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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打造石虎友善生活環境

2018年4月2日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王俊雄局長



壹、石虎保育概述
一、台灣石虎族群現況
二、石虎面臨的生存威脅

貳、保育執行與規劃構想
一、本市石虎調查成果
二、石虎保育執行成果
三、石虎保育規劃

參、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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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石虎為台灣現存唯一的原生貓科動物，

是淺山生態系(1000公尺以下)中的關鍵和指標性物種。

2、僅分布於苗栗、臺中市、南投間的低海拔丘陵地。

3、2008年7月2日公告石虎為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

4、目前其現存總數全臺約不到500隻，臺中市推估大約有近百隻。

一、台灣石虎族群現況

壹、石虎保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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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棲息地持續的快速減少與破碎化

 農藥、毒鼠藥的廣泛使用

 人虎衝突防治所發生的捕獵和毒殺

 道路造成的移動障礙和路死

 非法捕獵

 犬、貓獵殺、疾病傳染和資源競爭

 社會氛圍不佳所帶來的威脅

壹、石虎保育概述
二、石虎面臨的生存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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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虎調查紀錄-影片



6

 已完成6個行政
區域調查。

 發現石虎行政區，
包含后里區、東
勢區、北屯區及
新社區等4區。

貳、保育執行與規劃構想
一、本市石虎調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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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保育執行與規劃構想
一、本市石虎調查成果

后里區石虎熱區：
公館里、泰安里、廣福里

北屯區石虎熱區：
民德里、民政里



8

后里區石虎熱區：
公館里、泰安里、廣福里

貳、保育執行與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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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屯區石虎熱區：民德里、民政里

貳、保育執行與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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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保育執行與規劃構想
一、本市石虎調查成果

新社區石虎熱區：
廣西里、協成里、中和里、福興里東勢區石虎熱區：

明正里、東新里、隆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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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勢區石虎熱區：明正里、東新里、隆興里

貳、保育執行與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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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區石虎熱區：廣西里、協成里、中和里、福興里

貳、保育執行與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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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至2017年7月，紅外線自動相機所拍攝到的石虎樣點

 大甲溪流域很可能將
現存的台灣石虎分成
南、北兩個子族群

 后里區和東勢區北族
群(苗栗縣)向南擴展
的關鍵地位

 新社區為南族群(南投
縣)向北拓殖樞紐

貳、保育執行與規劃構想
一、本市石虎調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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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虎潛在生態廊道

貳、保育執行與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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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石虎棲地
原2018花博預定地發現有石虎的蹤跡，
為保留棲息地給一級保育動物石虎，
市長於104年1月26日宣布另外選址，
在后里、外埔、豐原各找到適合的場
地，不僅保育石虎的生態環境，同時
能辦好花博做好地方發展，並極大花
博的效益，創造三贏。

后里馬場園區後方台糖土地
發現石虎紀錄

貳、保育執行與規劃構想
二、石虎保育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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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發現受傷石虎或其他野生動物，請撥打農業局專線
04-25272571或1999通報，市府將即時救援。

104年8月石虎於苗栗縣大安溪畔縣道
倒臥路邊，民眾將石虎至豐原區動物
醫院診治，本市動保處獲報後立即啟
動「危難動物通報救援機制」，並交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保育中
心帶回醫療。

107年3月民眾透過1999通報發現新社區有石
虎受傷，本局委託由臺中市野生動物保育學會
立即前往救傷，後續交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
有生物保育中心帶回醫療。
隔日追查石虎受傷緣由，為太平區農民雞舍被
不明動物偷雞，農民捕獲受傷交給友人帶往新
社區欲予野放，被鄰居發現而通報1999報案。

貳、保育執行與規劃構想
二、石虎保育執行成果

石虎救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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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虎稻田彩繪

105年5、6月間，農業局補助龍井區農會在
中華路臨港路口辦理稻田彩繪，以石虎為主
題，同時宣傳2018花博及石虎保育。

107年配合花博活動與石虎保育，已補助龍
井區農會辦理稻田彩繪，預定於上半年完成。

貳、保育執行與規劃構想
二、石虎保育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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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毯節石虎保育宣導活動

106年及107年本市花毯節，農業局於
后里苗圃連續辦理二年石虎一系列生態
講座，同時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
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及石虎保育團參與，
讓民眾更加瞭解石虎的生態習性以及保
育的重要性。

貳、保育執行與規劃構想
二、石虎保育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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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挺動物生活節石虎保育

透過106年10月14、15日「用消費選
擇挺挺 2017挺挺動物生活節」，邀請
台灣石虎保育協會參與，向市民宣傳
石虎保育觀念。

臺中市生物多樣性論壇及展覽

106年12月16、15日農業局與社團法
人臺灣環境公義協會共同辦理「臺中
市生物多樣性論壇及展覽」，展示花
博展區的生物多樣性，看見花博展區
豐富的動、植物生態，培養民眾參與
生態保護與社區棲地經營，農業局亦
設攤展示宣導民眾認識石虎。

貳、保育執行與規劃構想
二、石虎保育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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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虎保育研習班

