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討論 

哺乳動物主要的活動重點有三，(1)獲得能量，(2)進行對繁殖有利的活動，(3)逃避

敵害，而這三種活動的分配成果即為某動物的活動模式（Bunell and Harestad, 1989）。影

響活動模式的因子，又因環境及物種而不同，草食獸活動模式的變化主要就是休息以及

覓食兩種活動所構成的比例（Côté, 2003）。以北美山羊(Mountain goat, Oreamnos 

americanus)為例，在一天 24 小時當中會有六～七次的覓食-休息循環(feeding-resting 

cycles)，而於清晨及傍晚達到高峰（Romeo & Lovari, 1996），但夜間亦有活動（Singer & 

Doherty, 1985）。天候狀況會影響白天活動模式，特別溫度變化的影響，在海拔低地區特

別明顯，例如巴基斯坦的野山羊夜晚大部分的時間都待在懸崖休息，在清晨 6:00~7:00

開始覓食，約 2~3 個小時的密集覓食之後，此時環境溫度亦接近攝氏 32℃，他們就會找

陰涼處開始休息反芻（Schaller, 1990）。本研究由自動相機所得的活動模式，大致類似這

樣的情況，在宜蘭銅山以及屏東北大武山區，山羊活動模式亦是晨昏有高峰，日夜均有

活動的狀況（王穎等，2003b、裴家騏及姜博仁，2004），而與銅山地區山羊的差別則是

銅山地區午間有一波高峰，推測原因乃是銅山較濕冷，而丹大三分所地區因海拔較低再

加上坡向及地形之故，與銅山地區相較之下全年氣候乾燥溫暖，陳月玲(1990)觀察動物

園山羊每日日間活動百分比與當日月均溫呈現負相關，因此，銅山與丹大山羊日活動模

式的不同是否因兩地氣候差異所導致，則需進一步比對拍攝到山羊時間的氣候狀況，加

以探討才行。大武山地區的山羊則是白天活動量顯著高於夜晚，本研究所得山羊活動雖

偏日行性，但日夜活動比例並無顯著差異，裴家騏及姜博仁的推測乃因兩地狩獵壓力差

異所導致，而根據訪查及狩獵活動調查結果，於三分所地區獵人狩獵多利用夜晚進行，

夜晚因狩獵的干擾亦可能更甚於日間，兩地差異的主因是否為狩獵干擾，則仍須將其他

環境因子考慮進去，大武山區調查的海拔範圍大(400m～3100m)，所獲得的乃是各海拔

高度山羊的活動模式，並需更詳細分析獵人狩獵型態以及同時間於其獵區的山羊活動監

測，評估狩獵壓力對其活動模式的影響，才有可能瞭解真正影響的主因。 

除環境因子外，不同的研究方法亦可能得到不同的結果。Rouys 等人(2001)利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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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電追蹤以及直接觀察的方式，研究歐洲野牛(Europian bison, Bison bonasus)的活動模

