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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照相機在動物監測上之應用與成效分析 

裴家騏 

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本省野外、山區的地形地物均相當複雜，行進困難，若以直接觀察或捕捉

的方式來進行野生動物學相關之研究，不但耗時費力，且適用之物種有限，同時，

以直接觀察法所得之資料較不完整且其完整度在調查者間差異大，使得調查資料

的品質不均勻。但有關野生動物野外資料之收集，截至目前為止，國內研究人員

仍多以目擊、耳聞、誘捕及搜尋痕跡（包括：巢穴、足跡、抓痕、食痕、糞便和

屍體）等直接觀察的方法進行。而為了補充資料之不足，時常還需要訪問當地的

居民或工作人員，訪問資料則往往又缺乏可信度或精確度。因此，間接的野生動

物研究方法之研發就益形重要。其中，自動照像設備因為可自動感應並拍攝記錄

過往之動物，可長時間在人員不易到達之山區，在無人干擾的狀況下收集資料，

不但所需人力較少，且資料品質較統一，適合在本省採用（裴家騏，1993, 1994, 

1997；林宗潁，1996；裴家騏、孫元勳，1997, 1998；孫元勳、裴家騏，1998）；

尤其是針對較大型的哺乳類動物或雉科鳥類進行系統資料的收集時（見後文）。

綜合而言，自動照相設備在野生動物的研究上，至少具備以下之功效：(1) 可較

有效的偵測到稀有或不易見到之物種，增加物種調查之正確性及完整性；(2) 可

同時收集多種物種之資料，研究共棲物種之活動模式；(3) 可確認動物棲息、活

動之位置及環境，並進而研究野生動物棲地選擇及空間分布之模式；以及(4) 配

合無線電追蹤進行族群估計。本文將著重以傳統自動照相設備（使用傳統自動對

焦相機）在長期或系統資料收集上的應用。 

 

一、在物種普查和建立名錄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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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取樣方法與數量： 

普查範圍內不同的棲地環境內均需取樣、設樣區，每一種棲地環境所需的

樣區數目視普查目的、人力和預算而定，至少1區，樣區數量越少，則越需預先

挑選動物活動痕跡較多的地帶。每一樣區應至少設置3個間隔距離超過100公尺

以上的自動相機的樣點，可包括人類使用程度較低的步道或林道，但應避免過於

陡峭的地形。 

每個樣點於樹幹上裝設1（或2）組自動照相設備，主要的相機組架設位置

約距地面1.5~2.5公尺，附加的一組則可低於1公尺高度（若小型動物的資料亦

須收集），均以60~75°度傾斜向下拍照為佳。視不同類型自動相機的設計，所使

用的電池有效期為2~12週，因此，在裝設完成後研究人員即離開現場，並於2~8

週後回到樣點收集並換置底片和電池。不過，受限於底片的數量（市面產品多為

36張），野生動物密度高的地方可能在2周內底片即告用罄，因此，在道路狀況

許可的狀況下，建議每月收集一次資料。部分廠商已開發出使用數位相機或攝影

機的產品，在電池無虞的條件下或可增加資料的收集時間或數量。 

樣點數視普查作業期的長短可做適當調整，原則上時間越長、樣點數可越

少；亦可採取更換樣點的方式，以在調查期限內增加樣點數，不過，每一個樣點

應該至少收集1,000個相機工作小時，因為大部分的物種在800個工作小時內，

均會被紀錄到（陳美汀，未發表資料）。若以前述每月收集一次資料的頻率而言，

大約需要3個月的調查時間，方可累積到1,000個工作小時。 

 

2. 收集資料內容及資料分析： 

除了樣點編號和物種名稱外，應該盡可能的同時紀錄：拍照日期、時間、

動物的數量、年齡、性別、外型特徵等資訊；並應妥善建檔、保存（甚至製作成

電子檔）。在設備充分、準確性無虞的條件下，亦應紀錄樣點的地理座標。 

 

3. 案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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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991~1999年的九年之間，我們在台灣南部測試美國製Montana型微波及紅

