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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字：猛禽、氣象雷達、全天空影像、猛禽遷徙資訊系統 

一、計畫源起 

台灣的氣候條件以及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地理位置，成為東亞地區候鳥或

猛禽在春、秋兩季北返南來時的路徑中點；也使得台灣成為東亞地區猛禽生態

研究的少有舞台。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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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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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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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的主要目標即在增進氣象雷達對猛禽研究上的貢獻，利用氣象雷

達的資料與猛禽的地面調查進行同步的結合，並加上全天空影像的驗證。如此

可以在猛禽過境期間，藉由雷達回波的過濾與篩選，找出猛禽的飛行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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憩的特殊地點等優

勢的我國而言，實在是非常重要的研究。除此之外，本計畫利用先進的資訊處

理技術，結合即時傳輸、資料庫整合以及地理資訊展示系統，將猛禽遷徙的資

訊進行即時的展示，對於調查研究、賞鳥旅遊等皆有相當大的助益。 

台灣擁有全世界都卜勒氣象雷達密度最高的優勢，若能持續猛禽回波辨識

系統的研發，加上更多的判斷元素，並完成所有的資料流與資訊傳遞過程。這

套「猛禽遷徙資訊系統」將有助於我國對猛禽遷徙習性的了解，且發展之成果

將是國際性的突破。 

 

二、方法及過程 

本計畫所利用的觀測儀器包含氣象雷達、全天空照相機 TSI-880，觀測資

料則會包含猛禽研究協會所進行的人工地面調查，在猛禽的辨識系統發展概念

上，以雷達 0.5 及 1.4 兩個接近地面的掃描角度當作基底訊號，訊號來源分成

三類：1.雲的訊號，2.海面雜訊(sea clutter)，3.其他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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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在今年 2010 年，將去年所發展之全天空影像辨識系統做修正，除

了去年所使用的雷達圖資料與全天空影像之外，並加入了衛星影像的辨識，發

展出四種不同的辨識方法，使猛禽辨識系統在判讀上有更多的選擇。本計畫所

包含所有的辨識系統流程如下：1.全天空相機-TSI880 辨識、2.衛星雲圖連續

訊號判斷辨識、3. 雷達頻譜圖與徑向速度圖綜合辨識、4.高角度雷達圖與衛星

雲圖綜合辨識、5. 高角度回波強度圖與徑向速度圖綜合辨識，此外辨識系統也

加入了七股以及花蓮雷達觀測資料以增強猛禽遷徙路徑之辨識。 

1.全天空相機-TSI880 辨識：此辨識流程為去年 2009 年所發展，以全天空

相機雲覆率的多寡去除雲的訊號。是本計畫最初的辨識流程。 

2.衛星雲圖連續訊號辨識：此辨識流程加入時間軸概念去除靜止的訊號，

並考慮速度的變因以辨識猛禽訊號。 

3.雷達頻譜圖與徑相速度圖綜合辨識：此辨識系統為首次加入方向辨識的

概念，方向辨識概念分為春、秋兩季，依照猛禽遷徙方向的不同(春：北返、

秋：南遷)的方向性為辨識依據。 

4.高角度雷達圖與衛星雲圖綜合辨識：此辨識流程整合的衛星雲圖與方向

性辨識的概念，讓除掉雲訊號的部份做得更詳細，並與具有速度性與方向性的

訊號交集，使得辨識結果更精確。 

5.高角度回波強度圖與徑向速度圖綜合辨識：此辨識程式是將兩種不同雷

達回波圖分類，依照雷達圖特性不同，辨識流程的計算方式也有所不同。從最

後將 DZ(回波強度)雷達圖，與 VE(徑向速度)雷達圖的交集可看出，辨識系統

的目標即是辨識出具有一定回波強度並且有速度性與方向性的雷達訊號即為猛

禽訊號。 

 

三、重要發現 

由本年度猛禽辨識系統多重辨識發展可得知，由雷達圖辨識猛禽不只是使

用單一辨識流程就能辨識出猛禽訊號，而是需要經過多重辨識才能辨識出更完

整的猛禽訊號。而加入衛星雲圖的訊號更能將有雲的區塊完整的辨識出來，並

將之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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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辨識系統保留了去年所使用的交集、聯集與時間軸平均的雷達圖辨

識方法，並加入了 VE(徑向速度)雷達圖與衛星雲圖兩種新的辨識元素，與判

斷速度性、方向性的辨識方法。衛星雲圖辨識方法是將可見光衛星雲圖與雷達

圖先比對過後，決定要辨識的範圍(七股、花蓮、墾丁)，在以是否為連續訊號

的判斷方式，判斷是否為雲之後再將雷達圖與可見光雲圖做比對去掉雲的訊號。 

而今年最特別的地方是加入 VE 雷達圖訊號的辨識，以猛禽遷徙的方向來

做為辨識系統判斷猛禽訊號之依據。根據春、秋兩季，猛禽遷徙方向的不同所

設計出的兩種不同的辨識方式，在春天猛禽的遷徙方向是往北返，因此辨識系

統會在 VE 雷達圖中辨識出往北移動之訊號；在秋天猛禽的遷徙方向是南移，

因此辨識系統會在 VE 雷達圖中篩選出往南移動的訊號。加入方向辨識概念後

的辨識系統，就能架構出更完整的辨識系統更有效的辨識出猛禽訊號，並提高

辨識率。 

 

四、主要建議事項 

根據本計畫發現，猛禽遷徙資訊系統之雖然已經建立，但是為將系統功能

提升到成熟階段，提出下列具體建議。以下分別從立即可行建議及中長期建議

加以列舉。 

立即可行建議—猛禽遷徙資訊的研判與辨識系統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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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台灣猛禽研究會 

在本計畫所完成研究發展的猛禽遷徙資訊研判與辨識系統訓練中，如能搭

配以下兩點，必能使整個系統訓練成果更加完善： 

1.由於辨識系統越來越龐大，辨識圖資也越來越多，但辨識系統資料庫的

資料量累積還不足夠，因此必須加強資料庫的資料量辨識系統才能更完整。 

2.「風速」與「風向」在判斷徑向風速雷達回波圖上是非常重要的資訊，

因此需要加入風向的數據，以判斷猛禽的移動方向。 

中長期建議—猛禽遷徙資訊與辨識系統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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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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台灣猛禽研究會 

為達成猛禽遷徙資訊系統與辨識系統建置之完善，提出以下中長期建議，

分述如下： 

1.在猛禽回波辨識系統： 

完成世界上第一套即時的「猛禽遷徙資訊系統」，將有助於我國對猛

禽遷徙習性的了解，且發展之成果將是國際性的突破。 

2.在猛禽訊號辨識系統： 

 a.目前猛禽辨識系統資料庫量甚少，因此辨識系統還尚未成熟，必須

讓猛禽辨識系統經過長期訓練後才能增強辨識系統的辨識率。 

 b.加入衛星雲圖的辨識之後，辨識系統辨識率著實提高，但雷達圖的

圖資取得不易，因此必須建立良好的雷達網絡才能有好的圖資以供辨識系

統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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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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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tion system. 

     Taiwan is a very important site for migrating raptors in East Asia as located on 

the mid-way of the migration tracks of raptors wherein Asian Monsoons affects directly 

to the weather. Fo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researchers associated with the Kenting 

National Park used a Doppler weather radar data (Central Weather Bureau) to investigate 

the flyway of raptors, and some successful results had been achieved . However, it was 

far from validation by objective scientific evid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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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entify the radar echo and surface survey, and also build up a data flow, data base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oogle Earth) to be a real time display system. The 

system will show the raptors’ migration information in real time that will be integrated 

for academic research, surface surveying and tourist information. During 2010, camera 

field experiments were employed and obtained more evidences to improve the migration 

signal with radar echo validation. The validation performed on 11 episodes that the 

amount of migrating raptors was more than10,000. It showed that all-sky camera is very 

useful to cooperate with weather radar and surface survey. This work also completed the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data flow. This information system is a pioneer system to study 

the migration raptors among the world, also is an excellent tool in helping tourists and 

bird-watchers. 

  



墾丁國家公園 

猛禽遷徙資訊系統建置計畫(二) 

XI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章 緒論 

台灣，福爾摩沙之島，位於全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以及最大的陸地(歐

亞大陸)之間。因此在這樣的地理配置下，東亞地區的氣候特徵---季風，便成

為影響台灣天氣最明顯的系統。夏季因大陸熱、海洋冷的關係，氣流從印度洋

及南太平洋向陸地吹形成西南季風；而冬季則正好相反，大陸冷而海洋溫暖的

條件形成氣流從中國大陸向海洋上吹，形成所謂的東北季風。這樣的氣候條件，

使得東亞地區的候鳥或猛禽得以在春、秋兩季北返南來，完成種族使命。由於

猛禽類的天生生物特質限制，遷徙的過程必須落地暫憩，台灣由於位在花彩列

島的中點，也正是東亞候鳥南遷北返時的路徑中點。因而台灣以其在世界上獨

一無二的地理位置，成為東亞地區猛禽遷徙的必經路徑。諸多猛禽的短暫停歇，

除了讓台灣的天空充滿季節性生命的活力外；對於猛禽的生態研究而言，台灣

也是全球少有的舞台。 

因此，東亞地區猛禽遷徙通過台灣的過程，是全世界研究候鳥非常珍貴且

獨有的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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憩的特殊地點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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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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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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若能以全

天空照相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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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去年猛禽遷徙系統初步建置，猛禽系統已經能辨識出好天氣時的猛禽

訊號。但在天氣較差或是雲較多的時天氣，較無法將猛禽訊號與雲的訊號分離。

今年的猛禽辨識系統加入了衛星雲圖辨識比對，大幅的增強了辨識系統扣除雷

達圖中厚雲訊號的部分，因此在天候狀況較差時辨識系統的辨識率有顯著的提

升。此外，辨識系統也加入了徑向風速雷達圖回波辨識，依照猛禽隨著季節不

同飛行方向改變(春季往北；秋季往南)，衍伸出方向性比對的方式去除非猛禽

訊號的雷達回波，使的辨識系統的辨識率有顯著的提升。 

本計畫在上述前提之下，結合猛禽、氣象雷達、衛星定位系統與資訊專長

之專家學者，包含長榮大學、國立中央大學以及中央氣象局之團隊，設計開發

「墾丁國家公園猛禽遷徙資訊系統」。此系統將含括中央氣象局所有的氣象雷

達資訊，整合資料庫、雷達回波辨識、猛禽回波辨識、地面調查資訊等系統，

結合並建立動態的網站資訊系統。此系統將能提供猛禽遷徙所需的相關即時資

訊，如飛行路徑、群組、群數之估計，東亞地區當時天氣條件以及環境相關資

訊。利用網際網路的展示功能，將台灣獨特的猛禽遷徙資訊即時展現在網路系

統之上，可以初步掌握猛禽的動態，並機動調配地面調查的人力與物力，以達

到掌握猛禽飛行路徑與群數的最佳狀態。若能建立「墾丁國家公園猛禽遷徙資

訊系統」，台灣將成為全球第一個展現猛禽即時相關資訊的國家，除此之外，

所得之資訊並能融入地區觀光旅遊的行銷系統之中，創造國家利益、地區發展

以及科學研究的三贏局面，同時也能成為產官學合作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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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工作方法介紹 

第一節 應用氣象雷達於偵測候鳥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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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量分別可達上萬餘隻至十萬餘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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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激起了大眾對牠們遷徙種種

問題探討的興趣。赤腹鷹雖然過境數量龐大，但每一個體停留期限很短且棲息

時很隱密不易觀察。而灰面鵟鷹由於棲息地近於人類聚落，對人的警戒性又低，

遭受很大的獵捕壓力，相對進行的調查研究亦較多（林世松、林夢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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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境鷹群的種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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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不同的飛行形態可透過雷達的研究來掌握，並可進 一步調查鳥類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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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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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偵測飛禽鳥而有 bird radar 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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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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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 = −2v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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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virtual.clemson.edu/groups/birdrad/birdrada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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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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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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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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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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花蓮氣象雷達站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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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政府另核撥配合款新台幣 3011 萬元，並自民國 55

年 12 月 28 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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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後再以

彩色顯示並傳送至台北預報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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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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雷達資料的可信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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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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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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獲得屏東林管處恆春工作站同意租用 35 林班地 0.5 公頃土

地，同年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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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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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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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達儀的採購方面，則委託中央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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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測試及人員訓練均能順利完成，因此墾丁氣象

雷達站已奉准由 90 年 11 月 1 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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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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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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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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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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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衛星雲圖介紹 

紅外線電視觀測衛星(Television InfraRed Observational Satellite, TIROS)是

人類的第一顆氣象衛星，它是在 1960 年 4 月 1 日發射進入繞極軌道，它證實

了從太空觀測地球的雲層覆蓋範圍和天氣形態，是一種可行的方式。後繼的

TIROS 氣象衛星，從 1962 年開始進行無間斷的連續觀測，對精確的全球性天

氣預警和預報作出相當大的貢獻。 

中央氣象局自 1976 年起籌建氣象衛星資料接收站，並於 1981 年 1 月 28

日正式啟用，中央氣象局所接收的同步氣象衛星資料來源為日本發射的氣象觀

測專用靜止衛星(MTSAT 氣象衛星)，其軌道為東經 140 度，高度維持在

35,800 公里高空，每小時掃描以赤道為中心的亞洲地區高空大氣情況，經日本

氣象廳超級電腦處理後，再傳至衛星做大範圍發射，可接收地區包含台灣等東

南北亞國家。 

MTSAT 氣象衛星以提供可見光及紅外線影像資料為主，解析度可至五公

里，每小時傳送 2~7 張不同地區雲圖；可見光雲圖只能在太陽照射有亮度的時

候（地區）拍攝，黑暗的地區即無法拍攝到氣象衛星雲圖，也就是說晚上無可

見光照片，可見光雲圖只有黑白兩色，但濃度會有些差異，主要原因為可見光

雲圖所拍攝的是雲的厚度，顏色越接近白色，表示該區域的雲越厚，如圖 9 所

示；紅外線雲圖所拍攝的是雲頂溫度，因為對流層中大氣的溫度一般以地面為

最高，氣溫隨高度增加而降低，所以溫度越低表示雲頂越高，且將不同溫度用

不同顏色代表，這種以不同顏色代表雲圖者，稱為彩色雲圖或色調強化圖，如

圖 10 所示。 

    研究團隊為了有效地剔除雲量，以及利用紅外線衛星雲圖與可見光雲圖

不同的特性，將雲的 piexl(像素)值連續特性的概念導入辨識程式中，使辨識程

式除了扣除全天空相機之雲的訊號之外，也加入衛星雲圖之連續訊號比對，並

根據在衛星雲圖中的連續性，篩選出雷達圖形狀相似之訊號將其扣除，用形狀

相似之判斷，進而增強辨識程式判讀能力，使辨識程式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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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可見光衛星雲圖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圖 10  紅外線色調強化圖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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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全天空相機  -TSI880 

