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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

利用氣象雷達探討2005年秋季赤腹鷹
過境恆春半島之模式
鄭育昇1) 孫元勳1,2) 鄧財文 3)
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利用氣象雷達影像探討2005年秋季赤腹鷹(Accipiter soloensis)過境恆春半島之
時間分布模式、數量、路線以及鷹群結構，並與傳統地面調查比較。結果顯示：研究期間記錄到496
個赤腹鷹群過境恆春半島，各鷹群的數量介於38~5,908隻之間，其中規模在1,000隻以上的鷹群，佔
總鷹群數的10.1 % ，而半數以上的鷹群(53.4 %) ，規模介於100~499隻。經由估算，赤腹鷹總過境量達
205,197隻，95%信賴區間：166,347~228,206隻。其中69.6%經由陸路，通過地面調查可視範圍進行遷
徙；30.4 % 則經由海路，直接由恆春半島及蘭嶼間海域向南方遷徙。經由陸路及海路的鷹群，主要過
境時段分別出現在07:00和10:00。各鷹群的長度及寬度則在0.75~11.64和0.25~1 km之間。單日最大過
境量出現在9月13日，數量達47,613隻。
關鍵詞：猛禽、遷徙、鷹群、墾丁、都卜勒氣象雷達。
鄭育昇、孫元勳、鄧財文。2006。利用氣象雷達探討2005年秋季赤腹鷹過境恆春半島之模式。台灣林
業科學21(4):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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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fall migration of the Chinese Sparrowhawk (Accipiter soloensis) through the the Hengchun Peninsula at the southern tip of Taiwan was studied using Doppler weather radar, and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ground counts, to determine the temporal pattern, number, flyway,
and flock structure in September 2005. In total, 496 flocks were located on radar image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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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stimated 38 to 5,908 hawks present in a flock. Sizes of most flocks (53.4%) numbered from
100 to 499 hawks, while flocks of > 1,000 hawks comprised merely 10.1%. In total, an estimated
205,197 hawks, with a 95% confidence interval of 166,347~228,206 hawks, passed through the
Peninsula in that month. Of these, 69.6% of the hawks flew via a land route, while 30.4% passed
by a sea route which is between the Peninsula and Lanyu. The number of hawks flying by the land
and sea routes peaked at 07:00 and 10:00, respectively. Hawk flocks ranged from 0.75 to 11.64
km in length and 0.25 to 1 km in width, respectively. The number of hawks was estimated to have
reached 47,613 hawks on 13 September, the highest number for a single day that month.
Key words: raptor, migration, flock of hawks, Kenting, Doppler weather radar.
Cheng YS, Sun YH, Deng TW. 2006. Use of weather radar to study the fall migration of the Chinese
Sparrowhawk on Hengchun Peninsula in 2005. Taiwan J For Sci 21(4):491-8.

緒言
台灣四面環海，位於亞洲東部島弧的中段

兩種雷達系統，正是往後三十多年間，鳥類學

地區，每年秋季皆有大量的過境鳥類，選擇以

者研究遷徙的重要方法之一(Gauthreaux 1971,

台灣為中繼站，飛向亞洲南部(Ferguson-Lees et

Albe 1972, Williams et al. 1977, Gauthreaux

al. 2001)。單就2004年9月份墾丁社頂地區的猛

1992)。近年來，解析度(像素單位：1 km)更好

禽過境數量調查，就有高達20餘萬的個體通過

(Gauthreaux and Belser 1998)且功能更強的新一

台灣的恆春半島南端，飛往南方的渡冬地，而

代都卜勒氣象雷達(WSR-88D)取代舊有系統，

其中又以赤腹鷹(Accipiter soloensis)的數量最為

可偵測到更微弱的反射波(Larkin 1984)，更有

龐大(Wang and Sun 2004)。

利於鳥類遷徙之研究。

在過去，傳統的遷徙鳥類調查，皆以人力

中央氣象局於2001年在墾丁地區設立解

為主。使用定點計數或沿線調查的直接觀察方

析度(像素單位：0.25 km)又更佳的氣象雷達

式，計算通過特定地點的遷徙鳥類數量及型態

系統，經初步測試得知，該系統可運用於赤腹

(Severinghaus 1991, Lee 2000, 2002, Tsai et al.

