汁液後吐出的纖維殘

經大澤夫婦說明，琉球群島因常有颱風侵襲，所以

離開沖繩島南部的那霸市後，我們一路驅車

說明就他們先前的觀察，這裡的公園就棲息著許多

渣)，看起來有點像滿地檳榔渣的樣子，只是顏色為

傳統習俗上，當地人會擺放各式各樣的石獅子，以

往北前往名護市。名護市是沖繩島北部地區唯一的

狐蝠，因此我們將在此停留數晚以觀察狐蝠。到達

棕色而非血紅色。在周遭的行道樹下，我們也發現

求鎮壓住風害(類似金門的風獅爺)，同時也衍生出

城市，同時擁有東側和西側的海岸，市中心靠近名

下塌的旅店稍作整裝後，夫妻倆便引領我們到周邊

了不少食痕及排遺的痕跡。夜晚未來臨前，我們幾

避邪的功能。不知道石獅與狐蝠有無關聯？

護灣，全市面積約 210km ，為那霸市的5倍多，

的公園尋覓狐蝠跡象。就在公園停車場旁，他們指

個來自臺灣的蝠癡已經充滿了無限的想像。

但人口數(6萬多人)僅約那霸市的5分之一，不過市

著一棵結實纍纍的榕樹說：「夜間都會有狐蝠飛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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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見沖繩飛狐