全天空照相機(all sky camera)是一種在大氣、環工、天文等領域應用非常廣泛

的儀器，全天空影像所求得的能見度、雲高、邊界層高度、高空極光等等影像，均

是科學應用及工程設計上的優良工具。全天空照相機的設計原理如下圖所示，將電

耦合原件相機結合魚眼鏡頭的功能將鏡頭所在的環繞影像攝入，攝入之影像以數位

方式儲存，因此得以進一步處理並得到可用的資訊。本計畫中將使用下列兩種全天

空照相機來進行雷達猛禽飛行路徑的驗証。 

第一種為日本電信研究所與電信技術工坊公司所開發的 ASI(All Sky Imager)，

此套系統具有水平 250 km，垂直 100km的廣大觀測範圍，魚眼鏡頭可提供環繞

360 度的影像，並透過 CCD 相機存入 512 X 512 解析度的影像之中。目前在太空與

天文的研究領域中被廣泛應用。 

 
圖 11  CRL-ASI之技術流程與外觀 

(資料來源: http://salmon.nict.go.jp/systemsum/imagers) 

 

本計畫使用中大全天空照相機是用於拍攝全天空資料以協助雷達資料辨識

的照相儀器，使用二台 Nikon D90 的照相機所組成，鏡頭皆為使用魚眼鏡頭。

中大全天空照相機的第一台鏡頭為 SIGMA公司的 8mm f/4.0 EX Circular Fish-

Eye 廣角鏡頭，這款球形魚眼鏡具有廣達 180 度的視野，並具有自動對焦功能，

提供廣角光圈及較短最近對焦距離。 

 

http://salmon.nict.go.jp/systemsum/im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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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SIGMA 8mm f/4.0 EX Circular Fish-Eye 鏡頭外觀 

(資料來源：http://www.sigma.net.tw/8_4.htm ) 

  

第二台為 Nikon 公司的 Fisheye-Nikkor 8mm f/2.8 鏡頭，此款標準圓形鏡

頭提供 180 度的寬廣視角。此鏡頭與 ASI 所使用者相同，原來位於鹿林山進

行高空影像拍攝研究，於觀測實驗期間移至恆春水泉國小。原來在此鏡頭下配

置有兩顆相機鏡頭分別為 Nikon 100mm 與 135mm，但由於此配置之下所拍攝

的焦距高達 10 公里以上，並無法配合猛禽辨識訊號所需之低空拍攝，因此將

其拆下後配置於 Nikon D90 相機機身下進行觀測。 

使用中大全天空照相機能將拍攝到的影像以數位方式儲存，即可進一步的

處理分析為可用的資料，由於攝入的資料上下均會產生 90 度的死角，使全天

空影像資料不夠完整，因此使用 2 台相機觀測，第一台相機底座方向朝向正東，

第二台相機底座朝向正南，兩台相機距離約一公尺並方向垂直 90 度，將兩台

相機影像資料交叉疊合即可得到完整全天空影像資料。 

 

圖 13  Nikon 8mm f/2.8 Fisheye-Nikkor 鏡頭外觀 

(資料來源：http://www.mir.com.my/rb/photography/companies/nikon/nikkoresources/fisheyes/8mmf28.htm） 

http://www.pbase.com/equipment/3528�
http://www.sigma.net.tw/8_4.htm�
http://www.mir.com.my/rb/photography/companies/nikon/nikkoresources/fisheyes/8mmf28.htm�
http://www.pbase.com/equipment/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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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TSI-880 之技術流程與外觀 

(資料來源: http://www.yesinc.com/products/data/tsi880/index.html) 

 

另一套則是由美國 Yankee Environmental System 公司所開發的全天空照相

機(The Total Sky Imager Model TSI-880)是一套能提供自動化觀測日間全天空狀

態的影像處理系統，並提供基本的展示介面，展示即時(real time)擷取的全彩

之全天空影像。 

TSI-880 內含一套 Linux 嵌入式準系統，並採用 MySQL DBMS 管理站台

資訊、系統設定、網路設定以及影像管理。因為嵌入式準系統，內部儲存容量

僅為 4GB，故需準備 On-site replication server 做為長期觀測資料庫備援機制。

TSI-880 除能清晰紀錄日間全天空影像外，它更能在穩定的網路連線狀態下，

在遠端隨時監控處理所擷取到影像，甚至可在遠端監控站台情況，隨時依現場

情形對 TSI-880 的系統，CCD 鏡頭做最適當的調整；利用此項特點，除了可

以節省傳統監測儀器所需的長期駐點人力、以及減低因人工觀測造成的主觀上

的差異外，同時更大大提昇研究人員即時分析數據的能力，並據以協助訂定觀

測策略，更可即時調整觀測策略，同時增加整體觀測效率與觀測準確度。 

http://www.yesinc.com/products/data/tsi88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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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TSI-880 即時影像 

(資料來源：http://www.yesinc.com/products/data/tsi880/index.html) 

 

全天空照相機經過架設測試之後，9 月 2 日正式開始觀測，每日觀測時間

為凌晨 5 點半至中午 12 點整，依據每日社頂人工觀測回報猛禽過境時間，予

以調整觀測結束時間，觀測期間如遇下雨則暫停觀測直到天氣情況得以順利進

行觀測為止。由於氣象雷達約每八分鐘可產出 1 筆雷達回波影像，為了以利進

行雷達猛禽回波判讀，中大全天空照相機每小時拍攝間隔為先八分鐘再七分鐘，

所以拍攝時間點均為整點的 00 分、08 分、15 分、23 分、30 分、38 分、45 分、

53 分。 

由長榮大學團隊配合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年度的實地調查計畫，觀測地點

於社頂自然公園的凌霄亭，社頂人工觀測使用 Nikon D100 照相機，鏡頭為

10.5mm f/2.8 自動對焦魚眼鏡頭。 

 

 

 

http://www.yesinc.com/products/data/tsi88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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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Nikon 10.5mm f/2.8 AF DX Fisheye-Nikkor 鏡頭外觀 

(資料來源http://www.coolpix.com.tw/shop/shop_cam_detail.php?classA=DX&Shop_Cam_ID=8#8 ) 

 

依據調查資料發現，墾丁地區秋季猛禽遷徙出境的路徑以自恆春半島向南

遷移但偏東半部的範圍出海(劉小如，1991)，因此為了取得正確猛禽遷徙驗證

資料，相機擺設為鏡頭朝向東南方 130 度，距離地面高度約 2 公尺並且攝像畫

面高於海平面。 

 
圖 17  社頂人工觀測所得之影像 

(資料來源：本計畫) 

 

相機經過實地架設與測試後，9 月 2 日開始正式建立社頂猛禽觀測資料，

每日觀測時間為凌晨 5 點半至中午 12 點整，依據每日猛禽過境時間調整結束

觀測時間，觀測期間如遇下雨則暫停觀測直到天氣情況得以順利進行觀測為止。

配合氣象雷達回波資料，每小時的拍攝間隔為八分鐘再七分鐘，所以拍攝時間

點均為整點的 00 分、08 分、15 分、23 分、30 分、38 分、45 分、53 分，若當

日遇大量猛禽過境時刻，則即刻拍攝記錄，以進行猛禽過境資料蒐集。 

http://www.coolpix.com.tw/shop/shop_cam_detail.php?classA=DX&Shop_Cam_ID=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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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計畫工作成果與分析 

根據 98 年墾丁猛禽遷徙計畫完成之進度，在 99 年本計畫針對生物特性的不規

則性修正辨識程式，並依照天氣變化與猛禽季節性方向，從去年全空相機之辨識流

程延伸出四種不同之辨識流程以因應各種天候狀況，並將猛禽遷徙資訊展示系統平

台做細部修正。本部分將介紹各種不同之辨識流程並說明其差異性： 

第一節 以中央氣象局雷達回波圖為基礎建置猛禽回波判讀資料庫 

 
圖 18  墾丁國家公園猛禽遷徙資訊系統建置計畫 

(資料來源：本計畫) 

架構分成三大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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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猛禽遷徙期間，中央氣象局雷達資料傳輸至系

統資料庫之流程。並搭配第一部份的資料，進行回波判讀之整合與測試。第三部份

則是全天空相機觀測系統與 GPS 定位系統的驗證，由中央大學負責。此部份工作

在於建立經 GPS 定位後之全天空影像與雷達回波之校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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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行墾丁、七股、花蓮與五分山資料傳輸 

中央氣象局於民國 90 年底完成位於台灣本島五分山、花蓮、七股及墾丁

四個都卜勒雷達站的氣象雷達觀測網，雷達之密度為全世界最高。其觀測範圍

包括整個台灣地區及其鄰近海域，原本的用意是監測颱風、豪雨等劇烈天氣系

統，提供即時且大範圍定量降雨資訊的潛勢。而中央氣象局、經濟部水利署及

美國劇烈風暴實驗室(National Severe Storm Laboratory; NSSL)於 2002 年起開發

多重觀測工具之定量降雨估計與分類技術(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Estimation 

and Segregation Using Multiple Sensors; QPESUMS)，有效利用雷達、衛星及雨

量計等觀測資料以準確估計降雨型態及降雨強度，並透過分析技術的開發，以

雷達定量降水技術與後端的產品顯示為發展目標，提昇對於劇烈或突變天氣發

生之監測、分析與預警能力。 

 

圖 19  台灣擁有全世界最密集之氣象雷達網絡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雷達資料是辨識系統最主要的分析來源，因此本計畫已經將雷達資料完整

收入辨識系統中，但由於雷達圖的時間為世界標準時間，因此資料庫會將雷達

圖後製成中原標準時間。本計畫所收錄的雷達圖資料包含三種不同的雷達圖

(DZ、SW、VE)，每種雷達圖又分成兩個角度(0.5°、1.4°)，總共六張雷達圖，

即時收進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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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資料庫系統的建立包含了硬體設備及軟體工程，硬體設備為資料庫伺服

器，軟體工程則為傳輸伺服器(Ftp-Sever)、資料庫(database)後製程式，並建立

Apache 伺服器以 PHP 為基礎之網頁形式展示雷達圖。 

 

二、進行資料庫新增與維護，確保資料傳送與保存的正確性 

今年猛禽辨識系統資料庫除了舊有的雷達圖資料與全天空影像資料之外，

新增了中央氣象局所發布之衛星雲圖的資料。衛星雲圖的資料為每 30 分鐘一

張，因此辨識系統會在每小時整點與 30 分鐘時做衛星影像判斷，提升辨識精

確度。為了確保資料傳送與保存的正確性，本計畫按時檢查雷達圖與衛星雲圖

有無進檔。 

本計畫在觀測期間，收集了墾丁、七股、花蓮三顆雷達資料與每日的紅外

線衛星雲圖以及可見光衛星雲圖，雷達圖每一張間隔為八分鐘，而衛星雲圖為

每一張間隔為半小時，漏檔的產生原因有二， 一：為因中央氣象局雷達設備，

進行維修而產生無檔案的狀態； 二：為網路斷線而產生的檔案毀損或是無檔

案的情況。以上兩種情形皆稱為漏檔。因網路產生的漏檔，皆已經於事後補齊。 

 

三、全天空相機觀測系統與 GPS 定位系統驗證 

目前全天空相機的架設位置位於水泉國小。本計畫在觀測期間，使用

GPS 系統定位得知道全天空相機的經緯度位於北緯 21.9404°、東經 120.7373°。

雖然全天空相機設定系統中雖然有經緯度設定，但是此設定只是把全天空相機

的位置標示出來，並不會把經緯度標示在全天空相機所拍攝的影像裡，因此全

天空每分鐘回傳回來的照片都會經過 GPS 定位系統定位，標示圖片之經緯度

後在與墾丁雷達回波做驗證，去除雲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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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加入可見光雲圖測試雷達回波之猛禽回波判讀系統功能 

為了配合猛禽回波辨識系統，本計畫今年加入的衛星影像辨識，以增強辨識系

統判讀目標物的精準度。目前常見之氣象雲圖：紅外線雲圖；可見光雲圖、水氣頻

道雲圖等三類。可見光雲圖是測量雲頂或地表反射太陽光的反照率。紅外線雲圖是

測量雲頂或地表向外太空的長波輻射量。水氣頻道亦屬紅外線波段，但主要是測量

大氣中高層水氣分部狀態，本計畫主要是將每 30 分鐘蒐進資料庫之可見光衛星雲

圖加入辨識系統中，以增強辨識度。 

 

一、配合地面觀測時間傳送可見光衛星雲圖至資料庫 

一般氣象衛星雲圖是用灰度值來表示雲的情形，相同的灰度值在不同頻道

代表不同的意義如下表。 

表 1  不同衛星雲圖灰度值代表意義表 

 
可見光雲圖 紅外線雲圖 水氣頻道雲圖 

白 雲厚 雲頂冷 中層大氣水氣多 

↓ 二者之間 二者之間 二者之間 

黑 無雲 地表或雲頂暖 中層大氣水氣少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可見光雲圖是因為雲頂反射陽光拍攝而成。一般而言，較厚的雲反射率較

高。因此，可見光雲圖中較亮的部份代表較厚的雲，較暗的部份代表較薄的雲。

但是，可見光雲圖無法判斷雲頂的高度。想要判斷雲頂的高低，必須使用紅外

線雲圖。溫度較高的物體放出較多的能量。因此較高的雲頂比較低的雲頂放射

出較少的能量，在紅外線雲圖中則看起來比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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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可見光衛星雲圖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因此，比較可見光與紅外線雲圖，我們可以判斷雲頂的高低及雲的厚度。