鷹的秋季過境行為與數量估算研究(Lan 2003,

2003, DeCandido et al. 2004)。但礙於人力、視

Wang and Sun 2004)。因此，本研究採用此一雷

力、地形、天候等因素的限制，調查所獲得的

達系統，探討2005年秋季赤腹鷹過境恆春半島

資料，常侷限於較小的範圍與特定的時間，無

之時間、數量、路線以及鷹群結構，藉以瞭解

法窺見遷徙的全貌(Wang and Sun 2004, 2005)。

監測過境族群之可行與否，以作為其保育策略

為了彌補上述的限制，研究者常利用繫放、無

及經營管理之參考。

線電或衛星發報器等方式來獲取更多的資訊，
但卻僅能鎖定零星的個體，而無法獲得較大族

材料與方法

群的訊息，利用雷達則正可突破此一限制，獲
得較大族群的資訊(Berthold 2001)。

一、研究地區及設備

二次大戰以後，雷達系統被證實可以運

本研究採用墾丁氣象雷達站的德製METEOR

用於研究大氣中移動的生物之上(Eastwood

1000S型氣象雷達，座標位於東經121°50’50”，

1 96 7 )， 使得 研 究者 可 以獲 取 以 往較 不易 取 得

北緯21°54’09”，雷達天線喇叭口海拔高度40.85

之資訊。1957年以後，美國建立全國的氣象

m (http://www.cwb.gov.tw)，距離巴士海峽約

雷達網，使用S波段(10 cm)的WSR-57氣象雷

700 m。此型雷達共有9個掃描角度，每一掃描

達系統，以及之後更新的WSR-74C系統。這

週期約為8分鐘。由於過高的掃瞄仰角及過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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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並未發現鷹群自該範圍以西的區域過境。

究採用最低的掃瞄仰角0.5 ，半徑100 km的雷達

因此，本研究將過境恆春半島地區的赤腹鷹群

圖進行資料分析。影像解析度每一像素(pixel)

過境路線，分為陸路及海路兩線，以探討其過

為250 m，雷達北邊受到地形阻擋，影像上會形

境路線之選擇。以社頂自然公園凌霄亭(北緯21°

成一處掃瞄死角，但並不會影響雷達以南的掃

57’12”，東經120°49’24”)為中心，通過其半徑7

描作業。

km範圍內之鷹群，定義為陸路；未通過其範圍
而自恆春半島東部海面過境者，則稱為海路。

二、研究方法
4. 過境時段
(一)雷達圖檢閱與鷹群判讀

以整點計時的方式，記錄鷹群通過北緯21°

根據先前研究，墾丁地區秋季赤腹鷹每

54’09”的時間，以鷹河前端為記錄基準點，包

日過境時段在05:00~15:00之間(Wang and Sun

含整點前30分鐘、後29分鐘通過該緯度線之鷹

2004, 2005)。為避免該時段以外的遺漏，本

群，皆列入該整點記錄。雷達圖上在該緯度線

研究檢閱2005年9月1~30日，每日05:00~19:00

以南才出現影像的鷹群，則以其出現後之行進

之間的雷達圖，扣除部分雷達檢修無法提供資

速度和方向回推，預估其通過時間。

料的時段(包括：9月6日05:00~09:20；9月17
日05:00~16:00；9月20日13:21~15:45；9月28

(二)地面資料的蒐集

日09:46~11:39)，共6,012張雷達圖。但為避免

參考2004、2005年度墾丁國家公園春季

受到其他遷徙鳥類回波影像之干擾，且檢閱雷

及秋季過境猛禽族群調查報告，以及台灣猛禽

達圖後未發現明顯之過境鷹群，最後取用每日

研究會登錄各地方鳥會所提供的猛禽遷移紀錄

05:00~15:00間，共4,234張雷達圖，選取圖中具

(http://raptor.org.tw)。

有4個像素以上的影像集合，並依照時間序列由
北向南飛越北緯21°54’09”(與雷達站緯度相同)

