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臺灣夜鷹族群擴散與分布 
文／詹子芸、羅柳墀（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圖／李文化 

近幾年來，臺灣夜鷹除在原有棲息地繁殖外，也有逐漸向都市內擴散繁殖的現象，為瞭解臺

灣夜鷹在都會區的地理分布狀況與棲息環境，自 2009 年 4 月至 8 月、2010 年 1 月至 6 月繁

殖期間為止，在高雄市區進行現場調查與居民訪談，結果共獲得 67 對臺灣夜鷹繁殖資料。在高雄都會

區內，臺灣夜鷹的分布以小港區(N=32)最多，其次為楠梓區(N=12) 

和三民區(N=8)。2005-2009 年間臺灣夜鷹的族群量增長最快。依 

據繁殖期開始鳴叫的月份、鳴叫頻率與族群分布來推測，高雄市都 

會地區臺灣夜鷹的繁殖族群量尚未達飽和，仍有成長的趨勢。 

關鍵詞：棲息地、鳴叫頻率、族群分布 

                                                     

壹‧前言 

近幾年在人口密集的都市或鄉鎮地區，自 1

月至 8 月的夜晚，常可聽見臺灣夜鷹(Caprimulgus 

affinis)在繁殖時期為了宣示領域和求偶所發出一

陣陣〝追、追〞響亮的鳴叫聲，尤其在深夜時刻，

民眾皆已安穩入睡，其聲音之尖銳響亮，常使得

民眾被叫聲吵醒，甚至為了求得安靜而施放沖天

炮加以驅逐。臺灣夜鷹的分類地位屬於夜鷹目

(Caprimulgiformes)夜鷹科(Caprimulgidae)，全世

界的夜鷹目共有 5 科 118 種，多分布在熱帶地區

(高瑋，1995)，其中夜鷹科共有 15 屬 89 種，分

布於各大洲，又以南美洲和非洲的種類為最多(曾

惠芸、高孝偉，2004)。 

臺灣夜鷹的地理分布相當廣，東至臺灣和印

尼東邊島嶼，南至印尼，西至印度，北達中國大

陸華中地區(圖1)。臺灣夜鷹(Caprimulgus affinis 

stictomus)為臺灣特有亞種，在臺灣廣泛分布於平

地至低海拔山區，為常見的留鳥(洪福龍等，

2003)，臺灣夜鷹白天常棲息於空曠環境的地面

上，全身羽色呈灰褐色，有黃褐色及黑褐色的斑

塊，趴在地上時就像石頭一樣，

有極好的保護色。 

洪福龍等(2003)指出，臺灣

夜鷹是夜行性鳥類，具有領域

性，一月下旬開始，雄鳥會佔據

有利位置，站在高處鳴叫或是邊

飛邊叫。繁殖前期雄鳥會先佔領

領域，入夜後於有利位置開始鳴

叫以吸引雌鳥。配對完成後，雄

鳥 鳴 叫 的 次 數 和 時 間 均 會 減

少，偶爾在巡視領域時才會鳴叫

幾聲。 

圖 1.臺灣夜鷹在世界上之地理分布圖／資料來源：del Hoyo, J., A. Elliott and J. Sargatal. Eds(1999) 

 



   

曾惠芸與高孝偉(2004)在夜鷹胃中發現其主

要食物有鱗翅目(蛾)、鞘翅目(金龜子、叩頭蟲、

天牛、步行蟲等)、直翅目(蟋蟀、蝗蟲)等昆蟲，

其中許多種類的昆蟲並不常飛行，因此推測臺灣

夜鷹並非僅在飛行中覓食，應該也會啄食地上的

昆蟲。 

臺灣夜鷹原本是生活在低海拔的空曠草地、

甘蔗園和溪流畔的林園地帶，在繁殖時期由於地

點遠離都市城鎮，叫聲並不嚴重到會影響到人們

的生活。但是近幾年調查發現，臺灣夜鷹族群數

量有增加趨勢，分布範圍也逐漸往北移(王穎，

2009)，甚至開始進入都會地區，每年 1 至 7 月的

繁殖季，雄鳥便開始在夜晚以叫聲吸引雌鳥，鳴

叫時間從傍晚開始，斷斷續續直到隔天凌晨，在

人口密集的都會區裡，確實會影響到居住在附近

居民的睡眠及生活品質。 

在自由時報報導(2009 年 2 月 25 日)中，可見

臺灣夜鷹對南部居民造成不小的困擾，主要原因

在於入夜後，臺灣夜鷹會不斷的發出鳴叫聲，吵

得部分民眾無法入眠，而居民以彈弓或是沖天炮

驅趕後，過一陣子仍飛回來繼續鳴叫，讓民眾對

夜鷹也無可奈何。中時電子報(2010 年 6 月 1 日)

