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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秋過境鷺科鳥類在龍鑾潭地區之覓食棲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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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丁國家公園的龍鑾潭濕地是國內重要的候鳥棲息地，每年秋過境期常

可看到大批遷移性鷺科鳥類出現在龍鑾潭地區，準備跨海飛往菲律賓。鷺科鳥類是
食物鏈中的高階消費者，過境期龐大的數量對龍鑾潭溼地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本研
究在 2012 年秋過境期間針對龍鑾潭地區的四種鷺科鳥類進行覓食棲地調查，記錄
牠們利用的棲地類型以及覓食點周邊水域深度及植被高度等。本研究發現，秋過境
期四種鷺科鳥類的覓食棲地不盡相同，黃頭鷺(Bubulcus ibis)和其他三種白鷺鷥(小
白鷺 Egretta garzetta、中白鷺 Egretta intermedia 及大白鷺 Ardea alba)有明顯的差
異，黃頭鷺選擇棲地的主要依據是地面無積水。而水深和植被高度則可進一步將小
白鷺與中及大白鷺區隔開來，小白鷺較常出現在附近無植被且水淺的地方，而中白
鷺及大白鷺則會在水較深的地方覓食，不過後兩者因覓食棲地非常相似，目前尚無
法有效區分。本研究發現同屬鷺科的四種鳥類對覓食棲地的需求也有相當大的差
異，因此建議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在棲地經營管理上可採取更多元的策略，以增進
龍鑾潭地區的鳥類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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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migratory waders such as egrets use Lung-Luan Lake National
Wetland as stopover habitats during fall migration. Egrets are high order consumers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wetland ecosystems.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difference in microhabitat used by four species of egrets at Lung-Luan Lake National
Wetland during fall migration of 2012. We recorded habitat type, the depth of water and
height of plants within an 1-m diameter area around the feeding locations of egrets. We
found that the cattle egret (Bubulcus ibis) used very different habitats from the other
three species, and the key feature at foraging sites of the species was absence of water.
Water depth and vegetation height could be used to further distinguish forging sites of
the little egret (Egretta garzetta) from the intermediate egret (Egretta intermedia) and
the great egret (Ardea alba). However, the intermediate egret and the great egret used
very similar foraging habitats. We recommend adopting diverse habitat management
strategies to provide better stopover habitats for different migratory speci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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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助於釐清這些疑問。
鳥類覓食行為和微棲地選擇之間有密切