結果

之回波影像加以紀錄，並定義為鷹群。
一、鷹群結構與數量
1. 鷹群結構測定
為避免近海雜訊干擾，當鷹群完整出現於
雷達圖上，距離雷達20~50 km區間時，以游標
尺量測起迄點長度與中段位置寬度後，換算比
例尺得之。
2. 過境數量估算
使用赤腹鷹的回波值(dBZ)和數量(N)之迴
歸模式: N = dBZ×(1.985±0.152)＋(16±209),
r = 0.898, p < 0.05 (Lan 2003)進行鷹群數量的
估算，該模式係根據2003年9月15、16日所出現
的43個鷹群，總計77,193隻赤腹鷹，計算得來
的公式。

本研究期間共紀錄496個過境赤腹鷹鷹群，
測得鷹群長度介於0.75~11.64 km之間，平均
為1.75±1.65 (SD) km，寬度介於0.25~1 km之
間，平均為0.33±0.12 (SD) km (Fig. 1)。各鷹
群數量介於38~5,908隻，平均為414±737隻，
過境總數估算達205,197隻，在95%信賴區間
內，數量介於166,347~228,206隻(n = 496)。在
所記錄的鷹群中，規模1,000隻以上的鷹群，
佔總鷹群數的10.1 % ，而53.4 % 的鷹群規模皆
在100~499隻之間(Table 1)。最長的鷹群(11.6
km)出現在9月13日7時45分，數量估計為5,247
隻，由鵝鑾鼻一帶出海。當日的總過境數量
達47,613隻，亦是研究期間所發現的單日最大

3. 過境路線分類

量，佔研究期間估算總數的23.1 % 。單日次大量

根據先前研究，地面調查的可視距離約在

出現在9月19日，數量達45,342隻，佔研究期間

7 km以內(Wang and Sun 2004)，且檢閱雷達圖

估算總數的22 % 。研究期間其他單日過境數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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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10,000隻的日期尚有8、9、10、28等四日，
加上13及19日的數量，此六日的過境數量達
169,569隻，佔總過境數的82.6% (Fig. 2)。
二、過境路線
在過境路線方面，經由陸路通過恆春半島
地區的赤腹鷹，數量估算達142,841隻，佔研究
期間總過境量的69.6 % ；經由海路通過的數量
則達62,356隻，佔研究期間總過境量的30.4 % 。
陸路過境最大量出現在9月19日，數量達41,830
隻，佔全部陸路過境量的29.3 % 。海路過境最大
量出現在9月9日，數量達21,016隻，佔全部海
路過境量的33.7 % (Fig. 2)。
三、過境時段
研究期間鷹群通過北緯21°54’09”的時間
集中於07:00~11:00等五個時段，佔總過境量
的88.3 % ，其中經由陸路通過的鷹群，過境量
最大的時段出現在07:00，佔全部陸路過境量
的31.9 % ；而經由海路通過的鷹群，過境量最
大的時段出現在10:00，佔全部海路過境量的
40.4%。以總和來說，研究期間赤腹鷹群的最大
及次大量過境時段，分別出現在07:00和09:00
(Fig. 3)。

Fig. 1. Relationships between (a) flock
length and width, (b) flock length and the
number of hawks in a flock, and (c) flock
width and the number of hawks in a flock
for staging Chinese Sparrowhawks in
September 2005.

討論
在春季北返的赤腹鷹群中，數量在1,000
隻以上的鷹群，僅佔總鷹群數的2.4 % (Wang
and Sun 2005)，而本研究所測得的資料卻高達
10.1%，在總過境量差異不大的情形下，秋季

Table 1. Flock sizes of Chinese Sparrowhawks passing through the Hengchun Peninsula in
September 2005
Flock size
No. of flocks
No. of hawks
%
%
> 999
50
10.1
109,512
53.4
500~999
39
7.9
26,482
12.9
100~499
265
53.4
57,956
28.2
< 100
142
28.6
11,247
5.5
Total
496
100
205,19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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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Daily variations in the number of Chinese Sparrowhawks passing through Hengchun
Peninsula in September 2005. The radar was shut down and no data were obtained due to
servicing several periods, which were at 05:00~09:20 on September 6, at 05:00~16:00 on
September 17, at 13:21~15:45 on September 20, and at 09:46~11:39 on September 28.

