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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字：猛禽、氣象雷達、猛禽訊號辨識、猛禽遷徙資訊系統 

一、計畫緣貣 

台灣受到春、秋兩季季風影響，造就許多生態特殊景觀。赤腹鷹與灰面鵟

鷹的遷徙，就是世界上相當特殊的奇景，正因如此台灣成為世界上研究猛禽生

態的少有舞台。過去墾丁國家公園以地面觀測調查過境台灣的猛禽族群，利用

中央氣象局氣象雷達資料進行猛禽遷徙路徑分析與數量判斷，曾經成功判斷出

一些鷹群個案，並利用此數據資料推估猛禽群數與氣象雷達回波圖的回歸關

係。而由於往年進行雷達辨識資料皆是以人工分析方式進行，因此本計畫目標

就是將雷達資料判別與猛禽路徑預估使用自動化方式進行分析，並建立猛禽遷

徙資訊平台，提供台灣猛禽過境更完整的資訊。 

二、方法及過程 

本計畫主要目標是在增進氣象雷達應用於辨識猛禽遷徙路徑上的貢獻，利

用氣象雷達回波圖與地面調查進行同步結合，並使用衛星雲圖驗證，發展出猛

禽遷徙資訊系統。此系統主要是針對春、秋兩季猛禽遷徙時，利用氣象雷達所

產出的雷達回波圖進行即時性分析，由猛禽辨識系統判斷回波圖上的訊號是否

為猛禽訊號。並將辨識結果即時發佈在猛禽遷徙資訊展示系統上，進行猛禽遷

徙過境預報。 

「猛禽遷徙資訊系統」整體設計方向是由「猛禽訊號辨識系統」與「猛禽

遷徙展示系統」，雙系統組合而成。由「猛禽訊號辨識系統」處理雷達資料庫

的存取，並使用猛禽辨識程式辨識雷達回波上出現的猛禽訊號，並將辨識結果

即時發佈至「猛禽遷徙展示系統」，並發佈即時猛禽辨識訊息，與相關猛禽遷

徙訊息提供系統使用者。猛禽遷徙資訊系統經過無數次修正，至 2011 年辨識

系統已能辨識出各種天氣的猛禽訊號。2011 年春季猛禽過境之初猛禽辨識系

統也進行了穩定性的測詴，在春、秋兩季猛禽遷徙過境期間不間斷的辨識雷達

圖，結果顯示系統十分穩定並無任何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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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發現 

計畫從 2009 年執行至 2011 年，研究團隊致力於建立猛禽遷徙資訊系統。 

1. 本計畫執行全期總共辨識了 807,871 張雷達圖，總計有 13 個大量

猛禽遷徙過境個案，由辨識結果顯示出猛禽遷徙的過程是可以藉由

氣象雷達的訊息掌握。 

2. 藉由雷達回波研判所得之訊號，進行連結之後，可得到遷徙路徑。 

3. 由於南遷北返的特性不同，猛禽訊號在秋季時較為明確。  

4. 猛禽過境詳細資訊如：猛禽遷徙飛行高度、飛行速度與訊號與雷達

之距離，皆能統整應用，並從這些資料中能夠初步歸納出猛禽遷徙

路徑與其相關訊息。 

四、主要建議事項 

根據本計畫發現，「猛禽遷徙資訊系統」為一個非常良好的猛禽訊息發佈

平台與猛禽遷徙研究平台。本計畫針對此平台之發展與未來對於猛禽遷徙之研

究方向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立即可行建議─加強系統資料分析深度與廣度，並持續維護系統平台。  

主辦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長榮大學、中央大學 

本計畫所發展之猛禽遷徙資訊系統，為一個可供使用者了解猛禽與相關資

訊平台如：猛禽最新遷徙概況、衛星雲圖氣象、氣象雷達圖訊號、猛禽辨識圖

訊號與猛禽過境地面人工紀錄….等，各種有關於猛禽過境相關的訊息。運用

了網路、伺服器、資料庫、辨識程式、展示平台、猛禽調查記錄系統、訊息發

送系統…等，而此平台的維護目標有下列幾點 1.猛禽遷徙系統持續運作、2.系

統資料傳輸、儲存及運用維護、3.硬體維護與維修、4.猛禽辨識系統維護與加

強。 

中長期建議─系統雷達資料庫與國外氣象雷達資訊結合，建立更完整的猛禽

追蹤系統 

主辦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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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機關：長榮大學、中央大學 

由於猛禽遷徙路徑範圍非常大，台灣對於猛禽過境之整體範圍所占比例非

常少，因此除了台灣本身雷達資訊外，東亞各國有關猛禽遷徙範圍內之氣象雷

達也是系統中非常有效的研究資源。若能結合各國雷達資訊，並由本辨識系統

辨識出猛禽訊號後，再將系統所辨識猛禽訊號整合，對於了解赤腹鷹與灰面鵟

鷹完整遷徙路徑會有很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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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Raptor migration, weather radar, all-sky camera, information 

system. 

Being located on the mid-way of the flyways of raptors where the Asia 

Monsoon affects the weather directly, Taiwan is a very important site for 

migrating raptor researches in East Asia. For the past years, researchers 

associated with the Kenting National Park used a Doppler Weather Radar 

(Central Weather Bureau) to investigate the migration tracks of raptors, few 

episodes achieved very successful results but it were far from validation by 

objective scientific standards. 

This project is to build up an information system which uses an all-sky 

camera, satellite images and Doppler weather radars to identify the raptor 

signal from the radar echoes. It is also going to build up a data flowchart, data 

base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oogle Earth) for a near-time 

display. This system will provide the migration information for academic 

research, surface surveying and also for tourists and amateur bird watchers. 

From 2009 to 2010, camera field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improve the 

radar echoes validation. We find the all-sky camera is a very useful instrument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weather radar to distinguish the raptors and clouds. Since 

2010 we focus on the radar image recognition with more accuracy to create a 

complete information platform of the birds. The satellite image appending tests 

were carried out in spring and autumn to improve those parameters deduced by the 

weather radar. 

By the end of this project, we have completed a data flowchart to distinguish 

raptor echoes under different weather condition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world. It 

becomes a unique tool to guide the tourists for bird watching in Kenting. The 

database of the raptor-radar echoes is stored and displayed in the website 

associated with the Kenting National Park for public 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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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台灣氣候宜人四季分明，位於東亞季風氣候區域。夏季由於太平洋高壓增

強，暖空氣挾帶大量水氣注入陸地低壓，因此台灣在夏季時盛行西南季風；入

秋後則因為溫度降低產生蒙古(西伯利亞)高壓，冷空氣自西伯利亞往海洋流出，

因此台灣在秋季時風向會轉變為東北季風。由於台灣位於如此特殊的地區，因

此成為許多生物遷徙時的必經之地。每年春、秋兩季灰面鵟鷹與赤腹鷹的遷徙

便是如此。 

赤腹鷹與灰面鵟鷹為東亞特有之遷徙性猛禽，此兩類猛禽之特殊習性為，

秋天時會從中國東北地區、西伯利亞與日本一帶往南遷徙至菲律賓甚至更南端

度冬；春天再從菲律賓以南往北返回到繁殖區進行繁衍。由於猛禽進行春、秋

遷徙無法一天就飛越如此廣的緯度，因此「台灣」這塊美麗的寶島便成為猛禽

遷徙時相當重要的休棲站。東亞地區猛禽遷徙通過台灣的遷徙過程，是全世界

研究候鳥非常珍貴且獨有的季節性特色。過去幾年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以地面

觀測調查過境台灣的猛禽族群，發現過境台灣的猛禽數量高達數萬至數十萬，

對於東亞猛禽在墾丁地區的過境已有初步的了解。然而受限於地面觀測人力能

量上的不足，並無法有全面性的調查結果。因此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也利用中

央氣象局氣象雷達來進行候鳥遷徙路徑以及群數的判斷，在過去三年的研究成

果中，也成功的判斷出一些鷹群個案，並利用這些個案的數據資料，求出氣象

雷達回波推算鷹群數量的公式。 

然而由於氣象雷達資料的特殊性，過去並無法將氣象雷達的資料與猛禽的

地面調查進行同步的結合，而地面調查也因為需要浩大的人力資源而無法廣面

的進行，這些都使得台灣在進行猛禽遷徙行為的研究時有了不小的阻礙。對擁

有全世界都卜勒氣象雷達密度最高，以及東亞猛禽必經停棲的特殊地點等優勢

的我國而言，實在是非常可惜。因為猛禽遷徙資訊的掌握除了能提升我國在國

際生態相關議題的貢獻度外，對於一些相關的議題如天氣(氣象雷達的多工與

加值利用)、衛生(禽流感相關訊息的提供與掌握)、綠色能源(風機設置地點對

生態之影響)等，都能提升台灣在國際社會的知名度與貢獻能力。而若能以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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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雷達資訊來進行地面調查資料之即時融入，亦將成為全世界第一個以此方法

來進行猛禽研究的國家。 

本計畫在 2011 年執行期間針對系統穩定度進行完整的測詴，在 2011 年春、

秋兩季猛禽過境期間，將辨識系統進行連續不間斷辨識四個月的系統穩定測詴。

測詴結果顯示系統在連續辨識過程中十分穩定，並無任何異常現象。除了系統

測詴之外，計畫執行團隊也在觀測期間進行系統使用的測詴，除了請現場觀測

人員操作，也請賞鷹遊客進行系統測詴，並根據使用回饋針對系統易用性的部

分做調整。系統使用者能夠即時查閱每天猛禽過境資訊，而系統在每天猛禽調

查結束後會在首頁自動更新當日猛禽過境數量統計，讓遊客登入此系統時也能

夠掌握最新鷹況。並且在猛禽過境觀測期間提供一般使用者詴用猛禽遷徙資訊

系統，並將使用者回饋統整後進行系統改版。目前系統上提供的功能除了天氣

資訊與氣象雷達圖資訊之外，並提供猛禽紀錄表查詢與當天各地的猛禽訊息查

詢。本系統將結合台灣所有賞鷹點與雷達資訊，並加上地面觀測資訊所有訊息

於此平台上。建立台灣過境猛禽監控網路，讓猛禽在台灣遷徙的路徑一目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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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研究工具介紹 

第一節 候鳥遷徙路徑與雷達運用 

台灣是位處於亞洲東岸熱帶區域的島嶼，正當鳥類遷移路程之中，雖然地

域狹小，可觀察到的猛禽數量、種類相當可觀。根據 1995 年中華鳥會的資料，

台灣可觀察到隼形目 26 種，其中鶚科 1 種，鷹科 21 種，隼科 4 種。鴞形目

12 種，草鴞科 1 種，鴟鴞科 11 種。共計 38 種猛禽。

(http://raptor.org.tw/Knowing/framknowing.htm) 

在台灣墾丁地區的 26 種日行性猛禽中，以灰面鵟鷹及赤腹鷹最具代表性，

數量分別可達萬餘隻至十萬餘隻（蔡乙榮，1996；1998），不論過境數量以及

聚集型而言，其遷移形式為自然界景觀之ㄧ，也激貣了大眾對牠們遷徙種種問

題探討的興趣。赤腹鷹過境數量雖然龐大，但每一個體停留期間很短且棲息時

很隱密不易觀察。而灰面鵟鷹由於棲息地近於人類聚落遭受很大的獵捕壓力，

相對進行的調查研究亦較多（林世松、林孟雄，1986；林正二等，1991；劉小

如，1991；蔡乙榮，1994；1996；1998；藍正裕，2003）。 

根據日本的調查資料，有許多灰面鵟鷹自日本中部向南部的九州遷徙，經

由九州東部進入琉球群島；赤腹鷹自朝鮮半島經由九州西部進入琉球群島再向

西南遷徙進入台灣(藍正裕，2003）。而目前的研究顯示，在台灣秋季期間，墾

丁地區則是觀察大族群赤腹鷹及灰面鵟鷹出海的極佳地點，滿州地區有大族群

灰面鵟鷹、台東可見赤腹鷹。就過去的資料顯示，過境鷹群種類、數量與習性，

透過有限的地面人力觀測可以得到相關的訊息。然而這些猛禽是從何處入境台

灣？飛行路徑與策略為何？皆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黃光瀛(1999)將遷徙性猛禽於飛行時的形式分為：1.縱隊、2.鷹柱、3.滑翔、 

4.盤旋。這些不同的飛行型態可透過雷達的研究來掌握，並可進 一步調查鳥類

飛行高度的變化與影響遷徙高度的因子（Kerlinger，1989）。美國很早就開始

利用雷達來進行鳥類的偵測，剛開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預防飛機遭受鳥擊，為

了偵測飛禽而有 bird radar 的出現。

(http://virtual.clemson.edu/groups/birdrad/birdrada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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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50 年代後期也開始使用氣象雷達(如 WSR-74C)來研究鳥類遷徙，由於

氣象雷達的範圍可以偵測到 250km遠，因此許多大尺度的鳥類遷徙型態經由

氣象雷達偵測研究，有了許多的成果及答案( Gauthreaux，1970)。其中最有經

驗的是美國南卡州的克來門遜大學雷達鳥類實驗室 Clemson University Radar 

Ornithology Laboratory，該實驗室的主持人 Gauthreaux博士使用 WSR-88D 研

究鳥類移動的基本反射、基本反射速率及數量的顯示等。WSR-88D 是所謂的

都卜勒氣象雷達，利用都卜勒的原理提供了一種計算技術，可從小範圍擴展到

大範圍偵測大氣中物體的回波，當然也包含鳥類及其移動。Gauthreaux(1970)

和 Gauthreaux and Belser(1998)在進行鳥類雷達相關研究時，程序上是先對鳥

群做觀測，再確認在雷達回波中顯示的回波型態。台灣則在 2003 年率先由屏

東科技大學配合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進行類似的研究(藍正裕，2003；鄭育昇，

2005；鄭等，2006)。 

然而在台灣的自然環境上雷達的觀測有其限制，因此在過去的雷達鳥類研

究中，對於鷹群飛行的路徑與飛行聚集的形態並沒有辦法驗證。這些在國際的

研究上同樣也受到瓶頸，例如德國在偵測鳥禽飛行路徑與風力發電機組之間的

過程( Huppop et al.，2006)，抑或以色列在研究評估鸛鳥飛行高度的過程

( Shamoun - Baranes et al.，2003)，都提出相同的意見。因此對於驗證資料的實

驗與佐證，在研究鳥類的飛行路徑與高度上，便顯得十分重要，因而影像顯示

與辨識系統也在鳥類學研究中開始被應用。 

Gauthreaux and Livingston (2006) 利用一台固定方向的雷達與一架紅外線

的數位照相機在美國南卡州的 Pendleton進行了對候鳥飛行路徑與飛行高度的

研究工作。他們在 2000~2003 年之間成功的利用此套系統觀察了夜間候鳥的飛

行，在 2629 個影像中完成 82%(2151)的鳥類偵測。此個案之成功在候鳥飛行

與雷達應用的研究上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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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Clemson University 雷達鳥類實驗室之紅外線照相機與單方向雷達圖 

(資料來源: http://virtual.clemson.edu/groups/birdrad/birdradar.htm) 

第二節 氣象雷達介紹 

雷達之英文名稱 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無線電偵測與定距)之縮寫。

雷達之出現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為了偵測敵國空襲所發展出用來探測

空中金屬物體的技術。戰後經過三十多年的研究才發展出能探測雲雨的都卜勒

氣象雷達。都卜勒雷達是運用波源在接近觀測者時，波源所發出的頻率與觀測

者所接收到的頻率並不相同的現象。 

都卜勒氣象雷達原理是根據雷達所發射之電波頻率與接收電磁波頻率之差，

來推算目標物移動的速度。然而都卜勒雷達所產生的頻率差 fD(Doppler 

FrequencyShift)和目標物移動的速度 v關係，可由   
   

 
方程式演算而得，

其中 l為雷達波長(WaveLength)。都卜勒雷達除了能偵測降水回波外，並可偵

測雷達掃描範圍內的徑向風速及亂流場。而在 1960 年代即發現都卜勒效應原

理可應運於氣象雷達偵測，但實際著手研究發展利用都卜勒雷達則是二十世紀

末的事，例如美國所屬聯邦航空總署 FAA 則大力推動發展之第二代氣象雷達

計畫，以期在二十世紀結束前，全面取代美國各機場及海外各地之傳統氣象雷

達(楊建生，認識都卜勒氣象雷達)。 

隨著科技的進步雷達更具有測速的功能，並應用於偵測生物性目標例如鳥

類、昆蟲、蝙蝠等…生物的密度、位置、方向及移動速度等更成為一種相當有

效的工具。 

http://virtual.clemson.edu/groups/birdrad/birdrada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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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花蓮氣象雷達站 