外線感應式自動照相機、美國Trailmaster型紅外線主動感應式自動照相機及自行

開發之紅外線被動感應式自動照相機在臺灣山區的使用。測試樣點超過100處，

海跋分布在100-3,000公尺之間，環境則包括竹林、草生地、果園、次生林、天然

闊葉林、天然針闊葉混生林、人造針葉林和天然針葉林內的林下坡地、林下平台

及山澗溪床等地形。 

測試期間共拍攝到超過14,000張的動物照片，可辨識及較常見的鳥獸有：

黃嘴角鴞、黑冠麻鷺、藍腹鷴、帝雉、深山竹雞、竹雞、棕三趾鶉、林三趾鶉、

白腹秧雞、灰腳秧雞、熊鷹、鳳頭蒼鷹、白腹鶇、白頭鶇、白眉鶇、白眉林鴝、

赤腹鶇、栗背林鴝、藍尾鴝、野鴝、山鷸、小彎嘴、大彎嘴、綠畫眉、金翼白眉、

長尾鼩、短尾鼩、長耳蝠、刺鼠、小黃腹鼠、月鼠、鬼鼠、高山白腹鼠、森鼠、

高山田鼠、條紋松鼠、赤腹松鼠、長吻松鼠、大赤鼯鼠、白面鼯鼠、小鼯鼠、穿

山甲、台灣獼猴、野兔、白鼻心、棕簑貓、麝香貓、臺灣鼬獾、黃鼠狼、黃喉貂、

台灣黑熊、野豬、臺灣山羌、長鬃山羊、水鹿、梅花鹿等物種，其中包括不少一

般傳統調查方法極少有目睹資料的物種。 

這些結果顯示自動照像可以較有效率的記錄稀有物種，唯受限於僅能向地

面拍攝，因此，會到地面活動的稀有動物才有機會被紀錄到，尤其是哺乳動物和

森林性的地棲鳥類（包括遷移性的候鳥），可增加區域性動物相調查的正確性及

完整性。不過，在哺乳動物中，翼手目和食虫目的資料將不夠完整，除了兩者的

分類學都仍在發展中外，前者多數照片也都無法清楚呈現飛行中的個體型態（因

此無法判別物種），後者則因為常在枯枝落葉層（甚至在地面）下活動的習性，

因此，這兩類物種完整的物種紀錄仍應以捕捉的方法為之。另外，雖然自動照相

設備是以研究森林性物種為設計對象，但近年在台灣南部（Chen, 2002；裴家騏、

姜博仁，2004）或香港（Suen et al., 2003）樹冠鬱閉度低的次生林環境中所獲結

果顯示，它們也能穩定的收集包括穿山甲、麝香貓或石虎在內的森林邊緣物種的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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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於自動照相設備具備定點資料收集之特點，適合進行長期野生動

物族群之監測；同時，其可同時收集多種物種的特性，亦可在短時間內有效的建

立共棲物種的資料，以及探討野生動物群聚（community）之結構，將顯著的增

加目前生態系統經營管理之基礎（Pei, 1999）。 

最後，由於美製系統（Montana 型及Trailmaster 型），因其原係針對大陸性

氣候地區設計，在本省山區朝夕多變且高溫、高溼之環境下，易發生電池漏電、

電路短路、零組件銹蝕等現像，並導致系統誤動作或不動作甚或損壞。其次，美

製系統也有高耗電之缺點。有鑑於此，本研究亦分別針對耐候性及耗電量進行改

良（表一）。整體而言，與主動式紅外線的感應機制比較起來，被動紅外線的感

應機制較省電，較輕便、架設較簡便，且對動物的體型較無選擇性，但因為會受

到陽光直接照射所干擾，較不適合在過於裸露空曠的環境中使用。微波感應雖然

也有被動紅外線的優點，且無陽光干擾的問題，但相當耗電，同時，也會因為固

定處或拍攝範圍內出現明顯搖晃而受到干擾。 

 

