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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猛禽
灰面鵟鷹屬於猛禽類。
何謂猛禽？顧名思義就是兇猛的鳥
禽，因為猛禽類會以蜥蜴、青蛙、昆
蟲以及小型哺乳類為食。

嘴成鉤狀可
以撕裂肉塊。

有人會把天空盤旋的猛禽都稱為「老
鷹」
，事實上，老鷹只是猛禽的一種，
過去在台灣的許多地方都可見到，又
稱為「黑鳶」；所以在您看完本篇之
後，下次看到在天上盤旋的鷹，可別
直呼「老鷹！老鷹！」了！
猛禽類的身體構造的確有和其他鳥
類不同的地方，也因此才能成為食物
鏈中的高層掠食者；

肌肉強健，飛行速度增加；內部構
造與其他鳥類不同的是其兩邊卵
巢都可排卵（其他鳥類一邊卵巢已
退化），另外，牠們會將食物中無
法消化的骨頭、毛、羽毛等在胃中
形成「食繭」，並從嘴中吐出。

灰面鵟鷹小檔案

牠的眼睛有近乎
人類眼睛 8 倍的解析力，可以搜尋獵
物的蹤跡；

強而有力的腳爪
可攫取小動物；

必也正名乎：
中名為灰面鵟鷹，也稱灰面鷲，還
有南路鷹、掃墓鳥、清明鳥、國慶
鳥以及山後鳥等稱呼。
英名為 Gray-faced Buzzard
Hawk，另有 Gray-faced
Buzzard-Eagle、Gray-faced Buzzard
和俗稱 Frog Hawk；

學名為 Butastur indicus（Gmelin）；
在中國大陸稱作灰臉鵟鷹；
在日本稱作差羽、刺羽、鷞鳩（鶆鳩
為誤字，但卻被使用較多）。德名為
Kiefernteesa；
法名為 Busautour a joues grises；
西班牙名為 Busardo Carigris。

灰面鵟鷹會有這麼多中文名稱，每個
都是有典故的喔！早先我們都將灰
面鵟鷹稱為灰面鷲，但最近改為灰面
鵟鷹，主要是因為灰面鵟鷹其體型乃
是界於鵟和鷹的中間，所以就依其特
徵，改其名為灰面鵟鷹了！。而每年
三月牠們會從南方經過台灣到北方
繁殖，彰化八卦山則是他們北返的重
要驛站之之一，牠

們從南風飛來，因此彰化人稱牠為
「南路鷹」（要用台語發音喔）
，又
因剛好接近清明節，所以又稱「掃
墓鳥」或「清明鳥」。台灣通史有
一記載：「每年清明有鷹成群，自
南而北，至大甲溪畔鐵占山聚哭極
哀，彰人稱為南路鷹」。而國慶鳥
稱呼本源則是每年十月，約是國慶
日的時候，灰面鵟鷹則會從北方經
過台灣到南方過冬，主要在屏東滿
州鄉附近，因此又稱為國慶鳥了。

在分類上屬於鷲鷹目
（Falconiformes）鷲鷹科
（Aciipitridae）。

外型測量值：屬於中型猛禽。
測量項目
嘴長
身長
翼長
翼展
尾長
跗蹠骨長
體重

雄鳥
18-23 公分
41-46 公分
31.3-32.5 公分
102.5-115 公分
18.2 公分
54-65 公分
375-433 公克

雌鳥
18-23 公分
44-49 公分
32.2-34.7 公分
102.5-115 公分
20 公分
54-65 公分
500 公克

形態特徵：全身大致呈棕褐色
外形
體型
頭部
眉斑
頰
胸部
腹部
背部
翼上覆羽
眼睛虹膜
喉部
尾部
翅膀
蠟膜
嘴喙
腳

雄鳥
較小
灰褐色
白色，較粗
灰褐色

雌鳥
較大
暗褐色
白色，較窄

幼鳥

白色羽斑較多
黃白色，較粗
“月劦”部有橫
斑
赤褐色有白色斑 褐色雜有白斑
白色，
點
有粗大縱斑
底色白色，有赤褐 有赤褐色橫斑，色 有黑褐色縱斑
色橫斑
澤較深
褐色
暗褐色
褐色
赤褐色
褐色
黃色
黃色
褐色
乳白色，中央有黑 乳白色，中央有黑 乳白色，中央有黑
色縱線
色縱線
色縱線
灰褐色有 3-4 橫斑 灰褐色有 3-4 橫斑 灰褐色有 3-4 橫斑
暗赤褐色，有 4-6 暗赤褐色，有 4-6 暗赤褐色，有 4-6
條黑色橫紋
條黑色橫紋
條黑色橫紋
橙黃色
橙黃色
橙黃色
黑色
黑色
黑色
黃色
黃色
黃色