比如，某一區域在紅外線雲圖中看起來比較亮，但是在可見光雲圖比較暗，則

此一區域上空比定是高而且薄的雲。如果在兩種雲圖中都是比較亮，則代表厚

而且垂直伸展很高的雲。如果在可見光雲圖看起來較亮，但是在紅外線雲圖中

較暗，則是厚且垂直伸展不高的雲。 

可見光雲圖的時間為每 30 分鐘一張(整點、30 分鐘)，問了避免衛星雲圖

漏檔，進檔時間為每十分鐘從中央氣象局進檔一次，辨識系統會依照衛星雲圖

進檔時間將每 30 分鐘與整點之雷達圖加入可見光衛星雲圖辨識流程。 

 

二、可見光衛星雲圖與雷達回波影像處理工作 

猛禽辨識系統辨識流程中，辨識出「雲的訊號」並加以去除是十分重要的

一部份。首先，辨識系統先使用 Google Earth定位可見光衛星雲圖與雷達圖的

區域，配合該雷達所能掃到的範圍訂定出可見光衛星雲圖與雷達圖疊合之經緯

度位置，經緯度如下： 

可見光衛星雲圖： 

<north>28.3219181036594</north>，<south>18.38945014913556</south> 

<east>126.0078008604025</east>，<west>115.9570612433612</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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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股雷達： 

<north>24.2924468948003</north>，<south>22.05102186002338</south> 

<east>121.2811467575477</east>，<west>118.8279234903432</west> 

花蓮雷達： 

<north>25.09374985129879</north>，<south>22.88445551060283</south> 

<east>122.8575897577317</east>，<west>120.4370275052742</west> 

墾丁雷達： 

<north>22.98707417879303</north>，<south>20.7949648300111</south> 

<east>122.0490307026871</east>，<west>119.6813316568812</west> 

其中 north為上界；south為下界；east 為東界；west 為西界。 

 
圖 21 Google Earth輔助可見光衛星雲圖與雷達圖之定位 

(資料來源：本計畫) 

若以墾丁雷達為例，則定位圖如圖 22 所示，找出墾丁雷達經緯度之後再

從 Google Earth上擷取出邊界定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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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墾丁雷達定位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23  衛星雲圖所定位之雷達圖區域 

(資料來源：本計畫) 

將定位點找出之後，再將衛星雲圖中的雲與雷達圖中的雲做相同訊號判斷，

依照形狀判斷的方式將雲的訊號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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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猛禽調查與回波判讀之地面全天空影像校驗 

在今年 2010 年春、秋兩季猛禽大量遷徙進行期間。本計畫也有安排駐站地面

觀察人員，架設全天空相機並配合墾丁國家公園年度猛禽遷系調查計畫進行影像拍

攝。每日觀測結束後，立即傳送當日影像置資料庫進行猛禽回波判讀。除了觀測資

料之外，在觀測期間，資料庫也會即時將雷達圖、衛星雲圖、及全天空影像，透過

猛禽辨識系統進行自動判讀，累積每一次判讀經驗係數。 

一、配合猛禽遷徙調查計畫進行全天空影像拍攝與記錄 

配合猛禽遷徙調查計畫，本計畫也在春、秋兩季的調查期間，進行全天空

影像拍攝與人工拍攝紀錄，並記錄猛禽大量遷徙時間，記錄方式分成當日猛禽

遷徙數量最大數量與單時間單筆最大數量兩種方式記錄。主要目的是即時回報

非注站觀測人員驗證辨識系統所辨識出的雷達影像是否正確。駐站觀測人員除

了地面觀測與回報之動作外也必須定期去維護全天空相機，全天空相機維護要

點有下列幾項： 

1. 開機前確保機殼裡沒有雜物，還有線路的連接，以免短路。 

2. 開機前請確認指示燈有無亮起，如果沒亮的話請檢查保險絲是否燒斷。 

3. 全天空相機鏡面的清潔請用拭鏡布擦拭以免刮傷鏡面，勿使用化學清

潔液清理，觀測期間須每天檢查全天空鏡面，還有定期清潔鏡面與攝

影鏡頭。 

4. 關機後請等待指示燈熄滅、無運作聲音後，再把電池接線拔除。 

全天空相機雖然是設置為自動拍攝，但每當遇到颱風侵台時駐站人員就必

須去把全天空相機撤下。除了預防相機鏡頭損壞之外，更重要的是為了防止強

風大雨將全天空相機吹倒。 

本計畫在今年秋季觀測期間所遇到的颱風有 1.莫蘭蒂(九月九日)、2.凡那

比(九月十九日~九月二十日)、3.梅姬(十月二十二日)，因此在颱風期間無全天

空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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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全天空影像定期維護 
(資料來源：經典雜誌攝影記者) 

 
圖 25  2010 年駐站觀測人員 

(資料來源：經典雜誌攝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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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0 年大量猛禽個案回波判讀與全天空影像校驗 

本計畫在今年採用即時辨識的方式分析大量猛禽個案，今年辨識系統除了

辨識墾丁雷達的雷達訊號之外，辨識系統也同步辨識七股與花蓮的雷達圖訊號，

但由於中央山脈的影響，雷達波束掃描受到地形上的限制，無法完整掃描出天

空包含的所有資訊。此外，當猛禽沿著地形飛行時雷達就無法準確的掃描出猛

禽的訊號。依個案分述如下: 

 

2010 年 3 月 14 日 1230~1330，灰面鵟鷹 4046 隻  

天氣條件：此日晴朗的日子，在墾丁空域上從十點至十四點，雲量變化

分別為十點至十一點東邊雲量偏多，除了海面上有雲，其他區域為無雲的狀態；

從十二點至十四點，雲量由南邊海面開始增多，但是貓鼻頭上空空域，屬於晴

朗無雲的狀態。比對墾丁雷達於此時之回波分佈，亦以墾丁雷達西南方與東南

方有較多的雲量。 然而從九點的墾丁雷達回波圖在圖中離墾丁雷達約兩百公

里處的南方巴士海峽上有數個較為突出的亮點。從 0630~0700 之間的全天空影

像可知，雷達圖中這幾個亮點會隨時間移動， 且在全天空影像中並不屬於雲

點，因此判斷有可能是鷹群的位置。 

以雷達影像來檢視亮點的大小與變化，發現其大小約佔 1~2 單位資料的空

間，大約是有 0.4 平方公里空間範圍。在通過台灣南端的過程中亮點會產生新

增與分散的現象，這與雲的物理演化過程截然不同，且由於長時間存在，因此

是鷹群的機率頗高。 

透過猛禽辨識系統的驗證，發現這些亮點經辨識後依然存在，顯示為猛禽

訊號。進一步將墾丁雷達回波圖進行時序分析，可以發現這些亮點由巴士海峽

向東北方行進，速度大約為 20 km/hr，與過去研究發現赤腹鷹的速度相當符合。

由此可知三個觀測資料結合應可運用來研判鷹群飛行的狀況，但唯一美中不足

的是無法得知地面調查觀測的方位是否為東南方向，使得確定的證據稍嫌薄弱。

另外若可以在民航局輔航站有影像拍攝的話，亦可增加驗證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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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0 年 03 月 14 日 12 點 17 分雷達回波影像判讀 
墾丁雷達回波 0.5 度 墾丁雷達辨識圖 

  
七股雷達回波 0.5 度 七股雷達辨識圖 

  
花蓮雷達回波 0.5 度 花蓮雷達辨識圖 

  
全天空影像 可見光衛星雲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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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3 月 15 日 1230~1330，灰面鵟鷹 7781 隻  

天氣條件：延續前一日的晴朗少雲的好天氣，全天空照相機拍攝自凌晨六

點即開始。當日從一早開始，東邊海面雲量偏多，其餘空域皆無雲的狀態。比

對墾丁雷達於此時之回波分佈，亦只有零散之回波可知此段時間墾丁為晴空，

雲量約為 0~1。 

當時間來至早上九點，南方開始有一個水氣系統往台灣海峽移動，在每日

固定期程檢視本辨識系統出現了鷹群的訊號，訊號在墾丁雷達正南約 125km處

出現一個橢圓形的訊號。當早上十點時，同時檢視墾丁雷達回波圖與辨識結果

圖。圖面上，距離墾丁雷達西南方 25km處，有兩條長條形的訊號，訊號值為

20db 左右，從西南方的海域開始往貓鼻頭方向前進，並比對當時人工觀測資料，

人工觀測也早上十點觀測到大量灰面鵟鷹通過墾丁的空域。由本次資料可以得

知，雷達回波資料有效地提供 100km外的鷹群訊號，未來如果可以得到巴丹島

雷達回波資料，不但可以將兩邊雷達回波兩相比對並進行驗證可以將預測時間

提早至三～五各小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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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0 年 03 月 15 日 10 點 25 分雷達回波影像判讀 
墾丁雷達回波 0.5 度 墾丁雷達辨識圖 

  
七股雷達回波 0.5 度 七股雷達辨識圖 

  
花蓮雷達回波 0.5 度 花蓮雷達辨識圖 

  
全天空影像 可見光衛星雲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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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3 月 20 日 1230~1330，灰面鵟鷹 2371 隻  

天氣條件：前一日，墾丁呈現標準的春天後母的臉孔，早上陰天，接近中

午時，下了一場午後雷陣雨，此後天氣慢慢的放晴，但是墾丁空域還是呈現有

百分之九十五的地方被積雨雲覆蓋，今日卻呈現天氣晴朗無雲之狀態，一改前

一日的陰霾。雖然雷達回波呈現點狀的水氣回波，但是從全天空的影像可以得

知，墾丁空域是處於無雲的狀態。可能因前一日雨勢阻擋了巴丹島北返的鷹群，

今日十點開始從雷達回波，程式便判讀出零星的猛禽訊號，一直到十一點時，

雷達回波開始出現數條帶狀的鷹河訊號，雷達訊號的顯示可以得知鷹群即將通

過小灣與貓鼻頭附近。經當日的雷達辨識結果與當日的人工觀測資料比對，程

式的判讀結果完全與人工觀測結果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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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0 年 03 月 20 日 10 點 37 分雷達回波影像判讀 
墾丁雷達回波 0.5 度 墾丁雷達辨識圖 

  
七股雷達回波 0.5 度 七股雷達辨識圖 

  
花蓮雷達回波 0.5 度 花蓮雷達辨識圖 

  
全天空影像 可見光衛星雲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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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9 月 15 日 0600~0700，赤腹鷹 15507 隻  

天氣條件：此日為陽光普照的好天氣，由全天空影像可得知墾丁空域為

無雲的狀態。比對可見光衛星雲圖與墾丁雷達於此時之回波分佈，亦可得知此

段時間墾丁為晴空，只有墾丁南方海域上約 75 公里處有部分雲系。 

早上七點時，於鵝鑾鼻正南方約 15 公里處開始出現較為突兀的訊號，在

每日固定檢視本辨識系統時，發現辨識系統中出現了鷹群的訊號，而此訊號隨

著時間進行持續往東南方向移動，且在衛星及全天空影像中並不屬於雲之訊號，

因此判斷有可能為鷹群南遷所形成之訊號。 

經過猛禽辨識系統的判讀後，發現此訊號經辨識後依然存在，顯示為猛禽

訊號，經當日的雷達辨識結果與當日的人工觀測資料比對，在六點至七點之間，

共統計 20 筆紀錄，合計有 1 萬 5 千多隻，顯示程式的判讀結果完全與人工觀

測結果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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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0 年 09 月 15 日 07 點 15 分雷達回波影像判讀 
墾丁雷達回波 0.5 度 墾丁雷達辨識圖 

  
七股雷達回波 0.5 度 七股雷達辨識圖 

  
花蓮雷達回波 0.5 度 花蓮雷達辨識圖 

  
全天空影像 可見光衛星雲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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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0 月 11 日 1000~1200，灰面鵟鷹 3002 隻 

天氣條件：今日為晴時多雲的天氣，風向為東北，風力則為 1 至 2 級，當

日從一早開始，全空域雲量處於稀疏分散狀態，由當時的雷達回波來檢視，海

面上除了墾丁雷達站東方及東南方有著小塊雲系外，其餘都處於晴朗的好天氣。 

於早上十一點時，辨識系統中顯示疑似猛禽之訊號，訊號出現位置為墾丁

雷達站正南方約 25-50 公里之間，長度約為二至三公分左右的帶狀訊號，且此

訊號隨著時間變化持續向南方移動，透過猛禽辨識系統的驗證，發現這些訊號

經辨識過後依然存在，顯示為猛禽訊號，且經由計算，此訊號的速度約為 39.5 

km/hr，此與鷹群的遷移速度相符；比對人工地面觀測資料，10-12 點之間統計

共 21 筆過境資料，總數為 3002 隻。結合上述之觀測資料來研判，此訊號即為

遷徙性猛禽過境時所形成的鷹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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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0 年 10 月 11 日 11 點 00 分雷達回波影像判讀 
墾丁雷達回波 0.5 度 墾丁雷達辨識圖 

  
七股雷達回波 0.5 度 七股雷達辨識圖 

 
 
 
 

七股雷達歲修 
 
 

 
 

七股雷達歲修 

花蓮雷達回波 0.5 度 花蓮雷達辨識圖 

  
全天空影像 可見光衛星雲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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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0 月 12 日 0500~0600，灰面鵟鷹 671 隻 

天氣條件：今日的天氣條件，與前一日相當類似，處於晴時多雲的天氣，

風向則由無風到東北風 1 至 2 級，當日從一早開始，除了東方海面雲量偏多外，

其餘空域皆為無雲的狀態，比對此時的雷達回波分佈，亦只有東方海面上有著

回波強度較高的塊狀訊號。 

早上六點時，辨識系統中出現一道特殊訊號，且經過辨識後，此訊號仍然

存在，且隨著時間朝東南方向移動，但此日的風向為東北風，此移動方向與雲

的物理意義不相符，再經由全天空與衛星影像判定此訊號不屬於雲之訊號。經

由計算後推估，速度約為 40 km/hr，與鷹群移動速度極為相符，比對人工地面

觀測資料顯示，五點到六點之間統計共八筆記錄，總數為 671 隻，綜合以上的

觀測資訊，此特殊訊號即為猛禽遷徙所形成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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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10 年 10 月 12 日 06 點 53 分雷達回波影像判讀 
墾丁雷達回波 0.5 度 墾丁雷達辨識圖 