表一、自製自動照相系統與美製 Montana 和 Trailmaster 系統之比較 

 自製系統 美製 Montana 系統 美製 Trailmaster 系統 

有效照片比例 63.02% 26.57% 3.96% 

重量 1,000公克 10,000公克 2,000公克 

感應方式 被動紅外線感
應器 

被動紅外線及微波
感應器 

光遮斷開關 

相機 市售一般的自
動對焦全天候
相機 

市售一般的自動對
焦全天候相機 

市售一般的自動對焦全
天候相機 

最大耗電量 12 mW 540 mW 250 mW 

靈敏度 對非溫血動物
不感應 

溫、冷血動物均會
感應 

任何可遮斷光線之物體 

受霧氣之干擾 不會 不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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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物種全日活動模式研究的應用 

1. 取樣方法與數量： 

前述為物種普查所得之資料亦可被利用來架構常見物種在調查環境中的日

活動模式（例如：林宗潁，1996；Pei，1995；裴家騏、姜博仁，2004）。自動感

應所拍攝的照片可作為日活動模式分析的材料，係建立於以下的假設前提：“在

自動照相機於一天中的每一時段的有效工作時數均相等的前提下，動物若在某一

時段的活動（或移動）程度越高，則該時段中被自動照相機拍攝到的個體（或照

片）數也會越多。”因此，照片數量太少的物種，若無法呈現出時段間照片數量

的差異，將無法架構較具代表性或較可信的日活動模式；一般來說，照片數能超

過50~60張（半日活動者）或100~120張（全日活動者）以上，且涵蓋各可能的

時段者所產生的活動模式較具意義。 

 

2. 資料分析： 

若能控制一天24小時的取樣數量（即：相機工作時數）一致時，則可直接

使用每時段（或各鐘點）所拍攝到的照片數來架構全日的活動模式。若實務上不

可行時，則可使用標準化的活動量指標【例如：出現指數（Occurrence Index）=

（各小時所拍到個體數／該小時的照相機有效工作時數）×1000；Pei，1995】來

架構全日的活動模式。 

 

3. 案例介紹： 

為評估由自動照相所得之動物活動模式的正確性，我們將1991年至1994年

間，在本省中、南和東部的6個地點共拍攝到藍腹鷴照片70張、臺灣鼬獾66張、

臺灣山羌65張和臺灣獼猴35張照片的拍攝時間整理後，得到前述四種動物在一天

中24個小時各鍾點出現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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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評估本方法所得結果是否能代表該種動物實際的活動模式，我們將前述