一下。這些在臺灣難得一見的行為，對我們而
言都是非常新鮮、有趣、珍貴且難得的，看見

這個季節正臨初夏，太陽西沉得晚。提前晚

什麼都很好奇，像是兩頰塞滿食物的個體、齜

餐後趁著日光餘暉，我們抵達名護市旁一處山腳

牙裂嘴打架的蝠群、懷抱幼蝠乍現的母蝠、睪

下，臨近溪畔的馬路邊有一座小公園，公園內的

丸明顯腫大的雄蝠，就連排尿拉屎的傢伙都值

一棵大榕樹下映入眼簾的是滿地熟落的榕果，以

得我們仔細觀察、詳實記錄；在樹幹上的位

及數不清的狐蝠食渣。大澤夫婦手指山上，預告

置、快速移動的方式(用前肢雙指勾住樹枝爬

稍晚狐蝠可能從那兒飛來，我們幾個目不轉睛地

行 ) 、 打 架 時 的 叫 囂 行 為 …… ， 亦 讓 我 們 看 得 不

遙望山區，想像著狐蝠群飛抵眼前的壯觀景象；

亦樂乎。抵達沖繩的第1天，我們已經感到不虛

一度還興奮地把歸巢的烏鴉誤認成了狐蝠。傍晚

此行了。

約莫6時30分，天色漸暗，街燈亮起。倏忽間，
在耳朵聽見振翅聲的同時，第1隻狐蝠已滑過我
們眼前，飛撲般地降落、停棲於榕樹上，引來枝

靜默的觀察者

條一陣搖晃。接著，更多的狐蝠一隻接著一隻翩

不像我們如孩童般的雀躍，好奇地追著樹

然而至。近距離第一次看見展翅超過1m的狐蝠

上的狐蝠興奮拍照，大澤女士則靜默地以望遠鏡

在暮色下飛行，那份驚喜的感覺實在難以筆墨形

仔細觀察，並適時向專司攝影的大澤先生指引通

容。其實狐蝠飛抵時既不成群亦不壯觀，牠們在

報或低聲討論，夫妻倆合作無間。當晚大澤先生

天際昏暗之際才會像忍者般陸續冒出，一開始即

架起專業的攝影器材，並不盲目拍攝，而是鎖定

使抬頭仰望仔細觀察也無法發現。每一隻都壓低

特定個體或特殊行為，靜靜地等待按下快門的時

飛行高度、緊貼樹冠層悄然飛抵，像是在儘量降

機。他到底在追求哪種行為？之後我們才知道，

低暴露於空曠中風險似的。黑幕降臨後的一個多

原來他想拍攝的不是在樹上安靜覓食或好動追逐

小時光景，總計超過30隻的狐蝠飛到這一棵榕樹

的狐蝠，而是要把握狐蝠飛行的剎那，透過高超

上覓食、追逐、嬉戲、繞飛，好不熱鬧地上演一

技巧設定下的連續展翅飛翔動作。為了一個起飛

齣夜間生命躍動的戲碼。

劃過天際的鏡頭，他總是耐心地等待，並預測狐
蝠的下一個動作，以及按下快門的時機。這需要

觀察了一整晚我們脖子肩膀都很痠疼，因

有長期的行為觀察與經驗的累積。我們在他們身

為老是抬頭仰望、尋找、觀察、拍攝及記錄，

上看見這種以最低干擾，並拍到最自然行為照片

只有趁著狐蝠取食榕果後吐出食渣時，低頭尋

的功力與專業態度。當然，他們也樂意將拍得的

找那坨新鮮的「檳榔渣」，才得以讓頸部活動

照片和相關技術與我們分享交流。

名護市路旁公園的榕樹上夜間可見到許多狐蝠活動。( 鄭錫奇 攝 )

棲息在名護市公園榕樹上的狐蝠群。

在夜間活躍的狐蝠，時而倒吊靜棲，時而展翅活動。

棲息在榕樹上雄性狐蝠的英姿。

狐蝠媽媽和牠懷中的仔蝠。

狐蝠在樹上尿尿狀。

( 鄭錫奇 攝 )

( 陳宏彰 攝 )

( 周政翰 攝 )

( 周政翰 攝 )

( 周政翰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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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護市旁山區茂密的森林是狐蝠的日棲所。( 周政翰 攝 )

美麗海水族館中展示重點之一鯨鯊。( 鄭錫奇 攝 )

「美麗海水族館」與「備瀨福木林道」

白天棲息在森林中沐浴著日光的狐蝠。( 陳宏彰 攝 )

