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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常用的較大型哺乳動物普查方法，通常只能估計族群可能的數量，無法得

到全數值(例如：糞堆計數法、穿越線距離法、自動相機法等)，或因為需要很大的
人力與物力而無法經常施行(例如：驅趕法)。本研究團隊分別於澎湖南方四島、陽
明山與墾丁等三個國家公園，各針對放牧山羊、野化水牛和野生梅花鹿等三種有蹄
類的野生族群，以無人飛行系統進行族群數量與分布的調查。結果顯示，無人飛行
系統在大面積的開闊地景中，可以克服地形地貌障礙，在短時間內完成高正確性的
動物計數，同時，空拍影像還提供了清晰的個體影像及行為，更可作為族群結構分
析與個體健康狀況探討之用。雖然空拍調查仍有受天候的限制和對野生動物可能造
成干擾等缺點，然而只要適當的操作，無人飛行系統可以是一個極有效率、機動力
高，且經濟的調查工具。無人飛行系統的技術將逐漸強化，其在野生動物族群生態
學、保育與經營管理上之應用，預期也將持續的增加與擴大。
關鍵字：空拍機、族群量計算、族群結構、空間分布、有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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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ventional wildlife census methods used on larger mammals provide
only an estimation of population size (e.g., pellet-group count, line transect distance
sampling, or camera trapping) or could be too costly (e.g., drive approach). We assessed
the effectiveness Unmanned Aerial System (UAS) used to survey free-range goat, feral
water buffalo, and wild sika deer, respectively, in three national parks in Taiwan. Our
results show that in large open landscapes, UAS can overcome the challenge presented by
difficult terrains and complete highly accurate population counts in a timely manner. UAS
also provided clear images of individuals and their behaviors that are useful for generating
structures of population and health evaluations of individuals. Although weather
conditions and interference to wildlife in some situations may limit its application, with
proper operation procedures UAS can be an effective, highly-mobile, and low-cost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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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Further advancements in UAS technology will certainly expand its application in
wildlife ecology studies and in population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Keywords: Drone, population count, population structure, spatial distribution, ungulates

前言

述研究時，常用的調查法多無法精確估算野
生族群的數量或分析其族群結構

族群數量與結構為野生族群保育與經
營管理的關鍵資訊，而為了有效達成目的，

(McCullough et al. 1994, Rabe et al. 2002,
Bristow et al. 2019)。

前述資訊須盡量接近真值。較大型陸域野生

近年來，無人飛行系統(UAS, Unmanned

哺乳類的族群通常利用糞堆估算法(Karcels

Aerial Systems)已廣泛被嘗試應用在不同物

et al. 2004, Camargo-Sanabria and Mandujano

種類群的研究、調查與經營管理上。其中，

2011) 、 穿 越 線 距 離 法 (Smallwood and

搭配攝影鏡頭的多軸無人飛行載具(drone，

Fitzhugh 1995, Vreeland and Tietie 1999)、紅

俗稱空拍機 )最常被用在生物多樣性監測

外線自動相機(Negrões et al. 2010, Burton et

(Ivošević, et. al. 2015, Vermeulen et. al. 2013)、

al. 2015) 或 驅 趕 法 (Janvrin et al. 1991,

特定物種的族群分布與數量估算(Hodgson et

Takeshita et al. 2016)等方法進行數量的估算

al. 2013, Evans et al. 2014, Goebel et al. 2015,

或計算。在這些常用的方法中，糞堆估算法

Mulero-Pázmány et al. 2015, Šimek et al. 2017)，

需考量動物的排糞率與排遺偵測率(Lioy et

以及棲地利用評估與族群結構探討(Hodgson

al. 2015)；穿越線距離法的使用也必須符合

et al. 2013)等研究。利用 UAS 進行調查的物

一些假設前提，如動物需為隨機分布、非運

種類群多為開放性地景的物種，如大草原上

動狀態、不存在測量誤差、動物被發現的機

的 有 蹄 類 (Šimek et al. 2017) 、 非 洲 象

會均等、距離估算需準確等(Bibby et al. 1992)；

(Loxodonta africana；Vermeulen et al. 2013)，

紅外線自動相機法則必須藉由目標物種被

以及海鳥(Vas et al. 2015, Hodgson et al. 2016,

拍攝率和個體被重複記錄的次數等參數值

Hodgson et al. 2018)和較大型的海洋哺乳類，

間接推估族群數量(Burton et al. 2015, Wearn

如 儒艮 (Dugong dugon)和 豹海豹 (Hydrurga

and Glover-Kapfer 2017)，三者皆需經間接的

leptonyx) (Hodgson et al. 2013, Goebel et al.