和自由時報(2010 年 5 月 20 日)也紛紛以「臺灣夜

鷹都市化，叫聲擾人眠」、「夜鷹成宅鳥？求偶

聲居民受不了」為標題，報導出臺灣夜鷹的叫聲

嚴重造成居民生活上的困擾，市府也接獲多起居

民的陳情案，希望能派人前往捕捉。2010 年 1 月

17 日自由時報更指出，由於臺灣夜鷹數量的爆

增，將會造成飛安的新危機。可見都市住宅區內

的居民，也開始注意到臺灣夜鷹的存在，並在夜

間深為其叫聲所擾。 

臺灣夜鷹從原本郊區的河灘地、空曠草地移

向人口密度高的都市城鎮，顯示出都市環境有吸

引其進入的因子，而在都市內，夜鷹的分布是否 

只集中在一地，或是均勻散布於整個都市，因此 

 

 

 

 

 

 

 

 

 

 

 

 

 

 

 

 

 

本文將探討臺灣夜鷹在高雄市的地理分布和侵入

現狀，並觀察臺灣夜鷹於不同地區繁殖前、中、

後期的鳴叫頻率。 

貳‧研究方法 

高雄市(圖 2)位於臺灣的西南部，鳳山丘陵以

西，二仁溪以南，高屏溪以北的平原上，為嘉南

平原與屏東平原的交點，轄區成狹長型，南北長

約 27.8 公里，東西最寬處約為 10.4 公里。高雄市

的總面積約為 153.6 平方公里，依據高雄市政府

民政局 2010 年 2 月統計資料，人口共有 1,528,261

人，總計有 11 個行政區。 

臺灣夜鷹為夜行性鳥類，因此利用繁殖時期

雄鳥夜間會發出鳴叫聲以吸引雌鳥和宣示領域的

生物特性，自 2009 年 4 月至 8 月、2010 年 1 月

至 6 月繁殖時期，根據鳴叫聲傳出的方向，判別

出大概位置，並輔以強力手電筒(Fire Monster F05)

圖 2 研究區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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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範圍內照射，如照射到夜鷹會有眼睛反光，即