由自動照相所得到的日活動模式，與過去以直接觀察（或記錄）的方法所得到之

活動模式做比較；其中，藍腹鷴和臺灣獼猴的自動照相所得結果是和野外目視觀

察之資料相比較，臺灣鼬獾是和圈養個體之行為錄影記錄比較，而臺灣山羌則是

和野外無線電追蹤資料相比較（裴家騏，1998）。 

 比較的結果顯示，除臺灣獼猴外，其他三種動物由自動照相所得之的日活動

模式，與直接觀察（或記錄）的方法所得之結果，除部份可見的差異外，基本的

模式均非常的類似；其中鼬獾的兩組資料尤其類似，均呈現入夜後其活動程度階

梯式的逐漸增加，並在日出前達到最高的活動程度後突然停止進入休息狀態。其

次，我們針對前述三種動物再比較不同照片數所得活動模式的差異性。若有現有

照片數的3/4（即48-53）張的照片時，所得之模式除台灣山羌以外，和全數使用

時都相當接近。這個初步的分析顯示，50張左右之照片數應該為活動模式研究之

最少照片張數，但照片數仍應該以越多越好。 

 至於，為什麼臺灣獼猴的兩組資料間的差異如此的大，目前也並不確定。雖

然，差異的產生有可能是因為照片數不夠多（僅35張）的原因，但似乎也很難用

來完全解釋這兩個幾乎根本是不一樣的活動模式結果。另外一個比較可能的原因

是兩組資料所涵括的活動層面不同所致，因為野外目視觀察之資料是以觀察樹冠

層的活動為主，而自動照相所得則均為在地面活動之資料。 

綜合而言，以自動照相來研究野生動物的活動及行為模式是可行的，但較適

用於地棲性（或以單一平面活動）為主之動物（例如：藍腹鷴、臺灣鼬獾、臺灣

山羌、長鬃山羊、野豬、⋯等大多數中大型之哺乳類及地棲性鳥類），至於三度

空間活動之動物（例如：臺灣獼猴、松鼠、白鼻心⋯等）則亦需將照相機以三度

空間的方式架設（Pei, 1995；裴家騏，1998）。另外，若照片數量夠多、涵蓋時間

夠長，則自動照相所得的出現指數（OI?），也可用來研究同一族群季節間活動

模式之差異，甚至可研究月亮週期對夜行性動物行為模式的影響（例如：林宗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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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而無論是在人力的需求和經費的支出上，自動照相均較直接觀察和無線

電追蹤要節省及可行，較適用於本省野外之地形。 

 

三、在物種巨觀棲地選擇及適合棲地的空間分布研究的應用 

以自動照相設備收集中大型陸棲動物之棲地選擇及分布等資料，在國內已

有初步的成果。同時，地理資訊系統（GIS）及遙測技術也已被廣泛的應用在國

內大面積的環境、生態之管理和規劃。可以自動照相設備，結合GIS及遙測技術，

配合模糊集合理論或多變數分析，探討特定野生物種的棲息地選擇，並在國內多

山或密林地區，模擬大面積的棲息地分布模式（裴家騏等，1997；裴家騏、孫元

勳，1999；Pei, 1999；Lai et al., 2003）。 

 

1. 取樣方法與數量： 

相機樣點可採用有系統的穿越線法或隨機選擇的方式設置（間隔距離至少

100公尺），以儘量涵蓋整個研究範圍，及其內不同的巨觀或微觀環境條件為原

則。資料收集時間的長短可依目標物種在研究區內族群數量的多寡而調整，常見

物種每一樣點達基本工作時數（1,000小時）即可，稀有物種則可能需要 3~4倍

的工作時數。另外，採用以各樣點所得目標物種之“出現指數（見後段）”達穩

定不改變時亦可。樣點數則視研究樣區內棲地類型的複雜性、分析方法和納入分

析的環境參數的數目而定，原則上，樣本數越小，所得之結果代表性越差；而在

台灣南部原始林山區中，以多變數分析來模擬常見物種（如山羌）的棲地分布，

所需的樣本數約為40~50個自動相機樣點（亦即納入分析的環境參數數目和樣本

數之比例約為1:10）。 

 

2. 資料分析： 

將自動相機所得視為一項“定點計數（Point-count）”的資料，計算每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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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樣點處的“出現指數（OI = 該區所有相機每1000個工作小時中所拍得的個體

或群體照片數）”來代表目標物種對各樣點環境的喜好性；其中，群體 OI值的

計算僅適用於台灣獼猴等群體生活的物種。再以隸屬度函數或多變數分析的方法

分析出現指數與各巨觀環境因子（例如：海拔高、坡度、坡向、全天空光域值、

林型、林相多樣性⋯等）間之相關函數，並進一步利用所得之函數，結合 GIS

的環境資料庫，推測大範圍內之適合的棲息地分布模式。如此之空間分布模式亦

可視為目標物種在研究區內的可能的族群分布模式。 

 