換算過程方能求得目標族群之密度或數量，

2015)等。

通常會有程度不等的誤差。而驅趕法雖然可

臺灣近年也有針對特定物種族群之空

以取得族群全數值，但只適合在小面積、相

拍調查與研究，本文以其中三個針對三種野

對平坦、無障礙且封閉的區域內實施，且執

生有蹄類族群：放牧的山羊(Capra aegagrus

行時需使用大量之人力圍堵驅趕個體，是一

hircus，裴家騏 2016)、野化的水牛(Bubalus

種高耗費人力的做法(Borkowski et al. 2011)。

bubalis，賴玉菁 2017)與野生的臺灣梅花鹿

其次，族群結構分析常使用直接觀察或狩獵

(Cervus nippon taiouanus，Liang et al. 2020)

結果(harvest survey)進行推估(Roseberry and

的調查研究計畫為例，分別說明並探討 UAS

Woolf 1991, Rabe et al. 2002, Lukacs et al.

在臺灣野生有蹄類族群經營管理上之應用

2011)，其完整性或代表性往往因試驗設計或

以及優缺點。由於這三個計畫的目的、涵蓋

取 樣 方 式 而 異 (McCullough

1993,

項目和深入程度並不相同，也並非重複性的

McCullough et al. 1994, Rabe et al. 2002,

研究設計，因此僅針對個別計畫的成果進行

Lagory 2009)。整體而言，受限於野生族群之

討論，而不進行各計畫間的一致性分析或比

特性與調查區域的地形地貌，在實際執行前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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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族群調查規畫須考量區域內地形地貌
的特質與周邊居民生活方式的現況，並考量