  
七股雷達回波 0.5 度 七股雷達辨識圖 

 
 
 
 

七股雷達歲修 
 

 
 
 

七股雷達歲修 

花蓮雷達回波 0.5 度 花蓮雷達辨識圖 

  
全天空影像 可見光衛星雲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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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雷達回波建立與測試猛禽回波判讀系統 

本計畫之整體架構圖如下： 

 
圖 26  計畫整體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2009 年本計畫設計出猛禽回波辨識系統雛型。在 2010 年本計畫會將這套猛禽

回波辨識系統實地測試，進而提升準確率。根據 2009 年所設置出之猛禽回波辨識

系統，已經能正確辨識出將全天空影像中的雲和藍天，在雷達回波上也能辨識出疑

似猛禽訊號，雖然 2009 年已經能從雷達回波辨識上成功辨識出成群猛禽。由於猛

禽的生物特性是不規則的，因此辨識程式的判讀還是有些許地方需要調整。為了增

加辨識率本研究針對猛禽的生物特性設計出了五種辨識流程：1.全天空相機-

TSI880 辨識、2.衛星雲圖連續訊號判斷辨識、3. 雷達頻譜圖與徑向速度圖綜合辨識、

4.高角度雷達圖與衛星雲圖綜合辨識、5. 高角度回波強度圖與徑向速度圖綜合辨識，

此外辨識系統也加入了七股以及花蓮雷達觀測資料以增強猛禽遷徙路徑之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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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辨識系統參數修正 

在今年 2010 年中對辨識系統所做之校正，是以去年 2009 年辨識系統為基

礎發展出四種不同之流程，以因應各種不同狀況之猛禽遷徙路線。從本計畫之

觀測人員實地觀測赤腹鷹與灰面鵟鷹的經驗得知，在春天雖然猛禽的一致性方

向往北，但是猛禽的遷徙路線並不是單一路線，而高度與速度也非絕對。從實

地觀測的經驗得知猛禽辨識系統絕非單一流程的程式可以決定，本計畫針對這

點再增加設計出四種不同的辨識流程並設法找出較一致性之通解，於下列小節

中介紹。 

二、辨識系統最佳化 

猛禽系統校正最主要是針對猛禽飛行路線不確定性，對辨識程式做辨識流

程調整。回顧 2009 年猛禽辨識系統(全天空相機-TSI880 辨識)，將雷達圖與全

天空相機所拍攝到的雲做比對。結果顯示全天空相機-TSI880 辨識雖然能有效

將雲之訊號與猛禽訊號做分離，但是在天候狀況較差時全天空相機辨識系統無

法精準的將雲與猛禽訊號分離，以至於天候狀況不佳時辨識率低。今年在猛禽

辨識系統中考慮了雷達角度之高低如圖 22，根據全天空相機辨識系統-TSI880

並加入雷達波束(0.5°)與波束(1.4°)之間重疊掃描之概念，發展出各種辨識流程。 

 
圖 27  Radar Beam 

(資料來源：http://www.srh.noaa.gov/radar/radinfo/vcp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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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天空相機-TSI880 辨識 

 
圖 28  全天空相機-TSI880 辨識 

(資料來源：本計畫) 

全天空辨識流程： 

1. 分別對雷達圖角度(0.5°、1.4°)聯集納入所有訊號。 

2. 找出全天空影像雲訊號的部分，再將其與所有訊號圖交集，找出

雲的訊號。 

3. 將所有訊號與雲的訊號圖相減就能扣除雲的訊號並找出猛禽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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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衛星雲圖連續訊號判斷辨識 

 
圖 29  衛星雲圖連續訊號判斷辨識 

(資料來源：本計畫) 

衛星雲圖連續訊號判斷辨識流程： 

1. 將 DZ0.5 雷達回波圖取時間平均訊號去除靜止不動的訊號。 

2. 交集 VE0.5 雷達圖與 SW0.5 雷達圖找出具有速度性之訊號。 

3. 找出衛星雲圖與雷達圖的相對範圍，兩圖相減去除雲的訊號。 

4. 交集時間平均辨識後的雷達圖與具有速度訊號的雷達圖找出猛禽

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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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雷達頻譜圖與徑向速度圖綜合辨識 

 
圖 30  雷達頻譜圖與徑向速度圖綜合辨識 

(資料來源：本計畫) 

雷達頻譜圖與徑向速度圖綜合辨識流程： 

1. 將 DZ0.5 雷達回波圖取時間平均訊號去除靜止不動的訊號。 

2. 使用方向辨識的概念將非猛禽遷徙方向的訊號去除。 

3. 交集去除靜止訊號的 T_DZ0.5 (雷達強度回波圖)與 SW0.5(頻譜

圖)，與經過方向辨識後的 D_VE0.5(徑向速度圖)，就能交集出具

有方向性與速度性的猛禽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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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雷達圖與衛星雲圖綜合辨識 

 
圖 31  雷達圖與衛星雲圖綜合辨識 

(資料來源：本計畫) 

雷達圖與衛星雲圖綜合辨識： 

1. 除了 DZ0.5 之雷達圖和 DZ1.4 度雷達圖交集並加入衛星雲圖的連

續訊號辨識，即可找出雲的訊號。 

2. 把 DZ0.5 雷達訊號圖以時間平均的概念去除靜止訊號。 

3. 將 VE0.5 雷達回波依照方向性區分出遷徙方向符合當季遷徙方向

的訊號。 

4. 找出具有速度與方向性的訊號。 

5. 以 DZ0.5 的雷達圖當底圖去除雲的訊號 

6. 將去除雲的訊號的 DZ0.5 雷達圖交集具有猛禽遷徙方向的移動訊

號即可找出猛禽訊號(回波強度強、並具有速度與方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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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回波強度圖與徑向速度圖綜合辨識 

 
圖 32  回波強度圖與徑向速度圖綜合辨識 

(資料來源：本計畫) 

回波強度圖與徑向速度圖綜合辨識： 

1. 分別將(DZ、VE)0.5 與 1.4 的圖做交集找出厚實雲的訊號。 

2. 再用 DZ0.5 與 VE0.5 分別扣除該雷達圖的厚實的雲層訊號。 

3. DZ 雷達圖做時間平均，去除靜止的訊號。 

4. VE 雷達圖做方向辨識，找出具方向性之猛禽訊號。 

5. 兩圖交集找出最終目標具有猛禽遷徙之方向性與回波強度的猛禽

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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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辨識結果比較 

本計畫將雷達圖輸入五種辨識系統後所辨識出的猛禽訊號雷達圖如下： 

表 8  2009 年 10 月 11 日 9 點 45 分辨識方法比對表 
雷達回波 0.5 度 （一）全天空相機-TSI880 辨識 

  
（二）衛星雲圖連續訊號判斷辨識 （三）雷達頻譜圖與徑向速度圖綜合辨識 

  
（四）雷達圖與衛星雲圖綜合辨識 （五）回波強度圖與徑向速度圖綜合辨識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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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09 年 10 月 12 日 7 點 15 分辨識方法比對表 
雷達回波 0.5 度 （一）全天空相機-TSI880 辨識 

  
（二）衛星雲圖連續訊號判斷辨識 （三）雷達頻譜圖與徑向速度圖綜合辨識 

  
（四）雷達圖與衛星雲圖綜合辨識 （五）回波強度圖與徑向速度圖綜合辨識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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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2010 年 3 月 14 日 13 點 00 分辨識方法比對表 
雷達回波 0.5 度 （一）全天空相機-TSI880 辨識 

  
（二）衛星雲圖連續訊號判斷辨識 （三）雷達頻譜圖與徑向速度圖綜合辨識 

  
（四）雷達圖與衛星雲圖綜合辨識 （五）回波強度圖與徑向速度圖綜合辨識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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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10 年 3 月 15 日 12 點 00 分辨識方法比對表 
雷達回波 0.5 度 （一）全天空相機-TSI880 辨識 

  
（二）衛星雲圖連續訊號判斷辨識 （三）雷達頻譜圖與徑向速度圖綜合辨識 

  
（四）雷達圖與衛星雲圖綜合辨識 （五）回波強度圖與徑向速度圖綜合辨識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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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10 年 10 月 11 日 11 點 00 分辨識方法比對表 
雷達回波 0.5 度 （一）全天空相機-TSI880 辨識 

  
（二）衛星雲圖連續訊號判斷辨識 （三）雷達頻譜圖與徑向速度圖綜合辨識 

  
（四）雷達圖與衛星雲圖綜合辨識 （五）回波強度圖與徑向速度圖綜合辨識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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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10 年 10 月 12 日 06 點 30 分辨識方法比對表 
雷達回波 0.5 度 （一）全天空相機-TSI880 辨識 

  
（二）衛星雲圖連續訊號判斷辨識 （三）雷達頻譜圖與徑向速度圖綜合辨識 

  
（四）雷達圖與衛星雲圖綜合辨識 （五）回波強度圖與徑向速度圖綜合辨識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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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辨識流程優劣分析 

根據以上辨識比對結果能將本計畫辨識流程優缺統整為下表： 

表 14  全天空相機-TSI880 辨識優缺點比較 

（一）全天空相機-TSI880 辨識 

優點 

利用全天空影像與雷達回波進

行時間與空間的比對，把屬於

雲的訊號找出，將之扣除。經

2009 年的統計分析，若當日為

晴空的條件，辨識效果較為良

好。 

 
2009 年 10 月 11 日 9 點 45 分 

缺點 

全天空所拍攝出來的雲之影

像，會產生烏雲與白雲之間的

色差參數，故判斷雲與天空之

間的閥值不一，造成辨識系統

上誤差。 
適用時機 日間晴朗無雲的天氣 
(資料來源：本計畫) 

表 15  衛星雲圖連續訊號判斷辨識 

（二）衛星雲圖連續訊號判斷辨識 

優點 

為了避免猛禽訊號與雲的訊

號重疊，故辨識程式會判斷

雷達影像連續訊號，將雷達

上所呈現的完整鷹河找出，

摒除其他非猛禽之訊號。 

 
2010 年 3 月 15 日 12 點 00 分 

缺點 

若當日天氣為多雲陰天時，

由於雲塊分佈面積過大。在

連續訊號判斷時，將所有訊

號都視為連續訊號，故無法

將為雲的地方扣除。 

適用時機 全日晴朗少雲的天氣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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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雷達頻譜圖與徑向速度圖綜合辨識 

（三）雷達頻譜圖與徑向速度圖綜合辨識 

優點 

由於可見光衛星雲圖拍攝時

間自早上六點半至晚上十九

點半止，故早上六點半以前

無衛星影像提供辨識，此辨

識流程是將衛星影像去除，

因應早上六點半前之辨識結

果。 

 
2010 年 10 月 12 日 06 點 30 分 

缺點 

由於沒有加入衛星或全天空

影像進行剔除雲訊號的工

作，若當日為少雲到多雲的

天氣，則辨識結果無法將雲

層較厚之訊號去除。 

適用時機 夜間、凌晨無雲之天氣 
(無可見光衛星雲圖時) 

(資料來源：本計畫) 

表 17  雷達圖與衛星雲圖綜合辨識 

（四）雷達圖與衛星雲圖綜合辨識 

優點 

利用不同角度雷達回波影像

找出厚雲訊號，並且與可見

光衛星雲圖所判斷之雲層訊

號互相疊合，兩種訊號疊合

後能更有效的去除厚雲層訊

號，以找出猛禽訊號。 

 
2010 年 10 月 11 日 11 點 00 分 

缺點 

可見光衛星雲圖拍攝時間自

早上六點半至晚上十九點半

止，且六點半至七點半的衛

星影像因光照影響，故雲層

之輪廓較不明顯，因此在天

候較早時與天候較晚時辨識

結果較差。 
適用時機 日間多雲到晴的天氣 

(資料來源：本計畫) 

 

 

 

 



第三章 計畫工作成果與分析 

57 

 
表 18  回波強度圖與徑向速度圖綜合辨識 

（五）回波強度圖與徑向速度圖綜合辨識 

優點 

由雷達回波強度與徑向速度交

叉辨識比對而成之猛禽訊號。

此辨識結果包含了具有一定程

度以上的雷達回波強度與移動

速度之訊號，不論在任何天氣

都能使用此辨識程式。 

 
2009 年 10 月 12 日 7 點 15 分 

缺點 

在風速較強與風向紊亂的天候

時，由於猛禽訊號與雲之訊號

速度相當，若此雲層為較厚雲

層，則無法完整辨完整辨識出

猛禽訊號，會有雜訊產生。 

適用時機 天候不限 
但不適用於陣風較大時 

(資料來源：本計畫) 

第五節 墾丁國家公園猛禽遷徙系統維護與更新 

「墾丁國家公園猛禽遷徙資訊系統」最獨特的部分在於其為一整合性良好，動

態操作簡便的展示系統。包含資料庫的建立及實際觀測數據的紀錄、分析軟體產生

出來的數據、網頁動態進入資料庫進行篩選、網頁將篩選後的結果進行畫面呈現，

甚至數據的紀錄(包含實際坐標、候鳥數量及時間、照片上傳)。 

一、 猛禽遷徙資訊系統更新配置 

地面觀測資料主要目的是為了驗證雷達演算法的正確性，並將處理過後的

雷達圖放置於網頁作為展示，使一般人員便於瀏覽觀看，展示部份可分為雷達

圖、辨識結果、全天空影像、衛星雲圖及 Google Earth (3D 數位地球)。 

雷達圖所使用的雷達為都普勒雷達，雷達圖種類分為 DZ、SW 及 VE，因

角度不同還分為 0.5 度角及 1.4 度角。Google Earth展示部份可分為原始雷達圖

與辨識結果之雷達圖，可供一般人員選擇瀏覽，網站為便利相關學術研究，也

可將雷達圖檔下載。網頁上所使用的 Google 小工具是 Google Earth API，

Google Earth的外掛程式及其 JavaScript API 可讓我們將 Google Earth嵌入到網

頁中。我們也使用此 API 來繪製標記和在地表上加入圖片、載入 KML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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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Earth所使用的檔案)，以建置複雜的 3D 地圖應用程式。以下為網站主