花蓮氣象雷達站位於東經：121°37’ 12’、北緯：23°59’25’。在民國

52 年我國向聯合國發展方案項下的特別基金申請協助籌建兩座氣象雷達

站。花蓮氣象雷達站除由聯合國補助特別基金外，並由當時之台灣省政府

核撥新台幣 1320 萬元，在花蓮港口附近建立，並於民國 55 年 1 月 2 日正

式完成啟用。 

民國 70 年進行第一次的氣象雷達儀更新，換裝為美國 EEC 公司生產

的 WSR-74S（S 代表波段，為 10 公分波長）傳統氣象雷達儀，並於民國

71 年元月正式啟用。雷達性能除具原功能外，復增加了降水數據視頻積

分處理(DVIP)功能，並可以將雷達回波先經電腦處理、記錄後再以彩色顯

示並將圖檔傳送至台北預報中心。民國 90 年 11 月 1 日 0 時，使用滿 20

年之 WSR-74S 傳統雷達儀正式停機，完成階段性任務。 

民國 87 年 4 月，配合「建立台灣地區都卜勒氣象雷達網計畫」，於

站內東北側新建兩層雷達作業大樓，並整修舊有雷達塔及辦公廳舍，整修

及新建工程於 88 年 3 月完工驗收。於民國 87 年 10 月採購德商

Gematronik 公司生產的 METEOR 1000S 型調速管都卜勒氣象雷達儀。於

民國 91 年 3 月 4 日完成正式驗收，正式投入雷達測報作業。 

 

圖 2 花蓮氣象雷達站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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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股雷達站 

七股氣象雷達站位於東經：120°06’ 91’、北緯：23°14’77’。七股氣象

雷達站的前身為高雄雷達。也是在民國 52 年我國向聯合國發展方案項下

特別基金申請協助籌建的兩座氣象雷達站，一座為花蓮氣象雷達站，另外

一座即為高雄氣象雷達站。至民國 54 年 6 月終獲得聯合國基金計畫第 14

屆董事會核定通過並撥款美金 626,100 元，我國政府另核撥配合款新台幣

3011 萬元，並自民國 55 年 12 月 28 日貣在高雄壽山頂建置氣象雷達站。

民國 59 年初完成架設，並於元月 28 日正式啟用。 

第一部雷達儀使用與花蓮同一家公司(美國雷森公司；Raytheon 

Company)出產的傳統雷達儀，但為 1969 年之改良型（Modify；故稱為

WSR-64M）。相關性能均與花蓮同型雷達儀相同。民國 74 年進行雷達儀

更新，換裝為美國 EEC 公司生產的 WSR-81S 傳統雷達儀。雷達性能同樣

增加了降水數據視頻積分處理(DVIP) 功能，亦可將雷達回波經由

(NOVA/4X) 電腦處理、記錄後再以彩色顯示並傳送至台北預報中心。 

 

圖 3 七股氣象雷達站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三、五分山雷達站 

五分山氣象雷達站位於東經：121°46’ 22’、北緯：25°04’22’。 五分

山氣象雷達站是為彌補花蓮、原高雄兩氣象雷達因受中央山脈阻擋，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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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曲度影響，在臺灣北部海上、陸上所形成的偵測涵蓋空隙而建立。提供

對北部颱風嚴密追蹤監視，並改善北部陸上豪雨預報及加強冬季之鋒面偵

測，除可減少因氣象災害所造成之損失，並可增進水資源之有效運用。 

五分山氣象雷達站採用 WSR-88D NEXRAD 型調速管都卜勒氣象雷

達，為高靈敏度 S 波段，波長 10cm都卜勒雷達系統，能連續於 5~10 分

鐘內提供回波強度（reflectivity）、平均徑向速度(mean radial velocity）及

頻譜寬(spectral width)等三種都卜勒雷達基本量之高精確度、高解析度量

測，經其氣象演算法產生高達 39 種不同的雷達氣象及水文分析產品，並

以彩色圖形方式顯示提供給氣象預報人員使用。五分山氣象雷達具有高系

統靈敏度及解析度，提升雷達資料的可亯度；提供降水與晴空等二種雷達

觀測作業操作模式，具備自動化觀測作業能力；並透過對雷達資料之演算

分析，可進一步地增進預報效率及準確性。五分山氣象雷達於民國 90 年

4 月完成雷達作業軟體升級並加裝雷達寬頻介面設備，目前雷達原始資料

已即時傳送回中央氣象局，並已即時傳送提供防救災等單位使用。更提供

國內氣象雷達研究之用。 

 

圖 4 五分山氣象雷達站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四、墾丁雷達站 

墾丁氣象雷達站位於東經：120°50’50’、北緯：21°54’09’。由於高雄

氣象雷達站的地理位置仍嫌太北邊，無法更早掌握發生於南海或來自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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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地區的颱風。為了滿足對南部地區民眾的氣象服務，中央氣象局於民

國 80 年召開的「雷達網連研討會」中，決議在墾丁新建一座氣象雷達站，

以便能將觀測範圍往南再延伸一百公里。 

民國 83 年 4 月獲得屏東林區管理處恆春工作站同意租用 35 林班地

0.5 公頃土地，同年 6 月中央氣象局正式檢送「變更墾丁國家公園計畫書」

至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請求同意設立墾丁氣象雷達站。歷經四年多的期

間，不斷的修正「變更國家公園計畫計畫書」及多次「修正站房空間配置」

後再審查，以及辦理「租用土地分割」等多項公文往返後，終於在 87 年

取得建築執照，在同年 9 月 10 日順利進行站房土木工程的開工典禮。並

於 89 年元月 16 日假恆春氣象站進行佈達儀式，正式成立墾丁氣象雷達站。 

在雷達儀的採購方面，則委託中央亯託局公開招標採購德商

Gematronik 公司生產的三部 METEOR 1000S 型調速管都卜勒氣象雷達。

民國 89 年 9 月第一部雷達儀運抵墾丁，隨即於 9 月 22 日開始進場安裝。

惟恆春半島冬季有名的落山風讓德國技師吃足苦頭，組裝天線罩不得不三

上三下，一直到 90 年 2 月才完成安裝。 

由於雷達儀的各項軟、硬體測詴及人員訓練均能順利完成，因此墾丁

氣象雷達站奉准由 90 年 11 月 1 日貣，進行 24 小時雷達測報作業 

 

圖 5 墾丁氣象雷達站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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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丁氣象雷達為一德製 METEOR 1000S 型氣象雷達，雷達站位於恆

春半島的鵝鑾鼻，地處台灣本島最南端點，其座標位於東經 121°50’

50”，北緯 21°54’09”，地平海拔 29 公尺，雷達天線喇叭口海拔高度

40.85 m，圖 8 為墾丁雷達站的地理位置說明圖。 

德製 METEOR 1000S 型氣象雷達之掃描策略是可變的，由於作業化

之需求，目前的掃描策略如圖 6 及圖 7 所示，為一全體積掃描，共掃 9 個

不同仰角（如圖 7），其中最低兩個仰角（0.5 及 1.4 度）利用長短波各掃

一次，長波主要為回波觀測，其範圍可達近 500 公里，其波束方向解析度

為 250 公尺；短波則主要為回波及徑向速度觀測，其範圍可達近 250 公里，

其波束方向解析度為 125 公尺；以上之仰角均為短波，長短波之波束寬均

為 1 度。另外因地形阻擋問題，在最低三個仰角觀測時，設計不同的方位

角掃描策略，故在雷達站北邊低層會有觀測死角區。兩個全體積掃描之間

隔約為 8 分鐘。目前之觀測原始資料會經由衛星傳輸，即時傳到位於台北

市區的中央氣象局內，進行資料的處理應用與備份。其原始資料的格式為

特有的德國雷達格式，為應用上的方便，在中央氣象局內會即時將其資料

轉存為美國 WSR88D 雷達之資料格式。  

 

圖 6 墾丁氣象雷達站地理位置說明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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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墾丁雷達掃描策略示意圖(仰角)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圖 8 墾丁雷達掃描策略示意圖(方位角)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五、氣象雷達仰角掃描高度與掃描範圍 

猛禽辨識系統所使用雷達仰角掃描高度分別為    與    雷達回波圖，

根據雷達仰角與雷達掃描高度公式可計算出，雷達相對於海平面之掃描高

度，與不同雷達角度的掃描範圍。由雷達掃描區域計算圖可得知，雷達掃

描體積寬度為  ，    仰角雷達 20Km處掃描高度最低為 24m，雷達波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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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延伸到 100Km處最低掃描高度為 588m。而    仰角雷達 20Km處最

低掃描高度為 338m，100Km處則為 2159m。 

 

圖 9      雷達掃描區域計算 

(資料來源：本計畫) 

 

表 1     雷達掃描區域計算表 

雷達半徑距離 20Km 40 Km 60 Km 80 Km 100 Km 

最高掃描高度 373m 792m 1259m 1773m 2333m 

雷達掃描高度 198m 443m 735m 1075m 1461m 

最低掃描高度 24m 94m 212m 377m 588m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10     雷達掃描區域計算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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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雷達掃描區域計算表 

雷達半徑距離 20Km 40 Km 60 Km 80 Km 100 Km 

最高掃描高度 687m 1420m 2201m 3028m 3903m 

雷達掃描高度 512m 1078m 1678m 2331m 3031m 

最低掃描高度 338m 722m 1154m 1633m 2159m 

     (資料來源：本計畫) 

從雷達高度統計表可得知，當赤腹鷹或灰面鵟鷹遷徙高度超出雷達掃

描範圍時，氣象雷達將無法偵測出任何訊號。例如當猛禽在墾丁滿州貣鷹

或是猛禽即將飛往墾丁滿州停棲時，由於猛禽飛行高度太低，因此雷達將

無法掃描出猛禽訊號。 

 

圖 11 雷達仰角綜合掃描區域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表 3       與    雷達掃描區域對照表 

雷達半徑距離 20Km 40 Km 60 Km 80 Km 100 Km 

    掃描高度 512m 1071m 1678m 2331m 3031m 

    掃描高度 198m 443m 735m 1075m 1461m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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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2011 年計畫工作成果分析 

2011 年「墾丁國家公園猛禽遷徙資訊系統建置計畫」完成項目總共有五

個部份，分別為：1.協助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與中央氣象局建立雷達資料提取

程序、2. 蒐集雷達圖與氣象衛星雲圖、3. 維護雷達回波資料庫與猛禽遷徙系統

資料庫 4.猛禽遷徙調查時段猛禽回波預報與個案分析與猛禽飛行路徑預估、5.

氣象雷達環境限制與區域評估。 

第一節 協助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與中央氣象局建立雷達資料提取

之流程與相關程序 

「猛禽訊號辨識系統」是以即時偵測即時讀取並進行辨識的方式，從資料

庫端讀取雷達圖。從氣象雷達進行    角掃描時間為 8 分鐘，並將雷達訊號繪

製成雷達圖後將圖檔傳至中央氣象局時間為 10 分鍾，當中央氣象局接收雷達

圖檔後，再將雷達圖傳至猛禽遷徙資訊系統資料庫又耗費 10 分鐘。因此當猛

禽遷徙資訊系統收到雷達資料時，已耗時 30 分鐘。因此當猛禽辨識系統辨識

出猛禽訊號後再發佈至猛禽遷徙資訊系統時，猛禽所在位置已經不是辨識系統

所辨識出之雷達圖中猛禽訊號的位置了。 

雷達圖進檔延遲時間，一方面會讓使用者在使用本系統的時候有方向上的

錯亂；另一方面會影響系統預報猛禽即將過境時地面觀測人員的準備時間。因

此協助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與中央氣象局建立雷達資料提取流程，不只能大幅

減短雷達圖進檔時間與系統將辨識結果發佈的時間，並且能讓觀測人員有充分

的時間準備發現猛禽過境並計算鷹群。 

目前在協助建立雷達資料提取流程與相關程序工作中，已經與中央氣象局

溝通過雙方行政事宜。有關雷達資料提取部分未來還是以委外行政方式進行雙

方的合作，並以中央氣象局將雷達資料傳入猛禽資料庫的方法，進行猛禽辨識

資料庫蒐集雷達資料的方式，由此一來便可確保雷達資料庫能夠正確的傳入猛

禽資料庫，並在雙方之間建立良好的雷達資料提取流程與猛禽資料庫收集雷達

資料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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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央氣象局所屬雷達站回波資料庫建置，以為猛禽回波判 

讀之基礎 

 

圖 12 墾丁國家公園猛禽遷徙資訊系統建置計畫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根據架構圖將系統分成三大系統，第一部份為猛禽實地觀測資料遷徙

系統，由長榮大學配合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年度的實地調查計畫，負責建

立實地猛禽觀測資料傳輸進入展示系統與資料庫之流程。第二部份為雷達

資料庫與雷達回波過濾系統資料整合系統，由長榮大學與中央氣象局配合。

猛禽遷徙回波過濾系統由長榮大學建立，並由中央氣象局將雷達資料傳輸

至猛禽遷徙系統資料庫。再搭配第一部份的資料，進行回波判讀之整合與

測詴。第三部份則是全天空相機觀測系統與雷達資料整合儲存系統，由中

央大學方面進行資料暫存與備援部分。表 4 為 2011 年猛禽辨識系統辨識

雷達圖張數辨識統計表。 

表 4 2011 年辨識雷達圖總數(張) 

雷達站 墾丁雷達 七股雷達 花蓮雷達 

春季辨識 62,096 63,355 61,172 

秋季辨識 68,460 55,224 64,241 

全年辨識統計 130,556 118,579 125,413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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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蒐集衛星、雷達以及天氣資訊等資料，配合氣象雷達圖像

處理，精進猛禽訊號判讀系統 

根據 2010 年「墾丁國家公園猛禽遷徙資訊系統建置計畫」所發展出

的五大辨識流程。經過 2010 年全年測詴後，根據辨識結果將五大辨識流

程之優缺點歸納並整合後發展出一套標準辨識流程應用於雷達圖辨識系統

辨識猛禽回波。此標準猛禽遷徙的辨識流程的辨識概念，是以去除雲層訊

號的方法為基礎，再套用猛禽飛行習性辨識留下之非雲訊號，將能在雷達

圖上辨識出猛禽訊號。辨識流程如下： 

1. 去除單一時間不同角度(    與    )之相同訊號 

2. 去除不同時間卻一直存在的訊號 

3. 去除水氣訊號 

4. 依照春、秋兩季猛禽遷徙的方向性做訊號方向辨識 

5. 辨識具有回波強度與速度的訊號即為猛禽訊號 

一、單一時間不同角度之相同訊號 

辨識系統所提取雷達角度資料有兩種一為 0.5 度角一為 1.4 度角，由

於雷達掃描仰角有差異因此猛禽在飛行時不可能同時橫跨兩個角度，並在

兩張不同仰角雷達圖上產生相同訊號。 

 

  圖 13 雷達仰角高度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從仰角高度計算圖可得知除非猛禽體積高度超過三百公尺，否則不可

能在兩個不同仰角雷達圖上留下相同訊號，因此辨識系統第一步就是在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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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不同角度雷達圖相同對應位置上找出相同訊號，並將其訊號濾除，濾除

之訊號則可視為雲層訊號。 

  

2011 年 03 月 21 號 12:53 分 DZ0.5 度 2011 年 03 月 21 號 12:53 分 DZ1.4 度 

圖 14 0.5 度角與 1.4 度角雷達圖對照 

（資料來源：本計畫） 

二、連續時間靜止訊號 

猛禽在遷徙過程中相較於雲的流動速度，猛禽的飛行速度非常快。而

在單一時間雷達圖中無法辨識出訊號移動的訊號，因此辨識系統將時間往

前推一個小時，使用七張圖來進行時間靜止訊號辨識，將靜止訊號去除取

得具速度性之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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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連續時間取靜止訊號(2011/03/20 11:15~12:08) 

（資料來源：本計畫） 

三、水氣訊號 

為了更準確從辨識系統中提取出猛禽訊號，所提取之水氣訊號參數，

是去除雷達圖上水氣訊號重要參數。Pengfei zhang 博士與 Shun liu 與 Qin 

xu(2005)相關研究中所提出 MRF(雷達平均反射率)參數(Pengfei zhang et al.，

2005)，此參數統計指出在不受鳥類干擾的雷達圖中平均反射率為 4dBZ，

而在受到鳥類干擾的雷達圖中平均反射率為 8dBZ。不受鳥類干擾的雷達

圖之平均反射率參數與本計畫之前所計算出之水氣參數(pixel 值為 8)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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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辨識流程中將水氣訊號去除之參數設定為 8，此參數在猛禽辨識系

統中之目的為去除水氣雜訊與其它散落在雷達圖上非猛禽雜訊。 

  

2011 年 03 月 21 號 12:08 分(去除前) 2011 年 03 月 21 號 12:08 分(去除後) 

圖 16 水氣訊號去除 

（資料來源：本計畫） 

四、 春、秋兩季猛禽遷徙方向性辨識 

辨識系統根據猛禽春、秋兩季的遷徙習性不同所篩選的訊號也不同。

在春季時猛禽遷徙方向是由南往北遷徙，在雷達徑向速度圖上猛禽訊號是

綠色的訊號；在秋季時由於猛禽遷徙方向是由北往南遷徙，因此猛禽訊號

是呈現黃色的訊號。 

  

