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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簡報

2005年春季灰面鵟鷹在台灣中南部之北返遷徙模式
陳韻如 1) 孫元勳1,3) 鄧財文 2)
摘

要

本研究應用中央氣象局設在台南縣七股的氣象雷達站，參考彰化縣八卦山、南投縣埔中和高雄縣
鳳山水庫的地面逐日觀測，以分析2005年3月灰面鵟鷹(Butastur indicus)的北返遷移鷹群結構、數量、
路線、飛行高度和速度。從雷達回波圖顯示，鷹群長度平均為6.09 km，寬度平均為2.84 km。本季估
計共有57,089隻灰面鵟鷹過境台灣。經由本島陸地北遷的鷹群有93.7 % ，其中42.1 % 的鷹隻沿著嘉南平
原北上，51.6 % 的鷹隻沿屏東縣春日鄉至高雄縣六龜鄉之間的山區北上；其中只有鷹群總數的31.3 % 通
過八卦山賞鷹點10 km半徑內。另外，本研究首度發現，少數鷹群會選擇不過境本島，直接由巴士海峽
的島嶼穿過澎湖至中國大陸。鷹群在山區線的飛行高度494.3 m顯著高於平原線363.6 m，飛行速度則
無顯著差異。
關鍵詞：灰面鵟鷹、氣象雷達、過境模式、遷徙路線、台灣。
陳韻如、孫元勳、鄧財文。2007。2005年春季灰面鵟鷹在台灣中南部之北返遷徙模式。台灣林業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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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note

Spring Migration of the Gray-faced Buzzard
(Butastur indicus)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in 2005
Yun-Ju Chen,1)

Yuan-Hsun Hsun,1,3)

Tsai-Wen Deng2)

【Summary】
We used Doppler weather radar at Chiku, Tainan County, southwestern Taiwan to determine
the spring migration patterns, including flock structure, number, flyway route, and flight height and
speed, of Gray-faced Buzzards (Butastur indicus) in March 2005, and results were referenced to
daily ground counts collected from 3 stations (i.e. Baguashan, Changhua County; Pujhong, Nantou County; Fengshan Reservoir, Kaohsiung County). Radar images showed that buzzard flocks
averaged 6.09 km in length and 2.84 km in width. In total, an estimated 57,089 buzzards pa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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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our study site in that month. Most (93.7%) buzzards flew over land, and only 6.3% flew
over the water. Among those buzzards, 42.1% migrated via the Chia-Nan Plain, and 51.6% via
mountain routes between Liouguei Township, Kaohsiung County and Chunrih Township, Pingtung
County. Only 31.3% of the buzzards passed through the 10-km radius of the ground station at Baguashan. We first discovered that a few buzzards took a non-stop flight, directly from the Bashih
Strait via the Pescadores to southern China. Flight altitude via the mountain route (494.3 m)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via the Chia-Nan Plain (363.6 m); whereas flying speed did not differ
between the 2 routes.
Key words: Butastur indicus, Gray-faced Buzzard, weather surveillance radar, staging pattern, migration route, Taiwan.
Chen YJ, Sun YH, Deng TW. 2007. Spring migration of the Gray-faced Buzzard (Butastur indicus)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in 2005. Taiwan J For Sci 22(2):159-67.

台灣位於亞洲一系列弧形列島的中點，是
東亞猛禽南遷北返途中的重要休息處(McClure

水庫、彰化縣八卦山、南投縣埔中)所見到的數
量(Wang and Sun 2004, 2005)。

1974, Ferguson-Lees and Christie 2001)。在

本研究應用中央氣象局七股氣象雷達站之

台灣地區約20種遷移性猛禽中，灰面鵟鷹

都卜勒雷達，來觀測2005年春季灰面鵟鷹進行

(Butastur indicus Gmelin)是數量僅次於赤腹

北返時的過境模式，欲探究的問題包括：一、

鷹(Accipiter soloensis Horsfield)的猛禽，每

印證歷年地面調查所推測之西部遷移路線；

年3~4月和10月間各有1至3萬隻個體過境本島

二、濁水溪口以南是否有出海鷹群經過澎湖；

(Lee 2000, Tsai et al. 2003, Wang and Sun 2004,

三、地面記錄數量最多的八卦山調查點對於監

2005)。

測春季灰面鵟鷹群北返的遺漏情形；四、鷹群

灰面鵟鷹於本島的遷移數量和大致路線

飛行高度和速度。

看似已可掌握(Severinghaus 1991, Tsai 1996,

本研究使用中央氣象局設於台南縣的七股

Shiao 1997, Huang 1999, Lee 2000, Tsai et al.