食與棲息，可惜我們造訪的時節不恰當(尚無果實

日間棲息的狐蝠

成熟)」。這一區域有知名觀光水族館，漂亮海灘

單一隻個體棲息，而非成群聚集。此時已是早上9
點，牠似乎正享受著穿透枝葉、直接照在牠身上的

第二天(6月1日)，不能免俗地我們參訪了沖

及高檔的飯店，卻也有維持著舊時風味的福木環

隔日(6月2日)一早，我們再度來到昨晚狐蝠棲

陽光(這與一般樹棲性食蟲蝙蝠不同，總是會躲藏避

繩著名的「美麗海水族館」，這裡擁有被稱作

繞小漁村，新舊建物間看似衝突，但卻又如此協

息的山區森林中。首先我們沿著山區道路步行，

開陽光的直射)。當時這隻倒吊在樹枝休息的狐蝠眼

「黑潮之海」的世界第三大海洋生物飼育池，在

調，尤其這些被維護下來的福木群也提供了狐蝠

抬頭努力張望以尋找狐蝠(心中期望能看到一群狐

睛是睜開的(並沒在睡覺)，並不時望向我們，顯然

四層樓高的水域中欣賞著世界上最大的魚類─鯨

極佳的覓食棲息地。經濟開發與生態保育或許不

蝠)，但是要在一片光影斑駁的樹海中發現那如樹枝

也察覺到有人正在觀察牠，但因有一段距離而不以

鯊(Rhincodon typus )的英姿，以及眾多爭奇鬥艷的

必然對立衝突，而是在於如何「明智融合、永續

般不動的棕色身影，其實很不容易。走著走著，眾

為意，讓我們飽足窺視慾。最後牠在那如伸展臺般

海洋魚類。鄰近美麗海水族館有沖繩另一知名景

利用」。黃昏前，我們趕往位於山區一處狐蝠的

人自然而然地聊起在這個山區哪裡可以架設豎琴網

的橫向樹枝「走動」，慢條斯理地移進林木枝葉更

點「備瀨福木林道 (備瀬のフクギ並木道)」，福

棲息地。到達該處時約為晚間6點，天還沒暗，我

(調查蝙蝠)、哪裡又適合架設自動相機(拍攝中大型

密處隱匿了起來。下午，我們驅車前往沖繩島北方

木 (Garcinia subelliptica ； 又 稱 菲 島 福 木 ) 長 久 以 來

們步行至一座橫跨山谷間的吊橋上等待，周邊長

哺乳動物)等話題。就在你一言我一語的談論間，

的山原國家公園(Yambaru National Park)，開啟下一

在沖繩靠近海邊的小漁村種植當成防風林使用，

著茂盛的林木。大澤夫婦指著山谷中的樹林說，

大澤先生安靜地拿起手中的望遠鏡，朝著不遠處的

站的搜尋狐蝠路程。

而備瀨福木林道則以當地許多參天福木及建構其

這一片就是狐蝠白天棲息的處所。果不其然，過

林木間仔細觀察著，接著他示意我們壓低音量並用

中的傳統建築聞名，有些福木據說已高達上百

不到幾分鐘我們就聽到狐蝠騷動的叫聲，接著沒

手指著林中一個位置。即使方向明確，我們仍須定

年。在林蔭蔽天的村落小徑走著，會有一股時光

多久就看到遠方的林梢有幾隻狐蝠試探性地飛出

神凝視尋找，當聚焦的眼光穿透層層樹枝、藤蔓與

倒流、彷彿停滯在舊時代的錯覺。這些福木不僅

穿入。隨著天色漸暗，狐蝠便陸續飛越過稜線，

樹葉後，才發現1隻懸吊在枝條上的狐蝠，偶而隨

沖繩島北方因長期有美軍駐紮，鮮少開發，

能替村落防風抗災，也營造出具沖繩特色的觀光

可能朝著我們昨晚觀察牠們覓食的小公園飛去。

風輕飄搖曳著。當下既興奮又佩服大澤先生的好眼

迄今仍保有許多原始森林而成為自然保護區，包

景致，更是狐蝠的食物資源之一。大澤夫婦說：

接下來的幾天，我們將陸續在這個山區及沖繩島

力與豐富的搜尋經驗。這是我們日間第一次在野外

括我們要造訪的山原國家公園。我們首先參訪位

「每年8月福木果實成熟時，狐蝠都會飛到這邊覓

北邊的自然保留區中尋找日間棲息的狐蝠。

近距離觀察到停棲的狐蝠。原來狐蝠在樹林間總是

在國家公園前的「山原野生生物保護中心—讀谷

山原野生生物保護中心

52 │特輯│ REPORTS

53

發現兩個有趣的設施，一個是臺灣近年亦開始關注

沖繩動物園的狐蝠們

的聲景(soundscape)研究，簡言之，即是利用聲音
的資訊做為環境指標，展示設計可藉由不同的耳機

第4天(6月3日)。在接連幾天的野外行程後，

聽到不同位置的聲景。另一個則是令我們眼睛一亮

這一天大澤夫婦特地安排我們與沖繩動物園及琉球

的狐蝠資訊，其中有一本雜誌詳實介紹琉球狐蝠5

大學的狐蝠研究人員進行交流。早上我們先行參訪

個亞種的分布現狀、外形特徵與生態行為觀察的描

沖繩動物園，抵達門口時隨即就被門口偌大蝙蝠造

述，作者與攝影者之一竟然就是大澤先生。我們順

型的拱門吸引，而在距離園區入口不遠處就是狐蝠

勢向他請教幾個亞種在毛色上的差異與辨識特徵。

的飼養展示區，裡面的狐蝠竟然有50多隻。研究
人員向我們說明這些個體多數來自野外拾獲的幼蝠

山原野生生物保護中心—讀谷自然館。( 周政翰 攝 )