可正確判斷出棲息位置，再用雙筒望遠鏡(LEICA 

UITRAVID 10×42BR)做觀察記錄。若臺灣夜鷹起

飛至下一停棲點，則根據其飛行方向及飛行時邊

鳴叫的特性，追蹤飛行路徑和停棲點。 

每一筆夜鷹棲息地點，除了記錄位置並訪問

當地里長或居民其出現的年代，以得知臺灣夜鷹

在高雄市出現和擴散的情況，瞭解其分布現況。 

本研究透過多種途徑蒐集臺灣夜鷹的出現記

錄，如研究員親自野外調查、電話訪問各里長、

中華鳥會線上資料庫搜尋、鳥友的回報等，將所

得地點，依臺灣夜鷹出現的年代，數化於地圖上，

以得知臺灣夜鷹在高雄市都會地區中出現的時間

及空間變化。茲說明如下： 

(一)野外調查 

自 2009 年 4 月至 8 月、2010 年 1 月至 6 月，

每日日落後到夜間 22 時，在高雄市各區以騎腳踏

車方式沿著街道尋找臺灣夜鷹的鳴叫聲，尤其是

在可能出現的環境下，如空曠地或是有綠地的地

方會特別留意。一旦聆聽到叫聲便利用強力手電

筒及雙筒望遠鏡做觀察，除了現場地點的記錄，

也一併訪問附近居民或是學校警衛，其第一次聽

見臺灣夜鷹鳴叫聲的時間和年代。 

(二)電話訪談里長 

利用高雄市政府民政局網站得知各區里長

(N=453)的聯絡方式，再一一電話詢問，如：有無

居民反映夜間不斷聽到鳥類鳴叫聲影響睡眠，或

是里長本身有無聽到，為避免對方判別錯誤，會

實際播放一段臺灣夜鷹鳴叫聲供其判斷。若里長

回報曾聽過叫聲，會在日後於回報地點再次進行

確認與觀察。 

(三)中華鳥會線上資料庫及鳥友回報 

利用中華鳥會線上資料庫進行臺灣夜鷹資料

之查詢，以及透過高雄市野鳥學會的協助，於網

站和鳥會月刊上發布訊息給各地的鳥友及民眾，

歡迎大眾回報有關臺灣夜鷹出現的時間及地點資

訊。 

以上三種方式，為避免重複計算隻數，不管

是訪談里長、居民、中華鳥會線上資料庫或鳥友

回報，都會再次於回報地點進行確認與觀察，若

有鄰近的回報地點，則於兩鄰近回報地點之間，

擇一安靜處聆聽，若同一時間只聆聽到單隻個體

鳴叫，或是鳴叫聲固定從一方向傳出，代表此區

只有單隻公鳥棲息，兩筆回報資料須合併為一

筆。若同時聽見兩隻以上公鳥鳴叫，代表此區回

報資料為不同個體，資料不須合併。 

將野外調查、訪談里長或民眾、鳥友回報和

中華鳥會線上資料庫的所有資料整理後，依照年

代分類，輸入地理資訊系統(ArcGIS 9.2)，一個年

代為一個圖層，互相套疊。 

臺灣夜鷹地點位置的數化步驟為： 

(一)將觀察所得的夜鷹鳴叫地點於底圖(農林航空

測量所第三版和第四版五千分之一像片基本圖)

上標識。 

(二)用線段將各個鳴叫地點相互連接，找出鳴叫

範圍內的中心位置，此中心位置即是分布圖上每

隻公鳥分布點的位置所在。 

(calling frequency) 

不同的環境因素與不同的繁殖階段，皆會影

響夜鷹的鳴叫頻率。為比較不同環境下臺灣夜鷹

的鳴叫頻率，選定三個樣區，分別是高雄市小港

區大坪頂和高雄縣大寮鄉拷潭村交界處，代表郊

區環境；屏東縣崁頂鄉港東村，代表農業聚落；

高雄市苓雅區國際商工，為高雄市內的都市環

境。在樣區中心位置，聆聽半徑 500 公尺圓內的

臺灣夜鷹鳴叫次數。並在此三個不同環境的地

點，於繁殖前期(1 月底及 2 月初)、繁殖中期(3

月底)、繁殖後期(5 月底及 6 月初)進行全夜中單

位時間內鳴叫頻率的計算。測量時在當日日落前



到達樣區，利用計數器以每小時為單位時間計算

鳴叫次數，直至隔日天亮，以記錄全夜間各時段

夜鷹鳴叫次數的變化，並以 ANOVA 進行不同環

境下，不同繁殖時期鳴叫頻率之比較。記錄時一

併測量日落前第一聲鳴叫時的光度(數位式照度

計 TES-1330)，以及日出前最後一聲的光度。 

參‧結果 

自 2009 年 4 月至 8 月、2010 年 1 月至 6 月

底為止，一共收集到 78 筆鳴叫地點資料；78 筆

資料中，1 筆由里長提供、8 筆由中華鳥會線上資

料庫中取得、24 筆由鳥友回報、45 筆由研究者自

野外調查取得，扣除重複資料，有效資料為 67

筆。所得資料，利用地理資訊系統軟體(ArcGIS 9.2)

數化繪製成圖 3，研究期間，臺灣夜鷹在高雄市

的分布以小港區(32 筆，47.76%)為最多，其次為 

 

 

 

 

 

 

 

 

 

 

 

 

 

 

 

 

 

 

楠梓區(12 筆，17.91%)和三民區(8 筆，11.94%)，

新興區、前金區、鹽埕區和旗津區則尚無發現臺

灣夜鷹鳴叫，各區所佔百分比如圖 4。 

透過電話和實地訪談(N=67)調查夜鷹族群量

改變，有逐年增加的趨勢，在 2004 年前，臺灣夜

鷹的數量只有 18 對，但從 2004 年後，每年發現

的數量有大量增加的趨勢；尤其在 2005-2009 年

間，直到 2010 年才又趨緩。而 2005 至 2008 年這

四年中即增加 39 對夜鷹，佔全部總調查筆數的

58.21%(圖 5)。 

臺灣夜鷹的分布最初只在南端的小港區及北

端的楠梓、左營區，但隔兩年東邊的三民區也出

現蹤跡，此後臺灣夜鷹不斷的從原有地擴散至周

邊。東邊及中央位置的三民、苓雅區在 2007 年

後，族群也開始向外拓展出去。整體可看出，族

群主要集中在南北兩端和東部，其他行政區則為 

 