氣象雷達站(東經120°04’09”，北緯23°08’52”；

2003)，即每年10月上旬起大批鷹群過境恆春半

雷達天線高度距海平面約30 m)，氣象雷達為採

島南端，3月中旬起循不同路徑過境台灣中南部

用德國SELEX-Gematronik公司製造之METEOR

地區。Lee (2002)拼湊分析各地野鳥學會地面

1000S都卜勒雷達，雷達站每10分鐘360°掃描

調查資料推斷，其北返遷徙路線大致分成台灣

8個仰角(0.5°~19°)一次，處理後的影像像素

東、西部兩條路線，其中西部線又可區分為三

(pixel)解析度為1°×1°×250 m。本研究採用最

條(前兩條在屏東縣枋寮分道)；一條沿中央山脈

低掃描仰角(0.5 o)，並以掃描半徑100 km的雷達

西緣通過八卦山區，由濁水溪口以北至觀音山

圖進行判讀；最低掃描仰角可以偵測到在山區

以南的海岸線出海；一條由西南海岸出海經過

或海上的遠距移動鷹群，惟缺點是雷達站上空

澎湖；另一支可能沿中央山脈北上。由現有的

會形成觀測死角。

資料雖可知春返過境八卦山的灰面鵟鷹族群是

研究者檢視七股雷達站2005年3月10~31

台灣數條路線中最大的一支，然而由於調查人

日上午5時至下午6時整之雷達回波圖和速度

數與經驗的不同、觀察地點的位置、高度與能

場圖。所得之雷達回波圖配合速度場影像圖

見度等種種限制條件影響下，可合理懷疑過境

來過濾雜訊，找出並追蹤鷹群位置，同時參考

八卦山區的灰面鵟鷹，實際應不只所見到的數

Wang and Sun (2005)利用墾丁氣象雷達追蹤當

量，且整體經台灣本島春返的鷹群數量也應不

月鷹群過境恆春半島的狀況與台灣猛禽研究會

只地面幾個觀測點(如屏東縣墾丁、高雄縣鳳山

登錄南投、彰化縣和高雄市野鳥學會分別在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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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八卦山、高雄鳳山水庫等三處的地面資料

高度(h)。

(http://raptor.org.tw)，從中擷取單日雷達或地

h=

面資料中，灰面鵟鷹過境數量超過一千隻的日

r: 目標物與雷達的距離；R: 4/3地球曲率半徑 =

期作為統計樣本(即3月10、16、17、18、19、

8504 km；θ: 雷達天線仰角(0.5 o)；H: 雷達天線

22、23、24、25、27日)。至於當月其餘21日

高度 = 30 m (七股氣象雷達站)。

– R + H;