春季猛禽遷徙訊號 秋季猛禽遷徙訊號 

圖 17 春、秋兩季猛禽遷徙訊號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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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此兩種季節顏色特徵區別之後，可以將不必要之訊號去除。訊號去

除方式為以雷達站為中心，將圖型分為兩個區塊(上半部、下半部)，在春

季猛禽遷徙時上半部留下黃色訊號、下半部留下綠色訊號，秋季則相反。 

此種辨識方法能夠針對與猛禽遷徙方向相反的訊號完全去除與猛禽遷

徙方向不同的訊號，若當天風向與猛禽飛行方向不同，去除的訊號的不同

方向的訊號會十分明顯。方向辨識最顯著的地方是在天候不佳時(例如颱

風天)，雖然猛禽在颱風天遷徙的機率非常低，但往年辨識系統在天氣狀

態不佳時辨識率較差，是由於颱風天時雷達訊號十分紊亂，因此影響到辨

識系統判斷訊號的準確度，使辨識系統將雜亂訊號誤判成猛禽訊號。而加

入方向辨識的猛禽辨識系統剛好可以補足這部份的辨識情況，有效改善天

候狀態不佳時的辨識率。 

  

方向訊號辨識前 方向訊號辨識後 

圖 18 方向訊號辨識 

（資料來源：本計畫） 

五、 辨識具有回波強度與速度的訊號即為猛禽訊號 

從上述幾項辨識環節中可以得知，辨識系統是使用雷達回波強度圖與

雷達徑向速度圖兩種雷達圖，依照上述環節之辨識流程進行辨識之後，雷

達圖共同辨識的部分是 1.時間軸平均訊號辨識 2.雙角度重疊訊號辨識，去

除部分為靜止訊號與厚雲層訊號。個別辨識部分為回波強度圖所過濾出具

有猛禽回波強度之雷達回波訊號；徑向風速圖所辨識出具有猛禽遷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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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訊號，將兩張圖所個別辨識出的訊號進行交集之後，即能辨識出具有

猛禽訊號、速度性與方向性的訊號及為辨識系統所要辨識出的猛禽訊號。 

第四節 配合墾丁國家公園年度猛禽遷徙調查計畫，進行猛禽調查

與雷達回波判讀之地面人工觀測校驗，並以雷達回波及衛

星資訊完成猛禽回波判讀系統 

三、2011 年春季猛禽大量個案連續訊號分析 

2011 年 3 月 17 日 早上 11:45 分 發現猛禽訊號 

預報描述：該筆預報為 2011 年第一筆預報紀錄，此訊號距離雷達 25

公里~50 公里之間高度介於 308 公尺~673 公尺，預報此訊號為從貓鼻頭西

邊通過。 

觀測狀況：駐地觀測人員回報並無觀測到猛禽過境，判斷此訊號距離

觀測地點太遠，因此觀測人員無法觀測到該群猛禽。 

  
2011 年 3 月 17 日 11:45 分 2011 年 3 月 17 日 12:00 分 

圖 19 2011 年 3 月 17 日猛禽訊號雷達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2011 年 3 月 20 日 早上 10:15 分 發現猛禽訊號 

預報描述：2011 年 3 月 20 日早上發現疑似猛禽訊號，當天猛禽預報

發佈時間為上午 10:15 分，該時間有兩筆猛禽訊號成形，第一筆猛禽訊號

距離墾丁 23.65 公里，高度為 283 公尺，第二筆訊號距離墾丁 43.2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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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為 561 公尺。隨後在 10:45 分發現當天第三筆猛禽訊號，距離墾丁

46.85 公里，高度 608 公尺。第四筆訊號成形時間為 11:45 分在外海墾丁

西南方，高度 486 公尺，與第五筆猛禽訊號發現時間為 12:00 分相隔 15

分鐘，第四筆訊號與第五筆訊號為當日猛禽訊號最明顯與最大量之訊號。 

觀測狀況：駐地觀測人員回報，當天從早上 11:30 開始在墾丁大灣觀

測地點有猛禽過境，但飛行高度非常高。推測該群猛禽直接通過墾丁且未

在墾丁休憩(直接過境墾丁往北遷徙)，因此飛行高度較高。而大約在

14:26 分在關山觀測點觀測到 312 隻灰面鵟鷹過境，推測是辨識圖中第四

筆猛禽過境訊號預報的猛禽過境。而第五筆資料為當天最明顯訊號，也是

當天猛禽辨識所辨識出最大量猛禽遷徙過境訊號，預估有上千隻，但駐地

觀測人員並無回報此數據，因此判斷當日猛禽飛行高度是在望遠鏡可見範

圍外之高度遷徙過徑。 

  
2011 年 3 月 20 日 10:15 分 2011 年 3 月 20 日 10:23 分 

G2 

 

G1 

G2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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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3 月 20 日 10:30 分 2011 年 3 月 20 日 10:38 分 

  
2011 年 3 月 20 日 10:45 分 2011 年 3 月 20 日 10:53 分 

  
2011 年 3 月 20 日 11:00 分 2011 年 3 月 20 日 11:08 分 

G2 

 

G2 

 

G1 

 

G3 

 

G3 

 

G3 

 

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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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3 月 20 日 11:15 分 2011 年 3 月 20 日 11:23 分 

  
2011 年 3 月 20 日 11:30 分 2011 年 3 月 20 日 11:38 分 

  
2011 年 3 月 20 日 11:45 分 2011 年 3 月 20 日 12:00 分 

G3 

 

G3 

 

G3 

 

G3 

 

G4 

 

G4 

 
G4 

 

G4 

 
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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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3 月 20 日 12:08 分 2011 年 3 月 20 日 12:15 分 

  
2011 年 3 月 20 日 12:23 分 2011 年 3 月 20 日 12:30 分 

  
2011 年 3 月 20 日 12:38 分 2011 年 3 月 20 日 12:45 分 

圖 20 2011 年 3 月 20 日猛禽訊號雷達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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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1 年 3 月 20 日猛禽遷徙群組一 

時間 方向 平均速度 訊號高度 訊號距離 群組編號 

09:23 185 度 81km/hr 1241m 80.4km G1 

09:30 180 度 81km/hr 1056m 71.85km G1 

09:38 180 度 81km/hr 921m 64.2km G1 

09:45 180 度 63km/hr 775m 56.75km G1 

09:53 180 度 63km/hr 690m 51.35km G1 

10:08 180 度 63km/hr 400m 32.65km G1 

10:15 180 度 63km/hr 283m 23.65km G1 

10:23 180 度 63km/hr 178m 14.65km G1 

10:30 175 度 63km/hr 146m 11.5km G1 

（資料來源：本計畫） 

表 6 2011 年 3 月 20 日猛禽遷徙群組二 

時間 方向 平均速度 訊號高度 訊號距離 群組編號 

09:45 190 度 72km/hr 1136m 75km G2 

09:53 185 度 63km/hr 1036m 70.5km G2 

10:08 185 度 63km/hr 690m 51.8km G2 

10:15 183 度 63km/hr 561m 43.25km G2 

10:23 180 度 63km/hr 428m 34.7km G2 

10:30 182 度 63km/hr 321m 26.8km G2 

10:38 182 度 63km/hr 212m 17.8km G2 

（資料來源：本計畫） 

表 7 2011 年 3 月 20 日猛禽遷徙群組三 

時間 方向 平均速度 訊號高度 訊號距離 群組編號 

10:45 160 度 54km/hr 608m 46.85km G3 

10:53 160 度 54km/hr 334m 27km G3 

11:00 160 度 63km/hr 400m 32.65km G3 

11:08 170 度 45km/hr 308m 25km G3 

11:15 175 度 45km/hr 201m 16.9km G3 

11:23 175 度 45km/hr 126m 9.7km G3 

11:30 100 度 27km/hr 77m 4.75km G3 

11:38 90 度 9km/hr 146m 11km G3 

（資料來源：本計畫） 

表 8 2011 年 3 月 20 日猛禽遷徙群組四 

時間 方向 平均速度 訊號高度 訊號距離 群組編號 

11:15 170 度 63km/hr 997m 68.25km G4 

11:23 175 度 63km/hr 811m 58.35km G4 

11:30 160 度 63km/hr 707m 52.7km G4 

11:38 160 度 54km/hr 592m 45.5km G4 

11:45 130 度 45km/hr 486m 38.3km 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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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100 度 36km/hr 334m 27.25km G4 

12:08 95 度 36 km/hr 308m 25km G4 

12:15 90 度 54km/hr 271m 22.75km G4 

12:23 45 度 36km/hr 308m 25km G4 

12:30 90 度 18km/hr 259m 21.85km G4 

12:38 55 度 27km/hr 308m 25km G4 

（資料來源：本計畫） 

表 9 2011 年 3 月 20 日猛禽遷徙群組五 

時間 方向 平均速度 訊號高度 訊號距離 群組編號 

12:00 185 度 63km/hr 428m 34.9km G5 

12:08 190 度 54km/hr 334m 27.7km G5 

12:15 190 度 63km/hr 271m 22.3km G5 

12:23 220 度 45km/hr 235m 19.6km G5 

12:30 225 度 45km/hr 235m 19.15km G5 

12:38 245 度 36km/hr 223m 18.25km G5 

12:45 260 度 36km/hr 201m 16.9km G5 

12:53 265 度 27km/hr 106m 7km G5 

（資料來源：本計畫） 

2011 年 3 月 21 日 早上 11:08 分 發現猛禽訊號 

預報描述：繼 3 月 20 日之後辨識系統在 3 月 21 日又偵測到猛禽訊號

出現。預報發佈時間為 11:08 分，猛禽飛行路徑預估是從鵝鑾鼻東南方地

區往風吹砂遷徙，為當日猛禽辨識系統所偵測到第一筆猛禽訊號，距墾丁

雷達 50 公里，高度為 673 公尺；第二筆訊號緊接著在第一筆訊號後面距

離墾丁為 41.9 公里高度為 530 公尺，直到下午四點才又發現當日第三筆

訊號距墾丁為 35.15 公里，高度為 442 公尺。 

觀測狀況：3 月 21 日觀測當日，駐地觀測人員接收到預報訊息時還

尚未發現猛禽過境。直到中午 12 點多觀測人員回報，有發現 31 隻灰面鵟

鷹過境，當天視野能見度為一公里。發現第一批猛禽過境之後在 12:00 到

14:00 之間，又陸陸續續觀測到 2680 隻灰面鵟鷹過境。預報時間加上猛禽

飛行速度時間與猛禽登陸時間符合。而雷達圖在 16:30 又發現猛禽訊號，

將訊息通知駐地觀測人員之後，駐地人員在 17:10 也發現了大量灰面鵟鷹

過境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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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3 月 21 日 11:00 分 2011 年 3 月 21 日 11:08 分 

  

2011 年 3 月 21 日 11:45 分 2011 年 3 月 21 日 12:30 分 

  

2011 年 3 月 21 日 16:30 分 2011 年 3 月 21 日 16:38 分 

圖 21 2011 年 3 月 21 日猛禽訊號雷達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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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2011 年 3 月 21 日猛禽遷徙群組一 

時間 方向 平均速度 訊號高度 訊號距離 群組編號 

11:00 185 度 45km/hr 223m 18.25km G1 

11:08 185 度 54km/hr 271m 22.75km G1 

11:45 180 度 45km/hr 146m 11km G1 

（資料來源：本計畫） 

表 11 2011 年 3 月 21 日猛禽遷徙群組二 

時間 方向 平均速度 訊號高度 訊號距離 群組編號 

11:00 175 度 45km/hr 793m 57.2km G2 

11:08 170 度 45km/hr 673m 50km G2 

11:45 160 度 45km/hr 428m 34km G2 

（資料來源：本計畫） 

表 12 2011 年 3 月 21 日猛禽遷徙群組三 

時間 方向 平均速度 訊號高度 訊號距離 群組編號 

11:08 180 度 45km/hr 530m 41.9km G3 

11:45 190 度 45km/hr 406m 38.75km G3 

12:30 200 度 36km/hr 360m 29.5km G3 

（資料來源：本計畫） 

表 13 2011 年 3 月 21 日猛禽遷徙群組四 

時間 方向 平均速度 訊號高度 訊號距離 群組編號 

16:30 190 度 36km/hr 442m 35.15km G4 

16:38 190 度 36km/hr 360m 29.75km G4 

（資料來源：本計畫） 

四、2011 年秋季猛禽大量個案連續訊號分析 

2011 年 09 月 17 日 早上 11:15 分~11:23 分 赤腹鷹 6184 隻 

觀測狀況：觀測當天天氣晴朗無雲，但從早上 5:30 分~9:00 分並無發

現大量猛禽遷徙的情形。過了 9:00 分以後天氣變暖開始有熱空氣對流上

升，陸陸續續有大量赤腹鷹遷徙的情況出現。由於天氣晴朗的關係因此赤

腹鷹遷徙的高度也非常高，而猛禽辨識系統也在 11:15 分發現猛禽訊號，

但由於赤腹鷹體型較小先對於在飛行時的鷹群密度也較低，在氣象雷達上

所呈現出的猛禽訊號雖然長但較微弱。 

當天從 11:15 分到 11:53 分猛禽辨識系統都有辨識出連續的猛禽訊號，

而當日最大單筆遷徙數量為兩千多隻猛禽紀錄。好天氣一直持續到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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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後轉陰但赤腹鷹還是陸陸續續從烏雲裡竄出，直到下貣雨。觀測人員暫

時到凌霄亭躲雨，雨停後又有赤腹鷹從雲裡竄出，但出海不久後旋即折返。 

  
2011 年 9 月 17 日 11:15 分 2011 年 9 月 17 日 11:23 分 

  
2011 年 9 月 17 日 11:45 分 2011 年 9 月 17 日 11:53 分 

圖 22 2011 年 9 月 17 日 猛禽訊號雷達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表 14 2011 年 09 月 17 日 猛禽訊號分析表 

時間 方向 平均速度 訊號高度 訊號距離 

11:08 175 度 63km/hr 451.7m 37.5km 

11:23 160 度 63km/hr 578.4m 46.8km 

11:45 160 度 63km/hr 654.8m 52.07km 

11:53 160 度 63km/hr 768.3m 59.4km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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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0 月 12 日 早上 09:08 分~09:30 分  灰面鵟鷹 14979 隻 

觀測狀況：觀測當天天氣十分晴朗，由於前幾天天氣條件不好，駐地

觀測所記錄的猛禽過境數量也非常少。12 日早上一上亭，天才剛亮就有

大量猛禽遷徙過境。而雷達猛禽訊號辨識也在 09:08 時發現猛禽訊號，但

由於當天雲層厚度非常厚，因此雷達圖中所顯示的猛禽訊號十分不明顯，

從辨識雷達圖中可看出猛禽訊號在雷達掃描範圍 25Km以內尚能夠辨識出，

但訊號出海以後就漸漸消失。可見當天灰面鵟鷹大量遷徙時，飛行高度低

於    度雷達角 25km的掃描高度 308m。 

  
2011 年 10 月 12 日 09:08 分 2011 年 10 月 12 日 09:15 分 

  
2011 年 10 月 12 日 09:23 分 2011 年 10 月 12 日 09:30 分 

圖 23 2011 年 10 月 12 日猛禽訊號雷達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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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2011 年 10 月 12 日 猛禽訊號分析表 

時間 方向 平均速度 訊號高度 訊號距離 

09:08 180 度 45km/hr 247.56m 20.7km 

09:15 180 度 45km/hr 278.15m 23.4km 

09:23 180 度 45km/hr 279.04m 23.5km 

09:30 180 度 45km/hr 303.38m 25.6km 

(資料來源：本研究) 

2011 年 10 月 17 日 早上 09:23 分~14:08 分 灰面鵟鷹 7271 隻 

觀測狀況：觀測日天氣晴朗多雲，當日風向為東北風，風力 1~7 級。

持續了幾天的陰雨綿綿，終於在 10 月 17 日好轉，過境數量也開始上升。

大約 10:30 左右發現長條鷹河遷徙過境，發現位置是在凌霄亭屋頂視角方

向，持續延伸至鵝鑾鼻燈塔，是非常長的猛禽過境隊伍。10:30 後陸陸續

續有猛禽過境情形出現一直持續到 11:00，較晚出現的欲過境猛禽都未出

海，從 10:30 統計至 11:00 大約有五千多隻灰面鵟鷹遷徙紀錄。 

氣象雷達部分也在 09:23 開始持續發現猛禽過境的訊號，但由於在 17

日前天氣都不太理想，因此海面上水氣訊號還是非常重，因此較無之前所

掃到非常明顯長條型的鷹河訊號。而當天遷徙過境之猛禽飛行高度也很高

距離雷達半徑 50 公里內飛行高度大約介於 800 公尺到 300 公尺之間，由

於飛行速度高度較高，相對的飛行速度也很快，當天觀測到猛禽飛行平均

速度最快觀測到將近時速 100 公里的速度，遷徙訊號持續發現到當天下午

14:08 分，為遷徙系統發現猛禽遷徙過境時間最晚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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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0 月 17 日 09:23 分 2011 年 10 月 17 日 09:38 分 