 

 

 

 

 

 

 

 

 

 

 

 

 

 

 

 

 

 

圖 3 高市都會區 1990-2010 年臺灣夜鷹繁殖族群分布狀況(N=67)  圖 5.1990-2010 年高市臺灣夜鷹繁殖族群數量變化(N=67)
 

圖 4 高雄市各行政區域臺灣夜鷹資料筆數所佔百分比(N=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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零星族群。因此臺灣夜鷹的分布範圍是由一開始

的小港、楠梓和左營區擴張至鄰近地區，族群發

展方向有由南北兩端慢慢向市中央擴散的現象。 

為比較不同時間下的鳴叫頻率，分別在三樣

區進行整夜調查，記錄臺灣夜鷹繁殖前期(1 月底

及 2 月初)、中期(3 月底)、後期(5 月底及 6 月初)

鳴叫頻度。經整夜調查後結果如下： 

(一)郊區環境 

  繁殖前期，鳴叫高峰於凌晨 5-6 時，鳴叫次

數每小時高達 660 次，即平均每分鐘鳴叫 11 次；

鳴叫低峰出現在夜間 21-22 時，鳴叫次數每小時

63 次，平均每分鐘鳴叫 1.05 次。繁殖中期高峰落

在凌晨 5-6 時，鳴叫次數每小時為 1462 次，平均

每分鐘鳴叫 41.77 次；鳴叫低峰出現在黃昏 18-19

時，鳴叫次數每小時 131 次，平均每分鐘鳴叫 4.10

次。繁殖後期高峰落在夜間 23-24 時，鳴叫次數

每小時為 1064 次，平均每分鐘鳴叫 17.73 次；鳴

叫低峰出現在黃昏 18-19 時，鳴叫次數每小時 291

次，平均每分鐘鳴叫 17.12 次(圖 6)。郊區環境下，

繁殖前、繁殖中、繁殖後的鳴叫頻率分布和頻率

次數，有顯著不同(ANOVA，F=14.108，p＜.05)。 

(二)農業聚落 

在繁殖前期，鳴叫高峰於凌晨 6-7 時，鳴叫

次數每小時高達 147 次，即平均每分鐘鳴叫 29.40 

 

 

 

 

 

 

 

 

 

 

次；鳴叫低峰出現在凌晨 4-5 時，鳴叫次數每小

時 23 次，平均每分鐘鳴叫 0.38 次。繁殖中期高

峰則落在夜間 20-21 時，鳴叫次數為每小時 1028

次，平均每分鐘鳴叫 17.13 次；鳴叫低峰出現在

夜間 22-23 時，鳴叫次數每小時 250 次，平均每

分鐘鳴叫 4.17 次。繁殖後期高峰落在夜間 24-1

時，鳴叫次數為每小時 1043 次，平均每分鐘鳴叫

17.38 次；鳴叫低峰出現在夜間 21-22 時，鳴叫次

數每小時 22 次，平均每分鐘鳴叫 0.37 次(圖 7)。

臺灣夜鷹在農業聚落環境下，繁殖前期、中期、

後期的鳴叫頻率分布和頻率次數，有顯著不同

(ANOVA，F=8.148，p＜.05)。 

(三)都市環境 

在繁殖前期，鳴叫高峰於凌晨 6-7 時，鳴叫

次數每小時高達 51 次，即平均每分鐘鳴叫 5.67

次；鳴叫低峰出現在黃昏 18-19 時，鳴叫次數每

小時 5 次，平均每分鐘鳴叫 0.13 次。繁殖中期高

峰則落在凌晨 5-6 時，鳴叫次數每小時 667 次，

平均每分鐘鳴叫 19.06 次；鳴叫低峰出現在黃昏

18-19 時，鳴叫次數每小時 66 次，平均每分鐘鳴

叫 2.64 次。繁殖後期高峰則落在凌晨 3-4 時，鳴

叫次數每小時為 478 次，平均每分鐘鳴叫 7.97

次；鳴叫低峰出現在黃昏 18-19 時，鳴叫次數每

小時 29 次，平均每分鐘鳴叫 5.8 次(圖 8)。都市

環境下，繁殖前期、中期、後期的鳴叫頻率分布 

圖 6 臺灣夜鷹在郊區環境下於繁殖前、中、後期鳴叫頻率比較   圖 7 臺灣夜鷹在農業聚落下於繁殖前、中、後期鳴叫頻率比較 



   