式，發現單用無線電追蹤的方式並無法代表野牛真正的活動狀況，且在特定範圍內的追

蹤資料誤差較小，但若只判定活動或不活動，兩種方法所得的結果並無顯著差異。而無

線電發報器(trasmitter)活動感應器(activity sensor)的類型、取樣以及判定的方法，都會影

響無線電追蹤的結果(陳怡君，2001)。而裴家騏(1998)利用自動相機以及直接觀察的方

式比較台灣鼬獾(Melogale moshchata subaurantianca)的活動模式，僅基本模式相似但結

果並不完全相同。 

本研究則利用三種方式(目擊、鳴聲以及自動相機)來探究野外山羊的活動狀況。由

自動相機所得的活動模式與穿越線所得之結果比較，由於穿越線調查受僅限於日間，因

此僅比較白天山羊活動的時間於各時段的相對出現頻度。而由目擊時間所得之山羊活動

狀況與相機所得之晨昏高峰的結果相去甚遠。若與山羊鳴聲所得之活動模式比較，調查

期間鳴聲出現頻度以 7:00~9:00 最高，但與相機結果仍不相同，兩種方式所得結果差異

甚大。乃因穿越線調查大多於 7:00~18:00 進行(僅於 18:00~24:00 進行一次夜調)，而 7:00

前的清晨時段(4:00~6:00)可能為山羊活動的高峰，但卻無法進行調查，故無法得知清晨

山羊實際活動狀況，而接近 18:00 天色昏暗時，即使察覺有動物活動，但卻無法清楚確

認。另外，冬季因晝短夜長，實際調查的時間更短。 

此外，白天目擊山羊時，在某些狀況下他們是處於休息狀態，與相機所記錄的資料

型態為活動狀態不同，再加上穿越線調查干擾較大，導致以目擊的時間來推估山羊實際

的活動狀況將會有很大的偏差。若以鳴聲來估計，可信度或許比目擊資料稍高，鳴聲的

判定及記錄較不受地形、晨昏的限制，但山羊在發出鳴聲時可能原本處於休息狀態，因

受到人的干擾才開始鳴叫，或是山羊可能在附近活動，研究者卻無法目擊，他們也沒有

發出警戒鳴聲，因此利用鳴聲來估計活動模式雖然較目擊佳，但與自動相機比較起來仍

然受限頗多。然而自動相機雖然可以定點持續監測動物的活動模式，但在架設有限制，

如無法架設在開闊空曠的地區而需在一定的覆蓋度之下、氣候太潮濕的地方會使相機故

障率高(王等，2003、Carthew & Slater, 1991)、人無法到達的地形亦無法架設，因此取樣

上仍有偏差存在。 

 26



本研究利用自動相機的方式，在粗略的棲地分類下仍可看出山羊偏好活動的地形為

崩坍地，在大武山區，山羊與其他其他物種相較之下，在愈崎嶇愈陡峭的地區山羊出現

的相對頻度愈高（裴家騏及姜博仁，2004）。早期McCullogh(1974)於台灣的研究報告即

指出，在崩塌地以及碎石坡較容易見到山羊的蹤跡。陳(1990)於玉山圓峰地區的調查結

果，顯示高海拔地區山羊偏好活動的坡度集中在 210~400，與北美山羊(Oreamnos 

americanus)偏好集中在 200~500的坡度活動類似，但並不如預期中陡峭(Gross et al., 

2002)。灰山羚(Grey goral, Nemorhaedus goral bedfordi)亦偏好在大於 300~650的棲地上覓

食及活動（Mishra & Johnsingh, 1996）。羊亞科當中除少數種類如麝香牛(Muskox, Ovibos 

moschatus)較偏好在平坦或稍有起伏的地形活動之外，而其餘的種類大多都偏好在有一

定坡度的山區活動，如與台灣長鬃山羊同一屬的喜馬拉雅山羚(Namorhaedus caudatus)

亦會選擇陡峭、多岩石而且有一些遮蔽處的地形(Schaller, 1978)。 

早期研究者，觀察到北美山羊棲息在嚴苛險峻的高山環境當中，且利用陡峭的懸崖

或岩壁來逃避天敵(Brandborg, 1955)。陳(1990)亦提出玉山圓峰地區的山羊可於斷崖、峭

壁等一般捕食者無法到達的地形敏捷地奔跑，有利其逃避敵害，但在狩獵壓力大的丹大

地區(王等，2003；王等，2004)，山羊主要的天敵是狩獵者，而非自然的天敵如熊、雲

豹，由訪查結果可知 87.5%受訪的獵人熟悉山羊偏好出現的地點，因此可能利用適當的

方式捕捉，無論是用狗圍捕到懸崖讓山羊進退維谷，或是將頭套、腳套陷阱放置在通往

懸崖的路徑(此類路徑通常單一而且好掌握，再加上懸崖大多較開闊，容易目擊山羊)，

或使用獵槍，獵人若站在相對可拾取山羊屍體掉落下來的位置，均可輕易獵獲。而不獵

山羊的動機主要是因為山羊喜好出現在峭壁所以較難獵捕，相較之下獵山羊的動機，峭

壁為原因者所佔的比例不高，因此可知山羊這種對地形的偏好在狩獵壓力大的地區，可

能造成兩極化的影響，一可成為避敵的優勢，二則可能為一大致命傷。必須需要增加訪

查獵人的樣本數，瞭解其偏好、動機能力，並配合實際且詳細地記錄此區的狩獵活動來

印證，包括每隻山羊被獵獲的地形、獵獲方式、獵人如何發現或判斷，從生物學以及心

理學兩方面著手，才能有效評估山羊偏好此類地形的特性是否對其所承受的狩獵壓力有

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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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穿越線調查的結果可知目擊以及鳴聲出現頻度最高的地形為稜線，其次為溪邊，