一、研究地點

目標物種之族群發生歷史背景與棲地需求。

前述放牧山羊的數量清點是在澎湖南

前述三個目標族群皆源於人類飼養後的逸

方四島國家公園的主要島嶼上進行。當地包

逃或野放，因此皆為由少量個體於特定位置

括東吉嶼、西吉嶼、東嶼坪嶼、西嶼坪嶼及

開始逐漸向外擴張之族群，而目前不同地點

鋤頭嶼等，皆有居民放養之羊群，部分族群

的次族群乃源於野放起源之族群，並非自然

甚至已為無主之野化羊群多年。間接證據指

形成的分布模式，其中，除了以社頂為擴散

出這些山羊對地表植栽與生態系統可能造

核心的墾丁梅花鹿族群(不包括孤立的龍鑾

成影響，羊糞尿也造成環境衛生問題(蕭志榮

潭邊逃逸鹿群)的連續性較高外(裴家騏

等 2010，張朝勝和李光中 2015)，故亟需瞭

2017)，陽明山上各水牛族群間的交流程度非

解各島羊隻的數量，以監測、評估羊群對生

常低(賴玉菁 2017，胡正恆、李一泓 2019)，

態系與環境衛生可能的影響。

而澎湖南方幾個離島之間的山羊群幾乎無

野化水牛族群的研究場域位於陽明山

從交流。故後二者只須針對各次族群的數量

國家公園。該處在日治時期(1934 年)曾設置

與分布進行了解，即可獲得完整之族群資訊；

牧場進行大規模飼養，後因國家公園於 1985

至於前者，該研究只集中針對水蛙窟一處約

年成立而停止放牧，部分個體逸出野化。這

100 公頃範圍的草原進行鹿隻數量的計算。

些野化水牛在園區內的分布與數量不明，但

為有效進行數量與分布普查，這三個計

可能會因為啃食與踐踏而改變區域內原有

畫於執行期間均每月收集 2-3 次的空中普查

植群，並已經零星發生與遊客間的輕微負面

資料，以多次重複調查來降低總數計算的誤

互動事件，恐將進而影響園區的保育與遊憩

差。資料收集時間都在日間野生族群活動的

功能(張新軒 1991，王穎 1995，趙榮台 2009，

高峰時段。將調查區域分為數個較小的區塊，

朱有田 2013)，因此需要了解其在園區內的

並分區擬定空拍調查航線，執行時將空拍機

分布與數量，以提供經營管理決策擬定之依

起飛上升至一定高度後，飛行到各個區塊依

據。

擬定航線進行全區搜尋，此一飛行高度(約

最後，墾丁國家公園自 1984 年在社頂開

10-30m 不等)以不干擾調查個體、但能精確

始梅花鹿的復育計畫(王穎等 1985)，該復育

分辨個體為原則。飛手(pilot)根據遙控器上

計畫經過多年數次野放後，至今野外梅花鹿

的即時影像觀察是否出現目標族群或個體。

數量已超過 1,000 隻(裴家騏 2017)，IUCN 並

若目標出現，便開始進行錄影與拍照，確認

於 2015 年公布此一野生族群為穩定成長的

得到充分的影像後，進行計數統計與個體判

復育族群(Harris 2015)。然而隨著族群增長，

釋。由於草食動物出現在草生地上時，具群

此一野生族群在墾丁對農作物與森林的損

聚活動之行為模式，在此時進行空拍，可獲

害漸增，除了啃食農作物造成損害(陳順其等

得最接近全數個體之計數。

2007，王穎等 2009，裴家騏 2017)外，也嚴

所使用之無人飛行系統須依現地地形、

重影響高位珊瑚礁生態系統苗木的更新(王

當日氣象狀況與獲得之資料精度而定。本文

相華等 2015，王相華等 2019)，積極的族群

所呈現之資料係依不同現地狀況與計畫需

管理是現階段必須探討的議題。

求 選 擇 使 用 消 費 級 的 DJI PHANTOM 3
ADVANCED 、 MAVIC PRO 與 YUNEEC

二、調查方法

TYPHOON H 與專業級之 DJI INSPIRE 1
V2.0、INSPIRE 1 PRO - X5 或等 5 款 UAS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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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南方四島國家公園放牧山羊族群空拍視角

b. 南方四島國家公園放牧山羊族群地面觀察視角

c. 陽明山國家公園野化水牛族群空拍視角

d. 陽明山國家公園野化水牛族群地面觀察視角

e. 墾丁國家公園野生梅花鹿族群空拍視角

f. 墾丁國家公園野生梅花鹿族群地面觀察視角

圖 1. 三個使用 UAS 調查的案例調查場域中，使用 UAS 之調查視角與近地水平視角之比較
型，此 5 款 UAS 之重量、體積、飛行時間與

上，也因羊群喜好成群結隊，而使地面水平

鏡頭皆有不同，適用於不同調查狀況與目的。

視角的族群數量計算工作非常不容易 (圖
1b)。另外，南方四島諸島多有先民搭建的「菜

結果

宅」(即農田四周由咾咕石圍之，意在防風，
圖 1a 中央即為菜宅壁面)、廢棄房舍、建築

案例一：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羊群管理策

的角落等，皆提供山羊躲藏場所，因而產生

略評估

非常多的視覺屏障。調查進行時，每個島嶼

南方四島國家公園於 2016 年 7 月共執

視面積大小和羊隻數量多寡，各進行不等次

行 9 天、11 次空拍調查(圖 1a)。島嶼多為邊

數的全島搜索式空拍掃描及拍照，每次約 30

緣陡峭、中央為隆起平台的玄武岩地景，山

分鐘；其中，東吉嶼進行了 2 次清晨、1 次

羊常棲息於島嶼邊緣的峭壁或裸露地形，令

傍晚的全島空拍，羊隻數量最大值為 528 隻；

研究人員難以接近，即便位於島嶼中央平台

東嶼坪嶼進行 2 次清晨、1 次傍晚空拍，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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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南方四島國家公園山羊數量調查記錄
東吉嶼
島嶼面積(平方公
1.7712
里)(1)
空拍調查次數
3
數量範圍
476-528
(1)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網頁
(2) 2 次調查羊隻數量皆同

西吉嶼

東嶼坪嶼

西嶼坪嶼

鋤頭嶼

0.8978

0.4792

0.3477

0.1471

2
188(2)

4
365-406

1
55

1
35

表 1. 陽明山國家公園野生水牛調查記錄
方法

擎天崗次族群
調查次 0 隻數 數量範圍
數
次數
14
3
7-29
空拍調查
沿線調查
4
1
10, 16, 16
29
最大數量

磺嘴山次族群
調查次數 0 隻數 數量範圍
次數
7
1
2-16
2
2
16

石梯嶺次族群
調查次數 0 隻數 數量範圍
次數
2
0
15, 19
1
0
13
19

a. 密集群聚山羊

b. 站立陡峭岩壁之山羊

c. 當年生幼牛與一歲亞成體

d. 當年生幼、一歲亞成體與成體

e. 公鹿、母鹿與幼鹿

f. 亞成體與母鹿

圖 2. 目標族群空拍影像判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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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數量最大值為 406 隻；西吉嶼進行 2 次清