 

 

 

 

 

 

 

 

 

 

和頻率次數，有顯著不同(ANOVA，F=92.408，p

＜.05)。 

肆‧討論 

Rutz(2008)依據前人的研究，將動物成功在

都市建立族群的過程分為兩階段，第一階段：動

物從非都市進入都市，會經歷超過(或少於)三個

過程，分別是先鋒者的進入、擴張和飽和。第二

階段：在都市生活的個體會發展出一套適應新都

市棲息地的模式。因此推測高雄市內第一波出現

的臺灣夜鷹，便可能是由鄰近地區進入，而高雄

市小港區的族群極可能是由鄰近的大寮鄉拷潭村

拓殖來得；楠梓區的族群則是由高雄縣橋頭鄉拓

殖而來。楠梓區與橋頭鄉的交界處為待開發的新

市鎮預定區，少部分已經開闢成住宅區，當地擁

有廣大的空曠地和灌叢、草地，街道也已規劃架

設好路燈，不管白晝或夜晚都罕有人走動，若依

據臺灣夜鷹鳴叫聲來判斷隻數，此區約有5隻公鳥

在此活動，曾觀察到黃昏時刻，公鳥由路旁的空

曠地飛起，準備開始一天的活動；而除了人為干

擾少、空曠地多之外，路燈也是一大利因，因為

夜鷹的主要食物為蛾類(曾惠芸、高孝偉，2004)，

而蛾有趨光性容易向燈光處飛去，因此楠梓區的

臺灣夜鷹極有可能是由橋頭鄉向南拓殖而來。 

1990年，小港區鳳山水庫即有臺灣夜鷹的蹤

跡，任職於水庫內的資深員工表示，自他任職以

來，每年繁殖期均可聽見臺灣夜鷹的鳴叫聲，可

見鳳山水庫內的夜鷹族群量穩定；2000年-2002

年雖然小港區未有新的夜鷹記錄，但2000年在高

雄市北方的楠梓區和左營區便出現6隻公鳥記

錄，2002年更擴及到南邊的三民區；2003年小港

區的大坪頂也被人注意到有夜鷹鳴叫；2004年小

港區的最南端鳳鳴里及臨海工業區，也有新記錄。 

從地緣上來看，此族群可能是由鳳山水庫或

是鄰近的高雄縣林園鄉侵入，同年在楠梓右昌國

中也有1隻公鳥被當地居民注意；2005年的新記錄

則均在小港區的南星計畫區和機場周邊；2006

年，楠梓和小港區的新族群可能是由原本的舊族

群繼續向外拓展；2007年則在楠梓、三民、苓雅

和小港區有新記錄；2008年除了原有的楠梓、左

營、三民、苓雅和小港區繼續有新記錄外，鼓山

區開始有新族群進駐，鼓山區位在高雄市的最西

方，拓殖來源最有可能為鄰近的左營和三民區；

2009年前鎮區首次有新記錄；2010年則在左營和

苓雅區調查到新族群，其中苓雅區林靖公園此隻

公鳥的領域範圍，就位在原有五權國小此隻公鳥

旁，常可見2隻公鳥在領域邊界互相鳴叫威嚇。 

從高雄市的臺灣夜鷹分布圖可看出，夜鷹最

早是於1990年進入高雄市，此後分別由楠梓區向

南、小港區向北以及由東向西，由舊有族群棲息

地向周圍拓展，慢慢擴散至高雄市內。 

在高雄市都會區，臺灣夜鷹並沒有全部均勻

的分布在其內(N=67)，高雄市的分布以小港區(32

筆，47.76%)為最多，其次為楠梓區(12 筆，17.91%)

和三民區(8 筆，11.94%)，但新興區、前金區、鹽

埕區和旗津區目前則尚無發現臺灣夜鷹的鳴叫

聲。小港區的臺灣夜鷹主要分布在鳳山水庫、大

坪頂、小港機場、臨海工業區和南星計畫區。鳳

山水庫內除了有闊葉林，還有許多人工建築物，

如水泥地、廠房和員工宿舍，大坪頂因為有許多

圖 8 臺灣夜鷹在都市環境下於繁殖前、中、後期鳴叫頻率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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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草生地和鳳梨園，小港機場也許多有草生地和