  
2011 年 10 月 17 日 10:53 分 2011 年 10 月 17 日 11:00 分 

  
2011 年 10 月 17 日 11:08 分 2011 年 10 月 17 日 11:15 分 

  
2011 年 10 月 17 日 11:23 分 2011 年 10 月 17 日 12:0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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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0 月 17 日 12:15 分 2011 年 10 月 17 日 12:23 分 

  
2011 年 10 月 17 日 12:30 分 2011 年 10 月 17 日 12:38 分 

  
2011 年 10 月 17 日 13:53 分 2011 年 10 月 17 日 14:08 分 

圖 24 2011 年 10 月 17 日猛禽遷徙訊號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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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2011 年 10 月 17 日 猛禽訊號分析表 

時間 方向 平均速度 訊號高度 訊號距離 

09:23 185 度 81km/hr 617.6m 49.5km 

09:38 185 度 81km/hr 766.03m 59.3km 

10:53 190 度 99km/hr 327.88m 27.7km 

11:00 190 度 81km/hr 464.89m 38.5km 

11:15 190 度 99km/hr 487.68m 40.27km 

11:23 190 度 81km/hr 623.50m 49.9km 

12:08 190 度 81km/hr 400.8m 33.62km 

12:15 190 度 81km/hr 501.48m 41.29km 

12:23 190 度 63km/hr 522.58m 42.83km 

12:30 195 度 63km/hr 543.15m 44.32km 

12:38 195 度 63km/hr 632.59m 50.57km 

13:53 195 度 63km/hr 499.25m 41.12km 

14:08 195 度 63km/hr 653.46m 51.98km 

(資料來源：本研究) 

2011 年 10 月 18 日 早上 06:08 分~06:30 分 灰面鵟鷹 6016 隻 

觀測狀況：延續 10/17 日天氣晴朗，10/18 日當天天氣特別晴朗晴空萬里，

天空一片藍，約在早上六點時就已經過境五千多隻灰面鵟鷹了。由於天氣良好

的關係，因此猛禽遷徙的狀況也特別早，經過一早的遷徙之後就沒有太大量的

猛禽遷徙狀況出現了。辨識系統也在 06:08 分氣象雷達開始搜尋到猛禽過境訊

號，該筆訊號為 2011 年秋季最明顯的猛禽遷徙訊號。但由於天氣晴朗原因所

以猛禽過境特別早也特別集中，因此猛禽訊號從 06:08 持續出現至 06:30 分後

系統就沒有再偵測出任何猛禽訊號了。 

但 2011 年訊號呈現方式較前幾年特別，前幾年猛禽在大量遷徙時在雷達

圖中所產生的訊號較為強烈，訊號長度也較長。但 2011 年猛禽過境時期在氣

象雷達圖上所留下的訊號比往年微弱，因此系統所辨識出的猛禽訊號也較不明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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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0 月 18 日 06:08 分 2011 年 10 月 18 日 06:15 分 

  

2011 年 10 月 18 日 06:23 分 2011 年 10 月 18 日 06:30 分 

表 17 2011 年 10 月 18 日 猛禽訊號分析表 

時間 方向 平均速度 訊號高度 訊號距離 

06:08 180 度 81km/hr 352.29m 29.73km 

06:15 180 度 99km/hr 456.48m 37.93km 

06:23 180 度 117km/hr 586.98m 47.42km 

06:30 180 度 63km/hr 550.39m 44.83km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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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墾丁國家公園猛禽遷徙資訊系統維護與更新墾丁國家公園

猛禽遷徙資訊展示系統 

一、網站架構 

墾丁國家公園猛禽遷徙資訊展示系統(以下稱本網站)之架構如圖 25~

圖 27 所示，瀏覽權限主要分為三個群組： 

(1) 一般使用者：指未註冊及登入之使用者，可觀看鷹前線、天氣

預報、衛星雲圖、人工攝影、猛禽達人、相關連結、留言版。 

(2) 一般會員：由本網站進行註冊並登入的使用者，除了擁有一般

使用者相同之權限外，增加雷達圖、辨識圖、全天空項目。 

(3) 進階會員：由本網站註冊並經網站管理員認定之進階使用者，

除了擁有一般會員之權限外，增加填寫「猛禽調查記錄表」的

功能。 

 

圖 25 網站主要架構(一般使用者)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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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網站主要架構(一般會員)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27 網站主要架構(進階會員)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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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頁面顯示及功能解說 

(一)首頁：如圖 28 所示，說明如下 

1. 網頁最上方為本網站的代表圖片，本網站的任何一頁都有此張

圖片置頂。 

2. 網站左側為主選單，根據不同等級的使用者權限會顯示不同的

選單。 

3. 網站中間為資料顯示之主畫面，點擊左側選單後，會在此處切

換顯示結果。首頁設定為鷹前線之內容。 

4. 右側則是使用者登入欄，所有使用者皆由此登入，輸入的帳號

密碼直接經由資料庫比對判斷正確後，再根據此帳號所屬群組，

給予不同的使用權限。  

5. 登入欄下方是猛禽達人專區，顯示最新猛禽相關文章。最下方

則分別是相關網站連結與留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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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網站首頁 

(資料來源：本計畫) 

 

(二)鷹前線：如圖 28、圖 29，說明如下 

1. 本單元包含最新的猛禽照片輪播、各地最新鷹況、3D 遷徙猛

禽模型。 

2. 最新鷹況分別在春、秋兩季顯示墾丁、八卦山、鳳山水庫及墾

丁、自忠、樂山等各地地面調查點輸入之鷹況觀測資訊。 

3. 3D 遷徙猛禽模型，如圖 30，選擇查詢日期後，可於地圖中看

到 3D 的遷徙猛禽模型，讓使用者更容易辨識遷徙猛禽目前所

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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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鷹前線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30 3D遷徙猛禽模型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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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會員註冊頁面，如圖 31 說明如下： 

1. 除了管理者帳號為事先預定之外，其它使用者皆頇經由此頁面

註冊，輸入個人資料，以便管理者做整合管理。 

2. 會員註冊需填寫的項目包括:帳號、密碼、姓名、行動電話、

E-mail、地址，為確保資料之隱私，密碼限定為六個字元以上。

行動電話作為日後傳送簡訊所使用。 

3. 經由此頁面註冊完成後，即成為一般會員。有學術研究用途，

或需長期詳細的資料的使用者，可在之後再根據在此註冊的資

料，向管理者提出需求，管理者審核同意後，即可變更為進階

會員。 

4. 註冊的使用者在本頁面填入的電子郵件住址，之後的系統或管

理者皆會根據此寄發通知的郵件。 

 

 

圖 31 新會員註冊 

(資料來源：本計畫) 

 

(四)天氣預報：  

1. 本頁將各地天氣狀態以圖示疊加在 Google Map 上，點擊地圖

上的天氣圖示後，會顯示更詳細的天氣預報資訊(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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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了天氣預報外，地圖上也會以不同的圖示代表不同的旅遊景

點。 並提供旅遊簡介(圖 33)。 

3. 為了加強使用者之間的互動，使用者可以在地圖上留言，告知

其他使用者當地的相關訊息，留言內容將會顯示於右下側之留

言版(圖 34)。留言之功能不限會員等級皆可發表。 

 

圖 32 天氣預報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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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景點介紹及使用者留言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34 留言檢視 

(資料來源：本計畫) 

 

(五)雷達圖： 

1. 本頁提供雷達回波圖之查詢，僅一般會員與進階會員可使用。 

2. 包含墾丁、七股、花蓮三個雷達站。 

3. 可選擇日期、時間、雷達類別、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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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並分為靜態圖示(圖 35)與套疊至 Google Earth兩種呈現方式

(圖 36)。 

  

圖 35 雷達圖(靜態圖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36 雷達圖(Google Earth)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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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辨識圖 

1. 本頁提供辨識圖之查詢，僅一般會員與進階會員可使用。 

2. 包含墾丁、七股、花蓮三個雷達站。 

3. 可選擇日期、時間，並分為靜態圖示(圖 37)與套疊至 Google 

Earth兩種呈現方式(圖 38)。 

 

圖 37 辨識圖(靜態圖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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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辨識圖(Google Earth) 

(資料來源：本計畫) 

 

(七)衛星雲圖，如圖 39 說明如下： 

1. 本頁提供衛星雲圖之查詢。 

2. 包含東亞彩色紅外線、東亞黑白紅外線、東亞可見光、台灣彩

色紅外線、 台灣黑白紅外線、台灣可見光、台灣色調強化七

種呈現方式。 

3. 會員登入後能選擇日期、時間等設定，否則只顯示最新一筆圖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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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衛星雲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八)全天空如圖 40，說明如下 

1. 本頁提供全天空圖像之查詢，僅一般會員與進階會員可使用。 

2. 可選擇日期、時間。 

 

圖 40 全天空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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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工攝影如圖 41，說明如下 

1. 本頁提供人工攝影之查詢。 

2. 會員登入後能選擇日期、時間等設定，否則只顯示最新一筆圖

資 。 

 

圖 41 人工攝影 

(資料來源：本計畫) 

(十)猛禽調查記錄表 

 本頁可替代紙本將資料儲存於資料庫中，作為長期使用之猛禽調查

紀錄，未來可透過管理後台統計結果。記錄表包含時間、地點、調查人員、

猛禽種類、往來方向、飛行高度、風向、天氣等各項欄位。記錄表共分為

三個部分，分別是    

1. 新增紀錄，如圖 42，包括調查時間、地點、調查人員等資料，

每份紀錄可包含多筆猛禽詳細資訊，如圖 43，點選右側「新

增」連結，即可增加一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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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新增紀錄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43 在同一份紀錄中新增多筆猛禽觀測資訊 

(資料來源：本計畫) 

2. 我的表單查詢: 可查詢自己曾經填寫過的表單，如圖 44，可依

貣始、結束時間及地點進行查詢。 

 

圖 44 表單查詢包含時間、地點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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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面觀測查詢: 查詢過去的地面觀測紀錄，查詢方式與我的表

單相同(如圖 45)，查詢結果則如圖 46 所示，並提供 CSV 檔案

下載，畫面最下方則有種類數量表及圓餅圖。 

 

圖 45 表單查詢結果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46 表單查詢的統計結果 

(資料來源：本計畫) 

三、網站管理 

網站管理分為以下三個部分： 

(1) 主網頁管理: 網站管理者可使用管理者帳號登入本網站，登入

後共提供兩個主要管理功能，分別為「人員管理」與「留言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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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員管理包括會員權限設定、資料的更正及刪除會員等功能，

如圖 47，其中權限代表給予該帳號的瀏覽權限，0 為管理者，

1 為進階會員，2 為一般會員。 

(3) 留言內容供管理者進行所有留言的檢視及刪除的功能，如圖 

48。 

 

圖 47 會員權限資料管理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48 留言刪除管理 

(資料來源：本計畫) 

簡訊發送: 此部分提供管理者針對已偵測到的猛禽訊號，透過 E-mail

或簡訊發送給使用者。其後台網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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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210.70.157.161/KentingBird/admin/index_admin.php，管理者可填寫主

旨與內文，並選擇發佈對象及方式(圖 49)。  

 

圖 49 簡訊及 E-mail 發送管理後台 

(資料來源：本計畫) 

四、其他相關說明 

(1) 系統設有帳號重複登入錯誤限制，一個帳號在重覆輸入密碼錯

誤三次之後，該帳號即被系統鎖定，之後設定或由管理者解除

鎖定，或是系統在一定時間後自動解除鎖定。 

(2) 同一身分證號碼也不可申請兩個以上的帳號。 

(3) 使用者有某些違規情事，譬如電子郵件地址輸入不實，管理者

可手動鎖定該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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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全期計畫成果 

本計畫從 2009 年初開始執行至 2011 年。在計畫執行三年期間最主要的目

標就是要將猛禽訊號從氣象雷達圖中篩選出來。然而從氣象雷達圖中搜尋猛禽

訊號是需要許多參考資訊以及相關雷達背景知識。從 2009 年至 2011 年本計畫

總共辨識超過五十萬張雷達圖，並將辨識後雷達圖經過反覆比對後，而得出最

佳辨識結果。以下就是全期計畫執行成果。 

一、 計畫執行緣貣與執行目的 

「墾丁國家公園猛禽遷徙資訊系統建置計畫」從 2009 年開始執行，

由於台灣每年都有大量過境猛禽經過本島，而猛禽過境遷徙的完整路徑並

無任何文獻能明確定義。因台灣為全世界都卜勒雷達最密集之國家，所以

墾丁國家公園致力於發展，運用氣象雷達辨識猛禽訊號之資訊系統。都卜

勒氣象雷達是使用電磁波反射的方式進行訊號追蹤，當猛禽大量遷徙時，

若其遷徙路徑是在雷達掃描區域範圍內，遷徙猛禽會在氣象雷達圖中造成

非常強烈的遷徙訊號。本計畫執行目的即是使用台灣氣象雷達圖，建立氣

象雷達回波資料庫並發展「猛禽訊號辨識系統」，並從氣象雷達圖中辨識

猛禽訊號。將辨識系統所辨識出猛禽訊號發佈至「猛禽遷徙資訊展示系統」

中，讓使用本系統的使用者第一時間得到猛禽過境最新訊息。如日本所發

展「櫻前線」一般，本計畫目標為發展台灣「鷹前線」。 

二、 全計畫雷達圖辨識數量統計 

計畫執行期間，猛禽辨識系統所辨識雷達圖總量為 807,871 張，雷達

辨識統計表如下所示(表 18)，辨識區間為每年春、秋兩季猛禽過境時間，

春季辨識時間為每年 3、4 月，秋季辨識時間為每年 9、10 月。系統資料

庫所收集雷達圖種類分別是兩個角度(0.5 度、1.4 度)與三個種類(回波強度、

頻譜分析、徑向風速)雷達圖。由統計表可看出猛禽遷徙系統雷達資料庫

資料量非常龐大，雷達資料對於本系統而言是十分重要的資料源。由於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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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資料是猛禽遷徙資訊系統的主要資料來源，因此除了系統本身有儲存資

料之外，雷達資料備份也是本系統運作與執行時非常重要的工作項目。 

表 18 全計畫猛禽辨識系統辨識雷達圖總數(張) 

時間 墾丁 七股 花蓮 

2009 年春季(05:00~14:53) 6,048 6,612 0 

2009 年秋季(05:00~14:53) 27,583 27,442 26,632 

2010 年春季(10:00~16:00) 55,333 62,608 62,132 

2010 年秋季(05:00~15:00) 54,102 49,741 55,090 

2011 年春季(全天) 62,096 63,355 61,172 

2011 年秋季(全天) 68,460 55,224 64,241 

總計(張) 273,662 264,982 269,267 

(資料來源：本計畫) 

三、 全計畫猛禽遷徙大量個案訊號比對圖 

本計畫從 2009 年執行至 2011 年辨識出了許多猛禽大量遷徙個案，由

辨識系統所辨識出之猛禽訊號圖可得知，在任何猛禽遷徙季節(春、秋)，

只要有大量猛禽遷徙情形，並被氣象雷達偵測出訊號，系統絕對可以辨識

出猛禽訊號。但是氣象雷達掃描範圍有一定極限，當猛禽遷徙飛行路徑高

度太低，或是已經超出雷達掃描範圍時，氣象雷達就無法掃描出猛禽訊號，

在氣象雷達無法掃到猛禽過境訊號時，猛禽辨識系統也就無法辨識出任何

猛禽訊號。 

表 19 是從 2009 年至 2011 年三年之間猛禽辨識系統所偵測出大量猛

禽遷徙訊號之個案統計表。從辨識結果來看，猛禽辨識系統不論是任何時

間、任何天氣的猛禽大量遷徙過境，只要氣象雷達有偵測出猛禽訊號，猛

禽辨識系統就能在雜亂的水氣訊號中辨識出猛禽訊號，即使猛禽訊號並不

強烈。 

表 19 2009~2011 年大量猛禽遷徙訊號個案統計表 

時間 過境種類 地面觀測過境數量 訊號判別時間 

2009/09/15 赤腹鷹 14,764 10:08~12:15 

2009/09/21 赤腹鷹 11,030 09:30~09:53 

2009/10/11 灰面鵟鷹 18,918 08:00~12:53 

2010/03/15 灰面鵟鷹 7,781 09:15~12:45 

2010/09/15 赤腹鷹 17,151 08:0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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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11 灰面鵟鷹 20,868 
10:15~10:53 

11:38~12:53 

2011/03/20 灰面鵟鷹 2,024 09:30~12:45 

2011/03/21 灰面鵟鷹 3,925 11:00~12:00 

2011/09/17 赤腹鷹 27,888 10:53~11:45 

2011/10/12 灰面鵟鷹 18,686 09:00~09:30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50 為全期計畫執行時，所辨識出不同時段中猛禽辨識系統辨識出