3. 案例介紹： 

 從1995年10月到1996年5月之間，在位於屏東縣的「霧頭山自然保護區」

內，使用自動照相設備34組，分別裝置於17個樣點，收集並計算台灣山羌、藍

腹鷳、虎鶇及深山竹雞於各樣點處之單位時間出現指數，及其與海拔高、坡度、

坡向及全天空光域等地形環境因子之隸屬度函數；再以隸屬度函數配合地理資訊

系統，推估四種動物在保護區內可能之空間分布模式（裴家騏等，1997）。 

結果顯示，四種動物在「霧頭山自然保護區」內均以海拔2,000公尺以下為

主要分布範圍；在坡度方面，除了虎鶇無明顯之相關性外，其他三種動物均極少

利用坡度超過45o之環境；四種動物對坡向都具有選擇性，以西南及南向坡的出

現較為頻繁；在光量環境方面，全天空光域值超過50%的環境，四種動物皆極少

出現。該研究也同時顯示，結合自動照相設備及模糊地理資訊系統，研究野生動

物族群之空間分布型式是可行的。尤其是在自動照相資料收集的樣點數充足的情

形下，所推導出來之物種與環境因子間的隸屬度函數，不但可以提供進行物種對

棲息環境之選擇性研究，以及評估環境變遷對物種之影響，同時，也可以結合大

範圍的GIS所提供之物理環境因子（例如：坡度、坡向、海拔高、水系...等）及

其他與經營管理有關之圖層資料，以模擬物種在大範圍空間內的分布型式。甚

至，可以再進一步的結合遙測數位影像所提供之生態因子（例如：林相類別及林

冠密度）一起進行隸屬度分析，相信將更增加大面積模擬之正確度。 



150 

最近，我們又利用103個樣點的資料，以多變數分析的方式分析山羌在雙

鬼湖/大武山山區的棲地選擇及分布模擬（Lai et al., 2003），亦有相當不錯的結果，

且具顯著影響的環境參數亦為海拔高、坡度、坡向（亦代表溼度梯度）和全天空

光域值。顯示這四個巨觀環境因子在探討野生動物的棲地選擇上的重要性。 

 

四、在物種分布現況研究的應用 

任何自然生態的保護均應進行持續且全面性的生態系統經營與管理，而詳

細且持續的生物族群資料則為經營與管理之重要參考依據；其中，野生動物族群

的分布現況及豐富程度（abundance）即為重要的資料。各物種在受保護區內分布

現況及豐富程度的建立，除有助於確認區域內野生動物歧異度高的重要環境，並

可了解各物種對棲息地的選擇性，或影響分布的環境因子，亦可進一步評估環境

變遷對族群分布和數量之影響。 

 

1. 取樣方法與數量： 

首先，依照地形或明顯會造成動物某種程度隔離的地物將研究區分成面積

適當的區塊，再在每一區塊內有系統的或隨機的設置數個自動照相樣點（但應儘

量分布全區及涵蓋各主要環境類型），收集並計算各種常見的或目標物種在各分

區內的平均OI?。若在人為干擾輕微的山區，建議以次集水區（sub- watershed）

為單位分區塊，但在人為開發明顯的地區則建議以明顯會造成動物移動影響的地

物（例如：寬闊路廊、河流、圍籬、都市⋯等）作為分區的邊界。這兩種分區原

則均會將研究區或調查區分割成數個形狀不規則的區塊，較適合使用在地形地貌

變化大的生態環境中。每個區塊的面積以小於5,000~7,000公頃為宜，而每個區

塊內所需設置的樣點數則可在5~15個之間，視區塊的大小及環境複雜程度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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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料分析： 

一個物種在某一分區的相對密度，係以在該分區的平均出現指數（OI = 該

區所有相機每1000個工作小時中所拍得的個體或群體照片數)來代表。為避免過

度解讀相對數量間的關係，可將各分區的平均OI值依相對關係分成：0、low、

medium、abundant、high和very high等六個等級，其中”0”代表該區的OI值= 0 

(亦即在該區目前沒有分布)、”low”代表OI值小於平均OI值-0.5 SD、”medium”

代表OI值介於平均OI值± 0.5 SD的範圍內、”abundant”代表OI值介於平均OI

值+0.5 SD和+1.5 SD之間、”high”代表OI值介於平均OI值+1.5 SD和+2.5 SD

之間、”very high”代表OI值大於平均OI值+2.5 SD。雖然目前並不清楚OI值

與密度的絕對關係，無法依OI值的高低來探討物種間的優勢程度，但以OI值做

同一物種跨區塊密度的比較應該是合理的，因為對同一物種而言，族群密度越高

的地方，被自動照相設備拍攝到的機會應該也會越高（例如：劉彥芳，2003）。

至於在研究期間僅有目擊、訪談紀錄，或有適合環境，但無紀錄的分區，則建議

均以”low”級表示，因為，一般而言，若在某分區的照相設備都沒有記錄到某

物種，則牠們在該地區即使有分佈，密度也應該不高，甚至可能沒有穩定的族群。 

 