要架構： 

 
圖 33  網站主要架構(一般使用者)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34  網站主要架構(一般會員)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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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網站主要架構(進階會員) 
(資料來源：本計畫) 

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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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觀看天氣預報、衛星雲圖、

人工攝影、最新消息、相關連結等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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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空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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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另設置網站管理員：只有一個限定帳號，擁有管理這個網站最大權

限，包括 

1. 審核會員註冊、更改權限、封鎖或解除封鎖會員、管理會員群組。 

2. 設定、撰寫及發送電子郵件。 

二、 主要頁面顯示及功能解說 

隨著資料庫成長，猛禽展示系統也必須一併更新，以下是猛禽展示系統更

新成果： 

1. 網站首頁 

今年度「猛禽遷徙資訊展示系統」更新為會員制度，當使用者登入首

頁後，將能得到今天最新的天氣預報。首頁除了新加入天氣預報功能之外，

也加入了使用者登入的功能。使用者能夠點選右邊註冊選擇成為網站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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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頁面除了要求使用者輸入帳號、密碼、姓名之外，也要求使用者輸入

行動電話與 E-Mail 等個人訊息，以便即時傳輸各種預報訊息與相關訊息。 

 
圖 36  網站首頁 

(資料來源：本計畫) 

A. 網頁最上方為本網站的代表圖片，不管點進本網站的任何一頁，都有

此張圖片置頂。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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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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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右側則是使用者登入欄，不管任何使用者皆由此登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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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登入欄下方是相關的最新消息，顯示猛禽動態、以及墾丁附近的相關

活動。最下方則是設置超連結點至相關的網站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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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會員註冊 

 
圖 37  會員註冊功能 

(資料來源：本計畫) 

A. 除了管理者帳號是預定好之外，其它使用者皆須經由此頁面註冊，輸

入個人資料，以便管理者做整合管理。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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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經由此頁面註冊完成後，便是一般會員，有學術研究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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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註冊的使用者在本頁面填入電子郵件之後系統或管理者，皆會根據此

電子信箱寄發通知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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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會員功能區分 
一般訪客功能 一般會員功能 進階會員功能 

天氣預報 

衛星雲圖 

人工攝影 

天氣預報 

雷達圖 

辨識圖 

衛星雲圖 

全天空 

人工攝影 

天氣預報 

雷達圖 

辨識圖 

衛星雲圖 

全天空 

人工攝影 

猛禽調查紀錄 

(資料來源：本計畫) 

 

3. 登入畫面 

 
圖 38  登入畫面(一般會員)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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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登入畫面(進階會員) 

(資料來源：本計畫) 

A. 登入通過後，依會員等級不同，左側欄位也不同。 

B. 右側顯示歡迎畫面，可放置各種圖片或歡迎文字，由管理者自訂。 

 

4. 天氣預報 

 

圖 40  天氣預報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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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景點介紹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42  使用者留言 

(資料來源：本計畫)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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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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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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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者當地的天氣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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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雷達圖展示 

雷達圖展示頁面，用於讓使用者瀏覽原始雷達圖，雷達圖掃描時間為

每小時 8 張並可選擇墾丁、七股、花蓮與時間瀏覽不同的圖檔。 

 
圖 43  雷達圖展示頁面 

(資料來源：本計畫)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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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包含墾丁、七股、花蓮三個雷達站。 

C. 可選擇日期、時間、雷達類別、角度。 

 
6. 辨識結果展示 

辨識結果展示頁面，用於讓使用者瀏覽原始雷達圖經演算法處理過後

的雷達圖，辨識結果之雷達圖掃描時間為每小時 8 張，並可依照個人需求

選擇墾丁、七股、花蓮與時間等瀏覽不同的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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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辨識結果(靜態展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45  辨識結果(動態展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 

A. 本頁提供辨識圖之查詢，僅一般會員與進階會員可使用。 

B. 包含墾丁、七股、花蓮三個雷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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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選擇日期、時間，並分為靜態圖示與套疊至 Google Earth兩種呈現

方式。 

 
7. 衛星雲圖 

 

圖 46  衛星雲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A. 本頁提供衛星雲圖之查詢。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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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可選擇日期、時間。 

 

8. 全天空影像展示: 

全天空影像展示頁面，用於讓使用者瀏覽由全天空照相機所拍攝的圖

檔，全天空照相機拍攝位置為屏東縣恆春鎮水泉里頂泉路水泉國小，全天

空影像拍攝時間為每分鐘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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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全天空影像展示頁面 

(資料來源：本計畫) 

A. 本頁提供全天空圖象之查詢，僅一般會員與進階會員可使用。 

B. 可選擇日期、時間。 

 
9. 人工攝影 

 
圖 48  人工攝影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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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本頁提供人工攝影之查詢。 

B. 可選擇日期、時間。 

 
10. 猛禽調查記錄表 

 
圖 49  猛禽調查記錄表 

(資料來源：本計畫) 

A. 本頁提供進階會員填寫猛禽調查記錄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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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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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Google Earth展示: 

Google Earth展示頁面，本網站將雷達圖與辨識圖，透過將其匯整成

KML 檔，使此 API 顯示標記、路徑和圖片，用於讓使用者瀏覽動態圖檔，

展示項目可分為地標、遷徙路徑、原始雷達圖與辨識結果之雷達圖，及

3D 模型在 Google Earth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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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  社頂凌霄亭地標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51  猛禽遷徙路徑 

(資料來源：灰面鵟鷹遷移之衛星追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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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Google Earth墾丁原始雷達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53  Google Earth墾丁辨識後雷達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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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Google Earth雷達圖展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55  猛禽飛行 3D模型展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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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網路系統平台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三、顯示及管理功能說明 

1. 安全管理方面：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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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同一身分證號碼也不可申請兩個以上的帳號。 

C. 管理者可編輯設定電子郵件自動寄發，或手動寄發，只要使用者帳

號狀態有變更，系統即會寄發電子郵件通知。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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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資料查詢限制： 

A. 為了安全性的考量，基本使用者可能無法觀看某些圖片資料。 

B. 限制的內容，可以由管理者動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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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計畫執行甘特圖 

2010年預定進度(以甘特圖表示) 

工作內容項目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觀測儀器準備與測試 ■ ■     ■ ■     
2.觀測內容與實施重點討論 ■ ■     ■ ■     
3.資料庫建置之前置作業 ■ ■           
4.墾丁國家公園猛禽遷徙資訊

系統伺服器與網頁建置   ■ ■ ■ ■ ■ ■ ■ ■   

5.配合 Google earth之墾丁雷

達回波資料庫建置   ■ ■ ■ ■ ■ ■ ■ ■ ■ ■ 

6.配合墾丁國家公園年度之猛

禽遷徙調查時段，以雷達回

波建立與測試猛禽回波判讀

系統測試與修改 

  ■ ■ ■ ■ ■ ■ ■ ■ ■ ■ 

7.配合墾丁國家公園年度之猛

禽遷徙調查時段，進行猛禽

調查與回波判讀之地面全天

空影像校驗 

  ■ ■ ■   ■ ■ ■ ■ ■ 

8.資料庫資訊分析與參數修改   ■ ■ ■ ■ ■ ■ ■ ■ ■ ■ 
9.建立墾丁國家公園猛禽遷徙

資訊之展示系統   ■ ■ ■ ■ ■ ■ ■ ■ ■ ■ 

10.撰寫期中報告      ■ ■      
11.撰寫期末報告          ■ ■ ■ 
12.報告修改           ■  
13.成果繳交            ■ 

預定進度累積百分比

（％） 5 10 20 30 40 50 60 65 70 80 90 100 

查核點 預定完成時間 查核點內容說明 
1.期中報告 2010/07/31 繳交期中報告   (■表已完成，表尚待持續進行) 
2.期末報告 2010/11/30 繳交期末報告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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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 今年猛禽辨識系統是根據去年猛禽辨識系統所延伸出的多重辨識猛禽系統。

由去年執行猛禽遷徙系統建置計畫經驗得知，猛禽飛行特性並非單一路徑，

而是多元化的路徑。去年猛禽辨識程式目的是在找出猛禽飛行的在雷達回波

影像中的特徵值，使用單一辨識流程辨識猛禽訊號。從去年辨識系統辨識經

驗得知生物的特性就是「沒有特性」，猛禽飛行路徑是隨著熱對流、風速、

風向、天候狀況不同而改變，因此本年度猛禽辨識系統針對各種不同的天候

狀況與風速風向修訂出五種不同流程以因應各種猛禽飛行的路徑，以提升猛

禽辨識系統之辨識率。 

二、 去年猛禽遷徙展示系統完成的猛禽遷徙資訊展示平台，包含雷達、全天空影

像等資料，並連結中央氣象局天氣資訊、猛禽研究會地面調查資訊等相關訊

息。本年度猛禽遷徙資訊展示系統將去年所有資料完整結合 Google Earth並

將其嵌入網頁中。在猛禽遷徙展示系統網站中能完整的以 Google Earth瀏覽

之方式瀏覽所有猛禽遷徙相關資訊，包含地標、雷達影像整合、與 3D 模擬

猛禽飛行路線。 

三、 由辨識結果分析，本年度可見光衛星雲圖加入辨識系統之後，確實提升辨識

雷達圖雲層較厚時辨識猛禽的辨識率。去年猛禽辨識系統缺點是在壞天氣時

無法將雲厚實雲層去除，但今年辨識系統加入可見光衛星雲圖之後，能有效

的將雲層與非雲層部分區分出來，再依形狀判斷的方式去除雲的訊號。 

四、 為了完整從雷達圖中萃取出猛禽訊號，辨識系統的辨識方法也變得多元化。

日後猛禽系統將會變身成為「智慧型猛禽辨識系統」，智慧型猛禽系統會隨

著天候、風向、風速的多重因素，自動篩選出最適合辨識此天氣狀態的猛禽

辨識系統與辨識參數加以辨識，並呈現最完美的辨識結果。 

  



墾丁國家公園 

猛禽遷徙資訊系統建置計畫(二) 

76 

第二節 建議 

建議一 

猛禽遷徙資訊的研判與辨識系統訓練：立即可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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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台灣猛禽研究會 

 

由於辨識系統越來越龐大，辨識圖資也越來越多，但辨識系統資料庫的資

料量累積還不足夠，因此必須加強資料庫的資料量辨識系統才能更完整。「風

向」與「風速」是判斷徑向風速雷達回波圖上是非常重要的資訊，因此需要加

入風速與風向的數據，以判斷猛禽移動方向。 

 

建議二 

猛禽遷徙資訊與辨識系統建置：中長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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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台灣猛禽研究會 

 

目前猛禽辨識系統資料庫量甚少，因此辨識系統還尚未成熟，必須讓猛禽

辨識系統經過長期訓練後才能增強辨識系統的辨識率。加入衛星雲圖的辨識之

後，辨識系統辨識率著實提高，但雷達圖的圖資取得不易，因此必須建立良好

的雷達網絡才能有好的圖資以供辨識系統辨識。為了建立良好的雷達圖資取得

管道，建議墾丁國家公園與中央氣象局正式簽訂「雷達資料使用協定」以便系

統正式上線時建立雷達圖資料庫的圖資取得網絡。 

猛禽辨識系統發展已傾向於「智慧導向」，因此要讓猛禽系統變聰明的方

法唯有以大量圖資訓練辨識系統才能提高辨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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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評選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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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墾丁國家公園猛禽遷徙資訊系統建置計畫（二）」委辦勞務案 

服務企畫書評選會議紀錄 

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99年 3月 3日上午 10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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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青 

評選委員： 

高雄醫學大學  程委員建中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黃委員朝慶 

龍華科技大學  何委員台華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林委員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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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委員文山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陳委員松茂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服務廠商 國立中央大學  潘貞杰  賴信志  林順凱  王佑仁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陳信宏  馬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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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辭：本會議為本處 99年度委辦案之評選會議，感謝程委員、黃 

          委員及何委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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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請國立中央大學進行簡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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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數出席，符合相關規定。 

參選單位簡報：國立中央大學潘貞杰博士簡報（詳如：服務企畫書）。 

會議討論： 

   主持人林委員青： 

          感謝國立中央大學潘貞杰博士的簡報，請各位評選委員提出

問題，並請國立中央大學進行回答。 

提問人員 問題及意見 國立中央大學回應 

何台華委員 1.本計畫的執行對我國國

家整體國力的展現有正

面的效果。 

2.p.16 墾丁雷達掃描有死

角，特別是 0.5
°
&1.4

°
的

PPI，須加以補強。雷達

死角是否會影響猛禽雷

達回波觀測。 

3.p.16 墾丁雷達掃描 data 

set 應不是 real time 可

以獲得，進行鳥類遷徙

及數量估計，以及資訊

展示可能無法 real time 

display。 

4. p.22 公式 1 與公式 2 的

比對是否是自創或引用

計畫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應： 

1.墾丁雷達架設時，因北方的

大小尖山確實造成雷達死

角，此屬地形上的限制，目

前無其他方式來解決雷達死

角問題。但鳥類往返時，路

徑是有跡可循的，猛禽大量

往南部遷徙時會越過山脈往

南飛，因此根據猛禽遷徙路

徑在南遷或北返時，雷達回

波的掃描都能有效地擷取到

猛禽回波，所以被山脈擋住

而造成的雷達死角，對於本

計畫猛禽回波掃描策略的結

果，影響其實很小。 

2.本計畫收集的全台灣四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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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文獻，請說明。雷