較明顯的猛禽訊號辨識圖。從各個比較圖中可看出系統不論在任何季節都

能辨識出在氣象雷達圖中所呈現的猛禽訊號。表 20 為各辨識圖在時間區

間內人工地面觀測所觀測到的猛禽過境統計。 

  
2009 年 10 月 11 日 10:38 分(原始圖) 2009 年 10 月 11 日 10:38 分(辨識圖) 

  
2009 年 10 月 12 日 07:38 分(原始圖) 2009 年 10 月 12 日 07:38 分(辨識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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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03 月 14 日 09:38 分 (原始圖) 2010 年 03 月 14 日 09:38 分(辨識圖) 

  
2011 年 03 月 15 日 10:38 分 (原始圖) 2011 年 03 月 15 日 10:38 分 (辨識圖) 

  
2010 年 10 月 11 日 09:53 分 (原始圖) 2010 年 10 月 11 日 09:53 分 (辨識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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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03 月 21 日 11:45 分 (原始圖) 2011 年 03 月 21 日 11:45 分 (辨識圖) 

  
2011 年 09 月 17 日 11:45 分(原始圖) 2011 年 09 月 17 日 11:45 分(辨識圖) 

圖 50 氣象雷達猛禽訊號辨識比對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表 20 大量猛禽過境統計表 

大量猛禽過境日期 過境時間點 猛禽種類 數量(隻) 

2009 年 10 月 11 日 07:00~10:00 灰面鵟鷹 18918 

2009 年 10 月 12 日 05:00~06:00 灰面鵟鷹 6912 

2010 年 03 月 14 日 12:30~13:30 灰面鵟鷹 4046 

2010 年 03 月 15 日 12:30~13:30 灰面鵟鷹 7781 

2010 年 10 月 11 日 10:00~12:00 灰面鵟鷹 3002 

2011 年 03 月 21 日 12:00~14:00 灰面鵟鷹 2680 

2011 年 09 月 17 日 11:15~11:23 赤腹鷹 6184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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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全期計畫執行成果 

本計畫已經證明猛禽辨識系統能掌握猛禽遷徙過境訊號，不論任何天

氣只要氣象雷達偵測出猛禽過境訊號，本系統即可將猛禽訊號辨識出，並

針對該訊號進行即時性訊息發佈動作。此外在猛禽遷徙資訊系統中本計畫

也將系統功能全面提升。除了原先所建置的所有與猛禽相關訊息、氣象雷

達圖、衛星雲圖…等相關資訊外，並增加即時猛禽訊息更新功能，讓本系

統之使用者掌握最新猛禽訊息。 

 

圖 51 猛禽遷徙資訊系統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在猛禽訊號辨識個案部分，本計畫也將辨識出之猛禽個案做統計分析。

圖 52~圖 56 是每季猛禽大量遷徙過境個案中，猛禽辨識系統所辨識出大

量猛禽訊號的時間。系統從 2009 年開始完成猛禽辨識系統雛型，並持續

在每個不同猛禽遷徙季節中辨識出大量猛禽遷徙的訊號。但由於每年大量

猛禽過境的時間非常少，因此三年累積下來所辨識的猛禽過境個案資料也

是相當珍貴，若能持續進行猛禽辨識並進行研究，取得更多猛禽遷徙訊號

樣本後，相亯對於完整的解析猛禽路徑會有十分完整的解析，並能夠將春、

秋兩季猛禽過境台灣的時間點與出沒地點完全掌握。 

圖 52~圖 56 中，系統將辨識出明顯猛禽訊號的時間以 星號表示。

從 2009 年辨識系統建立雛型並開始進行辨識，直到 2011 年春季，辨識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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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能針對過境猛禽進行猛禽過境預測，可發現猛禽辨識系統一直持續在進

步中，未來辨識系統將會持續進行辨識並將猛禽路徑完整解析，讓台灣對

於猛禽研究有更大的突破。 

 

圖 52 2009 年秋季猛禽訊號辨識統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53 2010 年春季猛禽訊號辨識統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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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2010 年秋季猛禽訊號辨識統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55 2011 年春季猛禽訊號辨識統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56 2011 年秋季猛禽訊號辨識統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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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本計畫在 2011年觀測將辨識系統重新統整後，確實提升系統對於猛禽訊

號的辨識準確率，與猛禽遷徙系統運作時的系統穩定度。辨識準確最主要

提升部分：為提升在壞天氣時辨識系統的辨識率，目前辨識系統已經能夠

在壞天氣時將其紊亂的雲層訊號去除；系統穩定度提升：為先前辨識系統

在辨識流程上過於繁雜，雖然各流程有各個流程之優點，但在系統負載上

會過於重載，導致系統辨識雷達圖效率差，以及辨識系統不穩定，在春季

觀測時已經將各辨識優缺點歸納後，整合出一套最有效率之辨識流程，讓

猛禽遷徙資訊系統在辨識上更為準確與在系統執行上更快速與更穩定。 

二、 在春季觀測期間，本計畫針對猛禽遷徙路徑與時間做預報，並在 2011年

三月成功的預報灰面鵟鷹遷徙。這證明了本系統在預報實施上是確實可

行而且有一定準確度的，由於墾丁雷達最大半徑為 100公里，假設猛禽

飛行速度為每小時 60公里，即可定義辨識系統辨識出猛禽並執行預報之

後的時間初步推估是在 30分鐘~1小時之間。 

三、 秋季觀測期間，本計畫也在 09/17、10/12、10/17、10/18，發現猛禽過

境訊號，但由於 2011年秋季天氣狀況不甚理想，因此在雷達圖上所呈現

的猛禽訊號較無 2009年與 2010年秋季時期，雷達所掃描出的猛禽訊號

明顯。但猛禽辨識系統卻未因此而無法偵測出猛禽訊號，由此點證明即

使天氣狀況不甚理想的時間，若氣象雷達有偵測出猛禽訊號，猛禽辨識

系統還是能辨識出被水氣嚴重影響之氣象雷達圖中所隱藏的猛禽訊號。 

四、 從 2011年觀測經驗可以初步歸納出猛禽遷徙路徑以及飛行高度與速度，

從三年的猛禽遷徙資料量研究，雖然能夠定義出完整最佳化辨識流程與

初步飛行路徑、高度與速度歸納，但其資訊都還尚未成熟穩定，相亯未

來在猛禽遷徙資訊系統正式上線，取得更多樣本數與分析之後，定能將

系統所產出之資訊提升到更精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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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經過本計畫應用氣象雷達訊號對於猛禽遷徙路徑長期監測與研究，發現

當猛禽在進行季節性遷徙時，氣象雷達所偵測之猛禽訊號從海面上進入

台灣南端停棲點之後即消失。由於氣象雷達對於山區訊號較不易掌握，

當猛禽進入台灣本島之後氣象雷達掃描範圍被山脈擋住，而猛禽遷徙進

入此處為雷達盲眼區，才會出現當猛禽訊號接近台灣本島後則消失的情

況。因此本計畫初判猛禽遷徙過境台灣時遷徙路徑是沿著山脈進行遷徙。 

第二節 建議 

建議一  

系統易用性修繕：立即可行之建議 

主辦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長榮大學、中央大學 

目前猛禽遷徙資訊展示系統已將所有功能實現於網頁平台上，網站展

示系統除了將管理介面操作簡化之外，並且能夠即時的將雷達圖與衛星雲

圖上傳至網頁中，因此使用者能夠第一時間看到雷達圖及衛星雲圖的最新

資料。除了網頁功能完整實現之外，在猛禽記錄表單方面本計畫也設計出

一個區塊為猛禽訊息紀錄功能，讓使用者在使用本系統追蹤猛禽時也能將

所追蹤到的猛禽記錄在系統中。而猛禽展示系統在秋季進行實地測詴時，

針對測詴人員所提供的回饋進行修改，使猛禽遷徙資訊系統更符合使用者

使用。 

 

建議二  

系統整合與系統訊息發佈：立即可行之建議 

主辦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長榮大學、中央大學 

整合簡訊發佈後台與系統訊息發佈後台，讓管理者能簡易操作並從系

統中發佈相關訊息。而網頁平台最大修正部分是整合全台有紀錄的猛禽過

境遷徙資訊並將資料即時更新，讓使用本平台的使用者登入資訊系統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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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當季最新過境訊息，本平台目前已將所有台灣相關猛禽過境資訊融入

其中並即時發佈，相亯未來對於猛禽遷徙路徑與過境時期猛禽預報都會有

相當大的幫助。 

 

建議三 

簡訊發送平台評估：立即可行之建議 

主辦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長榮大學、中央大學 

本系統在 2011 年秋季觀測時測詴過以猛禽遷徙資訊系統，「簡訊發

送平台」進行猛禽簡訊發送與電子郵件測詴，並將猛禽相關訊息傳送至指

定用戶亯箱與手機。但由於簡訊傳送需要耗費成本較高，因此建議提供猛

禽簡訊服務時，必頇經過系統進一步審核之後才提供此服務，避免造成電

訊資源不必要的使用。 

 

建議四 

系統發展與維護：立即可行之建議 

主辦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長榮大學、中央大學 

持續猛禽遷徙資訊系統的發展與維護，方能達到開發本系統的最佳目

標。未來如何進行系統維護與資料維護等相關工作，是相當重要的關鍵。

系統維護項目包含維持系統持續運作、系統資料庫維護、系統程式及伺服

器硬體維護與維修以及辨識系統維護與加強等，並需針對系統使用者回饋

進行系統修正。此系統讓我國對於猛禽遷徙路徑更加了解，也能讓國人對

於台灣的這項重要資源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並將猛禽遷徙資訊系統打造成

為世界第一的猛禽遷徙資訊發報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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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五 

猛禽遷徙資訊系統持續維持運作：立即可行之建議 

主辦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長榮大學、中央大學 

由於本系統是一個複合式系統，在系統維護運作的部分，將會依照 1.

猛禽辨識系統維護、2.猛禽遷徙資訊展示系統，進行系統維護。猛禽辨識

系統維護方面，除了持續進行辨識以外，並定期進行系統整理以保持辨識

系統持續運作。並在每年春、秋兩季猛禽過境時間，系統進行大量辨識時

間，保持系統將雷達辨識圖正確發佈至猛禽遷徙資訊展示系統之功能。 

此外在猛禽遷徙資訊展示系統維護部分，將以維護猛禽遷徙資訊系統

本身資訊，與所有使用者帳號資訊為第一要素。猛禽辨識系統資訊部分包

含地面觀測猛禽遷徙資訊、衛星雲圖天氣資訊、氣象雷達圖與猛禽辨識圖

資訊為優先備份之資料。而使用者使用端的資料也會定期進行備份工作，

以備系統進行還原或是系統版本更新時，使用者長期記錄的猛禽相關資料

能夠進行轉移或還原。 

除了上述兩部分主要系統維護工作需要進行外，猛禽遷徙資訊系統管

理員維護也是十分重要。系統管理員需要掌控使用者註冊的人數(避免惡

意重覆註冊)、並在猛禽過境期間系統發現猛禽訊號時，進行簡訊發佈與

電子郵件發佈的工作。未來管理者維護部分也還會陸續增加新的維護事項，

如：猛禽訊息相關文章發佈、建立猛禽遷徙紀錄歷年資料庫、根據使用者

回饋進行系統更新，這些部分將會成為系統永續經營的重要環節，因此未

來在進行系統維護上，必需要有一套更謹慎的維護方式來執行，才能讓猛

禽遷徙資訊系統永續經營持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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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六 

猛禽遷徙資訊系統資料傳輸、儲存及運用維護：立即可行之建議 

主辦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長榮大學、中央大學 

本系統最基本也重要的是各個雷達的圖檔，在鷹群過境期間如何維持

圖檔的順利進入系統內，並置入資料庫中，是維持系統正常運作的重要因

素。圖檔的輸入需要維持網路的順暢及流量的控制，進入資料庫的過程必

頇維護檔案名稱的檢查，檔案數量的管控以及硬碟容量的檢查。而後，由

展示介面端的畫面顯示來驗證圖檔是否有誤差，進而從輸入程式、資料庫

程式來進行修正。 

  

建議七 

猛禽遷徙資訊系統硬體維修與維護：立即可行之建議 

主辦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長榮大學、中央大學 

由於本系統所收集氣象雷達與人工地面觀測資料十分重要，而每年從

氣象雷達收集的雷達圖檔案數量也十分龐大，根據系統統計完整收集一季

(春季觀測為 3、4 月、秋季觀測為 9、10 月)雷達圖資料量約為 5G 的容量，

加上辨識圖約為 1G 容量，一年資料完整收集進資料庫，至少用掉系統資

料庫 50G 空間(加上備份資料)。長時間累積下來所需的資料儲存空間會非

常龐大。除了雷達圖資料的儲存之外，辨識系統的系統維護也是必頇定期

執行的維護工作項目。由於辨識系統在猛禽遷徙過境時間需要進行兩個月

全天候辨識(8 分鐘 1 次)，對於一般電腦系統中央處理器運作是一大負擔，

因此必頇針對辨識系統主機進行記憶體與中央處理器等運算資源進行管控，

並定期檢查所有硬體設備，若發現問題就必需馬上修繕。因此本系統對於

硬體設備與硬體儲存空間需求也必需有一定規格以上的配置，才能保障系

統運作順暢，而雷達圖資料庫也能有完善的備份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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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八 

猛禽辨識系統維護與加強：立即可行之建議 

主辦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長榮大學、中央大學 

猛禽辨識系統的維護與加強也是系統維護環節中很重要的部分，目前

猛禽辨識系統雖然已經能完整辨識出猛禽訊號。但對於系統辨識準確度還

能有一定程度上的提升如：對猛禽訊號的遷徙路徑歸納、猛禽訊號的明確

位置、並對於猛禽訊號的解析，若將上述所有氣象雷達圖中所呈現的猛禽

訊號資訊完全解析後，對於猛禽路徑的發現也能更加進步，並對於猛禽遷

徙路徑研究有更全面性的了解。辨識系統除了進行例行性維護與季節性辨

識之外，還會針對辨識系統對於不同區域(如氣象雷達地點、訊號與雷達

距離)雷達圖，在猛禽辨識上進行區域性調整。依照赤腹鷹與灰面鵟鷹遷

徙情況不同，做不同的辨識訊號篩選準則。並針對所辨識出猛禽訊號分析，

目前辨識系統對於猛禽訊號解析部分有高度、距雷達距離、飛行速度之解

析，但目前所解析的猛禽資訊，對於了解全面性的猛禽遷徙狀況還是有限，

因此系統還會針對現有資訊，對於猛禽遷徙路徑與天氣條件進行比對，找

出遷徙模式與天氣條件之相關性。 

目前系統對於猛禽辨識系統加強訊號辨識的策略如下，1.加強辨識系

統對於不同情境下辨識猛禽訊號的辨識設定、2.從辨識系統辨識出的猛禽

訊號進行進一步解析(高度、速度、訊號距離)，並以即時的方式在系統中

呈現，與猛禽遷徙訊號有關所有分析結果、3.將猛禽訊號進行歸納並探討

天氣條件與猛禽遷徙之相關性。猛禽辨識系統會針對以上各部分進行辨識

系統加強與維護的工作，並強化從氣象雷達圖中所得到的猛禽訊息，未來

猛禽辨識系統所要呈現的不再只是猛禽位置，而是提高到猛禽飛行高度、

飛行速度、登陸時間預測…等，各種與猛禽遷徙有關的訊息都將被辨識系

統逐一找出，並將猛禽過境所有相關資料呈現於「猛禽遷徙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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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九 

系統雷達資料庫與國外氣象雷達資訊結合，建立更完整的猛禽追蹤系統：

中長期之建議 

主辦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長榮大學、中央大學 

由於猛禽遷徙路徑範圍非常大，台灣對於猛禽過境之整體範圍所占比

例較少，因此除了台灣本身雷達資訊外，東亞各國有關猛禽遷徙範圍內之

氣象雷達也是系統中非常有效的研究資源。若能結合各國雷達資訊，並由

本系統辨識出猛禽訊號後，再將所辨識猛禽訊號整合，對於了解赤腹鷹與

灰面鵟鷹完整遷徙路徑會有很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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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墾丁國家公園猛禽遷徙資訊系統建置計畫（三）」委辦勞務

案服務企畫書評選會議紀錄 

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100年 2月 15日下午 14時正     記錄：蔡乙榮  

開會地點：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中型會議室 

主持（召集）人：林文敏  

評選委員： 

國立臺灣大學  李委員玲玲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裴委員家騏 

高雄醫學大學  程委員建中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林委員青（出差）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李委員登志（出差）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林委員欽旭（另有公務）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林委員文敏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陳委員玄武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簡委員文山（請假）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服務廠商 長榮大學  賴亯志  潘貞杰  王佑仁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馬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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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辭：本會議為本處 100年度委辦案之評選會議，感謝李委員、裴

委員及程委員等 3位外聘委員前來協助本案之評選工作，請

承辦課室先行報告之後，再請長榮大學進行簡報，採依各委

員意見即問即答。 

承辦課室報告：本案評選委員共有 9位，有外聘委員 3位及內聘委員 6

位，外聘委員全數出席，內聘委員 2位出席，符合相關

規定。評選會議之評選委員提問及回應方式，外聘委員

部分採依各委員意見即問即答，內聘委員部分採統問統

答方式進行。 

參選單位簡報：長榮大學賴亯志博士簡報（詳如：服務企畫書）。 

會議討論： 

代理主持人林課長文敏： 

      感謝長榮大學賴亯志博士的簡報，請各位評選委員提出問題，並

請長榮大學進行回答。 

提問人員 問題及意見 長榮大學回應 

李玲玲委員  

1.辨識結果圖跳動的時間間 

  格多久一次? 