羊群在研究人員登島後皆聚集為單一羊群，

晨空拍，羊隻數量皆為 188 隻；西嶼坪嶼和

故計數上並無太大困難。

鋤頭嶼則各只有 1 次的清晨空拍，羊隻數量

另外，空拍影像中也可以分辨出當年生

各為 55 隻與 35 隻，總共記錄到山羊的最大

的幼獸、1 歲以上的亞成體，以及 2 歲以上

值為 1,212 隻(表 1)。

的成體，惟因並非該計畫的目的，因此沒有

本案例中，UAS 可由上而下俯視地景並

進一步進行相關分析與探討。同時，該計畫

多角度檢視建築物周圍，故空拍影像可清晰

判斷島嶼上的山羊族群的數量應該已呈穩

判釋密集群體與陡峭環境的羊隻個體(圖 2a,

定，因此建議應該積極深入了解，必要時並

b)，使視線死角大大降低，且島嶼上放牧的

管理牠們對植群啃食之影響(裴家騏 2016)。

山羊多為白、黑、花色，與黃綠色的草生植
被對比明顯，這也讓 UAS 之空拍應用在野

案例二：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野化偶蹄類動

生山羊族群的數量計算上，更有把握其正確

物調查及經營管理探討

性或完整性。UAS 在族群數量較大、個體緊

陽明山國家公園野化水牛族群的研究

密聚集的狀況，也有資料收集技術的優勢，

於 2017 年 2 月到 11 月間，在擎天崗、磺嘴

飛手可以利用間隔 0.5-1 秒的連續拍攝，以

山與石梯嶺地區進行共計 16 天、23 次的空

影像的時間差所造成的動物位移來辨識個

拍作業(圖 1c)。在這個水牛研究案例中，由

體，實務上對於消弭誤判、提高個體計數的

於個體常定點停留於泥灘或芒草叢中，雖然

準確度有非常好的效果。另外，由於山羊喜

水牛體型龐大，惟研究人員若由平面觀察，

好成群，現場也發現當山羊發現空中的 UAS

仍有相當多的視覺死角與障礙(圖 1d)，且由

時，並不會四散，反而會更聚集成大群體。

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多為中低海拔的丘陵地

因此，若搭配一些先期準備工作，如研究人

形，研究人員在各調查點間的移動受到很大

員先清查島上空屋，將羊群由空屋或遮蔽處

的限制。UAS 調查每次都視現場的條件，決

中驅趕至曠野；或是在較大型的島嶼上，安

定在哪一個地區進行，因此三個地區的空拍

排研究人員在關鍵地點站位，使羊群移動區

次數並不相等。另外，也進行了 4 天、7 次

域受限，再分為數個區塊分別空拍計數，如

的一般沿線調查，同樣的，三個地區的沿線

此更可增加南方四島羊群數量計算的精準

調查次數並不相同(表 2)。由空拍得知調查

度。

區域內共有 64 隻，可分為 3 個水牛次族群，

本案例中，較大型或羊隻較多的島嶼如
東吉嶼、東嶼坪嶼，因為初調查時尚在熟悉

包括擎天崗 29 隻、磺嘴山 16 隻與石梯嶺 19
隻(表 2)。

地形中，飛手因安全顧慮而使用較高的高度

本案例中，藉由 UAS 由上而下拍攝，可

拍攝，致使計數上有所缺漏，使得東吉第 1

大大降低觀察難度，使研究人員克服地形與

次計算(476 隻)、東嶼坪嶼第 1 次計算數值

視野的限制，明確辨識與計數不致缺漏。和

(365 隻)的精確性較低，在研究人員熟悉島上

山羊一樣，UAS 拍攝的水牛照片，也可以分

地形與增加站位的安排後，接下來的計數皆

辨當年生的幼獸、1 歲以上的亞成體與 2 歲

與最大值差距在 10 隻(或 3%)內。西吉嶼的

以上的成體外(圖 2c, d)。同時，低空拍攝的

羊群計算便是調查流程規劃成熟後的例子，

影像也可粗估水牛個體的健康狀況，例如：

研究人員於登島後即先行清查廢棄房舍，將

曾於空拍時發現體態異常瘦弱之幼體，而此

躲藏其中的羊隻趕往曠野，再由飛手操作

個體於數日後即被發現死亡。同時，4 次沿

UAS 進行數量估算，兩次計算皆同為 188 隻

線調查所得各地區最大族群數量都比較少，

(表 1)。而較小的島嶼如西嶼坪嶼和鋤頭嶼，

磺嘴山次族群甚至 2 次沿線調查都沒有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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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任何個體(表 2)。顯示相較於沿線調查法，