3. 案例介紹： 

我們於1998年和2000~2002年間在墾丁國家公園內，依道路、河流和稜線

區分為特性及現況各異的九個分區，總共以自動照相設備在全區的78個地點（樣

點）進行資料收集，架設樣點涵蓋大尖山、社頂公園、社頂梅花鹿復育區及週邊、

墾丁森林遊樂區第三區、高位珊瑚礁保護區、南仁山、鹿寮溪、港口溪、萬里得

山、佳樂水、龍巒潭、關山、貓鼻頭及龍坑地區等。樣點的架設除了涵蓋各種主

要棲地類型、儘量分散外，也儘量避開遊客干擾大的地點，同時，在人為活動高、

道路系統較發達的分區中，由於直接觀察容易且訪談可性度高，因此照相機的架

設數量或工作時間較低。研究期間，每月一至兩次至各樣點收集底片，同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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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的觀察及訪談（裴家騏，2004）。 

結果共紀錄到赤腹松鼠、大赤鼯鼠、野兔、臺灣獼猴、台灣鼬?、白鼻心、

食蟹?、台灣山羌、台灣梅花鹿和台灣野豬等10種本土原生種，以及野貓1種

人為引進的野化物種。較大型哺乳類的物種豐富度以位於北邊、原始闊葉森林面

積較大的南仁山區為高。就分布範圍來看，赤腹松鼠、鼬? 和白鼻心均為廣泛分

布的物種，各分區均有紀錄；台灣野豬雖非各分區但在多數地區仍有分布；而野

貓則僅分布在南邊沿海人口稠密地帶。至於梅花鹿則僅存在於中間的社頂地區，

? 於分布侷限的物種；之外，大赤鼯鼠、食蟹? 和台灣山羌等物種目前僅分布於

南仁山區，且族群可能仍在下降中，應優先作為未來園區內保育工作的目標物種。 

類似的研究也曾在香港地區進行過，該研究不但重新檢討了目前香港地區

較大型哺乳動物的物種名錄，而且也因為產生了各物種在各分區間相對數量的現

況分布模式，得以深入探討某些物種（例如：黃腹鼬、紅頰?、食蟹? 和恆河猴）

近代進入或引進香港地區的起緣，同時，亦可深入探討一些物種間（例如：山羌

與野狗間、石虎與野貓間）的關係（Suen et al., 2003），不但有助於特定物種，也

有助於區域性的物種多樣性保育。 

 

五、在族群數量估計的應用 

1. 取樣方法與數量： 

在數台自動照相機設置的樣區內，捕捉適當數量的目標物種、配掛無線電發

報器或標記後釋放。從自動照相機所得相片中，比較同一物種有記號（例如配掛

無線電發報器）和無記號的個體出現次數，再根據重複捕捉的原理估計與有記號

個體們共同生活的個體數量，以及在樣區中可能的總數量。不過，由於無法確定

相機設置範圍，就等於該群動物的活動範圍，甚至可能已有其他資料顯示，標記

個體的活動範圍遠超過自動照相機設置的範圍，則都應該配合無線電追蹤技術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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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目標物種的活動範圍，已計算單位面積之密度（McCullough et al., 2000）。對國

內野生有蹄動物而言，當配合無線電追蹤以確定有標記個體的活動範圍時，可使

用不低於10台自動相機，分散設置於5~10公頃範圍的方式，進行重覆拍照（捕

捉）；而所捕捉佩帶標記的個體可不超過10隻，若同時進行該物種的社會結構或

族群生態學的研究時，則應該有儘量多的被捕捉個體佩掛無線電發報器，並且有

適當的雌雄比例。進行重複拍照的時間長短是相機拍攝效率而定，原則上，建議

以收集到至少20~30張該物種的照片，且其中有至少3~5張為有記號之個體（包

括重複個體數）。若以大武山及雙鬼湖山區海拔1,200公尺以下森林環境中的山

羌族群為例，大約需要總共1,000個相機工作小時（OI? 約為24）即可收集到足

夠的照片數，但在1,000到1,900公尺的範圍，則需要超過2,000個相機工作時數

（OI? 約為9），才可能收集到足夠的資料以進行族群密度的估算（參見：裴家

騏、姜博仁。2004）。 

 