 

2.數量估算有一定的困難    

  度，可以直接從資料上直 

  接自動做出數量上的判  

  讀? 

 

3.在資料報告上看到數量準  

  確度?能判斷出為何種猛  

  禽? 

計畫主持人賴亯志博士回應： 

1.由於雷達圖間格約為每 8分 

  鐘一張每小時 8張，所以是  

  隨著雷達時間在執行辨識。 

2.我們數量上的估算是要跟地  

  面人工觀察出來的數量結合 

  ，我們在去年曾經詴著把人 

  工觀測與訊號大小做搭配， 

  但效果不佳，今年會再調

整。 

3.數量估算是必要的，但是使 

  用過去的方法估算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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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計畫主要在於追蹤猛禽路  

  徑，只限制在墾丁(雷達  

  站)地區還是預計到全台? 

 

5.請說明器材、資料儲存、  

  以及網路的維護 

 

6.未來此辨識系統為全年執  

  行或者是只有限定在觀測 

  期間，以及之後維護的成 

  本有多高? 

 

 

 

 

7.此系統為全世界第一套 

  的技術，是否有機會取得 

  鄰近國家的氣象資料也 

  做類似分析? 

 

  ，目前正在開發新的方式。 

  目前並沒有辦法準確的判斷 

  出數量與種類。 

4.我們目前全台雷達都有接收 

  ，但是去年五分山雷達站由  

  於格式問題，所以我們沒有 

  辦法收取使用。 

5.目前系統發展已至僅需雷達 

  與衛星資料既可進行處理，  

  全天空資料主要用於校驗。 

6.主要針對遷徙性猛禽系統執 

  行訊號較為明顯，且由於資 

  料量龐大，所以目前只針對 

  主要的春秋兩季，而以往的 

  資料都有儲存下來以便日後 

  調查。 

計畫協同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

應： 

7.有詴著取得廈門、金門地區 

  的雷達資料，這將有助於幫 

  助我們了解猛禽遷徙的方向 

  。日本方面有長期的合作， 

  但是沖繩地區品質不盡理想 

  。菲律賓方面待花蓮雷達站 

  退役後我們會將雷達放置巴 

  丹島，可將雷達掃描範圍南 

  遷。 

其他 : 

計畫協同主持人潘貞杰博士補

充回應： 

2.數量估算這方面我們是延用 

  墾管處的資料，但是我們主 

  要重點在於影像處理雷達圖 

  確定鷹群與移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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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家騏委員  

1.說明此系統與孫元勳老師 

  之前所做的研究之差異或   

  修正。 

 

 

 

 

 

 

 

2.孫元勳老師雷達研究資料 

  結果顯示地面調查因受限  

  於視力並不完整。 

 

 

3.未來校正方程式時，仍需 

  要一個實際值與回波進行 

  校正，地面觀測有誤差未 

  來若還是倚靠地面觀測值 

  當作基準與回波校正也不  

  太妥當，長期資料收集下 

  來會產生較好的方程式的 

  話，實際值的收集需有個 

  辦法，不認為地面觀測資  

  料可以當作實際值，以及 

  過去是否有人靠地面資料 

  做過類似的飛行路徑? 

 

 

4.都普勒可以用來做鷹群的 

  判讀，是否能在野放的個 

  體上放置判別訊號再利用 

  比例式的方式幫助判別物 

  種與數量? 

計畫主持人賴亯志博士回應： 

1.孫老師之研究為此系統的雛 

  形，且過程頇以人工完成， 

  而此系統利用自動化及資訊 

  化的過程能夠較即時的展示 

  出，而數量部份我們將這兩 

  年所蒐集到的資訊套入孫老 

  師的方程式裡，發現差異性 

  太大，我們期盼蒐集更大量 

  的資料後能夠推估出一個較 

  正確的方程式。 

2.這方面需經由時間與空間的 

  推估再做修正，地面觀測是  

  目前唯一可依循的資料，再   

  多一點的個案來驗證較能夠 

  做判定。 

保育研究課蔡技士乙榮補充回

應: 

3.藍正裕碩士論文中所提及的 

  誤差為雷達上有資料但是地 

  面記錄並無資料，此類誤差 

  約為兩成，另兩類誤差為距 

  離太遠而看不到，以及地面 

  觀測已結束但雷達資料仍在 

  持續，以上三種並不為數量 

  上的誤差，而是調查到的鷹 

  群數量的誤差；路徑部分目 

  前在海域幾乎沒有資料，目 

  前最新路徑為衛星定位追蹤 

  。 

4.理論上來說是可行的，但是 

  可能需要整個鷹群才能夠反 

  映出效果，單獨個體並沒有 

  辦法提供完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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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此套展示系統對一般民眾 

  來說可在雷達圖上清楚的 

  看到鷹河訊號已經足夠， 

  但是我覺得這套系統更重 

  要的應該是在科學方面的 

  累積，但是在現在數量的 

  估算系統不純熟之前是否 

  該有相對應的東西出來讓 

  我們有個概念，這在有絕 

  對數量之前先有個相對數 

  量來說已經很棒。 

6.那這方面可以判斷出鷹種 

  的回波強度差異大?是否 

  可以透過地面觀測校正比 

  例? 

 

7.台灣在兩條鳥類遷移的交 

  界，是否該有北邊與南邊 

  的資料連繫? 

 

 

計畫協同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

應: 

5.這方面是可行的，目前系統 

  就是將鷹河的回波與非鷹河 

  的回波區隔開，可以累計這 

  一季鷹群所造成的回波強度 

  總共是多少。 

 

 

 

 

 

 

6.可以嘗詴，我們也有透過不 

  同的方式進行數量估算，除 

  了回波強度我們也有透過影 

  像面積與相對距離，這方面 

  仍需要一些特別設計。 

7.藉由過去的調查，鷹群極有 

  可能是直接跨越海峽飛向台 

  灣，所以如果我們有廈門方 

  面的雷達資料是很棒的，巴 

  丹島方面待氣象局完成，所  

  以屆時我們就大致能夠有沖 

  繩、廈門、台灣以及菲律賓  

  方面的資料，有機會我們都 

  有詴著做接觸，但是牽扯到 

  資料部分這在廈門方面是非 

  常敏感的。 

程建中委員  

1.本計劃書中所呈現    

  2009/2010年個案分析，   

  如何以兩、三年之有限案 

  例發展出精確可靠之遷移 

  性猛禽族群之估計判讀系 

計畫主持人賴亯志博士回應： 

1.族群計算一直有再進行，但 

  是系統一直不夠成熟，目前 

  正詴著用濾波的動作做出統 

  整，利用這兩年將近 40~50 

  個個案，目前的五種辨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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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以及在國家公園猛禽 

  遷徙資訊系統維護上，如 

  何持續維護?如何在三到 

  五年後更新? 

 

 

 

 

 

 

 

 

 

2.鷹群可能因為其他因素而 

  改變方向，此系統是否能 

  夠預測告知某時某地會有 

  多少的機率看的到鷹群。 

 

  式可以針對各種不同的天候 

  ，會再詳細的列出以便各位 

  老師了解目前系統發展的成 

  度。我們回頭蒐集之前 10

年 

  的雷達資料搭配地面觀測資 

  料，會有更多的個案可以提 

  供我們進行分析與辨識，但 

  是這也會牽扯到系統維護的   

  部分，這部分還需要我們更 

  進一步的努力。 

 

計畫協同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

應： 

2.鷹群北返時我們可以提前兩 

  個小時告知有鷹群訊號在南   

  方海面上，方向經由時序圖 

  修正是可預測的，而南遷時 

  飛行型態不同，這方面我們 

  私底也有再進行，但是仍需 

  要再努力。 

 

計畫協同主持人潘貞杰博士補

充回應： 

1.數量估計這方面我們私底下      

  一直有再進行，但是計畫主   

  要是資訊展示系統成熟，而 

  數量估計這方面我們一直不 

  盡滿意，所以沒有提出來。 

  目前的五種辨識方法是我們 

  針對台灣的天候進行辨識， 

  我們用過去台灣 20~30年的 

  天候當作背景，所以天候的   

  差異性應該是可以接受的， 

  而每一種天候的誤差目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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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還未著手，這也是我們要 

  努力的方向。維護與更新的 

  部分由於系統是以全自動化 

  進行，主要成果式呈現出鷹 

  群的訊號，之後會經由氣象 

  局方面著手不會因為計畫結 

  束系統就停擺，維護這一部 

  分我們朝著最節省人力物力 

  的方面進行。 

陳玄武委員  

1.目前雷達訊號收集是由老 

  師這方面與氣象局接洽近  

  年是否可維持資料持續進 

  檔? 

2.目前網站架在哪邊?未來  

  網站會架在哪邊? 

 

 

 

 

3.為何網站採用會員制? 

 

 

 

 

 

 

4.氣象預報的資料何來?是  

  否有牽涉到相關法規? 

5.有關 E-mail通報的部 

  分，在何種狀況下會發

送? 

 

 

 

計畫主持人賴亯志博士回應： 

1.未來雷達資料將由墾管處與 

  氣象局接觸，所以資料進檔  

  方面是沒有問題的。 

 

2.計畫初已與墾管處協議網站 

  位置架設於長榮大學，網路 

  聯繫與資料傳輸即使計畫結 

  束後利用維護的方式進行， 

  由於是學校的網路系統所以 

  有專人負責。 

3.有些使用者不需要用到地面 

  觀測調查的資料，區分開的 

  主要原因，有興趣的使用者 

  可直接接觸到資料庫，一般   

  使用者不需要用到，也可在 

  流量上做管控的動作，是網 

  站貣初的設計。 

4.氣象預報的資料是取自氣象 

  局，這方面的資料是免費

的。 

5.在雷達判別系統裡確定鷹河 

  訊號就會送出訊號通知系統 

  ，包括 E-mail發送的功

能， 

  在經費方面也有編列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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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經費部分人事費編列，請 

  注意是否符合內政部相關 

  法規? 

7.有關種類與數量的問題是 

  否可以利用照片影像確立 

  比對，是否有比較好的效 

  果? 

 

  發送的費用，但是這方面還 

  需要再討論。 

6.經費編列比例部分是我們要 

  在檢討的部分。 

 

7.雷達出來的只是一個數值， 

  藉由影像處理的方式把雜訊 

  濾掉，要直接在雷達圖上判 

  斷出必頇要另外加一條額外 

  的訊息進入系統判讀再結合 

  資訊，這方面或許可行，但 

  這是另一個需要建置的系統 

  。 

會議結論：本案評選結果，服務廠商長榮大學平均分數達到 80 分以上，

經出席評選委員過半數同意，評選合格，將簽奉本處處長

或授權人核定後，以憑辦理後續議價事宜。 

散會時間：100 年 2 月 15 日下午 15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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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墾丁國家公園猛禽遷徙資訊系統建置計畫（三）」

委辦勞務案期中簡報審查會議紀錄 

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100 年 7 月 15 日上午 10 時正     記錄：蔡

乙榮  

開會地點：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大型會議室 

主持（召集）人：李登志 

審查委員： 

國立臺灣大學  李委員玲玲（請假）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裴委員家騏 

高雄醫學大學  程委員建中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李委員登志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林委員欽旭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林委員文敏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陳委員玄武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簡委員文山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受委託單位 長榮大學  賴亯志  潘貞杰  王佑仁  詹國芳 

內政部營建署（未派員） 

社團法人台灣猛禽研究會（未派員） 

社團法人屏東縣野鳥學會（未派員）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董于瑄  曾添丁  馬協群  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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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辭：本會議為本處 100 年度委辦案之期中簡報審查會議，感謝

外聘委員裴委員及程委員前來協助本案期中簡報審查工作，

首先由業務課室進行報告，再請受委託單位長榮大學進行

期中簡報，審查過程進行方式外聘委員之提問採即問即答，

本處委員之提問採統問統答。 

業務課室報告：本案受委託單位已依約如期於 100 年 7 月 31 日前提出

期中報告，並蒞處進行期中簡報，期中簡報審查聘有 3

位外聘審查委員，其中李委員請假無法出席，內聘委

員 5 位均有出席，出列席單位內政部營建署、社團法

人台灣猛禽研究會及社團法人屏東縣野鳥學會均未派

員出席。 

受委託單位簡報：計畫主持人長榮大學賴亯志博士簡報（詳如：期中

報告書）。 

審查委員及與會人員提問： 

主持人李副處長登志： 

感謝長榮大學賴亯志博士的簡報，先請外聘委員提出問題，再

由本處委員提問，並請長榮大學進行回答。 

提問人員 問題及意見 長榮大學回應 

程建中委員  

1. 請說明如何協助國家公

園管理處與中央氣象局

之間資料提取流程及確

定程序。尤以確認雙方

對口單位及負責人員之

訊息及溝通程序。 

2. 請說明如何替管理處建

立維護及更新此一資訊

計畫主持人賴亯志博士回應： 

1. 本計畫在協助建立雷達資料

提取流程這部分已經有請中

央氣象局鄧博士與墾管處聯

繫建立雷達資料提取流程相

關事宜。 

 

2. 資料提取流程基本上是採用

互惠合作的方式來建立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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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本管理處有無確

定負責單位及人員？如

何結合本處理有及發展

中資訊展示系統？ 

管道，中央氣象局會提出所

需要的基本人力與維護費，

再與墾管處建立雷達資料提

取管道。 

裴家騏委員  

1. 請分析過去數年雷達資

訊及地面觀察所掌握的

鷹群數的差異。 

 

2. 鷹群及鷹隻即時預測及

長期監測為本計畫之重

點，請討論雷達資料在

這兩個重點的貢獻。 

 

 

 

 

 

 

 

 

 

 

 

 

 

 

3. 建議預測及監測區隔處

理以降低對即時資料的

需求，同時也比較有可

能取得氣象局以外的雷

達(如國防或國外)資

料。 

 

 

計畫主持人賴亯志博士回應： 

1. 這三年來所掌握的雷達圖資

和猛禽過境數量統計，會在

期末報告將完整數據在期末

簡報時完整報告。 

2. 目前雷達資料應用於鷹群以

及鷹隻的即時預測與監測最

主要還是在於猛禽訊號辨識

的部分，至於今年所發現雷

達死角的問題，目前所思考

的解決方向，是使用移動式

雷達進行死角補足偵測猛禽

訊號。由於猛禽過境的兩個

季節較無劇烈天氣情況，所

以若條件許可希望將移動式

雷達放置於死角的位置進行

猛禽訊號掃描。移動式雷達

除了能夠補足氣象雷達掃描

死角之外，還能夠將雷達訊

號立體化，再針對此雷達回

波強度進行猛禽數量統計驗

證，但這部分的嘗詴還需要

另一個研究提案來進行。 

3. 除了氣象局以外的雷達資料

以外，本計畫最初想取得的

雷達資料還有包括國防所使

用的軍事雷達資料。若能將

軍用雷達所繪製出的雷達圖

應用在猛禽訊號辨識上對於

此研究一定更有幫助，但這

牽涉到國防的問題了，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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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波強度與鷹隻數量之

回歸分析相關性已相當

不錯，建議再增加樣本

的同時，也注意增加資

料的品質。 

分雷達資料還需要與國防單

位溝通之後，才能進一步討

論資料是否能取得之問題，

因此在氣象局之外雷達資料

取得的部分需要進一步與國

防單位討論。 

4. 最後一個，嘗詴的做數量的

推估。我們知道這也是所有

委員一直很希望我們可以做

出來的部分，就在我們發展

好我們的系統之後，我們會

把過去三年地面調查比較高

品質的再拿出來再作進行。

在期中報告之前我們拿了幾

個點數數量不多，但我們詴

著去做，目前的基準我們就

是把人工調查當作百分之

百。那前一陣子有一位老師

看到我們的報告，那他主動

跟我們聯絡說他有無人飛

機，要不要飛上去看看，那

或許這也是另外一種可行

性，但是飛機也許會影響到

鳥群自然的運作，所以我要

說我們可以評估看看。回波

強度的影響因素，事實上跟

當時的氣候有關；例如在天

氣非常晴朗的時候你會看到

非常多的雜訊，雜訊來自於

第一個：海面上的回波。第

二個可以來自於雷達掃出去

的時候掃到一些其他特別的

物質可能會產生一些雜訊出

來。那第三個就是飛機飛過

去，也算雜訊。所以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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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達回波的時候還有一點很