達回波單位為 dBZ，全天

空影像是圖檔(色差)，

如何進行聯集或交集，

須說明清楚。 

5.p.34 表 1 的比對雲率之

意義為何？請說明。 

6.p.44 全天空相機觀測與

GPS 定位系統在 99 年度

資料庫建置扮演何種角

色，請說明。 

7.為何不用解析度較高的

福衛衛星雲圖，衛星雲

圖的解析度比氣象雷達

差異甚多，如何融入回

波判讀系統之中，需要

特別小心。 

8.根據之前猛禽數量的計

算數字，精準度既然能

達到個位數，如此細膩

之精準度是如何達到

的，請說明之。 

卜勒雷達資料，為本計畫顧

問鄧仁星博士和中央氣象局

合作所收集到的即時資料，

再經本系統處理，故近似

real time。 

3.p.22 猛禽回波辨識公式是一

個示意公式，並非數學公

式。此公式是用來訓練辨識

系統的邏輯公式。而猛禽回

波辨識系統，依照此邏輯公

式進行猛禽回波判讀。 

4.GPS 定位是將全天空相片、

裝有魚眼鏡頭之數位相機的

位置作 GPS 定位，並將經緯

度輸入至辨識系統做位置的

定位。定位以後加入衛星雲

圖的部份就能更清楚定位雲

圖的位置，能更清楚的篩選

出雷達猛禽回波。 

5.如協同主持人賴信志博士補

充回應 2。 

6.福衛衛星是與太陽同步的衛

星，資料開始收集的時間是

從早上十點開始，因此使用

衛星資料是用以觀測大面積

雲的部份，進行輔助猛禽回

波辨識系統的精準度提昇。

在本計畫中衛星的資料，並

不是 real time 的資料。在

全天空相機所得到資料為影

像資料，因此透過影像軟體

可得到全天空影像資料灰階

度之後，就以灰階度的大小

進行與雷達圖的比對，若雷

達回波有訊號但是全天空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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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雲的灰階度顯示，進而可

得到辨識結果是否為猛禽訊

號。 

7.本計畫重心在於猛禽回波辨

識與回波辨識結果以網路系

統平台進行展示的設計。而

猛禽數量之估算可以利用本

計畫猛禽回波辨識結果，進

行統計學的迴歸公式計算猛

禽數量。過去的迴歸分析因

為使用了有參雜雲、水氣等

其他干擾因素的雷達回波資

料，因此造成精確度還不

夠。透過本計畫辨識系統處

理後的猛禽雷達回波資料，

能將水氣等其他干擾雷達回

波訊號之雜訊刪除，就能更

精準的以迴歸公式估算猛禽

數量。 

計畫協同主持人賴信志博士補

充回應： 

1.針對猛禽回波辨識結果進行

即時展示方面做以下補充，

系統完成的最終模式，是先

將雷達圖輸入辨識系統，並

且與全天空所拍攝之雲圖做

比對。再將比對結果展示到

系統中，此比對過程大約是

15 分鐘，因此以 near time

描述猛禽回波辨識系統會較

貼切。 

2.本計畫猛禽回波的辨識方式

並非是使用雷達的原始資

料，而是把雷達原始資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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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影像處理軟體先將雷達資

料轉化成影像檔。進而把全

天空雲圖與雷達回波圖比對

之後去掉雲的部份，殘留的

訊號即為有可能的猛禽訊

號。因此比對率的計算方式

是由地面人工觀測與辨識系

統的辨識結果做比對，當人

工觀測大量猛禽過境的時間

點，與本辨識系統的結果一

致，則稱比對率是較高的，

反之則是較低的。而今年會

加入紅外線雲圖與可見光雲

圖，在多重因子互相參照與

比對下，將能提升比對率的

精確度。 

程建中委員 1.對管理處持續支持此一

先導型研發，特表讚

揚。建置此一系統可為

軟硬體國力的整體表

現。 

2.本計畫與國內及本管理

處的相關研究計畫相連

結已見成效。建議擴大

國際連繫與日本、大

陸、菲律賓及南海研究

等團隊建立聯絡網，或

可為此一領域的領導角

色。 

3.本計畫在建立猛禽遷徙

之同時，建議嘗試收集

雁鴨類之相關資訊，以

為將來禽流感風險之應

用。 

計畫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應： 

1.首先感謝前人之研究讓此計

畫得以順利進行。目前正致

力於系統架構之建設，計畫

完成後資料庫還是能持續運

作，維持系統的完整性。 

2.國際連結的部份，預定當菲

律賓巴丹島雷達完成之後，

將會與菲律賓有密切的合

作。另一方面，現在也持續

在與日本方面連絡。 

3.對於雁鴨遷徙的雷達偵測，

一個鳥雷達只能偵測 2~3 公

里的範圍，國外在一條河的

流域裡置放數個鳥雷達於雁

鴨出沒地點，進行雁鴨資料

蒐集。但本計畫著重於大領

域的猛禽雷達回波資料，因

此要研究雁鴨遷徙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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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必須先收集相關資料後與

建置相關硬體設施再進行研

究。 

黃朝慶委員 1.期望今年猛禽回波判讀

正確率可達多少？ 

2.雲層厚度影響猛禽回波

判釋？ 

3.當本計畫完成時對全球

暖化之動物行為是否有

較明確之解析。 

4.猛禽回波是否估計其遷

徙數量？ 

計畫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應： 

1.在去年猛禽辨識率有比較大

誤差的部份，大多是天氣狀

況惡劣的時候。若排除大誤

差的地方辨識率是超過 60%

的。因此，在排除惡劣天氣

的部分，相信今年的猛禽影

像辨識率將能達到 90%以上

的水準。 

2.雲層厚度的部分，一般來說

雲層厚度不一，本計畫將重

點放在猛禽秋季遷徙時的辨

識，在秋天時，墾丁的雲是

比較高又比較薄的，而猛禽

的飛行高度，是在距離地面

一公里以下的地方，所以使

用雷達資料辨識猛禽回波的

時候，當時候的雲對於猛禽

訊號辨識的影響就會顯得比

較小。 

3.針對全球暖化這個問題，由

於去年有許多颱風經過菲律

賓，因此國科會今年有一個

計畫案，將在介於菲律賓與

台灣中間的巴丹島上設立了

一座都卜勒雷達，屆時可以

將猛禽遷徙的雷達回波完整

的串連起來，將可為本計畫

帶來更大的效益。因此今年

將持續與去年馬來西亞與泰

國的研究夥伴保持密切的合

作關係，將運用活體輻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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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進而運用衛星資料，

確定猛禽活體輻射的個體以

及路徑。若此套系統成熟

後，將能更準確的判別猛禽

的遷徙路徑與棲息地，屆時

進行比對前幾年的資料後，

接下來才能解析全球暖化是

否會影響動物行為，但是在

短期間的效益還看不太出

來，但是還是希望能達到這

個願景。 

4.本計畫重心在於猛禽回波辨

識與回波辨識結果以網路系

統平台進行展示的設計。而

猛禽數量之估算可以利用本

計畫猛禽回波辨識結果，進

行統計學的迴歸公式計算猛

禽數量。在數量方面，根據

地面觀測的資料與猛禽數量

之迴歸統計。猛禽數量迴歸

計算的準確率，基本上是與

地面觀測之準確率成正比

的。由於猛禽數量的統計是

依照雷達回波強度反推而得

到的。因此地面觀測之準確

率著實會對猛禽數量之統計

有很大的影響。 

計畫協同主持人賴信志博士補

充回應： 

1.針對雲層的厚度做回應，由

於雷達掃描的仰角不同雷達

回波圖，雲層厚度就能以雷

達仰角高度為依據測量而得

知。雷達的角度從 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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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仰角逐漸變大，在全天

空與地面觀測的影像辨識

上，只能觀測到底層的雲即

雲底的部份。因此若能找出

雷達回波掃瞄到雲底高度的

仰角角度便能去除雲層厚度

之影響。 

2.在猛禽回波數量方面，參考

過去猛禽迴歸之計算作測

試。先找出猛禽回波針對回

波訊號區域之大小，並根據

過去經驗進而做下一步之應

用。 

李登志委員 1. 本研究案主要調查對象

為白天遷移性猛禽，是

否可擴及夜間遷徙性猛

禽。 

計畫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應： 

1.擴及夜間觀測的部份，在前

面提到在今年將使用輻射

儀，來測定猛禽的活體輻射

頻率，這部份則希望墾管處

保育課提供樣本。而夜間猛

禽觀測就必須靠紅外線的技

術做觀測，但依據本年度計

畫的工作項目，目前還沒有

特別針對夜行性猛禽做觀測

的計畫。 

林欽旭委員 1.本案資料庫及系統之展

示涉及本處網頁，目前

(99 年)本處網頁正在改

版，爰請中央大學如獲

評選得標後，應與網頁

改版承攬公司聯繫瞭解

彼此間是否需介面整

合？ 

2.本案工作年期是 2 年或 2

年以上？於結案建構完

計畫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應： 

1.在介面改版這部份，將會與

墾管處網頁外包公司洽談瞭

解後，對於網頁整合進行進

一步規畫與設計之後，再進

一步做出修訂。 

2.此計畫為三年計畫，在交接

的部份將會在第三年，將整

個猛禽遷徙系統運作方式自

動化，而交接的部份將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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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系統後，本項系統是

否須本處人員處理判

讀、後端維護及更新？

或是自動化、標準化，

毋須本處人員處理判

讀？如為前者，則屆時

技術轉移就很重要及必

要。 

3.網頁展示應與 facebook

或噗浪等社群聯結，並

在本處網頁「首頁」上

有明顯主題單元選單按

鈕或視窗。 

4.未來結案時涉及「會員

註冊」、「網路管理者

之帳號限定」、「新聞

編輯」等層面，故在未

來應進一步討論網站之

管理維護、社群經營管

理等課題。以上，請說

明之。 

5.未來是否需加上人員教

育訓練？請說明。 

三年的計畫中設計完整的交

接流程。在第二年期間，會

將重點著重於第一年成果之

修正與改良，以提升判讀系

統可信度，而網站管理部分

也將會在第三年做完整的交

接設計。 

3.謝謝委員的建議，在與管理

處的網頁外包場商討論過

後，將配合管理處全新的網

頁介面進行猛禽遷徙資訊系

統的介面設計。 

4.網站管理與維護問題，不在

本年度工作項目中，而且本

計畫工作期程為三年計畫，

今年為計畫的第二年，因此

相關的交接工作與日後維護

工作，將在第三年進行討論

與設計。 

5.如回應四。 

陳松茂委員 1.衛星雲圖判讀常因受多

變氣候之影響，如氣

流、溼度、降雨、層積

雲、對流雲等，尤其雲

層易遮蔽其判讀不易，

其猛禽族群個體較小其

數值結果會有不同呈

現，如何校正或修正結

果，以趨近正確數值。 

2.氣象雷達多少有其「死

角」會產生誤差，目前

誤差率為何？遺漏部份

計畫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應： 

1.雲層部分是使用雷達掃瞄而

得到雲層高度與厚度，由於

雷達掃描策略可設定不同的

仰角，因此根據雷達仰角不

同，便能得知雲層厚度。並

且根據所設定之邏輯公式進

行辨識。 

2.而雷達死角所產生的誤差，

目前已經能得知死角所產生

的誤差與判讀問題，這部份

的問題由於是固定之硬體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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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人力協助調查外，是

否還有其他科學方法可

資補強其遺漏數據。 

3.有關各物體在衛星影像

呈現會有不同影像呈現

型式，今鳥類衛星影像

圖呈現判讀進行比對需

要專業和長期經驗累

積，目前本案委外建置

計畫調查有赤腹鷹、灰

面鷲…等猛禽影像是否

差異影像呈現。惠請說

明之。    

施因此無法解決，但能做一

些補救措施達到較高的辨識

率，例如紅外線、可見光衛

星雲圖來輔佐辨識系統準確

率提高。 

3.今年已準備了輻射儀準備量

測猛禽的活體輻射，屆時根

據輻射之頻率再決定加入衛

星圖片做為系統判讀輔助，

但這只是先導型研究並未列

入本年度工作計畫中。 

簡文山委員 1.就今年度預期效益，所

提供建置之遷徙的資

料，供本處參考作為遊

客解說資料。 

2.服務企畫書第 59 頁經費

配置之專任助理其月份

為 12 月，與本委託計畫

之期限不符是否說明

之。 

計畫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應： 

1.在解說這一部分，預期在整

個系統完成時再給民眾使

用，屆時再來決定要如何做

大規模的宣傳與解說動作，

現在採用比較被動的方式讓

使用者自行註冊。 

2.專任助理 12 月的經費配

置，為 10 個月的薪資，再

加上 1.25 個月的年終獎金

為 11.25 個月，並包含勞健

保調漲的空間，因而取其整

數為 12 個月。 

林文敏委員 1.本計畫利用猛禽調查與

回波判讀，去除雲雨留

下鳥類回波，如何辨識

不同種鳥類，在不同季

節是否有不同的判釋模

式。 

計畫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應： 

1.根據過去所累積經驗已經明

確能定義出赤腹鷹與灰面鵟

鷹之飛行速度與飛行高度。

而猛禽出現之季節性與時間

性也都不同。依據這些資料

便能區分出赤腹鷹與灰面鵟

鷹訊號的差異，而當資料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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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完成之後，再根據猛禽特

性回推猛禽之種類。而在雷

達上是無法確認猛禽種類

的，但是若依據猛禽之生物

特性，如飛行高度與速度作

依據，就能達到區分猛禽種

類的目標。 

會議結論：本案評選結果，服務廠商國立中央大學平均成績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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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 3 月 3 日中午 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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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期中審查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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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墾丁國家公園猛禽遷徙資訊系統建置計畫（二）」委辦勞務案 

期中簡報審查會議紀錄 

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99年 7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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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協群（代理） 

審查委員： 

高雄醫學大學  程委員建中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黃委員朝慶（請假） 

龍華科技大學  何委員台華（請假）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林委員青（另有公務）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李委員登志（另有公務）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林委員欽旭（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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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委員文山（另有公務）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陳委員松茂（另有公務）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受委託單位 國立中央大學  潘貞杰  賴信志  林唐煌  林順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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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正文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蔡乙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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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辭：本會議為本處 99 年度委辦案之期中簡報審查會議，感謝外

聘委員程委員前來協助本案期中簡報審查工作及台灣猛禽

研究會與屏東縣野鳥學會派員參加，並歡迎馬來西亞 Wong 

Chow Jeng 博士參與本次會議，首先由業務課室進行報告，

再請受委託單位中央大學進行期中簡報，審查過程採即問

即答方式進行。 

業務課室報告：本案受委託單位已依約如期於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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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黃委員及何委員因故無法出席，