鷹群過境數量的地面資料總和僅約3000隻，雷

統計分析部份，本研究以SPSS 8.0中文版

達回波圖上相對應的鷹群數少、不明顯且無特

統計軟體進行Mann-Whitney U-test (Conover

殊遷徙路徑，不致於明顯影響本研究的分析結

1980)，比較鷹群於平原線和山線的飛行高度與

果。本研究對灰面鵟鷹鷹群的判定標準，係根

時速，顯著水準定在0.05。

據過去地面調查發現，其異於其他鳥類的特有

七股雷達觀測顯示，過境本島中南部的

帶狀群聚飛行方式，選擇雷達螢幕上移動目標

灰面鵟鷹鷹群的長度介於1.275~40.0 km (n =

長度達1 km (4 pixels)以上的飛行物體，並配合

89)，平均為6.09±6.13 km；鷹群寬度介於

當時的地面資料加以佐證。此外在長度較短的

0.43~10 km，平均為2.84±1.81 km。七股雷達

小鷹群和小雲團的區別上，小雲團通常呈團狀

觀測到單日最大量鷹群出現在3月22日，有1萬

且移動速度和方向與周邊大雲團相近，此二特

5千餘隻，其次為3月17日，有1萬1千餘隻，本

性可作為其與鷹群區別的依據。另通過七股雷

季估計總共有57,089隻灰面鵟鷹過境台灣，在

達站一帶的鷹群，由雷達站南邊接近的鷹群，

95%信賴區間內，數量介於55,470~57,110隻。

會慢慢進入雷達的掃描死角(約為雷達站半徑30

觀測的89個灰面鵟鷹群中，83群(93.2 %)

km內，依其飛行高度不同而有所差異)而消失

共53,492隻(93.7 %) 係沿著本島陸地北返，但

於螢幕，一直要等到鷹群飛到雷達站北邊大約

有6群(6.7 %) 共3597隻(6.3 %) 採取海線飛行路

30~50 km後才會再度出現在螢幕，因此為避免

線，由台灣西南海域朝西北方前進(Fig. 1)；沿

重覆計算，本研究選擇以七股雷達站以北的鷹

陸地北返的83群中有55群(61.8 %) 共24,034隻

群進行數量、速度、高度的分析。鷹河大小測

(42.1%)鷹隻沿著嘉南平原飛行，28群(31.5%)

定是在鷹河影像完整出現時(距離雷達站40~80

共29,458隻(51.6 %) 沿內陸山區飛行。總括而

km)，測量鷹河起迄點長度和寬度。鷹群數量與

論，通過八卦山賞鷹點10 km半徑內的鷹群量僅

回波量(dBZ)之關係上，每一影像像素(pixel)與

17,869隻，僅佔總數的31.3%。

其所反射回來的回波值相乘加總後，即為每一

以陸地飛行路線而言，3月10日是七股雷

鷹群所代表的雷達回波量。再使用2004和2005

達觀測到灰面鵟鷹數量較大量的首日，鷹群約

年3月建立的回波值和數量模式求得鷹群實際數

於13點07分開始出現於屏東縣泰武鄉平和與

2

量(數量 = 1.44 dBZ – 0.06，df = 10, r = 0.99，

武潭村一帶上空，並朝北北西方飛行，經過高

p = 0.001) (Chen and Sun 2006)。本研究將鷹

雄縣旗山和六龜間山區，接著進入雷達死角，

群飛行路線分為海線、平原線(中央山脈西緣

在濁水溪一帶脫離雷達死角後飛往八卦山區

10 km範圍外)和山線(中央山脈與其西緣10 km

(Fig. 2)。數量也不少的3月16日那天，早上5

範圍)，以了解灰面鵟鷹於台灣本島中南部的過

點38分七股雷達掃瞄到鷹群在屏東縣春日鄉山

境路線之模式，並探討既有地面觀測點對於春

區起鷹，6~8點間經過鳳山水庫、路竹和旗山

返鷹群的掌握情形。飛行速度的測定是當回波

間上空，脫離雷達死角後，部份經雲林縣土庫

出現完整鷹河時，以時間序列量測鷹河前端10

北上，多數則經嘉義縣中埔和八卦山，並持續

-1

min後之位移距離，再換算成時速(km h )。飛

北飛(Fig. 2)。隔日3月17日，一部份鷹群在9

行高度的測定係採用標準大氣壓下有效地球半

點40分起，循著10日的山區飛行路線遷移，但

徑，應用標準折射時雷達波束距地表高度公式

是多數鷹群在6點30分和10點20分間出現在鳳

(Doviak and Zrnic 1993)，計算求出鷹群的飛行

山水庫和柴山，並向北飛行，經燕巢和崗山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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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Flight routes of the spring migration of Gray-faced Buzzards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March 2005. Figures on the map represent the percent number of birds found on
each route. Solid lines denote the actual migration routes detected by radar, while dashed
lines denote presumed routes.
鄉鎮，隨後在12點至14點20分依序經過雲林縣