重要的叫做地形。如果地表

產生一些風的波動，它也會

產生雜訊。所以我們在做這

些雜訊濾除的過程，事實上

就是把雲跟雨，還有海面的

雜訊和一些本來在收集回波

的時候就有一些干擾式的雜

訊，我們都會把他去除掉，

那剩下這些符合鳥飛行的回

波強度，我們就把他留下

來。 

計畫協同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

應： 

1. 關於雷達死角補救問題，目

前本計畫積極的向各個有雷

達的國家單位接觸，有部分

國防與海防單位部分希望能

夠以此辨識技術處理特定時

段雷達產生雜訊問題，但此

部分的雷達資料提取較困

難。而今年中科院有雷達在

固定時間被猛禽干擾也希望

請我們去看看，這部分的雷

達資料提取則能夠與中科院

溝通並做嘗詴。 

2. 而今年赤腹鷹較晚過境為計

畫執行以來出現的特例，往

年赤腹鷹過境時間都較今年

早。因此在赤腹鷹過境時間

與遷徙路徑之部分還需要有

更多雷達資訊輔助並做驗

證。希望能在往後拿到廈門

的雷達資料輔助尋找出從八

卦山遷徙過境的鷹群；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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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島的雷達資料來輔助歸納

出猛禽遷徙經過菲律賓群島

時的路徑。 

3. 猛禽回波強度回歸是由雷達

辨識圖與地面人工觀測資料

所進行的一項初步猛禽數量

回歸的計算，目前回歸所使

用的資料都是根據地面人工

觀測資料所統計，未來希望

能先歸納出人工觀測的觀察

範圍，再以此範圍的猛禽回

波訊號來做數量回歸統計，

並使用此回歸結果推測出人

工觀測範圍以外的猛禽正確

數量。 

林欽旭委員  

1. 未來資訊系統之更新維

護，使用者之管理等均

應確立權責。如歸由長

榮大學負責，與本處官

網連結，其頻寬、資料

傳輸率、壓縮百分比、

解析度、電子影音格式

均應確保穩定，以免使

用時讀取困難、復斷或

中斷當機。 

 

 

 

 

 

 

 

 

 

計畫主持人賴亯志博士回應： 

1. 當初設計的時候，因為會涉

及到很多圖檔的傳輸，所以

在猛禽遷徙資訊系統網站展

示的部份為在墾管處的官網

放一個連結，然後將此連結

點入之後，就可以到猛禽遷

徙資訊系統首頁。目前網頁

的伺服器是放在長榮大學，

目前與墾管處的共識為以後

學校會與墾管處簽定維護合

約，則系統網路流量的部分

就由學校來負擔。因此主要

瀏覽網站部分是在學校，這

樣墾管處的網路流量負擔就

能相對減少。目前系統設置

地點有兩處，主機在長榮大

學，備份在中央大學，假設

若長榮大學的網路斷了或是

損壞，系統會自動轉接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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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資訊系統之操作流

程，為便於讓使用者點

按閱覽，應將流程以畫

頁頁籤輔助說明。 

 

 

 

 

 

 

 

 

3. 本資訊系統之完成網

頁，請在期末報告中展

示，此刊尚有機會微

調。 

 

 

 

 

 

 

 

 

 

 

4. 本案獲取電子影音（聲

音、視訊、影像檔資料

或圖片）可否在

央大學的備份網站，由於兩

間學校的學術網路頻寬都是

可以負擔，因此在流量限制

上就能提供大量使用者瀏覽

網站。 

2. 秘書所提到管理人員和後續

網站的管理問題，倘若墾管

處與學校有一個維護合約，

則網站部分當然是由學校負

責。至於網站操作手冊部分

本計畫會把猛禽遷徙資訊系

統的操作使用手冊在期末的

時候當成附件一併附上。由

於目前系統還是處於建置階

段，因此網站使用手冊勢必

要將系統建置完成後再依照

系統使用方式來編寫。 

3. 目前在猛禽遷徙資訊系統所

使用的資料格式有兩種形

式，一是文字檔；另外一個

就是 GIF檔。而在本計畫會

將雷達圖檔擺放在 Google 

Earth上，雷達圖檔案並不

大，因此在網路傳輸方面的

問題不需要太過於擔心。當

網站正式上線之後本計畫會

要求學校固定留一條頻寬來

負擔雷達圖檔網路傳輸問

題，因此在網路傳輸的部分

未來會以這樣的方式處理。 

4. 關於 facebook和 youtube

的問題，其實可以在上面成

立社團之類的，但是就是要

有管理人員或是真的很熱忱

的同好來幫忙，不然就會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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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或 youtube上

展示，擴增應用或瀏覽

之機會？ 

 

其他網站一下經營不善倒掉

的情況，所以在這部份還需

要多加嘗詴一番。其實之前

潘老師就建議在 facebook

上成立粉絲團來詴詴看，或

許在九月開放平台讓人使用

之後，也許也可以開個粉絲

團詴詴看。 

林文敏委員  

1. 雷達圖的處理需要由人

工操作還是由系統處

理。 

計畫主持人賴亯志博士回應： 

1. 系統辨識部分除非是人工調

查有鳥的數據而雷達卻無法

偵測到猛禽訊號，當此狀況

發生時才會一張一張用人工

方式檢查圖檔，否則的話目

前所有的雷達影像是全自動

化處理的。所以只要雷達圖

進檔之後，最後的辨識結果

就會依照辨識流程所設定產

出辨識圖，這部分是屬於全

自動化處理的。第二部份，

從去年賞鷹經驗得知，目前

猛禽辨識系統的辨識技術已

經可以達到一定的準確度，

但是猛禽飛行高度太低，或

者是雲層太厚實的情況，這

些情況雷達是掃不到猛禽訊

號的，因此在這部分本計畫

也很需要有其他資料來補足

雷達訊號無法偵測的問題，

若氣象雷達還是無法掃到猛

禽過境的猛禽訊號，則猛禽

辨識在辨識上還是有一定的

限制在。 

簡文山委員  

1. 有關期中報告結論中第

計畫主持人賴亯志博士回應： 

1. 雖然猛禽辨識系統以達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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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提到今年四月赤腹

鷹大量遷徙過境，但雷

達並無法掃到是屬特別

或是這三年裡都是如

此。若是如此，那是否

僅以人工為基準，那對

於雷達無法掃到應如何

補救此情形。以提高辨

識。 

夠辨識出猛禽的目的，但以

今年特例來討論。今年四月

赤腹鷹過境時飛行高度很

低，因此在雷達圖上也無法

呈現出訊號。因此這部分並

非辨識程式判讀錯誤，而是

當雷達圖上沒有猛禽訊號時

不論判讀程式如何改善還是

無法辨識出猛禽訊號。 

陳玄武委員  

1. 請問老師是否計算目前

辨識正確性之比率有多

少？ 

 

 

 

 

 

 

 

 

 

 

 

 

 

 

 

 

 

2. 未來是否打算此一技

術，以研究猛禽遷徒路

線？ 

 

 

計畫主持人賴亯志博士回應： 

1. 辨識率的正確數字還尚未在

期中報告裡面把數據呈現出

來，目前在猛禽辨識的做法

是就算今天人工調查沒有鳥

系統也會做雷達圖辨識的動

作，因此當人工調查沒有發

現猛禽時，系統沒有辨識到

任何猛禽訊號則此為成功辨

識。由於圖檔數量龐大一季

就有二十幾萬筆的資料，對

於辨識率的部分也不斷的再

做檢查，統整完數據之後期

末報告的會將辨識率數據附

上。但當猛禽的數量太少，

回波強度小到辨識系統無法

辨識出猛禽訊號時，此狀況

則是為低於猛禽回波的平均

值，因此低於猛禽回波強度

的平均值隻雷達訊號，辨識

系統會將其訊號篩掉。 

2. 關於猛禽遷徙的路線，目前

也在準備怎樣把飛出去又飛

回來的流程辨識修好，因為

這算是特例，因為還要辨識

天氣狀況，而且人工調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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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案鑑識猛禽，其數量

是否有低限？ 

4. 建議會員分級在預報部

分，可分簡訊、mail

等。 

5. 在秋季猛禽會遷徙，有

一種可能就是南飛後因

天候不佳而返回。 

有訊息是回來的猛禽，所以

那個部份可以去做檢查，然

後把程式修好，並找出所有

可能的猛禽訊號。 

3. E-mail和簡訊的部分其實

一直都在進行，當 E-mail

部分完成之後再進行簡訊通

知的部分，E-mail是本系

統的第一步，E-mail只要

是一般會員會都會收到的，

簡訊的部分則是進階會員才

會收到簡訊。 

馬協群課長  

 

1. 對於雷達資料提取初步

方向為，與中央氣象局

建立策略聯盟，再由墾

管處與長榮大學或中央

大學簽訂維護約，為避

免造成日後辨識程式維

修時的不便，因此墾管

處傾向於以維護約的方

式與服務單位合作，再

經由服務單位與中央氣

象局合作並維持猛禽資

訊系統之運作。 

2. 網頁系統是否可分為遊

客與會員，遊客和會員

所需不同。 

3. 資料辨識系統形式上還

有許多方向，可以放到

維護約，慢慢完成，國

防部以互惠形式或許能

取得資料。 

計畫協同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

應： 

1. 由於本系統為猛禽資訊展示

系統，基本上預報猛禽路徑

之部分為可異動部分。若將

預報部分從系統中移除，則

能夠節省十分龐大之即時雷

達傳輸的經費，但若持續執

行預報部分則在雷達資料即

時提取的部分則需要較多的

經費支出，以維持雷達資料

即時傳輸之功能。 

 

 

2. 原先設定為一般與正式會

員，遊客與會員這部分設計

回去會馬上修正尤其像路徑

遊客所需的資訊，在期中報

告整理過程 7、8月份會再

跟馬課長與蔡老師討論有哪

些要放在遊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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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于瑄委員  

1. 是否現在還會有一些偽

性訊號的數據，可能是

鳥實際上不是，這樣的

現象 會不會有辦法評估

是哪些現象造成? 

2. 雷達回波強度的方面，

應該也是有其極限存在 

會有不夠穩定的數據出

來。 

3. 當老師已經做出預測，

大概距離到達台灣驗證

時間是多少? 

計畫主持人賴亯志博士回應： 

1. 系統辨識時主要是把不是鳥

的訊號去除，過去當然也發

現許多偽訊的訊號所以用統

計的方式把假的訊號去掉例

如 10萬筆的統計當然也有

可能錯誤。 

曾添丁委員  

1. 從資料裡面看到 1季有

20萬筆資料是不是跟鷹

群飛行速度高度距離出

現時間 這些是否可以分

析出來做一個趨勢，因

為這對解說人員是很好

的資料。 

2. 剛剛提到春季回來有些

路線這些路線跟風力風

向是否有關連，資料夠

多就可以分析一下 

計畫主持人賴亯志博士回應： 

1. 我們能掌握的風只有地面

的，但是地面與空中差很

多，也許能使用釋放探空氣

球得到資訊。 

業務承辦人

保育課蔡技

士乙榮 

1. 這個系統原先構想許多

鳥經過台灣許多人想要

知道但是可能我們手上

資料或人員不見得有辦

法滿足這樣的需求，基

本上我們強調服務。另

外的層面老師會很關

心，研究監測這個區塊

不能一直用人去處理，

長時間耗下來可能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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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問題，所以跟賴老

師在接洽上滿足一般民

眾需求，讓民眾看到想

看的資訊例如給他一個

動態的感覺，你這個時

間點進來我已經收集到

這些氣象雷達資料 經過

我系統分析結果哪個時

間點在這區域內 掃描到

甚麼東西 趨勢如何 可

能就是移動路徑賴老師

今天有提到，我會告訴

你這裡有鷹在飛 這裡有

多少數量在飛，不只路

線還有數量那是在最終

結果會呈現的。 

2. 花了三年時間 真的有很

多事情可以透過這個系

統來完成，希望未來可

以提供研究者使用，這

個區塊也是後來才發現

可以完成，所以直接把

這個構思放進來，所以

今天報告的都已超越了

原先構想需求越多就越

來越進步 這個系統最後

會提供一般民眾 管理單

位研究單位所需要的東

西 這些本身是一個資料

庫，未來這些資料可以

做其他處理應用未來發

展就是國際合作。 

李登志委員  

1. 目前雷達進行猛禽過境

預報確定可行，但是否

計畫主持人賴亯志博士回應： 

1. 針對猛禽路徑預測時間，是

使用三顆雷達同時使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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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計算出猛禽正確過

境與登陸時間，提供給

賞鷹遊客能夠掌握更精

確的猛禽遷徙資訊。 

辨識，而目前雷達辨識完成

後會將猛禽訊號與 Google 

Earth結合並放置精密的猛

禽模型。而這部分有網路頻

寬傳輸讀取速度較慢的問

題，本計畫會盡快將問題解

決並做展示。 

業務承辦人保育研究課蔡乙榮技士說明： 

1.這個系統原先構想是有許多鳥會遷徙經過台灣，而有越來越多的

人想要知道這些訊息，但是我們既有的資料或人員，不見得有辦

法滿足這樣的需求，基本上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強調服務，因此

希望透過此系統的建置來提供更多更有用的訊息。另外，已有許

多相關領域的老師都很關心，研究監測這個區塊不能一直用人去

處理，長時間耗下來可能也是一個問題。所以，在與賴老師接觸

後，希望能夠運用科技來滿足一般民眾的需求，讓民眾看到想看

的資訊，例如：提供一個動態的訊息，當使用者進入系統的展示

平台時，系統已經收集到相關的氣象雷達資料，經過自動化分析

處理，將猛禽遷徙的時間及空間等資訊展示出來，甚至有遷徙的

路徑與速度等趨勢，並提供示意性的鷹群數量大小資料，讓使用

者可以自行透過網路查詢，獲得接近於「即時」的猛禽遷徙資訊。 

2.這項三年計畫進行到最後一年，發現真的有很多事情可以透過這

個系統來完成，希望未來可以提供研究者使用資料庫所蒐集的資

料進行研究，這個區塊也是後來才發現的意外收獲。今天報告的

內容已經超越了原先的構想，因為經過不斷的討論與檢討，新的

構思陸續放進來，所以需求也越來越多，系統功能也就越來越進

步。這個系統最後除了提供一般民眾所需的資訊之外，也將提供

管理單位及研究單位所需要的資料與資訊，系統是兼具展示平台

與資料庫的功能，未來不只可以做為其他處理應用，還有國際合

作的發展性。 

會議結論：本案期中簡報審查結果，通過。 

散會時間：100 年 7 月 15 日中午 12 時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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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墾丁國家公園猛禽遷徙資訊系統建置計畫（三）」

委辦勞務案期末簡報審查會議紀錄 

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30 日下午 14 時正記錄：蔡乙榮 

開會地點：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大型會議室 

主持（召集）人：李登志 

審查委員： 

國立臺灣大學李委員玲玲（請假）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裴委員家騏（請假） 

高雄醫學大學程委員建中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李委員登志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林委員欽旭（另有公務）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林委員文敏（另有公務）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陳委員玄武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簡委員文山（另有公務）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受委託單位 長榮大學 賴亯志 潘貞杰 王佑仁 李其蓁 

內政部營建署（未派員） 

社團法人台灣猛禽研究會楊明淵 

社團法人屏東縣野鳥學會（未派員）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陳亯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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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辭：本會議為本處 100 年度委辦案之期末簡報審查會議，感謝

外聘程委員前來協助本案期末簡報審查工作，首先由業務課

室進行報告，再請受委託單位長榮大學進行期末簡報，審查

過程進行方式外聘委員之提問採即問即答，本處委員之提問

採統問統答。 

業務課室報告：本案受委託單位已依約如期於 100 年 11 月 30 日前提

出期末報告，並蒞處進行期末簡報，期末簡報審查聘有

3 位外聘審查委員，其中李委員及裴委員請假無法出席，

內聘委員 5 位有 2 位出席，出列席單位僅有社團法人

台灣猛禽研究會出席，內政部營建署及社團法人屏東縣

野鳥學會未派員出席。 

受委託單位簡報：計畫主持人長榮大學賴亯志博士簡報（詳如：期末報

告書）。 

審查委員及與會人員提問： 

主持人李副處長登志：  

感謝長榮大學賴亯志博士的簡報，先請外聘委員提出問題，再

由本處委員提問，並請長榮大學進行回答。 

提問人員 問題及意見 長榮大學回應 

程建中委員  

1. 對於春季個案分析中不

成功的案例有何想法? 