Fig. 3. Number of Chinese Sparrowhawks passing through Hengchun Peninsula according
to time of day in September 2005.

鷹群的過境，明顯的集中於較大的鷹群。根據

而海路僅達8.1 % 。雖說比例未如春秋季間的懸

猛禽利用上升氣流遷徙與群聚的假說(Kerlinger

殊，但其原因可能是由於兩路線在水體上飛行

1 98 9 )， 赤腹 鷹 在陸 地 利用 上 升 氣流 進行 遷 徙

的時間差距不大的因素。若能進一步取得秋季

並擴大群體的數量，因此在離開陸地前的群

赤腹鷹自北方進入台灣地區的氣象雷達影像資

體數量較高。而進入水體之後，由於上升氣

料，將可驗證此一推測的可能性。

流較為微弱，因此必須採用鼓翅飛行(powered

根據2005年墾丁國家公園秋季過境猛禽調

flight)。為了達到最高的能量使用效率，避

查的結果，9月份過境赤腹鷹的地面調查數量約

免過大的群體影響最佳飛行速度(Hedenstrom

14萬隻，較雷達估算的數量短少約6萬餘隻，其

2 00 3 )， 在水 體 上遷 徙 的赤 腹 鷹 群可 能逐 漸 捨

中的單日最大量出現在9月19日(Wang and Sun

棄以較大的群體進行遷徙，因此使得春季所測

2005)，與當日雷達觀測所得數量大致吻合。但

得的北返鷹群較少出現大群體的現象。比對秋

雷達所觀測到的單日最大量出現在9月13日(Fig.

季經由陸路及海路過境的赤腹鷹群亦可發現，

2)，而當日地面調查所得的數量，僅約雷達觀

陸路鷹群中數量超過1,000隻的比例達11.3 % ，

測數量的1/2 (Wang and Sun 2005)，兩者間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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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落差。若假定藉由陸路過境恆春半島的赤腹