八卦山以東的集集鎮(Fig. 2)。此外，3月22日這

褒忠和南投縣集集間上空，範圍包含八卦山區

一天，12點07分鷹群開始出現於屏東縣春日鄉

(Fig. 2)。接著3月18日，6點04分雷達發現鷹群

力里村上空，並朝北續行，途中經過來義鄉丹

在春日鄉土文村附近山區起鷹，然後在更南邊

林村、泰武鄉平和村和武潭村、山地門鄉口社

夜棲的鷹隻則陸續通過該地，直至9點14分前方

村、高雄縣茂林鄉茂林村，接著朝北北西飛過

歇，北返路線和10日類似，但是部份鷹群飛往

六龜、台南縣玉井，進入雷達死角後再經由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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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Fig. 2. Flight routes of the spring migration of Gray-faced Buzzards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March 2005. Solid lines denote the actual migration routes detected by radar, while
dashed lines denote presumed ro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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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縣中埔村一帶，往北或東北方飛往彰化縣八

來估算春返族群，我們發現八卦山地面調查到

卦山和南投縣日月潭之間的山區(Fig. 2)。

21,081隻灰面鵟鷹(參考http://raptor.org.tw)，

海線遷徙方面，雷達發現3月16日16點50

比對地面觀測時間發現有5481隻不在七股雷達

分有3群灰面鵟鷹由林園和柴山間出海朝西北飛

顯影(低飛或高飛之故)，扣除後估算春返總數

行，隔日6點10分在澎湖七美起鷹，續往西北飛

為55,321隻((21,081~5481) / 0.313 + 5481)隻。

行(Fig. 2)。另鷹群數量最多的3月22日，雷達又

由公式和遺漏率回推兩種方法估算結果顯示，

於10點47分觀測到在小琉球西邊約55 km海面上

春季過境本島的灰面鵟鷹應該有五萬餘隻；換

北行，12點47分在嘉義布袋外海朝西北飛向澎

言之，前一年秋季南下的族群量應該更大些(再

湖群島，13點17分散群通過澎湖群島上空並繼

加 上度 冬 死亡 數) ， 此意 謂 2 00 4 年 秋季 社 頂地

續其行程(Fig. 3)。

面調查掌握的數量(23,140隻) (Chen 2005)可能

由七股雷達估算灰面鵟鷹群的飛行高度介
於104.5~762.1 m，平均為406.8±141.2 m (n =

不到半數，和赤腹鷹的情形類似(Wang and Sun
2005)。

76)，部份鷹群的飛行高度無法確定。鷹群多在

依據墾丁(Wang and Sun 2005)和七股雷達

301~400 m高度飛行(約35群)，其次是201~300

資料，我們已大致掌握2005年3月灰面鵟鷹經恆

和401~600 m，有10~15群，在200 m以下和

春半島過境台灣中南部的情形。和Lee (2002)

600 m以上的高度飛行的鷹群各在10群以內(Fig.