山原國家公園

養成，或是因救傷而無法野放的個體，而為了避
免圈養個體過度繁殖，園方特地將公母分開(區)飼

離開自然中心後我們隨即驅車進入國家公園，

養。突然間，我們在一大群棕色的折居氏狐蝠中瞥

持續搜尋狐蝠。山原國家公園是一處維持良好的自

見到一隻軀幹毛色相當雪白的個體，牠是一隻非常

然棲地，沿途的樹林鬱鬱蒼蒼。我們注意到路旁有

漂亮而稀有的大東狐蝠的母蝠。圈養狐蝠的籠舍就

些地點綁著有識別記號的布條，原來是設置印度小

像一般大型的鳥籠，籠內也圈養著赤翡翠(Halcyon

貓鼬誘捕籠的陷阱標記，顯然國家公園相當努力

coromanda )等當地鳥類。此籠舍為開放式，除了部分

地在移除這些外來入侵種。我們也發現到林道車徑

區域有加蓋遮雨棚外，多數空間僅有鐵網與外界隔

旁的水溝邊採用連接路面的傾斜設計而非直角切

離，表示在這裡的狐蝠可接受一般的風吹、日曬、

齊。這種設計除了讓車輛車輪不易陷落外，當有野

雨淋，以及白天暗夜的自然運行。參訪當下恰好颳

生動物不慎掉落水溝內也較能輕易攀爬、脫困離

起風且飄下毛毛細雨，多數狐蝠儘管體表已微濕卻

開，這種巧思對森林裡的地棲動物友善許多。路程

仍正常倒掛休息或攀爬活動，偶而還會起身展翼作

自然館(Yanbaru Wildlife Conservation Center: Ufugi

中，大澤夫婦發現地上一堆楊梅(Morella rubra )落果

短距離飛行。相對於一般的食蟲蝙蝠需要隱蔽陰暗

Nature Museum)」。該中心入口處設有一解說牌標

及狐蝠食渣，這類食物與我們前幾天所發現的榕果

或高濕度的棲息場域，這樣的設計對狐蝠而言是比

示保護區所在位置，以及重要的野生動物棲息地

並不相同，可惜我們在附近搜尋許久卻不見蝠蹤。

較接近野外實際環境。然而飼育人員也表示，籠舍

範圍，其中保育物種是「琉球秧雞」(Hypotaenidia

當我們越深入山區海拔逐漸攀高(其實最高處也僅

內有幾隻年齡在20歲以上的老邁狐蝠或是救傷後無

okinawae )(日人稱山原水雞)及「琉球鼠」(Diplothrix

約400m，與臺灣的地形不可等量觀之)之際，天氣

法飛行的個體，則必須提供木造結構的巢箱供其棲

legata )。這兩種物種被IUCN紅皮書(Red List)列為瀕

變得濕冷，接著便下起了雨。原以為今天的尋蝠之

息。這次參訪讓我們有了進一步的認知，狐蝠是需