2. 資料分析： 

共棲數量之計算可以NOREMARK（White, 1996）軟體進行，並採用其中的

Bowden估計值計算，Bowden估計值的假設前提為：(1) 該群動物為開放性族群

（亦即：該動物族群中個體的實際活動範圍超過自動照相機設置的範圍）；和(2) 

每一個個體被拍照到的機會不相同。將所獲得照片中的無記號個體數、有記號個

體數及重複個體數分別輸入NOREMARK軟體，並計算Bowden估計值（或其他

更適當的估計?），所得即為與有記號個體共域或共同生活的個體數量。此數量

再配合有記號個體的總活動範圍（或實際活動範圍）面積，則可得到單位面積的

密度。不過，由於台灣山區地形複雜、棲地條件變異大，單一樣區所獲得的估算

密度，除非有證據顯示具代表性，否則並不適合採用做大面積的族群總量估計。 

 

3. 案例介紹： 

我們於1992年底到1994年初在大武山區、小鬼湖週邊約400公頃較平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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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草地環境中，以無線電追蹤的技術研究山羌的族群生態學（詳細見

McCullough et al., 2000）。於1993年底到2004年初的四個月當中，我們在其中兩

隻佩掛無線電發報器的山羌的主要活動範圍（Core area；約3公頃）內，以16

台Trailmaster TM-1500型自動照相設備（見前文）進行重複拍攝。資料收集期間，

共獲得14張山羌的照片，其中有2張為有記號個體；Bowden估計值因此為8（95%

的信賴範圍為1-52）隻。換句話說，在研究範圍內，有記號的個體數（= 2）約

佔總數（= 8）的四分之一。依此類推，因為我們在該區總共有7隻有記號個體，

分布在大約300公頃的範圍內，因此，在小鬼湖一帶，山羌的族群密度估計為每

100公頃約有9~10隻。 

使用同樣的方法，我們於2000年，針對活動於墾丁社頂北邊的野生梅花鹿

群進行族群密度（鹿隻數/一百公頃）的估計，並據此估計現生所有野生梅花鹿

的數量（裴家騏，2001）。我們共使用了11台自行研發的自動照相設備（見前文）。

由於所有於1994~1997年間經國家公園管理處野放的47隻個體均有綠色的塑膠

耳標註記，而其中更有26隻（9雄17雌）的成年鹿隻配掛有無線電發報器的頸

圈，牠們都可以在照片中明確的辨別出來。根據近年的觀察，在社頂北邊最多還

有8隻梅花鹿係配掛有無線電發報器之個體，以及至少1隻的配綠色耳標的個

體。至於野生梅花鹿群的活動範圍，則採用王穎等於1996~1998年間，以無線電

追蹤技術所獲得的結果；其中，社頂北邊鹿群的活動範圍約為114公頃（包括墾

丁森林遊樂區第三區及復育區聯外道路兩側）；而所有現生的野生梅花鹿的分佈

總面積約為200~300公頃（北至墾丁森林遊樂區第三區、南至社頂公園及籠仔埔

草原、西至台26甲公路、東至太平洋岸的台26公路）。 

我們共獲得梅花鹿照片12張，其中2張為同一隻有耳標且有頸圈的雄性個

體，另有1張為一隻右耳有耳標之雌性個體，因此估計這12張照片極有可能代

表有7隻不同的個體，同時出現在自動照相設備所涵蓋的範圍內（Bowden估計

值），唯因為小樣本的緣故，95%的信賴範圍在2-22隻個體之間。也就是說，在

此研究區內有記號的個體很可能約佔總個體數的2/7。由於，在社頂北邊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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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記號的個體目前約有9隻（8隻無線電頸環及1隻耳標），因此，本區的總梅

花鹿個體數估計為31.5（=9×7/2）隻，而估計的密度則為每百公頃有27.6隻的梅

花鹿（=31.5隻/1.14百公頃）。若以相同的鹿隻密度換算整個墾丁野生族群的

200-300公頃涵蓋範圍內的族群數量，則得到55.3到82.9隻的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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