鹿群結構分析(圖 2e, f)。在這個案例中，UAS

空拍可獲得相當完整的族群數量。該項研究

除了一般使用的俯視角度外，更使用了繞行

結果也顯示次族群所在位置各有不同的棲

拍攝的技術，提高了個體辨識的準確度。同

地組成與結構，而與遊客亦有不同形式之互

時，由於影像資料為現況之原貌保存，故綜

動，建議應該採取不同之管理模式(賴玉菁

合繞行拍攝技術可以多角度、重複檢視同一

2017)。

鹿群的影像資料，有助於後續針對其他資訊

另外，該計畫也利用 UAS 於遊客活動定

的判讀與分析。田野經驗也發現，UAS 若以

點監測，記錄野化水牛個體與遊客的互動行

低空直線飛行接近鹿群或鹿隻，確實會造成

為，以及野化水牛個體對遊客刺激的行為反

梅花鹿的擾動與迴避，但若由遠方起飛後於

應。於陽明山水牛的案例發現，該地區水牛

高處(約 30m 航高)平移至目標上方，再以垂

對 UAS 的出現反應溫和，甚或沒有反應，僅

直角度緩慢降低高度，則可以在不驚擾鹿隻

分布在受人類干擾較低的磺嘴山的水牛族

的情形下，降至離地 10m(相當於 3 層樓高)