經由海路過境恆春半島的赤腹鷹數量，依

鷹皆可被調查員所記錄，則根據雷達觀測，當

照遺漏的比例推估實際的過境量約在6.5萬隻

日應有34,000隻左右的赤腹鷹應被紀錄，然而

左右，且自雷達影像上得知，幾乎全部自該路

此一數量卻較地面的實際調查多出1萬餘隻，顯

線過境的赤腹鷹群，皆從台灣本島和蘭嶼間的

示傳統的地面調查應有其他限制因素存在。綜

海面通過向南遷徙，其每日的主要過境時段為

觀雷達觀測當日通過地面調查位置的鷹群，過

09:00~12:00，與陸路過境的07:00~09:00，有

境時間皆集中於07:00至10:00，數量高達33,000

著數小時的差距(Fig. 3)，如此的現象與先前的

隻以上，是否由於大量而密集的過境，導致地

研究結果十分一致(Wang and Sun 2004)。若假

面計數的困難與疏漏，仍須進一步探討。

設在各地夜棲的赤腹鷹皆在每日06:00啟程南

根 據 地 面 調 查 的 資 料 ， 9 月 11 日 當 天 有 6

遷，則以赤腹鷹的平均飛行速度50 km·h -1 來估

千多隻的赤腹鷹過境恆春半島(Wang and Sun

算(Wang and Sun 2004, 2005)，經由陸路過境的

2005)，但經由雷達觀測卻未發現任何通過地面

赤腹鷹群，其夜棲地點，主要應在恆春半島山

調查可視區域的過境鷹群。觀察雷達圖上的徑

區一帶，與過去的研究結果相符(Severinghaus

向風場顯示，當日風向主要為西南風，最大瞬

1991, Tsai 1996)；而經由海路過境的赤腹鷹

間風達3.3~16.4 m/s，屬於逆側風的天氣型態。

群，其夜棲地點，應主要在花蓮至台東一帶山

因此，地面調查所觀測到的鷹群，可能在進入

區。而從花蓮到巴丹群島及呂宋島的直線距離

雷達可視區域前即已經折返，而成為 9月13日

約在350~600 km之間，估計約需7~12小時的飛

遷徙量的一部份，並可能因此而再次被地面調

行時間，因此登陸時間約在13:00~18:00，與春

查者所記錄。由此推測，地面調查所獲得的過

季赤腹鷹登陸台灣地區的時段相符(Wang and

境數量，可能有部分重複計數的情形。因此，

Sun 2004)。假若於花蓮至台東一帶山區夜棲

地面調查所可記錄到的實際過境量與總過境量

的赤腹鷹選擇經由陸路南遷，則其飛行的時間

間，可能有更大的差距。

必因距離增加而加長，可能迫使其登陸的時間

雷達觀測9月19日所得到的單日次大量在

延後到日落之後，影響其夜棲地的選擇並增加

總數上雖與地面調查(Wang and Sun 2005)相

飛行的風險(Kerlinger 1989)。因此，經由海路

去不遠，但若單只計算經由陸路的過境數量可

過境的赤腹鷹群，可能由於在台灣的夜棲地距

發現，雷達觀測到的鷹隻數量約為42,000隻左

離下一個目的地較遠，為了縮短遷徙時間與距

右，較地面調查短少約3,500隻。其可能導因於

離，而選擇距離較短的海路進行南遷。未來在

本研究為了避免與其他遷徙鳥類混淆，僅取用

赤腹鷹南下遷徙的路徑研究上，若能透過台灣

4個像素以上的鷹群影像集合納入樣本，捨棄

東部的氣象雷達系統，對該議題進行探討，則

了未達4個像素的部分，也就因此造成較小鷹

可進一步瞭解赤腹鷹過境台灣地區之模式。

群或零星鷹隻的遺漏。若以當日地面觀察的數

整體來說，本研究期間所發現的赤腹鷹總

量來估算，雷達因上述因素的遺漏值約在8.3 %

過境量，遠不及2004年秋季所進行的調查，且

左右。而研究期間利用雷達觀測赤腹鷹過境總

僅有其過境量的1/2左右(Wang and Sun 2004)。

數，估算達20餘萬隻，若以9月19日的雷達遺

此一現象，很可能導因於惡劣天候的結果。本

漏值加以推估，研究期間赤腹鷹的總過境量應

研究期間，台灣地區遭遇2個颱風侵襲，且路

可達22萬隻。其中，經由陸路，通過地面調

徑亦直接襲擊日本、琉球群島等赤腹鷹重要活

查員可視範圍的數量，依照陸路過境量的比例

動區域，加上數日的豪大雨，使得適合赤腹鷹

推算，約在15.5萬隻左右，較之實際地面調查

過境飛行的天氣型態大大減少。由研究結果亦

所得的數量，多出約2萬隻左右(Wang and Sun

可發現，赤腹鷹過境的主要日期，因天氣因素

2005)，若再加上雷達停機無法取得資料時的過

而產生數個高峰(Fig. 2)，相較於2004年的研究

境量，此一差距則有加大的可能。

所呈現的結果(Wang and Sun 2004)，明顯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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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候因素切割而較為破碎。況且遭遇惡劣天氣
所造成的族群折損亦在所難免，可能因此導致
過境量的大幅減少。此外，春季北返過境量較
2004年減少(Wang and Sun 2005)，亦可能是本研
究期間數量較2004年9月大幅縮減的原因之一。
赤腹鷹如此的族群變動情形，是否由於部分族
群改由其他路徑南遷而不過境台灣，抑或整體
族群數量有所消長，仍有待後續研究的進行。

結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有近1/3過境量的赤腹
鷹，會經由恆春半島東部海域遷徙而被地面調
查者所遺漏。而赤腹鷹群出海後遭遇不良天候
所產生的折返現象，易使地面調查的過境數量
計數產生誤判。利用氣象雷達正可彌補上述限
制，進行赤腹鷹過境數量的估算、過境路線的
監測、時間的紀錄、鷹群結構的測量，以及用
以預測其過境路徑上的選擇。同時並可降低調
查人力的需求、減少因天候因素所造成的誤差
與限制。利用氣象雷達進行鳥類活動的研究，
雖受限於大氣環境中的雜訊及水氣干擾，難
以追蹤零星活動的較小群體，但仍有助於許多
遷徙鳥類的研究，補足因傳統調查所產生的限
制，提供更便利而可靠的資料獲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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