備用跑道，臨海工業區的建物頂樓平常則極少有

人上去干擾，南星計畫區除了有闊葉林和草生

地，更有寬闊的空曠地，這些地區因為都有適合

夜鷹棲息的棲地，提供牠們覓食和繁殖，因此成

為族群密度較高的地方。楠梓區則集中在高雄都

會公園、楠梓加工出口區和高雄煉油廠，高雄都

會公園因為擁有廣大的草生地，鄰近的新市鎮周

邊仍有許多空曠地，加上此區的路燈數量頗多，

更可吸引昆蟲前來。而楠梓加工區和高雄煉油廠

雖然沒有大片的草生地，但區內建物的頂樓罕有

人上去干擾，適合做為繁殖場所。三民區的臺灣

夜鷹集中在金獅湖和周邊的學校，推測是因為金

獅湖旁有廣闊的樹林綠地，因此可覓食的昆蟲較

多，而學校的頂樓平時更是無人上去干擾，適合

做為繁殖地。 

新興區、前金區、鹽埕區和旗津區雖然並無

發現夜鷹，但應該是至目前為止尚未拓殖到這些

區域。新興、前金和鹽埕此三區位在高雄市的中

心地帶，為住、商混和的區域，日後若有夜鷹出

現，可能是由鄰近地區擴散侵入，如從鹽埕區西

北方的柴山、苓雅區或是三民區；旗津為高雄市

西邊的海外沙洲，此四區截至目前並未調查到有

臺灣夜鷹的鳴叫聲。分布圖上臺灣夜鷹族群多集

中在高雄市的南北兩端和東邊，左營、新興、前

金、鹽埕以及前鎮仍有拓展的空間，因此日後高

雄市的臺灣夜鷹數量仍會繼續成長。 

在年間數量變化上，1990-2000 年間，雖然

只有在 1990 年的小港區鳳山水庫有記錄，但有可

能是因為此期間臺灣夜鷹多在人煙罕至的郊區鳴

叫，未干擾到民眾，因此不被大眾注意，但不代

表此期間高雄市無新的夜鷹族群出現。 

2004 年後，臺灣夜鷹數量大增，在王穎(2009)

的研究報告中也指出，人口稠密的聚落或是都會

區中，最早有夜鷹在住宅區中出現的記錄為 2001

年屏東市，但在 2005 年前夜鷹出現在都會區的記

錄仍是零星的，一直到 2006 年，都會區中的臺灣

夜鷹才越來越多，而此份研究報告所調查的範圍

雖為全國性，仍可看出夜鷹族群向都市地區擴散

的趨勢。  

本研究調查繁殖前期(1 月底及 2 月初)、繁殖

中期(3 月底)、繁殖後期(5 月底及 6 月初)的鳴叫

頻度後發現，在繁殖前期鳴叫高峰都是出現在日

出前的一小時。因此不管是都市或是做為對照組

的郊區、農業聚落，臺灣夜鷹的鳴叫在日出前頻

率是最高的，此結果也和洪福龍等(2003)、王穎

(2009)所做的結果一致。 

但都市和郊區的繁殖前、中期，農業聚落的

繁殖前期，未觀察到日落前為鳴叫高峰，此結果

可能與都市環境背景噪音值較大，黃昏時刻多為

下班放學人潮，交通噪音較大，影響到調查者聆

聽夜鷹鳴叫的次數。郊區和農業聚落則觀察到黃

昏時刻，夜鷹先鳴叫幾聲後，即飛往他處，由於

超出人耳所能聽見範圍，無法計算鳴叫次數。 

繁殖前、中、後期，郊區、農業聚落和都市

環境下的臺灣夜鷹鳴叫頻率分布和頻率次數皆有

顯著差異。繁殖季開始時，公鳥鳴叫行為尚不明

顯；繁殖季中期，幾乎整晚可聽見鳴叫聲；繁殖

末期，公鳥鳴叫行為又趨緩下來。 

在三樣區中，都市是最晚(一月底二月初)開

始聽見臺灣夜鷹的鳴叫聲，表示都會區內夜鷹繁

殖期開始的晚，但在郊區和農業聚落，12 月中下

蘇貴福  攝



    