危(Endangered, EN)等級。解說牌同時也呈現了該年

旅將會因下雨而終止，但當遺憾之心升起時，幸運

要陽光及風雨洗禮的，絕非想當然爾地將牠們安置

度的路殺案件，以及因外來種入侵而造成的生態危

之神竟然眷顧起我們這群遠到而來的訪客。坐在副

在不見天日的隱蔽環境中。在適當的飼育方式與圈

機。一走進中心內部發現，這裡的展場空間不大，

駕駛座的大澤女士突然指著窗戶旁的樹上，原來她

養環境下，狐蝠的照養、甚至交配繁殖並不難。

但設計得宜，雖擺設簡潔，但資訊豐富。令人印象

發現了1隻吊掛在筆筒樹葉背下的狐蝠，正綣曲著

深刻的展示空間是以一片森林為背景，將棲息其中

身子在霧雨濕冷的天氣中熟睡著。一夥人不顧風

就在雙方熱烈討論時，我們赫然發現圈養籠

的野生動物融入生態棲境，並有區域展示和淺顯易

雨、倏即跳下車，望遠鏡與相機齊出籠，把握機會

外的鐵網上竟然攀附著1隻狐蝠，以為是有個體逃

懂的生活史解說。另外，也有寵物棄養及外來種防

觀賞並拍攝這難得的影像。儘管我們已儘量壓低了

逸出去了！此時飼育員微笑地跟我們說：「不要緊

制等議題，例如衝擊沖繩本島生物最惡名昭彰的外

音量，減緩動作，但是牠還是睜開眼觀察了我們一

張，那是一隻野生狐蝠，可能是被籠舍內的個體吸

來入侵種為「印度小貓鼬(Herpestes auropunctatus )

番，接著無預警地振翼飛離了。看來是我們不小心

引而來」，這種狀況並不罕見，卻讓我們這些少見

」，展區特別陳列針對印度小貓鼬的防制移除做法

打擾了牠在涼爽天候中的午眠，狐蝠也有著野生哺

多怪的臺灣訪客嘖嘖稱奇。參訪時機恰好也遇上園

及成果等資訊。此外，我們在保護中心的圖書區也

乳動物原始的敏感天性。

方餵食的時間，對於圈養果蝠吃那些食物(水果)、

山原野生生物保護中心讀谷自然館內一隅的設置。( 周政翰 攝 )

棲息在山原國家公園森林中筆筒樹上的狐蝠。( 陳宏彰 攝 )

沖繩動物園內圈養的狐蝠籠舍。( 周政翰 攝 )

琉球狐蝠之大東亞種 ( 左 ) 及折居氏亞種 ( 右 )。( 陳宏彰 攝 )

54 │特輯│ REPORTS

55

怎麼餵食、如何擺放……等，我們也有了豐富的收

Masako)教授。伊澤教授除狐蝠外，也專精於豹貓

子。我們經由伊澤教授的同意與牠互動，在以手讓

獲。最後有幸經由園方的帶領，一睹救傷幼蝠的餵

(Prionailurus bengalensi )中日本西表山貓亞種(P. b.