內聘委員均因另有公務及出差而未能出席，出列席單

位內政部營建署未派員出席。 

受委託單位簡報：計畫主持人中央大學潘貞杰博士簡報（詳如：期中

報告書）。 

審查委員及與會人員提問： 

會議討論： 

代理主持人馬課長協群： 

感謝國立中央大學潘貞杰博士的簡報，先請程委員提出問題，

並請國立中央大學進行回答。 

提問人員 問題及意見 國立中央大學回應 

程建中委員 1.本計畫之結果已呈現研

究數據比地面觀測數據

更廣泛的現象。顯然，

研究的結果已達到預期

目標。 

2.研究數據的分析，其時

間點共七點，以校驗剔

計畫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應： 

1.謝謝委員的建議與鼓勵。有

關雷達圖辨識流程如下說

明：雷達站每 8 分鐘產生一

張雷達圖，傳輸至伺服器資

料庫後，程式處理時間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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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雲層效果，再與全天

空影像比對，費時多

久？如何達到預報的目

的？ 

3.樂於見到國際團隊的加

入，可有更多團體共同

參與，如：菲、馬、印

尼。（中華鳥會樂於扮

演此一聯絡窗口及平

台）。 

4.建議爾後本計畫成果記

者會移至北市內政部營

建署辦公室舉辦。 

1~2 分鐘，所有資料進行辨

識流程處理時間預估 10~15

分鐘之內，目前在網站展示

圖上的資訊就是猛禽訊號，

以目前雷達有效範圍為直徑

兩百五十公里計算，應可爭

取到 1~2 小時，進行發布預

報，未來菲律賓巴丹島雷達

設置完成後，將可望取得

7.5 小時的預報時間。 

2.記者會部份，將會等待系統

更臻成熟後，進行南北連線

記者會之規劃。 

屏東縣野鳥

學會吳正文 

1.就賞鳥者的觀點，預報

的部分從測得的訊號完

成所有分析與確認至預

報需要多久時間？ 

2.對於灰面鵟鷹的排遺分

析，在野外一隻灰面鵟

鷹或任何一種猛禽在一

個點可能只排遺一次，

是否有辦法呈現我們要

的光譜，因為量太少，

是否真的可找出野外所

在位置？ 

3.遷徙資訊系統建置預報

部份，是否可以 RFID 供

鳥友利用？ 

4.排遺怎麼分別為猛禽還

是其他鳥種，3 至 4 月也

有別種鳥類過境，如何

確定？ 

計畫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應： 

1.如程委員提問問題的回應內

容 1.。 

2.利用排遺方面進行光譜檢測

並不在本次計畫工作內容

中，但是在本計畫執行過程

中，希望可以發現其他更多

有趣的猛禽過境現象，經與

墾管處猛禽專家與遙測專家

進行初步的測試，利用特定

猛禽排遺進行夜間棲息地的

尋找與驗證，未來將可協助

找出猛禽過境路徑。 

3.RFID 技術上是可行，但此

一工作並未在本計畫工作內

容中，暫不考慮執行。 

4.鷹種辨別能用飛行高度、速

度及累積的經驗來分辨，再

加上人工地面調查，將有效

的辨別出猛禽種類。 

林堂煌博士補充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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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光譜進行量測排遺反射

量，需配合衛星的光譜頻

道，如果可以從衛星頻道明

確的分辨出來，配合人工調

查紀錄，在猛禽過境期間，

進行過境前後的差異比對，

找出棲息地的機會很大。目

前光譜運作的方式，由測量

光譜儀、標準反射板可計算

出來。因此，後續可對光譜

特性進行分析並配合衛星資

料與地面觀測資料進行比

對。就鳥種的判斷上而言，

因為鷹群大量過境時，將對

環境的改變差異很大，若能

配合地面觀測將可有效找出

猛禽夜間棲息地。 

代理主持人

馬協群課長 

1.資料處理的時間為 10~15

分鐘是否有包含上傳至

Google Erath 上的處理

時間？ 

2.預報方面，除自己去觀

察路線變化之外，還特

別通知到什麼地方看

鳥，這部分是否以人工

判識？ 

3.雷達圖上的鷹河訊號，

進入台灣之後就消失不

見或停止不前，是否可

能為猛禽的棲息場所？ 

4.衛星照片判讀的即時性

如何？ 

5.雷達圖的時間為每八分

鐘一張，而分析每一分

鐘的全天空影像是否有

計畫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應： 

1.Google Erath 已經建立完

整的地形地貌資料庫，本計

畫只需要將辨識後的成果進

行疊圖與嵌入動作，處理時

間也只需幾分鐘即可完成。 

2.目前預報的方式為人工判斷

方式，但以目前的辨識結果

可歸納幾個可能性的結果，

未來預報的方式可朝向猛禽

可能出現於西海岸或是東海

岸，這樣的資料便可以提供

普羅大眾賞鳥的一個方向。 

3.有可能，但氣象雷達上有一

定的死角，雷達最低角度為

0.5 度角，猛禽著陸時，雷

達無法偵測到猛禽訊號，所

以後續的移動方向也無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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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效應？ 

6.猛禽的數量要多少隻，

雷達才能偵測的到訊

號？ 

知，如果可進一步掌握猛禽

的棲息場所，將會給我們更

多的判讀資訊。 

4.衛星照片沒有即時性，因為

衛星每天早上 10~11 點飛過

去一次，我們能夠得知的是

前一天或這個季節的主要棲

息區域。 

5.因為儀器原始設定就有每分

鐘拍一張影像之功能，為了

不遺漏每一個時間點的資

料，因此維持原始設定進行

每分鐘的拍攝工作。 

6.猛禽數量約為 200 隻時，就

會有回波訊號，但猛禽距離

雷達站的遠近也會影響訊號

的強弱。就數量估計上，可

以用迴歸模式進行數量的估

計，因此，就目前的研究結

果，可以推算最少需要有兩

百隻的猛禽，在雷達回波上

才能有效被判斷。 

台灣猛禽研

究會楊明淵 

1.使用衛星遙測看光譜所

反射出來的波長不同，

是因為什麼物質造成，

會不會和其他東西混

淆？ 

2.衛星的範圍可涵蓋全台

灣嗎？ 

3.長鏡頭拍攝過境猛禽部

分，是打算使用人工攝

影方式嗎?如果使用人工

攝影方式，同時間可拍

攝到的範圍可涵蓋多大?

如果鳥群移動速度較

計畫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應： 

1.鳥的排遺成份會因為吃下食

物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此為無

法控制之變數，但鳥棲息地

之背景成分較為固定，所以

我們主要利用它們與背景之

間的差距進行判斷。 

2.以目前要使用的衛星資料，

雖然軌道固定，但是衛星上

的照相機鏡頭可隨著欲觀測

方向不同，而進行移動，一

旦確定有鷹群經過時，我們

可事先提出要求它的觀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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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拍攝效果是否來的

及，或是改成使用攝影

方式？ 

4.過去的鷹群數量研究是

否有高估或低估鷹群的

數量，與現階段技術相

比範圍為多少？ 

向，對於範圍觀測是沒有問

題的。 

3.拍攝猛禽的目的在於使用攝

影機來拍攝肉眼可見的鷹

群，拍攝後利用程式進行照

片處理進而測量數量，此一

測量方式為階段性進行設

計。目前採用人工的方式進

行猛禽過境的攝影，觀測者

只需要操作相機，後端連接

電腦進行即時的數量判讀，

未來可望令相機自動尋找目

標進行拍攝且數鳥之工作。 

4.過去的研究是用迴歸公式計

算，進行人工判讀。過去研

究使用的雷達圖為沒有濾波

過的原始資料，使用沒有濾

波過的檔案，並未去除雜

訊，在鷹群的估算中，肯定

會高估鷹群數量。目前本計

畫，利用中央氣象局傳送的

原始資料，進行科學方法濾

除非猛禽之訊號，而得到的

雷達回波圖，肯定相較於過

去研究之鷹群估計量更趨近

於實際鷹群數量。除此之

外，透過本計畫開發之技

術，更可以有效地找出人眼

極限外之過境鷹群。 

會議結論：本案期中簡報審查結果，通過。 

散會時間：99年 7月 13日下午 15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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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期末審查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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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墾丁國家公園猛禽遷徙資訊系統建置計畫（二）」委辦勞務案 

期中簡報審查會議紀錄 

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99年 11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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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處長青 

審查委員： 

高雄醫學大學  程委員建中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黃委員朝慶 

龍華科技大學  何委員台華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林委員青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李委員登志（另有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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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委員文山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陳委員松茂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受委託單位 國立中央大學  潘貞杰  賴信志  王佑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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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乙榮 馬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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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辭：本會議為本處 99 年度委辦案之期末報告簡報審查會議，感

謝 3 位外聘委員專程前來協助本案審查工作，首先由業務

課室進行報告，再請受委託單位中央大學進行期末簡報，

審查過程進行方式外聘委員部分採即問即答，本處處內委

員部分採統問統答。  

業務課室報告：本案受委託單位已依約如期於 99 年 11 月 30 日前提

出期末報告，並蒞處進行期末簡報，期末簡報審查僅

有 2 位內聘審查委員因另有公務及請假而未能出席，

出列席單位僅有社團法人台灣猛禽研究會派員出席。 

受委託單位簡報：計畫主持人中央大學潘貞杰博士簡報（詳如：期末

報告書）。 

審查委員及與會人員提問： 

會議討論： 

代理主持人林處長青： 

感謝國立中央大學潘貞杰博士的簡報，先請何委員提出問題，

並請國立中央大學進行回答。 

提問人員 問題及意見 國立中央大學回應 

何台華委員 1. 本計畫建置台灣地區猛

禽遷徙資訊系統與辨識

系統，對於台灣地區猛

禽的調查研究，賞鳥旅

遊等有甚大助益，不但

可展示我國對猛禽研究

的重視，更加強與週邊

國家的合作交流。本年

度計畫最重要的部分是

加雷達徑向風場(VE)的

計畫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應： 

1.關於資料庫與資料量方面不

足之原因為。由於此計畫為

針對猛禽觀測所發展之系

統，而猛禽觀測是一長期性

之觀測，目前資料庫累積只

有兩年資料是還不足夠的。

若以長期性觀測為目標，資

料庫累積必須增至十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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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號來協助辨識工作，

根據春、秋兩季，猛禽

遷徙方向的不同設計出

不同的辨識方式，提高

辨識率。已採用國內能

掌握之最新科技，且自

行開發不同天候下的五

種辨識系統，有利於本

年度預期目標的達成。 

2. P.XIII L.14 「競向速

度圖」宜為「徑向速度

圖」，L.26「速度向」

宜為「速度性」。 

3. P.XI 在立即可行建議

中，認為：「1.辨識系

統越來越龐大，辨識圖

資也越來越多，但辨識

系統資料庫的資料量累

積還不足夠，因此必須

加強資料庫的資料量，

辨識系統才能更完整；

2.「風速」與「風向」

在判斷徑向風速雷達回

波圖上是非常重要的資

訊，因此需要加入風向

的數據，以判斷猛禽的

移動方向。」此二點的

論述不夠清楚，需進一

步澄清。 

4. P.XI 猛禽回波辨識系統

中猛禽數量約為 200

隻，始能做有效的回波

訊號判讀，並進一步利

用迴歸模式做數量估

計。請問數量估計可能

較佳。 

2.圖資取得不易是由於與氣象

局之聯繫還尚未建立。本計

畫在執行前兩年是著重於系

統之建置。接下來則需待政

府組織再造之後，由墾管處

正式與中央氣象局簽訂備忘

錄。因此資料取得不易之問

題的原因所在就是在此。 

3.回答風速風向之問題，由於

本計畫配合人工地面觀測，

因此從觀測經驗得知猛禽在

不同風速與風向之出海特性

不同，在特殊風向時雷達無

法判讀鷹群出海，因此在研

究立場上必須將風速與風向

納入，並配合猛禽飛行高度

與速度，再根據墾丁雷達的

雷達圖之圖資得知墾丁境地

之風向變化很大，水平風切

很強，因此站在研究立場將

風向風速納入資料庫，並根

據猛禽遷徙系統進而歸納出

猛禽之飛行特性與風向風速

之關係。 

4.關於猛禽數量估計方面，是

參考過去從 2002 年屏科大

之學者所建立之回歸模式所

計算出的數量。而回歸公式

並非能將猛禽以單隻計算的

方式計算，而是將猛禽訊號

帶入回歸公式之後所計算出

的數字，從雷達回坡上顯示

在猛禽數量為 200 隻以上時

較可靠。但由於雷達站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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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準確度是多少? 

5. P.XII 在中長期建議：

「雷達圖的圖資取得不

易，因此必須建立良好

的雷達網絡才能有好的

圖資，以供辨識系統辨

識。」台灣地區之都卜

勒氣象雷達建置密度是

全世界最高的，仍認為

雷達圖資取得不易，可

能需要說明。 

6. P.XIII 英文摘要部分：

「... wherein Asian 

Monsoon affects 

directly to the 

weather. Fo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researchers 

associated with the 

Kenting National Park 

used a Doppler 

Weather Radar 

(Central Weather 

Bureau) to 

investigate the 

migration tracks of 

raptors,a few 

episodes achieved 

very successful 

results but it was 

far from validation 

by objective 

scientific 

evidences.」建議修正

為「Asia Monsoons」、

颱風季之後即準備維修，在

雷達站維修時，雷達站會將

功率調降，雷達之訊號會減

弱，因此若將功率減弱時可

能會影響回歸公式所計算出

的猛禽數量。 

5.衛星雲圖之使用方式主要是

將雲之位置找出，並配合紅

外線與可見光雲圖，畫出 30

分鐘以內雲之形狀，因此最

主要的地方是將雲之形狀找

出，並配合人工拍攝將雲去

除。本次觀測從可見光雲圖

能得知墾丁外海地帶況狀訊

號並非雲，此塊狀訊號根據

可見光衛星雲圖之辨識則能

將其訊號是海浪，因此能將

之扣除。 

6.英文摘要部分會改進其流暢

性。 

7.而中央大學雷達之部分，由

於在颱風觀測結束之後會進

行維修。但每年都會進行西

南季風之觀測，若觀測結束

之後，有機會會將 TEAM-R

雷達支援地面觀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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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ppler weather 

radar data」與「and 

some successful 

results had been 

achieved. However, it 

was far from 

validation by 

objective scientific 

evidences.」再者，

「During 2009,camera 

field experiments 

were employed and 

obtained more 

evidences to improve 

the migration signal 

with radar echo 

validation.」建議修正

為「During 2010,」，

「migration raptors」

建議修正為「migrating 

raptors」，「It shown 

that」建議修正為「It 

showed that」。 

7. P.45 圖 29.衛星雲圖連

續訊號判斷辨識流程： 

將 DZ0.5 雷達回波

圖取時間平均訊號去除

靜止不動訊號。 

交集 VE0.5 雷達圖

與 SW0.5 雷達圖找出具

有速度性之訊號。 

找出衛星雲圖與雷

達圖的相對範圍，兩圖

相減去除雲的訊號。 

交集時間平均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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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雷達圖與具有速度

訊號的雷達圖找出猛禽

訊號。 

問題：衛星雲圖與

雷達圖的回波強度與解

析度均不同，如何相減?