群，在第 1 次空拍執行時出現短暫奔跑的狀

甚或更接近地面的高度繞行，而 UAS 的低

況，但是第 2 次空拍之後就不再受到影響。

空繞行也有助於暫時性的聚集鹿隻，如此近

至於分布在人類干擾頻繁的擎天崗的水牛，

距離且環饒的影像資料，能清楚辨識鹿群組

則完全看不出有受到 UAS 出現的影響。

成與鹿隻的體表與體態特徵，使鹿群結構研
究的深度提高。同時，也由於較低的干擾程

案例三：106 年度墾丁國家公園臺灣梅花鹿

度，本案例也能藉由 UAS 有系統的記錄到

野外族群監測調查及族群管理策略研擬

如優勢雄鹿間的打鬥或追逐母鹿等關鍵的

墾丁國家公園野生梅花鹿研究在 2016

發情期行為(Liang et al. 2020)。

年 10 月到 2018 年 3 月間進行，該研究於水

墾丁水蛙窟鹿群研究結果顯示，梅花鹿

蛙窟草生地共進行 47 天、每天清晨 1 次的

在野生族群重建後已經展示出自然狀態下

空拍調查(圖 1e)。與前述兩個案例不同的是，

的行為模式，交配季高峰為 10 月到隔年的 1

本案例藉由觀察鹿群大小與性別組成、成幼

月，而 9-10 月可見到許多新生鹿隻加入族群，

比例 等資訊， 完成 季節 間鹿群結 構 (Herd

其繁殖模式與行為也與日本開闊地區的梅

composition)變化之研究(Liang et al. 2020)。

花鹿(C. n. nippon)類似(Minami et al.2009)。

其主要調查區域水蛙窟草原雖為開放的牧

由於前述研究高程度的掌握野生鹿群的數

草地環境，惟起伏的地形和草原中遍生的林

量與結構，因此在缺少天敵的環境下，可預

投仍然讓研究人員難以在近地水平視角進

期該地區的梅花鹿數量將持續增加，並可能

行資料收集工作(圖 1f)，且鹿群生性懼人，

從源點繼續向外擴張其分布範圍。同時，亦

與研究人員往往保持一段距離，使藉由地面

可預期梅花鹿對國家公園內、外的農田之破

觀察以辨識個體性別和成幼的工作十分困

壞將會日益增加，管理單位應防範未然盡早

難。本案例利用 UAS 總共記錄到 139 隻次

規劃適當的管理措施，以避免與當地居民產

的單隻鹿隻與 419 次的鹿群，鹿群隻數介於

生衝突(裴家騏 2017)。

2 到 51 隻之間，共計 4,973 隻次紀錄。
由於梅花鹿成體具明顯的雌雄二型性

討論

(sexual dimorphism)，雄鹿可藉由鹿角的分岔
數約略區分年齡層(Kaji et al. 1988, Hayden et

要建立特定區域的野生族群數量與分

al. 1994)，而成幼體型亦可經由近距離拍照

布資訊，必須能於最短的時間內對最大範圍

提高辨識度，因此 UAS 非常適合用來執行

進行有效調查，以避免期間因個體或群體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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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玉菁，裴家騏，吳杰龍，郭璿，梁又仁

間的變動而無法掌握正確的資訊。然而，臺

影像放大以及利用計數軟體(如 ImageJ)協助

灣複雜的植被和地形，常用調查方法受限於

計數之方式，重複確認計數精確性。本文所

人力與設備，多無法達成此一目標，尤其是

引用的三個案例，基本上也都因為重複檢視

較大型的有蹄類動物，因生性懼人，常與研

野外資料，而提高了計數完整性。同時，已

究人員保持距離。所幸，這些有蹄類動物往

有案例顯示，將同一組空拍影像由不同人員

往都有明顯的群聚現象，因此若調查場域位

判讀，即使判讀的結果不同，至少都可以產

於開放地景(如草生地或陡峭之裸露山坡)，

生統計上的誤差值，讓經營管理更具備科學

在掌握群體活動模式的條件下，就可以在特

性(Vermeulen et al. 2013, Hodgson et al. 2016)。

定時間與地點執行觀察任務。因此，若是利

而若需對目標物種進行多年期的族群監測，

用 UAS 具大範圍且快速調查的特性，在適

在熟稔調查場域與物種特性的情況下，UAS

切的環境條件下，搭配對調查場域特性的熟

相較於一般地面調查將更具優勢。此外，目

悉 ， 即 可 達 到 動 物 數 量的 全 數 計 算 (total

前新興蓬勃發展的自動影像判釋技術，亦可

count)或極接近全數計算的目標，大大改善

望 於 將 來 取 代 人 力判 釋 ， 增 加分 析 效 率

多數地面觀察方法因人員移動之限制、水平

(Šimek et al. 2017, Hodgson et al. 2018)。

視角的視覺障礙，或因視野內個體重疊所造
成計數上的誤差。

在目標動物具有目視可辨的外形特徵
下，UAS 亦可達成族群數量計算以外的目的，

本文的案例一、二即是利用 UAS 特性，

如族群結構組成的研究。如本文所提之案例

在合適研究場域進行族群數量計算的例子。

三，梅花鹿明顯的雌雄二型性與鹿角分叉及

案例一之中，南方四島國家公園諸島皆為短

長度隨年齡增加的特性，使得空拍所獲得的

草地為主的島嶼，在草生地與低矮植被之開

影像亦可以用來分析族群的性別與年齡結

闊地形上，羊隻的體色與環境背景形成強烈

構，並同時獲得其他重要的族群參數

對比，故個體的辨識度十分高。UAS 可由上

(population parameters) ， 例 如 ： 生 殖 力

而下俯視地景，兼具多角度俯瞰優勢，使得

(productivity)、存活率(survivorship)、季節性

調查死角大大減少，且不會受限於地形或地

(seasonality)等，研究者可以因此而探討族群

上物的影響，僅需少量的前期人力布置，即

數量未來之變動趨勢，並進而提供管理單位

可用 UAS 進行快速普查。案例二亦是利用

對野生族群進行科學性管理之必要資訊。而

水牛常在白天使用泥灘或芒草叢環境的行

案 例 一 、 二 所 提 及之 山 羊 、 水牛 等 牛 科

為特性，雖然水牛體型龐大易辨，惟因地處

(Bovidae)動物，儘管成體的雌雄二型性不若

中低海拔森林，其水平視角經常受到阻礙，

鹿科動物般明顯，但仍有相關研究指出這些

不過 UAS 可以輕易克服這樣的地形與地貌，

牛科動物成體性別間的外觀差異：如山羊，

飛手僅需在幾處制高點起飛，即可對族群分

成年雄性體型、角的長度皆大於雌性(Polak

布的全區進行細緻的資料收集，明顯減低所

and Frynta 2009)；另外，視其品系的不同，

花費之人力與時間，且完整性也比一般作法

性別間亦可能有其他外觀差異，如阿拉斯加

(例如：沿線調查)要高(表 2)。一些研究已經

地區的山羊，雌、雄頭部角基座大小、間距、

證實，空拍所得族群數量的精度遠高於傳統

角的弧度、站立的體態皆有所不同，而雄山

地面調查(Hodgson et al. 2016, Hodgson et al.