位於恆春市區西南方的龍鑾潭是墾丁國

的關聯，像是小白鷺(Egretta garzetta)在不同的

家公園的特別景觀區，近年亦被營建署列為

微棲地會用不同的覓食方法(朱悅麗、王穎

「國家級重要濕地」，是南台灣候鳥過境及度

1988)，而且覓食成功率也不同(Kent 1987)，因

冬的重要棲息地，鳥種紀錄達 274 種之多(程

此無論是水深、植被高度或土地利用情況等都

建中等 2012)。墾丁國家公園一直是南台灣熱

有可能會影到覓食行為及成功率(Powell 1987,

門的旅遊景點，年遊客量已超過 300 萬人次。

Papakostas et al. 2005)。就水域環境而言，水

每到假日，墾丁大街即人滿為患，民宿以及其

深是個重要的變數，水深與獵物的分布及其可

他商業活動已快速朝恆春市區方向發展。龍鑾

及性都有密切的關係，而水中食物量的多寡則

潭雖位於國家公園內，但因當年並未劃設緩衝

會進一步影響到鷺科鳥類的分布(Bancroft et

區，堤岸外即為私有土地。大型遊憩活動，如

al. 2002, Gawlik 2002) 。 Powell (1987) 和

熱氣球活動的整地幾乎直達堤岸邊，這對棲息

Maccarone and Brzorad (2005) 的研究指出不

於龍鑾潭濕地的野生動物勢必造成衝擊。

同潮位或季節所造成的水深差異確實會影響

每年秋過境期鷺科鳥類都會大量過境龍

鷺科鳥類的分布。

鑾潭地區，林裕盛(2007)曾以雷達資料估計一

雖然國外已經有不少針對涉禽類覓食微

個秋過境期的鷺科鳥類數量達 211,014 隻。不

棲地選擇的研究(Strong et al. 1997, Bancroft et

過龍鑾潭的水體平均深約 3.5 公尺(陳鎮東

al. 2002, Maccarone and Brzorad 2005, 2007)，

1991)，深水區難以被鷺科鳥類所利用，因此

但國內在這一方面的研究還非常稀少。僅李紫

牠們大多停棲在岸邊及周邊的草澤濕地或農

燕 (2010) 在 高 美 濕 地 比 較 小 白 鷺 與 大 白 鷺

田裡。過境期間，鷺科鳥類常數十或數百隻群

(Ardea alba)在覓食生態上的差異，分析此兩種

聚在一起，此種競爭壓力使得彼此間在棲地利

鷺鷥在覓食水深及獵物大小上的差異，並認為

用或食性上有所區隔，或使用不同的覓食方法

共域的小白鷺與大白鷺可能藉由利用不同的

(Schoener 1974)。國外的研究已發現鷺科鳥類

覓食微棲地和獵物大小，達成資源分化利用。

間 的 覓 食 行 為 不 盡 相 同 (Kushlan 1976,

本研究觀察龍鑾潭地區四種過境鷺科鳥類覓

Rodgers 1983, Kent 1987)，且微棲地選擇也有

食棲地的利用狀況，探討其在過境地對棲地利

所差異(Willard 1977, Erwin 1983, Strong et al.

用的區隔情形，以提供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在

1997, Maccarone and Brzorad 2007)。不過台灣

棲地經營管理上的參考依據。

鷺科鳥類的組成與國外不盡相同，仍值得研

材料與方法

究。
Root (1967)把使用同類環境資源的不同
物種，歸類為一個同功群。而鷺科鳥類因其類

一、研究地點

似的覓食行為及食性常被歸為高視闊步涉禽

龍鑾潭(21°58´N, 120°44´E)位於恆春鎮西

類同功群 (Ntiamoa-Baidu et al. 1998, 李紫燕

南方，面積約 175 公頃，為半人工的濕地，南

2010)。但是否同一科的鳥類都屬於同一個同

岸為整片的草澤及次生林，西岸有大片的次生

功群則較少有人探討，詳細的覓食行為資料將

林及灌木草地，北岸到東岸則是人工堤防，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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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外天然濕地與農田交錯。由於鷺科鳥類活動