建議流程名稱改為「衛

星雲圖與雷達圖結合之

訊號判斷辨識」。 

8. 在電子檔中的報告，表

2-表 18、圖 26-圖 35 均

不清楚，可能是電腦傳

輸與儲存問題。 

9. 建議邀請中央大學 TEAM-

R 可移動式雷達加入研究

團隊，可彌補低仰角、

近距離的固定式雷達觀

測不足。 

程建中委員 1. 辨識系統漸擴增，相關

圖資呈指數型成長。對

系統資料庫的資料量累

積如何可克服其不足?是

否可藉歷史資料，如凌

霄亭上歷史數據(20

年)，雷達資料之歷史資

訊是否可藉由本計畫之

辨識流程予以回溯分析? 

2. 本管理處解說教育材料

人需求灰面鷲遷移 3D 之

資訊畫面，本研究計畫

如何在資源整合上可提

供進行進一步製作? 

計畫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應： 

1. 圖資歷史回溯由於各雷達站

建立時間點不同，而墾丁雷

達站所建設之時間為 2000

年，因此回溯時間則能設定

為 10 年。而辨識系統已經

建置完成，若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能與中央氣象局簽訂

合約之後，即能取得回溯資

料。本計畫辨識系統已經趨

於成熟，因此取得回溯資料

後必能馬上辨識，並分析歷

史資料。在圖資備份上，考

慮安全性以及雷達圖數量的

問題，在長榮大學與中央大

學都有備份，因此針對安全

性與雷達圖數量的問題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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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此備份動作。 

2. 資料加值部分，在上個月長

榮大學團隊有製作出與賞鷹

有關綠色生活地圖，此綠色

生活圖也是從本計畫中衍伸

出。綠色生活地圖最大的特

色在於 QR-Code 的部分，

QR-Code 最主要是讓使用者

從手機上就能瀏覽網站相關

資訊，目前資料庫已建立，

若想將綠色生活圖擴大則再

將其連結納入 QR-Code 中。 

黃朝慶委員 1. 雷達圖圖資取得不易，

應建議管理處立即與氣

象局簽訂備忘錄。 

2. 衛星圖之紅外線影像可

針對之溫度來偵測猛禽

的飛行途徑及數量。 

3. 壞天氣之辨識頗差?未來

如何克服。 

4. 未來是否發表於國外期

刊。 

計畫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應： 

1. 針對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與

中央氣象局合作的部分，此

計畫為三年計畫，而前兩年

本系統是屬於測試期，今年

本系統已趨於成熟，因此待

墾管處與中央氣象局簽訂備

忘錄之後，本計畫會盡快將

資料回溯到較早時間點進行

資料分析。 

2. 本計畫針對紅外線影像這部

分有在進行相關研究。針對

猛禽排遺熱輻射比對，猛禽

停棲在樹林中之排遺與無猛

禽停棲在樹林中之紅外線溫

度不同，這部份之研究還在

進行中，若有結果會馬上為

大家報告。 

3. 針對壞天氣部分，此次辨識

系統特別留下徑向速度圖與

頻譜圖，就是為了要因應壞

天氣之辨識，因此當壞天氣

時之頻譜圖之頻寬較大，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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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與猛禽混合時寬帶就會與

一般無猛禽時不同，就能辨

識出雲與海浪之訊號。除非

當日為颱風天時，則辨識率

就會比平常低。 

4. 國外期刊這部分則還需請教

墾管處之長官後必能有所產

出。 

台灣猛禽研

究會楊明淵 

1.本系統之辨識準確率甚

高，根據 P.72 之 3D 模

型，是否能判斷肉眼可

見之猛禽觀測的直線距

離? 

2.P.70 頁的圖 51 猛禽遷移

路徑，辨識系統之範圍

是否已經夠廣到能辨識

出此距離之猛禽了? 

計畫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應： 

1.P.70 頁部分為示意圖，這部

分是將海角衛星資訊納入，

待系統成熟之後即能將所辨

識出之路徑納入。 

2.3D 猛禽部分之思維為展示的

思維，目前尚未考慮肉眼之

觀測距離，3D 猛禽展示是當

系統辨識出猛禽之後將猛禽

展示在 Google Earth 上，

因此尚未考慮肉眼觀測範

圍，目前此 3D 展示系統屬

於展示的思維。 

計畫協同主持人賴信志博士補

充回應： 

1.由於本系統是根據雷達掃描

角度所判定出的猛禽位置呈

現出，因此系統將訂定出雷

達到該地點之高度，並將 3D

猛禽擺上，因此隨著辨識時

間不同猛禽位置也會不同，

但是關於肉眼是否能看見出

該猛禽，由於天氣因素與個

人因素不同因此很難訂定出

一個明確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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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敏委員 1. 五種辨識系統有其分別

適用，猛禽遷徙資訊系

統所呈現的圖資為何? 

2. 未來系統判釋技術成

熟，可否替代地面人工

調查? 

3. 建議一說在予說明 

4. 本處有多項的委託研究/

調查計畫，是否可提供

貴校衛星影像使用? 

計畫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應： 

1. 本計畫所發展出之五種辨識

流程為全自動化流程，由於

辨識系統基本圖資為氣象雷

達訊號的資料，因此辨識系

統能將其雷達圖自動辨別天

氣訊號不同，自動將雷達圖

輸入辨識程式中。 

2. 本系統雖能將猛禽訊號辨識

出，但由於雷達站所發射之

雷達功率不穩定。因此地面

人工調查存在價值還是很大

的，往後建議猛禽資訊系統

能與地面觀測並進相輔相成

能使其觀測結果更完善。 

3. 由於本辨識系統是使用氣象

局之氣象雷達，因此在雷達

圖資中本身就含有風向與風

速的資料，因此若往後在使

用風向風速部分會從雷達圖

資中擷取。 

4. 衛星影像使用方面，在中央

大學太遙中心本身就能提供

衛星影像之使用，因此使用

上是能提供的。 

簡文山委員 1.就前所設置猛禽遷徙資

料平台，若發展成熟之

後對於日後可否預測出

鷹群出沒機率，如氣象

預報天氣一般可預知往

後猛禽之出沒? 

計畫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應： 

1.預報之部分為每年 3、4 月

在雷達圖辨識時，能辨識出

朝台灣飛行之鷹群方向與風

速，因此預計在明年三月能

依照雷達圖所辨識出的圖

資，並做猛禽飛行預報。 

馬協群課長 1. 依天候狀況的辨識流

程，依何種關鍵值判定? 

計畫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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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14~3/14 的路徑圖應

整合出來，可以將遷徙

輪廓更明確呈現。 

3. 明年度的工作重點。 

4. 使用者帳戶權限許可如

誰操作，或者自動授權? 

5. 猛禽調查表給誰使用? 

6. 1.4∘及 0.5∘的角度足

夠取得夠用圖資。 

1. 天候狀況會依照雲量多寡與

風速風向判斷。 

2. 3/14~3/15 之展示主要是將

猛禽遷徙路徑繪製出，並做

簡單展示。 

3. 明年之工作重點著重於搭配

回波訊號推估數量以及回歸

公式計算。 

4. 針對猛禽系統之權限設定，

必須與墾管處之需求配合，

而系統本身權限是能做更動

的，因此權限這部分須待墾

管處之需求後再重新配置即

可。 

5. 調查表設計是給地面觀測人

員使用的，由於本計畫配合

人工地面時發現人工觀測所

使用隻紙本記錄保存不易，

因此設計出此調查表與地面

觀測人員使用。 

6. 雷達角度於 1.4∘及 0.5∘

是猛禽遷徙合適高度，因此

這兩個角度是夠使用的。 

計畫協同主持人賴信志博

士補充回應： 

1. 針對網站部分做補充說明，

登入猛禽資訊系統網站時必

需使用帳號密碼做為登入依

據，而管理者有絕對的權限

能在系統上審核使用者的使

用資訊。管理者能賦予特定

使用者有使用猛禽記錄系統

表單權限，當使用者輸入完

猛禽記錄表單之後就能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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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出表單資訊。 

林欽旭秘書 1. 系統上猛禽訊號的發布

預報多久發布一次?以

7.5 小時的預報時間來

計算，雷達有效範圍直

徑飄移最大範圍達到多

少公里? 

2. 在雷達回波圖上出現密

密麻麻的小點或大點，

請問：可否在圖本標記

1 小點代表猛禽個體數

達到多少隻?(200 隻)1

大點又代表猛禽個體數

多少? 

3. 所謂全世界第一套「即

時」的辨識系統，但雷

達圖每 8 分鐘一張及衛

星照片沒有即時性，又

衛星每天早上 10-11 點

飛過去一次，如何做到

「即時」? 是否只是

「錄影」影像辨識?影像

之呈現如有時間差，是

否應在系統相關圖、文

上補註說明。 
4. QR-Code 部分會將網頁

納入長榮大學綠色生活

圖。 
5. 關於組織改造部分，會

立即與中央氣象局簽訂

備忘錄，並不需要等到

組織改造部分。 

計畫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

應： 

1. 根據雷達掃描半徑 250Km 為

雷達固定掃描半徑，但有效

半徑估計為 100Km，因此由

猛禽飛行速度判斷能在 2 小

時前能掃描到遷徙路徑與過

境時間，目前在巴丹島欲建

設一新的雷達站，因此雷達

掃描路徑又能往南推 200 

Km，因此系統能完整的掃描

出由巴士海峽路徑遷移之猛

禽，再從雷達圖資推估猛禽

遷徙路徑進而做預報功能。 

2. 關於雷達回波推估鷹群數量

這部分，是根據屏科大研究

團隊所建置出的迴歸公式，

因此猛禽之數量推估是使用

迴歸公式回推出猛禽數量，

並非為雷達圖上訊號一點估

計多少隻。 

3. 即時的這部分是從雷達圖中

辨識出的猛禽訊號，在將遷

徙路徑畫出，這部分為即時

之部分。 

業務承辦人 1. 針對本計畫與前述問題

做初步說明，本系統非

計畫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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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研究課 

蔡技士乙榮 

一套預報系統。本系統

為呈現既有資料之系

統，雖然此系統資料接

近於即時，但本系統無

法預報出猛禽會在幾天

後遷徙經過墾丁。本系

統能從既有資訊中預估

出今天猛禽隻遷徙路徑

並預估其猛禽數量，但

本系統無法對猛禽的到

來做預報。然而使用者

能依照本系統之辨識圖

與歷史資料推理出猛禽

遷徙日期與路徑，或派

專人監測辨識圖並做分

析提出預報。若想將辨

識系統之人工智慧訓練

成預報系統，根據目前

既有資料量看來是還不

足夠的，因此本系統為

資訊系統並非辨識系

統。 
2. P.70 頁之圖 51，須將圖

名改成示意圖，並將資

料來源敘明。 
3. 執行計畫之研究團隊所

建置之猛禽遷徙記錄系

統為本計畫之額外獲

益，基本上猛禽遷徙記

錄系統基本上是不在合

約中的。而研究團隊在

這兩年配合野外調查過

程中，發現猛禽記錄系

統是能自動化的，因此

將記錄系統實現於猛禽

1. 關於春季與秋季雷達圖尚未

獲得猛禽訊號這部分是由

於，雷達站之功率在非颱風

季時會調降，因此在功率不

穩定的狀況下訊號也會有所

差別，從今年 3 月與 10 月

圖資分析，較去年之訊號品

質較差，因此與研究員查證

後發現當時正在調雷達之發

射功率，因此辨識系統會受

限於發射功率之問題，因此

辨識結果會因此而有所誤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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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徙系統中，此部分在

未來應用廣泛也能成為

資料收集之資料庫，實

為本計畫中之額外獲

益。 
4. 今年秋季與春季大量猛

禽過境時，雷達圖中尚

未搜尋到猛禽訊號部

分，是否有解決方案，

或是後續處理方式為何?

是否要將此問題列入與

中央氣象局合作之建議

事項中，並依照此建議

事項與中央氣象局合作? 

 

林青處長 1. 緒論有描述本系統將對

猛禽遷徙路徑以及群數

之預估以及估計，若系

統無法做此部分預估是

否與本系統之目標相異? 

2. 猛禽資訊系統是否能取

代地面人工觀測? 

3. 計畫書中有提到台灣有

五分山、七股、花蓮、

墾丁四顆雷達，為何沒

有五分山雷達資料? 

計畫主持人潘貞杰博士回

應： 

1. 本系統能夠呈現出猛禽速

度，但必須要在雷達圖收進

資料庫之後才能有後端處

理，因此在即時這部分是以

拿到雷達圖之時間計算方能

即時輸出結果。 
2. 由於雷達資料庫的資料量只

有兩年觀測資料，因此建議

人工地面觀測與雷達觀測必

須互相輔助。 
計畫協同主持人賴信志博

士補充回應： 

1. 緒論描述是針對三年計畫所

要完成之事項做描述。數量

預估部分，目前計畫有將前

兩年之猛禽訊號估計代入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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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公式做迴歸計算，但由於

屏科大團隊所設計出迴歸公

式與本計畫之雷達圖所使用

的圖資不同，因此屏科大團

隊所建立之迴歸公式代入本

系統之雷達訊號計算猛禽數

量時結果並不相符，因此本

計畫目前還需重新評估迴歸

公式之計算，並重新推估雷

達訊號中猛禽的數量。 
2. 由於五分山雷達今年更換基

準與資料格式，目前五分山

雷達無法與其他雷達資料互

相搭配使用，因此五分山雷

達資料需要五分山雷達將資

料重新處理過後才能使用。 
會議結論：本案期末簡報審查結果，通過，有關報告需要修改部分，修

改後由本處保育研究課負責確認。 

散會時間：99 年 11 月 23 日下午 15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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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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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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