 

 

 

 

 

 

 

 

 

2. 把現有的技術，套用到

過去的資料紀錄，是否

計畫主持人賴亯志博士回應： 

1. 對於春季個案分析中，赤腹

鷹遷徙時無法辨識出猛禽訊

號的原因分析結果如下，由

於赤腹鷹飛行高度低於氣象

雷達仰角掃描高度，因此當

赤腹鷹遷徙高度位於雷達掃

描角度死角時，氣象雷達就

無法掃出猛禽訊號。 

計畫協同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

應： 

2. 對於氣象雷達資料提取部

分，本計畫曾經有向中央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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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高預測的可亯度? 象象局提出資料提取申請。

但由於氣象雷達資料存檔方

法是將整年檔案壓縮封存。

若要將整年雷達資料檔案解

壓縮取出，提取資料工程需

要花費許多時間，因此若要

提取氣象雷達歷史資料進行

分析，還需要與中央氣象局

溝通資料提取流程與方法。 

社團法人台

灣猛禽研究

會楊明淵委

員 

 

1. 南遷時可能從大陸過來

的數量較多，因為彰化

有大量過境紀錄，所以

七股雷達站掃的到猛禽

訊號嗎？ 

 

 

 

 

2. 在網頁上看雷達圖時，

如何確認猛禽訊號？ 

 

 

 

 

 

 

3. 水氣是否有出現在雷達

圖上，那會不會影響辨

識? 

 

 

 

 

計畫主持人賴亯志博士回應： 

1. 七股雷達往陸地掃描的那一

區塊，從雷達建立時雜訊干

擾的狀況就非常明顯，而且

雜訊位置是不固定的，若雜

訊是固定干擾訊號，辨識系

統就很容易濾除掉雜訊，但

由於七股氣象雷達原始圖雜

訊太多，目前要解決此狀況

是較困難的。 

2. 目前要從網站雷達圖中看出

猛禽訊號是需要些許雷達圖

判讀經驗，但未來辨識系統

會將赤腹鷹和灰面鵟鷹的訊

號代表門檻值給界定出來，

並將猛禽訊號做一個加強性

的處理，讓猛禽訊號更加明

顯。 

3. 雷達圖中水氣訊號無時無刻

都存在雷達圖上，雖然水氣

會干擾系統判別雷達圖中猛

禽訊號，但只要水氣訊號不

與猛禽訊號相對位置重疊，

遮蔽猛禽訊號，辨識系統絕

對可以辨識出水氣訊號與猛

禽訊號。若鷹群在水氣中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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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猛禽登陸地點的準確度

能不能縮小至三公里內? 

 

行或貼著雲層飛行，此時猛

禽訊號與水氣訊號完全重

疊，若要將猛禽訊號過濾與

水氣訊號分離就相對困難。 

4. 目前確認的登陸地點是搭配

人工地面觀測調查所觀察猛

禽位置，所以我們只能從猛

禽遷徙連續訊號往前回溯進

行分析，然後再進行猛禽位

移分析，才能判斷出猛禽訊

號登陸地點。 

陳玄武委員  

1. 數量推估方面如何克服? 

 

 

 

 

 

 

 

2. 南遷北返時，可以在多

久之前預測到猛禽遷徙? 

計畫主持人賴亯志博士回應： 

1. 每年我們將訊號強度根據每

一個案做訊號累加的時候，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比較精確

的推估方式，雖然我們認為

累加的方式對於整體訊號統

計猛禽數量上會有偏差值存

在，但是準確度還是有一定

的水準。 

2. 猛禽南遷時因為五分山雷達

資料還有一些問題要處理，

所以目前尚未取得五分山雷

達資料進行分析；而猛禽北

返時墾丁雷達在 100 公里

~50 公里之間就可以發現猛

禽訊號，以飛行時速 30 公

里~40 公里計算，約三個小

時後就遷移猛禽就能到達墾

丁 

計畫協同主持人潘貞杰博士補

充回應： 

1. 現在我們可以把雷達中確定

為猛禽之雷達訊號給過濾出

來，將每一筆猛禽訊號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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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移動方向，配合地面觀

測調查數量，用這種方法進

行數量回歸分析統計出猛禽

數量，此回歸分析統計法可

亯度較高。 

業務承辦人保育研究課蔡乙榮技士說明： 

1. 本計畫對於猛禽南遷與北返的路徑預測，辨識系統係採用自動化

的方式進行猛禽訊號辨識，所以不能用主觀的方式判斷，要建立

客觀判斷方式就必頇依靠地面觀測以及氣象雷達資料。目前遇到

最大的困難是墾丁的資訊相當豐富，但是臺灣東部的資料較少，

只有臺東樂山的觀測紀錄比較完整，但臺東樂山一帶已經超過花

蓮雷達的掃描區域，且是在墾丁雷達北方的掃描死角範圍內。就

地理位置上來看，經由琉球群島遷徙的猛禽，不盡然都要進入臺

灣本島，有可能會因為季風的關係或其他因素，而直接朝較南邊

的蘭嶼及綠島或巴丹群島飛行。在樂山地區每年秋季赤腹鷹的數

量都不錯，但是在花蓮卻沒有相對多量的紀錄，所以很可能由東

部進入臺灣本島的鷹群是直接從臺東附近登陸，這就是為什麼臺

東樂山可以跟墾丁一樣在秋季記錄到大量遷徙猛禽的主因。若是

如此，因為猛禽遷徙路徑已超出花蓮雷達的掃描範圍，而對墾丁

雷達而言又剛好是掃描不到的死角範圍，若猛禽是以此方式遷徙，

氣象雷達在偵測訊號時，就無法偵測出此類型的遷徙猛禽訊號。 

2. 2011 年在秋季南遷時，原本對於東半部雷達訊號偵測有很大的

期待，但卻因為雷達掃描區域的限制，在墾丁的觀測人員只能參

考東部的地面觀察資料，而無法由雷達資料獲得預告的訊息。所

以現在就看是否能取得日本方面的雷達資料並進行分析，再加上

未來巴丹島的氣象雷達建置完成時，巴丹的氣象雷達就可以將臺

灣南端巴士海峽的掃描範圍往南延伸及擴大，可以讓我們更早預

知北返的鷹群訊息。就距離而言，巴丹的氣象雷達掃描範圍還是

無法涵蓋臺灣東部的花蓮及臺東一帶，因為已經超出目前氣象雷

達偵測的半徑100 公里的範圍。所以未來猛禽過境時本系統可以

提供的訊息最主要的是墾丁以南的範圍，至於西半部的資訊，由

於七股和五分山的資料都還有問題尚待解決，未來若能由大陸方

面獲得可供系統使用的雷達資訊，將有助於釐清此一方面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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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於未偵測到猛禽訊號的部分，只要猛禽的飛行位置不在雷達掃

描的範圍（距離及高度）內，就不會出現回波訊號，這是本系統

使用既有的氣象雷達資料進行分析暫時無法克服的問題，這個限

制可能限制系統只能提供灰面鵟鷹的資訊而無法提供北返赤腹鷹

的資訊。資訊系統未來也許可以針對已經獲得訊號的案例，分析

當天天候屬性與地面有紀錄但雷達無法獲得訊號時的天候屬性之

間進行瞭解，或許可以找出影響的關鍵因子，進而對瞭解赤腹鷹

的遷徙模式有更進一步的突破。 

會議結論：本案期末簡報審查結果，通過。 

散會時間：100 年 11 月 30 日下午 15 時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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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猛禽遷徙資訊系統使用手冊 

一、網站架構 

(1) 墾丁國家公園猛禽遷徙資訊展示系統(以下稱本網站)之架構如圖

1.1~1.3 所示，瀏覽權限主要分為三個群組： 

(2) 一般使用者：指未註冊及登入之使用者，可觀看鷹前線、天氣預

報、衛星雲圖、人工攝影、猛禽達人、相關連結、留言版。 

(3) 一般會員：由本網站進行註冊並登入的使用者，除了擁有一般使

用者相同之權限外，增加雷達圖、辨識圖、全天空項目。 

(4) 進階會員：由本網站註冊並經網站管理員認定之進階使用者，除

了擁有一般會員之權限外，增加填寫「猛禽調查記錄表」的功能。 

 

圖 1.1  網站主要架構(一般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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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網站主要架構(一般會員) 

 

圖 1.3  網站主要架構(進階會員) 

 



附錄 D 猛禽遷徙資訊系統使用手冊 

105 

 

二、主要頁面顯示及功能解說 

2.1 首頁：如圖 2.1 所示，說明如下 

(1) 網頁最上方為本網站的代表圖片，本網站的任何一頁都有此張圖

片置頂。 

(2) 網站左側為主選單，根據不同等級的使用者權限會顯示不同的選

單。 

(3) 網站中間為資料顯示之主畫面，點擊左側選單後，會在此處切換

顯示結果。首頁設定為鷹前線之內容。 

(4) 右側則是使用者登入欄，所有使用者皆由此登入，輸入的帳號密

碼直接經由資料庫比對判斷正確後，再根據此帳號所屬群組，給

予不同的使用權限。  

(5) 登入欄下方是猛禽達人專區，顯示最新猛禽相關文章。最下方則

分別是相關網站連結與留言版。 

 

圖 2.1  網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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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鷹前線：如圖 2.2、圖 2.3，說明如下 

(1) 本單元包含最新的猛禽照片輪播、各地最新鷹況、3D 遷徙猛禽模

型。 

(2) 最新鷹況分別在春、秋兩季顯示墾丁、八卦山、鳳山水庫及墾丁、

自忠、樂山地面鷹況調查點輸入之觀測資訊。 

(3) 3D 遷徙猛禽模型，如圖 2.3，選擇查詢日期後，可於地圖中看到

3D 的猛禽模型，讓使用者更容易辨識猛禽遷徙目前所在位置。 

 

圖 2.2  鷹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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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3D遷徙猛禽模型 

2.3 新會員註冊頁面，如圖 2.4 說明如下： 

(1) 除了管理者帳號為事先預定之外，其它使用者皆頇經由此頁面註

冊，輸入個人資料，以便管理者做整合管理。 

(2) 會員註冊需填寫的項目包括:帳號、密碼、姓名、行動電話、E-

mail、地址，為確保資料之隱私，密碼限定為六個字元以上。行

動電話作為日後傳送簡訊所使用。 

(3) 經由此頁面註冊完成後，即成為一般會員。有學術研究用途，或

需長期詳細的資料的使用者，可在之後再根據在此註冊的資料，

向管理者提出需求，管理者審核同意後，即可變更為進階會員。 

(4) 註冊的使用者在本頁面填入的電子郵件住址，之後的系統或管理

者皆會根據此寄發通知的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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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新會員註冊 

 

2.4 天氣預報：  

(1) 本頁將各地天氣狀態以圖示疊加在 Google Map 上，點擊地圖上的

天氣圖示後，會顯示更詳細的天氣預報資訊(圖 2.5)。 

(2) 除了天氣預報外，地圖上也會以不同的圖示代表不同的旅遊景點。 

並提供旅遊簡介(圖 2.6)。 

(3) 為了加強使用者之間的互動，使用者可以在地圖上留言，告知其

他使用者當地的相關訊息，留言內容將會顯示於右下側之留言版

(圖 2.7)。留言之功能不限會員等級皆可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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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天氣預報 

 

圖 2.6  景點介紹及使用者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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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留言檢視 

 

2.5 雷達圖： 

(1) 本頁提供雷達回波圖之查詢，僅一般會員與進階會員可使用。 

(2) 包含墾丁、七股、花蓮三個雷達站。 

(3) 可選擇日期、時間、雷達類別、角度。 

(4) 並分為靜態圖示(圖 2.8)與套疊至 Google Earth兩種呈現方式(圖

2.9)。 

 

圖 2.8  雷達圖(靜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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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雷達圖(Google Earth) 

2.6 辨識圖 

(1) 本頁提供辨識圖之查詢，僅一般會員與進階會員可使用。 

(2) 包含墾丁、七股、花蓮三個雷達站。 

可選擇日期、時間，並分為靜態圖示(圖 2.10)與套疊至 Google Earth

兩種呈現方式(圖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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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辨識圖(靜態圖示) 

 

圖 2.11  辨識圖(Googl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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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衛星雲圖，如圖 2.12 說明如下： 

(1) 本頁提供衛星雲圖之查詢。 

(2) 包含東亞彩色紅外線、東亞黑白紅外線、東亞可見光、台灣彩色

紅外線、   台灣黑白紅外線、台灣可見光、台灣色調強化七種呈

現方式。 

(3) 會員登入後能選擇日期、時間等設定，否則只顯示最新一筆圖資。 

 

圖 2.12  衛星雲圖 

2.8 全天空如圖 2.13，說明如下： 

    (1) 本頁提供全天空圖像之查詢，僅一般會員與進階會員可使用。 

    (2) 可選擇日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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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全天空 

 

2.9 人工攝影，如圖 2.14 說明如下： 

(1) 本頁提供人工攝影之查詢。 

(2) 會員登入後能選擇日期、時間等設定，否則只顯示最新一筆圖資 。 

 

圖 2.14 人工攝影 

2.10 猛禽調查記錄表 

本頁可替代紙本將資料儲存於資料庫中，作為長期使用之猛禽調查記

錄，未來可透過管理後台統計結果。記錄表包含時間、地點、調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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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禽種類、往來方向、飛行高度、風向、天氣等各項欄位。記錄表共分為

三個部分，分別是    

(1)  新增紀錄，如圖 2.15，包括調查時間、地點、調查人員等資料，

每份紀錄可包含多筆猛禽詳細資訊，如圖 2.16，點選右側「新增」

連結，即可增加一筆資訊。 

 

圖 2.15  新增紀錄 

 

 

圖 2.16  在同一份記錄中新增多筆猛禽觀測資訊 

 

(2) 我的表單查詢: 可查詢自己曾經填寫過的表單，如圖 2.17，可依貣

始、結束時間及地點進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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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  表單查詢包含時間、地點 

(3) 地面觀測查詢: 查詢過去的地面觀測紀錄，查詢方式與我的表單相

同(如圖 2.17)，查詢結果則如圖 2.18 所示，並提供 CSV 檔案下載，

畫面最下方則有種類數量表及圓餅圖。 

 

 
圖 2.18  表單查詢結果 

 
圖 2.19  表單查詢的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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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站管理 

網站管理分為以下三個部分： 

(1) 主網頁管理: 網站管理者可使用管理者帳號登入本網站，登入後共

提供兩個主要管理功能，分別為「人員管理」與「留言內容」。 

人員管理包括會員權限設定、資料的更正及刪除會員等功能，如

圖 3.1，其中權限代表給予該帳號的瀏覽權限，0 為管理者，1 為

進階會員，2 為一般會員。 

留言內容供管理者進行所有留言的檢視及刪除的功能，如圖 3.2。 

 

圖 3.1  會員權限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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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留言刪除管理 

(2) 簡訊發送: 此部分提供管理者針對已偵測到的猛禽訊號，透過

Email或簡訊發送給使用者。其後台網址為

http://210.70.157.161/KentingBird/admin/index_admin.php，管理者

可填寫主旨與內文，並選擇發佈對象及方式(圖 3.3)。  

 

圖 3.3  簡訊及 Email 發送管理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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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猛禽達人: 提供簡易的文字訊息發佈(圖 3.4)，內容顯示在首頁右

側猛禽達人專區。後台網址為 

http://210.70.157.161/KentingBird/admin/index.php 

 

四、其他相關說明 

(1) 系統設有帳號重複登入錯誤限制，一個帳號在重覆輸入密碼錯誤

三次之後，該帳號即被系統鎖定，之後設定或由管理者解除鎖定，

或是系統在一定時間後自動解除鎖定。 

(2) 同一身分證號碼也不可申請兩個以上的帳號。 

(3) 使用者有某些違規情事，譬如電子郵件地址輸入不實，管理者可

手動鎖定該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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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墾管處的網頁上有設計一個「網路總機」（類似網路聊天室），您可以在

該單元上使用 MSN 文字對話或 Skype 語音對話的方式與墾管處客服人員直接

聊一聊您的建議、批評、詢問、或需要協助的事項，可以讓您在第一時間得到

「快速的」客服服務。 

二、 您對於墾管處的服務措施，需要陳情、請願、異議、批評、建議興革、舉

發違失時，您可利用墾管處網頁上「行政服務─人民陳情案件」或「行政服務

─首長與民有約」兩個服務單元填寫申請表後，線上直接傳送至墾管處總收文

收件，經受理並回覆處長面談時間後，即可直接至墾管處當面向處長提出您的

怨言、舉發違失、建議興革。 

三、 您亦可利用免付費電話 0800-861-321（無轉接功能）與墾管處客服人員進行

服務對話，相亯您可得到滿意的服務。但仍需與業務承辦人洽談公務時，仍煩

請撥打總機專線 08-8861321 由總機人員轉接。 

四、 墾管處保存的檔案文物，歡迎民眾前來閱覽、抄 錄、複製，詳情可上墾管

處網站蒐尋，或撥打總機 08-8861321 轉 292 洽談。 

五、 墾管處的網頁上有「滿意度調查」單元，歡迎您在瀏覽完網頁內容後，記

得進入填寫滿意度，表達您對於網頁內容、架構設計等介面的滿意情形，供作

管理處改進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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