為推動石虎保育，農業局
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合
作，106年6月3日在科博
館舉辦「石虎保育研習課
程」，邀請多位專家學者
分享石虎族群現況與保育
策略，希望讓民眾深入瞭
解石虎，以更有效推動石
虎保育工作。

保護石虎家族犬貓
配合施打防疫疫苗

為避免狂犬病傳染給
石虎和野生動物，農
業局於107年2月6日
前於后里辦理「犬貓
狂犬病疫苗及晶片巡
迴注射活動」，由於
后里是石虎族群熱點
區域，希望藉此減少
狂犬病的傳播，保護
石虎健康；活動並邀
請台灣石虎保育協會
舉辦石虎教育活動，
要讓更多人認識保育
石虎的重要。

貳、保育執行與規劃構想
二、石虎保育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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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石虎保育自治條例

第1、2條保育石虎目標
 為保育瀕臨絕種野生動物石虎，以恢復其族群之存續與繁

衍，並達成石虎保育與自然生態平衡。
 透過石虎友善環境及友善耕作，本市攜手打造石虎友善生

活環境。

全國首創石虎保育法制化，自治條例草案條
文總共9條，期結合本府相關機關共同協力，
達成增加臺中市石虎族群數量及生物多樣性
保全之目標。

貳、保育執行與規劃構想
三、石虎保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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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條本府各局於權管業務共同保育石虎

 石虎族群數量調查及研究，落實犬貓管理及疾病防治，宣導石虎保育
觀念，營造石虎友善環境與推動友善耕作。

 執行稽查、取締及保育石虎工作。
 連結石虎保育與環境關係，納入環境教育研習課程，及融入學校教育

課程或活動。
 推動本市石虎文化創意產業、觀光產業之發展及鼓勵企業參與石虎保

育活動。
 規劃國土及都市計畫時納入石虎友善環境及保育理念。
 興辦道路、水利、交通等各項公共設施，應考量石虎友善環境之營造。

貳、保育執行與規劃構想
三、石虎保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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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條訂定本市石虎保育計畫

研訂石虎保育計畫融入各局權管業
務共同參與執行，推動相關保育作
為，改善石虎棲地，以增加石虎的
友善環境。

第5、6、7、8條 設置保育委員會及基金等

為推動本市石虎保育工作，依自治條例設置石虎保育委員會、
保育基金、定獎勵辦法及賦予各機關依業務權責編列預算執
行石虎保育所需經費。

貳、保育執行與規劃構想
三、石虎保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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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籌組本市石虎保育委員會
邀集產、官、學和NGO等代表籌組本市石虎
保育委員會，協助諮詢審議本市的石虎保育
相關法規、計畫、策略措施

推動成立本市石虎保育基金
為推動本市石虎保育工作，將研訂本市石虎
保育基金

2

辦理石虎族群數量調查及遷徙路廊研究
計畫
調查確認本市石虎熱點區域，以規劃棲地改
善措施地區，結合苗栗及南投改善石虎遷徙
生態廊道

3

友善石虎棲息環境，減緩棲地破壞
石虎分佈區域的市有、國有林班地積極進行
石虎的棲地營造或棲地重建

4

推動石虎安全環境營造
1.落實犬、貓的管理及傳染病防治
2.興辦道路、水利、交通等各項公共設施，
應考量石虎友善環境之營造

3.推行農藥與環境用藥安全合理使用、落實
環境友善耕作

4.宣導與取締非法獵捕石虎

5

建立市民的石虎保育意識
1.連結石虎保育與環境關係，納入環境教育
研習課程

2.石虎保育融入學校教育課程或活動
3.結合在地保育團體辦理石虎保育宣導活動

6

貳、保育執行與規劃構想
三、石虎保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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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保育執行與規劃構想
三、石虎保育規劃-107年度石虎保育工作

友善石虎棲息環境
預定於107年4月3日與苗栗縣政府辦
理跨域石虎保育合作簽署記者會，共
同合作保育石虎遷徙生態廊道

2

推動石虎安全環境營造
1.規劃以花博預定地之后里區作為示
範區，加強石虎分佈熱區之犬、貓
的管理及傳染病防治作為

2.預定於107年5月16及6月6日配合農
藥管理人員復訓活動，安排農藥與
石虎友善環境課程

3

石虎保育教育推廣
1.預定於107年6月與中興大學共同辦
理石虎保育論壇

2.委託台灣石虎保育協會辦理石虎研
習班

3.辦理后里區社區參與石虎保育推動
計畫

4.辦理本市石虎保育小學推廣課程

4

推動石虎保育自治條例草案
本市石虎保育自治條例草案，107年3
月26日第333次市政會議決議通過，
後續提送本市市議會審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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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勢區、新社區及和平區
生態廊道細部調查。

 太平區及霧峰區石虎族群
普查。

貳、保育執行與規劃構想
三、石虎保育規劃-107年度辦理石虎族群調查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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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願景

石虎是淺山生態系中的關鍵和指標性物種，本市轄區居於石
虎遷徙廊道樞紐關鍵地位。

本府相關機關的共同協力，以里山倡議精神，維護農村生態
及營造友善環境主軸﹑達成顯著增加臺中市石虎族群數量及
生物多樣性保全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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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