的結果可製作成二維圖示，其中任 2 點若是位

範圍不只在龍鑾潭水體邊緣，還包括龍鑾潭周

在原點的同一方向，則表示他們有正相關，若

圍的農田和草澤，因此我們的調查範圍主要以

是座落在相反方向則表示他們負相關

龍鑾潭周圍的重要道路為界，北起龍鑾路，東

(Greenacre and Hastie 1987)。不同變數的兩點

至南灣路(屏鵝公路)，南接南光路，西臨草潭

連至原點間的夾角越小，正相關的程度越高。

路與赤崁路。

結果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 2012 年 9-10 月，每週一次選擇

我們於 2012 年 9 月 7-8、15-16、22-23 日

在非雨天調查，早上從 6 點到 11 點及下午從 2

和 10 月 5-6 日共進行 8 天的調查，記錄到 5,984

點到 6 點，以順時針方式繞龍鑾潭一周，尋找

隻次鷺科鳥類，其中 1,082 隻次有覓食行為紀

出現於研究範圍內的鷺科鳥類。先以雙筒望遠

錄。黃頭鷺的覓食點偏向旱地(圖 1)，而小白

鏡觀察到鷺鷥位置，再以單筒望遠鏡逐隻觀

鷺則偏向濕地分布(圖 2)，兩者在空間上的分

察，記錄下鳥種、時間、地點、棲地類型(包

布有明顯的不同。另外中白鷺及大白鷺則幾乎

含人工建物、農田、次生林、灌木草地和水

都在水域中覓食(圖 3)。若以覓食點的棲地類

域)，並以各鷺科鳥類的身高及跗蹠長為基準

型來看，可以發現黃頭鷺主要在農田中覓食，

去估算該鷺鷥站立處的水深，以及以鳥為中

而小、中、大白鷺則較常出現在水域中覓食，

心，直徑 1 公尺範圍內的植物高度。大白鷺身

四種在棲地類型的利用上具有顯著差異(χ2 ＝

長 80-104cm，跗蹠長約 15.2cm，中白鷺(Egretta

365.8，P＜0.0001；圖 4)。

intermedia)身長為 56-72cm，跗蹠長約 11cm，

黃頭鷺有 97%會在無水的地方覓食，而

小白鷺身長為 55-65cm，跗蹠長約 9.8cm，黃

小、中、大白鷺則較常在有水的地點覓食(附

頭鷺(Bubulcus ibis)身長為 46-56cm，跗蹠長約

錄 1)，四種鷺鷥覓食點附近有無積水具有顯著

8.7cm ( 以 上 資 料 引 自 Martínez-Vilalta and

差異(χ2＝837.9，P < 0.0001；圖 5)。另外，黃

Motis 1992, 李紫燕 2010, 劉小如等 2012)。

頭鷺有 58.4%出現在長草的地方覓食，而小白

另參考李紫燕(2010)的研究方法，以及實地觀

鷺有 69.7%的覓食點附近沒有植被，中、大白

察的經驗，將水深部份分為無水 (NW)、水深

鷺覓食點附近有無植被的比例則相近，四種鷺

< 5cm (W1)、5-20cm (W2)、以及> 20cm (W3)

鷥覓食棲地在植被的有無上具有顯著差異(χ2

四類。植被則分為無植物 (NG)、高度< 5cm

＝72.5，P < 0.0001；圖 6)。

(G1)、5-20cm (G2)、以及> 20cm (G3)四類。

雖然黃頭鷺跟小、中、大白鷺的差異在單
因子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分辨出來，但後三者

三、統計方法

在覓食棲地上的差異就不那麼明顯。我們先就

利用卡方分析檢定四種鷺科鳥類覓食點

小、中、大白鷺與覓食棲地有無積水進行卡方

在棲地類型、水深及植被高度上的差異，因中

檢定，因期望值有 1/3 的方格小於 5，令該檢

白鷺的樣本數較少因此水深之類別先合併為

定無效。因此我們再把 W1 併入 NW 項，重新

有水及無水，植被高度則合併為有草及無草。

做一次檢定，得 χ2＝7.67，P < 0.05。即小、中、

再 利 用 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大白鷺在水深的利用上仍具有顯著差異。此外

(MCA)分析覓食資料(附錄 1)，同時探討鳥

小、中、大白鷺覓食點附近植被的有無也同樣

種、水深、及植被高度之間的關係。MCA 可

具有顯著差異 (χ2＝10.1，P < 0.01)。

同時分析多種類別型資料間 的關聯性(Abdi

我們進一步利用 MCA 來分析其中的異

and Valentin 2007, Chen et al. 2012)，而 MCA

同。第一軸解釋度達 80.65% (圖 7)，可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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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12 年秋過境期黃頭鷺在龍鑾潭地區覓食位置分布狀況，調查範圍北起龍鑾路，東至南灣
路，南到南光路，西鄰草潭路及赤崁路(圖片來源：Google Map)

圖 2. 2012 年秋過境期小白鷺在龍鑾潭地區覓食位置分布狀況，調查範圍北起龍鑾路，東至南灣
路，南到南光路，西鄰草潭路及赤崁路(圖片來源：Googl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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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012 年秋過境期中白鷺及大白鷺在龍鑾潭地區覓食位置分布狀況，調查範圍北起龍鑾路，
東至南灣路，南到南光路，西鄰草潭路及赤崁路(圖片來源：Google Map)