羊的臀部皮毛也具有獨特的色塊(Mountain

2018)。

goat identification guide 2013)。水牛亦有研究

UAS 相較於傳統地面觀察的另一優點，

指出其成體外觀性別間的差異，如雄水牛的

便是其影像資料可重複檢視。由於空拍影像

體重、體型、臉寬、角基座大小、間距亦顯

為現況之定格紀錄，因此可以藉由連續影像、

著大於雌水牛(魏良原等 2011)。惟要區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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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形質上的細微差異，以目前空拍設備的技

制即在續航力，本文所提的三個案例中，使

術規格來說仍力有未殆，不過隨著科技能力

用的 UAS 續航力皆只有 15-20 分鐘，故單次

與日俱進，與相關技術的發展，未來空拍照

調查範圍因此受限，若要進行較大範圍或長

片應有相當潛力可對雌雄二型性較不明顯

時間的調查，所需電池成本也會大幅提高。

的物種進行性別判釋。

其次，UAS 也受限於只能在飛手一定距離範

不過，隨著空拍調查的普及，利用 UAS

圍內進行作業，如本文提及的案例中，使用

執行動物調查常常衍生出另一個爭議，即

的 UAS 操控半徑皆只能在 2 公里甚或更短

UAS 設備及噪音可能會因為動物對器材的

的距離以內。另夜間調查亦有其限制性。此

警戒，而產生緊迫或行為改變。例如，研究

外，UAS 的飛行受氣候影響極大，無法在下

顯 示 當 UAS 飛 過 時 ， 美 洲 黑 熊 (Ursus

雨、強風及太陽離子活動較強時進行調查，

americanus)雖然沒有行為上的改變，但仍然

也無法在雷達站、高壓電塔鄰近處飛行。近

會有心跳加速的生理反應(Ditmer et al. 2015)。

年來，UAS 功能發展愈臻完備，單顆電池的

不過，許多研究亦發現，UAS 對行為的影響

續航力可達 30 分鐘以上，也有一定的耐候

通常來自於飛行載具的飛行模式、引擎聲音

性，現今消費級以上的 UAS 機型，其操作半

與 載 具 的 大 小 (Mulero-PaÂzmaÂny et al.