分析的路線比較結果如下：首先，Lee (2002)表

4)。再者，若將鷹群在山線和平原線的飛行高

示，灰面鵟鷹會由西南海岸出海經過澎湖，雷

度分開來看，則沿山線遷徙的飛行高度(494.3±

達掃描證實少數鷹群在3月16日下午出海並夜宿

134.9 m, n = 33)顯著高於以平原線遷徙的飛行

七美，隔日再起鷹飛往大陸；實際上，許多經

高度(363.6±100.4 m, n = 43) (Mann-Whitney

過鳳山水庫周邊地區的鷹群，並未出海而是直

U-test, p = 0.001)。

接北上，在八卦山以北才出境。其次，本研究

雷達觀測灰面鵟鷹群在恆春半島以北的北
-1

的重要發現，是灰面鵟鷹過境澎湖的方式不一

返飛行時速介於11.4~85.7 km h ，平均為39.8

定經由本島，而是直接由恆春外海一路飛來，

±21.6 km h -1 (n = 65)，其中有24個鷹群的飛

例如在3月22日那天早上10點多在小琉球外海出

-1

行速度無法確定；這之中以21~30 km h 的速

現的鷹群，約在8點30分就已在出現在墾丁外海

度飛行的鷹群最多 (約25群)，分別以11~20 、

80公里外的巴士海峽上，9點54分通過恆春西邊

31~40、51~60 km h -1 的速度飛行的鷹群在10群

海面約50 km，鷹群長度最大時約15 km，順著

左右，以其他4種速度飛行的鷹群則僅各約5群

東南風朝西北飛行，以當時的飛行速度(75 km

(Fig. 5)。若將鷹群在山線和平原線的飛行速度

h -1)研判其夜宿地應該在南邊160 km處的巴丹島

分開分析，則山線(37.8±18.4 km h -1 , n = 28)

(Wang and Sun 2005)。本研究顯示，灰面鵟鷹

-1

和平原線(38.8±23.3 km h , n = 37)的飛行速度

多數沿著中央山脈西緣北上，和Lee (2002)的看

兩者並無顯著差異(Mann-Whitney-U-test, p =

法一致，不過他的報告因欠缺雲嘉南地區的調

0.95)。

查點，在路線的描繪上出現空白，巧的是因鷹

墾丁氣象雷達站估算2005年3月春返的灰

群飛行高度在靠近台南地區會進入雷達死角，

面鵟鷹群數量約為2萬5千餘隻(Wang and Sun

不過並不影響在雲嘉南部份地區的飛行路線之

2005)，較本研究所估算的5萬7千餘隻短少近3

描繪。事實上，雷達顯示，自鳳山水庫周邊地

萬2千隻。Chen and Sun (2006)認為：這可能是

區過境的鷹群，經雲林地區北上，主要來自春

所使用的公式係來自2004年10月清晨的資料，

日鄉山區夜棲的鷹隻，而通常比較晚經過高屏

由雷達回波圖顯示取樣日期的水氣量較大，

溪的鷹隻則走中央山脈西緣，春日鄉是鷹隻由

或許因此高估鷹群回波值，而低估了公式所換

恆春半島北上的分岔路口。鷹群在春日鄉分道

算的數量。此外，若由八卦山31.3 % 的遺漏率

飛行的現象則證實了Lee (2002)的推測。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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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a) Non-stop flight of a large Gray-faced Buzzard flock from the Bashi Channel (巴士
海峽) via the water off the coast of (a) Liuchiu ( 小琉球) at 10:57, (b) Kaohsiung at 11:57, (c)
Tainan at 12:47, and (d~f) via the Pescadores (澎湖群島) at 13:17, and 13:27, and 13:37 on
22 March 2005. The flock is indicated by a red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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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股雷達觀測到灰面鵟鷹在平原線和山線
的平均飛行速度彼此很相近。推測原因是因為
在山線雖然山谷風環流較強(Chien 2003)，當鷹
群在向上盤旋時，其地面移動速度較慢(僅11.4
km h -1 )，抵銷其從高空向下俯衝時的地面速度
(可達85.7 km h -1)。至於為何有些鷹群半途離開
山線改走平原線？此一現象或許是山區的天氣
狀況失去有利的上升氣流，抑或和出海路線不

Fig. 4. Distribution of flight heights
of Gray-faced Buzzard flocks passing
through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in
March 2005.

同。此外，七股雷達觀測到灰面鵟鷹的飛行速
度比其在巴士海峽北返的飛行速度(57.6 km h -1)
(Wang and Sun 2005)，慢約17 km h -1 。Wang
and Sun (2005)指出，順風下鷹群的飛行速度較
側風和逆風快，研究期間灰面鵟鷹群在巴士海
峽碰到的多為東南向順側風3級風，但在陸域遷
移時鷹群數最多的3月22日，轉為西南西側風7
級風，或許因此減緩了其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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