圖 4. 2012 年秋過境期龍鑾潭地區四種鷺科鳥類覓食棲地型利用比較
楚地把黃頭鷺跟其他三種鷺鷥區隔開來。黃頭

覓食。而中白鷺與大白鷺較類似，兩者都偏好

鷺與 NW、G1、及 G2 位於同一方向，且黃頭

在水較深的區塊(W3)覓食，而覓食點附近也常

鷺與這 3 點在原點所形成的夾角皆小於 90

有較高的植被(G3)存在。

度，因此具有正相關，表示黃頭鷺偏好在沒有
積水以及周圍植被高度在 20 公分以下的區塊

討論

覓食。同理，小白鷺則較常在附近沒有植被
(NG)且水深在 20 公分以內的區塊(W1 及 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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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012 年秋過境期龍鑾潭地區四種鷺科鳥類覓食位置有無積水比較

圖 6. 2012 年秋過境期龍鑾潭地區四種鷺科鳥類覓食位置有無植被比較

圖 7. 2012 年秋過境期龍鑾潭地區四種鷺科鳥類覓食棲地 MCA 二維圖示，星號代表鳥種，圓點
代表水深及植被類別，水深分為無水(NW)，水深<5cm (W1)，5-20cm (W2)，以及>20cm (W3)四
類；植被則分為無植物(NG)，高度<5cm (G1)，5-20cm (G2)，以及>20cm (G3)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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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和小、中、大白鷺確實有明顯的差異，圖

(foot stirring)捕食獵物，而此法較適合在水淺

7 也顯示黃頭鷺與 NW 兩點幾乎重疊在一起，

的地方使用(Hancook and Kushlan 1984)。以小

表示黃頭鷺偏好(97%)在無積水的地方覓食，

白鷺的體型而言，牠們無法下到水深的地方

這可能是因為黃頭鷺主食為地面上的無脊椎

去；而中、大白鷺則因體型上的優勢，能利用

動物及躲藏在草叢中的昆蟲(Martínez-Vilalta

較深的水域(Willard 1977, Custer and Osborn

and Motis 1992)。黃頭鷺能利用人類及其他動

1978, Bancroft et al. 2002)。雖然有些研究認為

物的活動來捕食獵物，牠們也常跟在牛隻和耕

大白鷺因為體型較大以及較佳的覓食能力而

耘機後面，或出現在剛翻攪後的農田或剛割過

不受水深的限制(Powell 1987, Maccarone and

的 草 地 上 覓 食 (Grubb 1976, Mora 1992,

Brzorad 2005, 李紫燕 2010)，但大白鷺喜歡在

Lombardini et al. 2001, Abigail et al. 2013)。黃

深水區覓食，可能也與降低跟其他鷺科鳥類的

頭鷺偏陸域獵物的食性，使其和小、中、大白

競爭有關。

鷺較偏水域生物的食性在棲地利用上有相當
明顯的差異。

本研究發現中白鷺及大白鷺的覓食區位
非常接近(圖 7)，都屬於水深草長的棲地。但

在棲地類型的利用上，黃頭鷺絕大多數利

中白鷺在圖上的位置還是較偏往 G1、G2，顯

用農田，而小白鷺利用天然水域多於農田，這

示牠們比大白鷺較常利用短草叢的棲地。另

跟 Lombardini et al. (2001)在法國的研究結果

外，中白鷺的位置也比大白鷺較偏向 NW，表

一致，且該研究也指出黃頭鷺和小白鷺對棲地

示中白鷺利用無積水棲地的比例也比大白鷺

的選擇常與牠們在該棲地類型可獲致較高的

高。這些差異並不明顯，很可能是兩者樣本數

覓食成功率有關。可見動物在選擇棲地時，會

都不高之故。大白鷺雖然廣泛分布全世界，但

考量 覓 食 的效 益 與 是否 能 逃避 天 敵 等條 件

中白鷺只分布於亞洲、非洲及澳洲

(Caraco 1980)。推測黃頭鷺對覓食棲地較佳的

(Martínez-Vilalta and Motis 1992)，就了解以往

適應力以及較龐雜多樣的食性(Abigail et al.