與自動相機的結果不同，推測原因除了樣本數不多以外，乃因兩種調查方法基本上的差

異。穿越線調查時段為白天，而自動相機可彌補穿越線無法進行整日調查的缺失，自動

相機亦較穿越線調查干擾小。稜線以及較寬闊的溪邊的視野較佳，再加上丹大地區氣候

較乾熱，故推測山羊偏好於較平緩且有風吹拂的稜線或溪谷休息，因此在白天進行穿越

線調查時較易於這兩類地形目擊正處在休息，或受到驚嚇的山羊。訪查對象雙 03 亦表

示山羊偏好休息的地點為「乾乾而且有風的地方」。而喜馬拉雅斑羚(Goral, Nemorhedus 

goral)冬季偏好在有風的開闊懸崖休息，乃因強風及日曬可以迅速的除雪(Schaller, 

1990)。北美山羊偏好的休息地點則於懸崖或懸崖附近，可以清楚的看見周遭環境，以

利逃避敵害(Gross et al., 2002)。阿爾卑斯野山羊(Alpine ibex, Capra ibex ibex)則在夏天氣

候較溫和時，偏好坡地、稜線頂或突出且視野佳平坦地當作休息處(Schaller, 1990)。 

由自動照相機所得結果，所有的相片拍攝到的山羊隻數均為 1 隻。宜蘭銅山地區(王

等，2003)曾經同時拍攝到 2 隻山羊。穿越線目擊的結果則大多為 1 隻，對照與原住民

訪談的結果，常見到的山羊隻數為 1 隻，比例稍高於 2 隻成群，但無顯著差異。推測台

灣的山羊與日本長鬃山羊(Capricornis crispus)類似，為較偏獨行性而非群居性的草食動

物(Kawamichi et al., 1987)。由於日本地形不若台灣險峻，易於利用直接觀察的方式來研

究日本長鬃山羊，Kishimoto 與 Kawanichi(1996)於長野縣的目擊資料，79%的目擊當中

為獨行的山羊，剩餘非獨行山羊的目擊資料則包括 2~4 隻成群的狀況，成群的則大多為

繁殖季的時候，組成多為一雌一雄，或雌羊帶小羊，或是一整個家族。而本研究目擊 2

隻山羊同時出現的狀況，由於在遠距離下無法明確判定山羊的性別，故無法確認成群的

為生殖配對或其他組成。本研究訪查亦呈現類似的結果，最多見到山羊成群的隻數為 2~6

隻，亦有獵人表示見到 5 隻甚至 30 隻以上。對於 30 隻以上的成群狀況感到非常懷疑，

提供資訊的受訪者地 13，雖然年紀較大，但當時意識清楚，身體狀況良好，並且在當下

經過再三的詢問與確認，非常確定曾經目擊過大批山羊群聚，因此在這個部分需要再多

次詢問此受訪者，並再增加受訪的樣本數，以及野外資料的蒐集，或配合台灣各地區登

山客目擊最常目擊山羊隻數的統計，才能夠進一步確認是否野外山羊有大量群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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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早期研究日本長鬃山羊，被認為是較偏獨行性的個體，單獨個體通常會有固定的領