旬即可聽見夜鷹此起彼落的叫聲，在競爭者多，

加上擁有良好條件、足夠食物量、隱蔽性佳、適

宜微氣候的領域有限情況下，若不及早佔領繁殖

領域，會居於劣勢。 

由臺灣夜鷹自 1990 年以來，在高雄市區繁殖 

族群的成長趨勢(圖 5)；在市內各行政區繁殖的地

理分布(圖 3)，及進入繁殖期後鳴叫的日期與時間

較其他地區晚，且單位時間內鳴叫的頻率較低(圖

8)的現象下研判，高雄都會區內夜鷹的繁殖族群

尚未達到飽和，未來族群仍有成長的趨勢。 

參考文獻 

王穎(2009)臺灣夜鷹生態研究計畫(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保育研究系列，97-18 號)，臺北：臺灣師範大學。 

李文儀(2010)，臺灣夜鷹暴增，飛安新危機，自由時報，1 月 17 日，Ａ1 版。 

林秀麗(2010)，臺灣夜鷹都市化，叫聲擾人眠，中時電子報，6 月 1 日。 

林明宏(2010)，夜鷹成「宅鳥」？求偶聲居民受不了，自由時報電子報，5 月 20 日。 

洪福龍、張進隆、羅柳墀(2003)臺灣夜鷹的繁殖行為研究，第五屆海峽兩岸鳥類學術研討會論文集，147-153。 

高瑋(1995)鳥類分類學，臺中：中台科學技術出版社，186-189。 

郭芳綺(2009)，夜鷹遷居水泥叢林「叫」人睡不著，自由時報，2 月 25 日，B6 版。 

曾惠芸、高孝偉(2004)與月光共舞的羽翼-台灣夜鷹，自然保育季刊，46:56-59。 

del Hoyo, J., A. Elliott and J. Sargatal. eds(1999)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the world. Vol. 5.Barn-owls to Hummingbirds. Lynx 

Edicions, Barcelona. 

Rutz, C.(2008)The establishment of an urban bird population, Journal of Animal Ecology, 77:1008-1019. 

綠繡眼                文／白水、圖／辛啟昭  

看了五個多月幾棵單調的行道樹，期間曾有

過珠頸斑鳩、麻雀、白尾八哥和白頭翁造訪，不

再見有其牠鳥兒光臨。都市水泥叢林下，絡繹不

絕的車流呼嘯地向左飆向右衝，稀疏的行道樹及

像化石般稀少的森林綠地，是鳥兒在城市居大不

易不爭的因素和事實。在這幾棵樹冠不是很茂密

的行道樹上，多數時間都是冷冷清清的，偶有一

陣風吹過，才舉起欲振乏力的樹梢擺一擺。這些

行道樹和它們在山區森林裡廣受鳥兒們青睞的同

胞而言，以鳥類角度來看這裡，可以說是窮疆僻

壤化外之境，荒涼得可以。 

就在一個冬日有陽光的早晨，聽到門外有一

陣熟悉的鳴叫聲，那不是孤單單一隻的叫聲，而

是一整群如交響樂團演奏的奏鳴曲。抬頭觀察那

一棵頭上沒幾張葉片的樹冠裡，十幾隻身形嬌小 

的飛鳥在樹梢間忽上忽下跳躍著，像好動的小朋 

友大玩捉迷藏。 

看那好動活潑群集且體型嬌小，不用望遠鏡想也

知道那是城市三劍客中可愛的綠繡眼；牠們互相

追逐嬉戲，在這一棵樹葉和樹梢間來回地串門

子，東家長西家短的閒話家常。鳥與樹之間有如

久別重逢再相聚的親友般，綠繡眼有如他鄉遠遊

歸來的遊子，親切熱烈的到每一棵行道樹上對它

們噓寒問暖，讓這些常年枯守等待的樹先生、樹

小姐們張開雙臂，毫不吝惜的給予這群小精靈們

一個溫馨的懷抱，然後傾聽牠們七嘴八舌講述在

他鄉遊歷所發生的新奇故事，頻頻微笑點頭示意。 

看完這一幕鳥與樹之間的互動，應是入冬換

季以來最令人愉悅歡欣的賞心樂事。在過度開發

與人為濫捕的生存壓力下，還能在鬧區裡看見綠

繡眼自由自在的飛翔，真的很為這個城市高興，

因為綠繡眼還在，城市三劍客還沒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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