研究大多偏重在覓食方法的比較上(Choi et al.

2013)，使得黃頭鷺比其他鷺科鳥類更適應於

2008, Aboushiba et al. 2013)，尚未證實兩者覓

人工環境。

食棲地有明顯差異，是未來值得深入研究的主

小白鷺的主食為小型魚類及水生無脊椎

題之一。

動物(Martínez-Vilalta and Motis 1992, 李紫燕

許多研究也證實植被的分布和鷺科鳥類

2010)。在龍鑾潭地區，小白鷺會利用農田及

的出現與否有關係(Custer and Osborn 1978,

天然濕地。附近稻田在五月底收割後，即進入

Strong et al. 1997)，本研究也發現小白鷺和

休耕期，乾涸後的農田並不適合作為小白鷺的

中、大白鷺覓食點附近的植被狀況有所差異。

覓食棲地，這也是為什麼小白鷺大多出現在天

小白 鷺 通 常偏 好 在 附近 沒 有植 被 的 水域 覓

然濕地的原因。Hafner et al. (1986)在法國研究

食，而中、大白鷺較不會排斥有植被的地方。

小白鷺的棲地利用狀況，發現小白鷺也會利用

這可能是因為中、大白鷺為立等型(stand and

天然濕地和農田。但農田中，只有未使用農藥

wait)的獵食者，常佇立定點等候獵物。相較於

的稻田才能提供較多的食物。他們預測在未

開闊的水域，附近有植被的水域能為魚蝦提供

來，當沒有使用農藥的農田越來越少時，天然

有遮蔽的環境，同樣也為中、大白鷺提供掩

濕地有可能成為小白鷺唯一能使用的棲地。

蔽，提高覓食效率。本研究也發現小白鷺常 在

在覓食棲地的比較上，覓食點有無積水可

開 闊 淺 水 域 用 以 腳 擾 動 的 方 式 捕食獵物，

將黃頭鷺和小、中、大白鷺區分開來，而水深

這跟朱悅麗與王穎 (1988)在北部觀察到在遷

則可進一步將小白鷺和中、大白鷺分隔開來。

移季節小白鷺常用以腳擾動的方式捕食獵物

在本研究中，小白鷺常用以腳趾擾動的方式

的情形一致。Choi et al. (2008)在南韓的研究也

68

國家公園學報論文選集-動物資源鳥類篇

龍鑾潭鷺科鳥類的覓食棲地比較

發現小白鷺是這 4 種鷺科鳥類中唯一會利用

調查上的協助，劉姿岑、何瑞恆在統計分析上

以腳擾動方式捕抓獵物的鳥類。在過境期當大

的幫忙，以及兩位審查委員寶貴的意見，使本

量鷺科鳥類聚集在一起時，推測小白鷺能藉由

文更趨完善，謹此一併致謝。

採用較專一，或是其他鷺科鳥類不擅長的捕食
方法，以降低龐大的競爭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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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2012 年秋過境期龍鑾潭地區四種鷺科鳥類覓食位置微棲地資料，水深代號分為無水
(NW)，水深<5cm (W1)，5-20cm (W2)，以及>20cm (W3)四類；植被代號則分為無植物(NG)，高
度<5cm (G1)，5-20cm (G2)，以及>20cm (G3)四類
鳥種

水域深度

數量

植被高度

NW

W1

W2

W3

NG

G1

G2

G3

黃頭鷺

666

643

1

22

0

277

31

357

1

大白鷺

47

1

5

36

5

24

1

20

2

中白鷺

23

4

0

16

3

11

1

11

0

小白鷺

346

34

71

206

35

241

14

8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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