徑可至 5-7 公里，而搭配的軟體也趨於多樣

2015)，而 UAS 的顏色、接近速度、拍攝時

化，如 GPS 導航、排程飛行、斷點續航等，

航高、飛航角度則通常不會影響個體行為

專業級 UAS 甚至可更換影像雲台，如長焦

(Vermeulen et al. 2013, Šimek et al. 2017)，例

鏡頭及熱像攝影設備進行觀察，這些改進都

如本文中的案例三便是利用飛行模式的改

能提升未來 UAS 的應用深度和廣度。

變達到最小化干擾的例子，為能達到儘可能

最後，由於 UAS 的日漸普及與便利，運

接近鹿群、增加拍攝影像的解析度，飛手採

用層面與頻率皆大幅地提高，進而衍生出飛

取使 UAS 先由較高之飛行高度移動至目標

安相關問題。我國於 2018 年在「民用航空

上方，再垂直向下緩慢降落至鹿群的方式，

法」中增訂遙控無人機專章及相關法規以規

便可大幅降低鹿隻對 UAS 的警戒反應，達

範 UAS 的使用。而地方主管機關如各縣市

到近距離觀察的目的。除空拍機的器材特徵

政府、國家公園、森林遊樂區亦對 UAS 的操

外，目標物種特性，如種類、繁殖週期的階

作地點和時機訂定規則，未來 UAS 的使用

段與群聚的程度等，也會造成干擾程度的差

應該要在合乎法規與地方主管機關規範下

異，通常有蹄類(如鹿或牛)或較大型動物(如

方能進行，而相同空域內也應該要透過區域

大象)比較不受到 UAS 的干擾(Vermeulen et

管理的機制，以排除不同調查、研究團隊間

al. 2013, Mulero‐Pázmány et al.2015, Šimek et

發生相互干擾，並因而影響調查研究成果與

al. 2017)；而溼地鳥類在空拍機飛航角度為

品質的情形。除此之外，由於飛手對載具的

垂直角時會受到干擾，其他飛航角度則沒有

操控能力以及對目標物種的瞭解，將會明顯

影響(Vas et al. 2015)。因此，執行空拍調查

影響調查結果，未來的研究成果也建議需註

時，確實必須盡量減少 UAS 對動物的干擾

明飛手的認證資格或技術條件。

和其他可能造成之負面影響。對物種和環境

總結而言，空拍調查有下列優點：1. 野

的瞭解、事前擬定妥適之調查規畫，以及飛

外資料收集效率較高，可於短時間內以極少

手臨場的掌控能力，是 UAS 調查成敗與否

人力完成調查研究；2. 可產生全值或接近全

的關鍵。

值的野生動物數量計數，資料完整性與準確

除此之外，UAS 在空間生態學研究的應

度高；3. 可於空拍影像中清楚辨識個體與體

用時，尚有其他限制條件，其中最關鍵的限

表特徵；4. 影像可重複檢核和提供其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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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但在操作時，須依調查目標其調查場

光中、黃錫坤、蘇鴻傑、江樹生、C. W.

域與物種特性，擬定相應之調查計畫，並注

Cameron。1985。臺灣梅花鹿復育之研究

意空拍法規與調查、研究倫理。

七十三年度報告。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委託研究報告。

結論

王穎、陳順其。2009。98 年度墾丁國家公園
及鄰近地區臺灣梅花鹿調查計劃及其

近來，無人飛行系統(UAS)廣泛應用於
開放地景中的野生動物調查研究。本篇文章
整理三個近年應用空拍機於國家公園內進

族群經營管理探討。墾丁國家公園管理
處委託研究報告。
王相華、伍淑惠、孫義方、陳可芳。2015。

行的較大型哺乳動物研究，簡述其調查過程、

墾丁高位珊瑚礁森林之幼齡稚樹在

結果、及探討空拍機調查技術於該研究的優

2001 至 2013 年間急遽減少。國家公園

勢。在這三個較大型野生動物研究中，使用

學報 25:17-23。

空拍機作為調查工具，均可以克服地形與植

王相華、王玉婷、伍淑惠、蘇聲欣。2019。

被的限制，有效完成族群數量的全數計算或

臺灣梅花鹿磨角行為對墾丁高位珊瑚

極接近全數的計算，而具有明顯的雌雄二型

礁森林樹木的危害。 臺灣林業科學

性與年齡特徵的動物，其空拍影像另可用來

34:207-215。

分析如年齡、性別組成等族群參數，除此之

朱有田。2013。陽明山國家公園特殊稀有動

外，空拍機也可觀察個體及群體之行為模式

物(麝香貓)生活史之研究。陽明山國家

與紀錄異常狀況。相較一般的地面調查，空

公園管理處委託研究報告。

拍機調查具有快速、大面積、多角度、影像

胡正恆、李一泓。2019。擎天崗野化水牛的

資料可重複檢視使用的優勢，隨著空拍機的

春夏活動與植被衝擊，2019 年森林資源

續航力、操作半徑和影像解析度持續提升，

永續發展研討會。

未來 UAS 在野生動物生態調查研究的深度

澎 湖 縣 政 府 全 球 資 訊 網 。

和廣度可預期將大大提高。惟 UAS 的使用

https://www.penghu.gov.tw/ch/index.jsp。

亦相對衍生出法規與調查倫理的問題，故進

陳順其、王穎、顏士清。2007。墾丁國家公

行調查前亦須依調查目標與物種特性進行

園及鄰近地區野放臺灣梅花鹿(Cervus

飛行計畫，方能減少其對調查物種或環境的

nippon taiouanus)之族群分布。國家公園

負面影響。

學報 17: 43-70。
張朝勝、李光中。2015。島民何在？我眼中

誌謝

的南方四島。臺灣博物 34:66-77。
張新軒。1991。磺嘴山(含擎天崗)地區動物

本研究承蒙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105 年

(牧牛)對環境影響之研究與管理。陽明

度、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106 年度、墾丁

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研究報告。

國家公園管理處年度 107 年度委託辦理計畫

裴家騏。2016。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羊群

支持及行政作業上之協助，謹此致謝。

管理策略評估。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委
託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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