牠倒掛的過程中，牠會藉由嗅聞、輕咬等行為來辨

養照護方式。小狐蝠喝著奶瓶、雙眼黑嚕嚕，好奇

iriomotensis )及對馬山貓亞種(P. b. euptilurus )的研

識新接觸的人，展現出好奇心及親人行為。

地看著我們，神情實在是可愛極了。當然，園方用

究。她與臺灣石虎(P. b. chinensis )研究者有著相當

什麼器具餵食？喝哪一牌子的奶粉？如何刺激排

密切的往來，曾經多次來臺並拜訪特生中心，與我

在「野生動物保育法」未施行前，生存於綠島

便？……等等專業知識，我們也問得鉅細靡遺，絲

們有數面之緣，亦算舊識，但此次造訪是經由大澤

的臺灣狐蝠曾被大肆捕捉利用(被當作寵物或食用)，

毫不放過任何的學習機會。除了狐蝠，我們也見到

夫婦協調聯繫，因此見面時伊澤教授一眼就認出我

這應是造成現今數量稀少的主因之一。對於野生物

動物園中圈養的一些沖繩當地特有的保育類物種，

們，也顯得相當驚喜與開心。由於本次造訪重點在

資源的利用，帛琉或部分東南亞國家的原住民都有

如黃綠龜殼花(Protobothrops flavoviridis )，以及被

於狐蝠的研究與保育，她也特地邀請以狐蝠為博士

獵捕果蝠食用的傳統，於是我們也好奇地問沖繩當

IUCN紅皮書列為瀕危(EN)等級的琉球山龜(Geoemyda

論文研究主題的中本敦(Nakamoto Atsushi)博士加入討

地人對於狐蝠有無利用狀況(包括食用)？得到的答案

japonica ; 或稱日本地龜)等。

論。於交流會中我們先談及臺灣狐蝠的研究現況，

是沖繩當地並無這樣的習慣(難怪目前琉球狐蝠在當

由於臺灣狐蝠是臺灣瀕臨絕種的保育類野生動物，

地仍存在相當數量)。不過當天回程後，我們前去那

因此特別諮詢他們有關保育狐蝠的想法及作法，以

霸市區以觀光聞名的「國際通」商業街閒逛時，在

及未來雙方合作研究等相關事宜。最後，伊澤教授

餐飲市場中發現有如排球般大小的活椰子蟹(Birgus

下午的行程我們來到琉球大學，由於早於約定

因為我們為蝙蝠研究人員，所以向我們介紹一隻從

latro , 臺灣列為珍貴稀有保育類)及海蛇乾等秤斤論兩

時間抵達，我們一行人在理學院門口附近的榕樹下

小救傷養大的狐蝠個體，她告訴我們因為狐蝠會因

地在販售，這頗令我們咋舌搖頭。雖說這是當地的

隨興徘徊，竟也發現了一些狐蝠的食痕及排遺，心

為交通事故、被網具誤捕、或是颱風影響而成為救

傳統食材，但似乎有違現今世上的保育認知。衷心

中不免羨慕起該校的研究人員，在校園內舉頭就可

傷個體；而琉球大學也有相關保育類動物的飼養與

希望至沖繩旅遊的國人應具有「沒有消費就沒有濫

以見到狐蝠、研究狐蝠。今天我們主要拜訪的對象

研究許可，所以他才展示這隻跟她有著好似親子情

捕」的理念，由消費市場的逐漸式微來減少對於當

是任教於琉球大學理學部生物系的伊澤雅子(Izawa

感的個體，而她的日本研究生們暱稱是教授的兒

地野生物(尤其是珍稀物種)的捕捉與影響。

▲

▲ 救傷餵養照護的小狐蝠雙眼黑嚕嚕地喝著奶汁。( 鄭錫奇 攝 )

伊藤雅子教授和救傷養大的狐蝠。( 陳宏彰 攝 )

▲

琉球大學的狐蝠研究

拜訪琉球大學伊藤雅子教授研究室交流狐蝠的研究及保育。( 陳宏彰 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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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園的狐蝠們

那霸市公園中拍得之狐蝠連續飛翔圖。( 周政翰 攝 )