域，但即使在經常活動區域，沒有固定領域而到處遊走的雄性個體仍佔多數(Kishimosto 

& Kawamichi, 1996)。而具有固定領域的雄山羊，20%是一夫多妻制，且雌雄個體多只

在繁殖季節有互動(Kawamichi et al., 1987)，日本長鬃山羊若形成兩兩的生殖配對，同一

對的雌雄個體活動範圍會幾乎重疊，並有強烈的領域性。而喜馬拉雅斑羚則是雄性個體

較偏獨行性，雌性較偏群居性，在目擊資料中 72.7%的雌斑羚為成群，成群數至多可達

11 隻，Kishimoto(1996)認為偏獨行性的有蹄類動物比較原始，不若羊亞科當中的真羊族

(Tribe Caprini)多為大量成群。而也正因為這樣的特性，台灣長鬃山羊的繁殖能力可能較

弱，在野外族群增加的狀況不若水鹿、山羌(王穎等，2004)。 
 

野生動物的狩獵壓力有一大半是因市場交易所造成，龐大的山肉市場會使許多野生

動物面臨滅絕的危機（Geist, 1988）。本研究當中，一半以上的受訪者在禁獵之前以狩獵

為主要收入，且終年都會上山狩獵，他們所認定的禁獵時間大約為 25 年前。此處指的

「禁獵」其實並非 1972 年政府所頒佈的禁獵令。禁獵令每三年實施一次，但實際上根

本無人遵守，因為當時禁獵只禁止打獵，並不禁止野生動物的販賣，因此只是個形式化

的法令，這些曾為職業獵人的受訪者亦表示禁獵年代約在民國 75 年左右，約接近 1983

年，政府公告禁止本土野生動物出口的法令。當時他們便開始漸漸開始轉換成其他型式

的工作。斷絕市場上的交易後，對於保育工作的推行有相當大的助益。非洲地區地廣人

稠，生物及民族多樣性都高，狩獵的問題也相對複雜的多(Bakarr et al., 2001)，他們主要

的狩獵方式稱為 bushmeat hunting，且已經是許多地區，以家族企業化的經營模式，一

旦複雜的商業的網路建立起來，想要根除就會變得非常不容易。但由本研究訪問的結

果，此區山羊肉的交易網路較單純，且與以往比較起來，買主已較少為商業經營的山產

店，大多是自己想食用，價錢雖然有一定的行情，但仍然會隨著買家與賣家熟識程度而

有所調整。再加上現在獵人狩獵型態大多以槍枝為主，對於野生動物族群的殺傷力較陷

阱或利用獵狗圍捕輕微，因此在這樣的地下山肉市場，對於野生動物族群造成的影響與

25 年前相比，應該是小了許多。 

 29



根據王穎（1989）針對山地鄉對野生動物資源利用的調查，發現當時的主要狩獵工

具以腳套陷阱(吊子)與鐵夾使用的狀況最頻繁，與本研究訪查結果相同，且當時因為陷

阱被大量以及長時間使用，使得當時主要狩獵物種的族群量相對較低。以往針對山地獵

人訪查的結果，山羊屬於減少程度最大的動物之一(王穎等，1987)，而將近 20 年後，本

研究所得的結果則相反，有 80.12%的獵人覺得山羊族群有較 20 年前增加的趨勢。再加

上現在上山狩獵的人以興趣居多，與以往的獵人以經濟為主要取向不同。由於山羊歷年

來的販售價錢並無太大波動，因為山羊價錢不佳而較無狩獵動機的獵人，偏好的狩獵物

種往往是高經濟價值的動物如山羌、以及鹿茸，此類獵人大多 40 歲以上，狩獵的動機

較偏向經濟層面。 

在狩獵偏好方面，山羊排名第二，僅次於山羌。以往最受山產店歡迎的野生動物為

山羌、白鼻心、野兔以及水獺，亦為當時原住民獵人偏好的狩獵物種(王穎，1986)，而

山羊則屬於介於中間。而在喜歡吃的部分則排名第三，相對排名則為 4~5 名所佔比例最

高。顯示山羊仍為原住民喜愛食用的主要野生動物，與以往。在獵山羊的動機部分，以

「就是要打」的這種完全偏向利用的價值觀為最高。雖然外來宗教進來的早，教會活動

亦為當地居民生活的重心，但就訪查結果發現宗教因素的影響程度不大，有時候反而造

成反效果，比如說雙 03 覺得動物沒有靈魂，所以打了也不會來報仇，因此可以放心的

獵捕動物。 

山羊在大多數獵人當中的形象，除了生物特性(善於行走懸崖、皮膚病)，以及食用

藥用方面(羊肉爐，羊血)較獵人所強調以外，其形象與山猪，水鹿，熊比較起來較不特

出，再加上布農傳統文化並沒有關於山羊的傳說或禁忌，所以沒有人會因為獵到山羊而

被認為是英雄。大多數的獵人覺得山猪很兇，目前在其他原住民部落，獵到山猪仍會被

認為相當厲害(吳，2004)。水鹿則因早年被大量獵捕，數量稀少，因此當時獵獲水鹿亦

會被認為很難得，很厲害，但近幾年來丹大地區水鹿數量快速增加，打到水鹿已是稀鬆

平常的事，因此當地獵人對水鹿反而較不偏好，除了在鹿茸季節外。黃美秀( 2003)在玉

山國家公園周邊調查曾經獵過黑熊的原住民，英雄主義雖為狩獵黑熊的重要動機，但並

不是主要的，仍以「看到就打」的觀念居多，與獵山羊的主要動機相同。由於布農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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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是上山並不會預設想要獵獲的物種，因為說出來的話就會打不到，除非在特定季

節，如鹿茸季會針對水鹿上山狩獵，上山打獵大多是抱著「看到就打」的想法，即使心

裡有偏好狩獵的物種 A，但若先看到物種 B，仍有可能會打。因此實際訪查的結果可能

無法完全反映出動物被獵捕的比例。 

受訪的獵人有些已開始有一些保育的觀念，他們看到野生動物市場被政策禁止之

後，因市場的斷絕，導致動物族群量的增加，他們反而不需要像以前耗費大量的精力去

尋找獵物，只要偶爾去個 2~3 天即可獲得需要的獵物量，體會到其實政府的保育政策也

是有優點。而由於動物量的增加，再加上沒有大量的市場需求，他們的狩獵方式以及狩

獵型態也跟著改變，比較偏向使用對動物族群殺傷力較小的獵槍，再加上獵槍的改造愈

來愈精密，即使沒有什麼經驗的年輕獵人，在目前的族群狀況下亦可輕易打到獵物，老

一輩的獵人覺得現在會打獵也沒什麼厲害，因為動物實在太多了。而傳統的式微，年輕

人較不像現在處於青壯年的獵人，幼年時期即上山學習狩獵技巧，因此他們的野外能力

也不像上一輩的那麼優秀，比如說比較不能負重，分辨動物痕跡的能力也比較差，除了

可以隱約看出丹大地區狩獵壓力與以往相比可能有減弱的趨勢，但同時這也代表了一些

傳統生態智慧正在快速的流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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