然比目前尚存於臺灣的狐蝠數量還多上許多，不免

竹的樣子，想來不是司空見慣，就應該是日本人拘

麼角色呢？再者，昔日的綠島若因過度捕捉利用

又羨慕又感慨。然而，就在我們持續往前搜尋時，

謹禮貌客氣的文化使然。不管如何，由於他們過去

及棲地破壞造成狐蝠族群銳減，但在臺灣本島上

有感於我們對於尋找及觀察狐蝠的渴望，在

眼 尖 的 中 山 博 士 突 然 指 著 一 棵 木 麻 黃 (C a s u a r i n a

的觀察經驗及事前的勘查帶給我們整晚高潮迭起的

是否亦可能曾經有過狐蝠族群分布？或也是被採

離開琉球大學前中山博士與大澤夫婦知會我們當

equisetifolia )說：「有1隻幼蝠！」一會兒母蝠亦

夜觀狐蝠經歷，真是衷心感謝他們。

集利用因而消失殆盡？這樣的資訊會不會被記載

晚會再去走訪那霸市中一處狐蝠可能出沒的熱區。

翩然出現，與幼蝠嗅聞相認後便將牠懷抱於腋下。

這區域其實是一座緊鄰河流的公園地，內有行道

發現這對木麻黃上的母子狐蝠已讓我們驚喜不已

樹、小山丘造景、神社、球場、運動場、幼兒遊

了，但想不到接著在不遠處又傳來此起彼落的狐蝠

憩場等設施，白天夜晚都有相當多市民沿著環園步
道來回走動，或慢跑、或散步。這裡也會有狐蝠棲
息？我們心中略感疑惑。夕陽餘暉、街燈點亮了園
區，中山博士與我們會合後隨著運動的人潮緩步前
行，沿路講解以往有狐蝠棲息的植栽及區域。沒多
久，果真發現1-2隻狐蝠的剪影低空飛掠過眼前，
一時軍心大振，可惜接下來好一陣子並無任何發
現。中山博士指著位於公園旁河流與對面熙攘馬路
間的一棵孤立大樹，告訴我們：「在冬天的季節，
這棵樹曾經記錄到上百隻的狐蝠停棲利用，可惜現
在是夏初」。我們驚訝地一再確認他說的數量，是
上百隻無誤。天呀！沒想到一棵樹上停棲的狐蝠竟

在臺灣早期人類文史調查中，而沒被生物學家發

臺灣狐蝠保育行動刻不容緩

現？如何才能恢復數千隻狐蝠活躍於臺灣山林的
榮景？在我們的心中觸發了一連串的問號。儘管

叫聲，吵雜的聲音顯示數量應該不少。果不其然，

根據研究人員的推估，臺灣狐蝠在臺灣本島

沒有立即的解答，但更堅定了我們對於狐蝠保育

在一棵大榕樹上發現約有10隻狐蝠聚集，更令我

與相關離島的數量應低於50隻(鄭錫奇等 2017)，

的體認與決心。我們寄望隨著政府保育政策的推

們興奮莫名，不枉費我們在離開沖繩前的最後一晚

要在野外發現、甚至觀察研究真是難之又難。就

動與經費資源上的支持，並在民間保育團體(如台

還努力不懈地尋尋覓覓！機會難得，大夥於是拿出

蝙蝠研究者而言，這一趟沖繩探尋飛狐之行讓我

灣蝙蝠學會)與蝙蝠關懷者的共同投入，能更完整

了相機拍了些個體近照，有狐蝠們互動、爭吵、取

們增廣許多見聞而收穫滿滿，也近距離地觀察到

地針對臺灣狐蝠進行現況調查與深入研究，瞭解

食及排遺等珍貴畫面，這絕對是今晚的最高潮。就

在臺灣如神話般的狐蝠，但看得越多，疑惑也就

牠們生存的困境，並據以推動具體的保育行動策

在此時，周政翰特地架起腳架，用向大澤先生請教

越多，包括臺灣的生育環境(如食物資源、氣候條

略，讓臺灣狐蝠瀕危的族群止跌、回升、脫離困

習得的技術拍得狐蝠的連續飛行照，讓我們這幾個

件等)並不比沖繩差，但在沖繩的狐蝠如此普遍

境。最後，特別感謝大澤夫婦此行完善的規劃安

臺灣人大聲歡呼！不過引領我們來此的三位日本學

易見，臺灣卻是相對稀少？為何臺灣本島在東海

排與專業導覽，讓我們得以分享追尋狐蝠的所見

者，以及在旁邊運動的日本人倒是一派輕鬆自若的

岸偶有零星出現？這些零星個體及目前分布在龜

所聞，也希望讀者若赴沖繩旅遊觀光時，除了欣

樣子，不見任何流於言表之欣喜表情。今晚，中山

山島上20幾隻臺灣狐蝠的小族群，來源為何？在

賞當地美麗的自然風光和購買享用土產外，有機

博士與大澤夫婦總是帶著一絲神秘的微笑及胸有成

整體琉球狐蝠的基因遺傳上，臺灣狐蝠又扮演什

會別忘了一睹那獨特又神秘的狐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