另有暗色形，全身暗褐色，翼上覆
羽、尾上為灰色且有橫斑。
食物種類：遷移前以捕食大型昆蟲為
主，但繁殖期也會捕捉鼠類、蜥蜴
等。過境台灣期間，很少發現有覓食
行為。
叫聲：「幾-幾---」前短後長的嘶聲。
繁殖區：灰面鵟鷹繁殖的地方在比較
寒冷的西伯利亞之阿姆河及烏蘇里
江流域，中國大陸東北到河北省，日
本本州北部以南，較少繁殖於朝鮮半
島。

渡冬區：琉球、中國大陸南部、中
南半島、馬來半島、菲律賓、印尼
諸島、新幾內亞西部。
生殖情形：每年約 3 月底至 4 月初
返回生殖地，大部分會在針葉樹上
築巢，距離地面 4-14 公尺，成鳥
利用樹皮、綠葉和草做為巢的內
襯，並且在生育期間持續地加入巢
中，通常會重複使用鳥巢許多年，
鳥巢位置距離地面上；抱卵日約
31 天，大多是雌鳥在孵卵，約在 4
月底至 5
月初產卵，每次約產下 2-4 個卵

（大多為 3 個）
，大約 34-36 天後，幼

日本的宮谷島，經由琉球群島由宜

鳥就可以離巢。
友善的過客
3 月在彰化或是 10 月在屏東，舉目向
天空觀看，灰面鵟鷹的數量是黑壓壓
的一片，可說是遮雲蔽日，牠們停棲
於墓園的墓碑上，相思樹的枝椏間、
竹子的枝頭上，當黃昏的時候牠們溫
馴的可讓人舉手輕輕的撫觸牠。現在
這種景觀已經沒有這麼驚人了，但仍
可以吸引大量遊客觀賞。

灰面鵟鷹繁殖的地方在比較寒冷的
西伯利亞之阿姆河及烏蘇里江流
域，中國大陸東北到河北省，朝鮮半
島，日本本州北部以南。到了秋季的
時候，就要到溫暖的琉球、中國大陸
南部、中南半島、馬來半島、菲律賓、
印尼諸島、新幾內亞西部，這些地方
渡冬。到了春季的時候在返回到牠們
的繁殖地。而不論是秋天南下或是春
天北返，都會經過台灣，因此在台灣
我們稱牠們是過境鳥（候鳥）
。
秋季南下，進入台灣前，先夜棲於

蘭上空進入本省，沿著溪谷往西南
飛，至阿里山附近溪谷夜棲。翌日
清早，集體起飛，先盤旋後，再往
南前進，夜棲於屏東縣滿州鄉附
近。遷移時間從 10 月初至 10 月
底，每天約下午 2 時到達，黃昏時
開始降落，大部分停在相思樹或檳
榔樹頂端。隔天清早約 5 時半左右
起飛離開台灣，向南飛行。歷年在
墾丁社頂計算牠們的過境數量約
一萬多隻。
灰面鵟鷹在春季北返進入台灣之
前，夜棲於菲律賓的呂宋島北端或
巴丹群島，然後由恆春進入，夜棲
點可能是恆春以北山區。翌日清
早，起飛往北，夜棲於八卦山、大
肚山台地及火炎山附近。遷移時間
從 3 月初到 4 月中旬，於 3 月 20
日前後最多，每日於上午 11 時至
下午 1 時大量過境。下午 3 時左右
開始落鷹，停在竹子、相思樹及血
桐等之上。隔日起飛沿海岸線飛
行，大部分至新竹沿海飛出，進入
台灣海峽。小部份則到觀音山後，
由淡水河飛出。春季過境期，也可
能出現於其他西部的丘陵山區。歷
年在彰化八卦山計算牠們的過境
數量約二萬多隻。
牠們會在夜棲地上空集結成龍捲
風式的飛行，也就是「鷹柱」；這
種飛行行為是利用上升的熱氣
流，盤旋其中，不需要鼓翅，非常
省力。遷移時則順風滑翔。
一萬死九千的悲壯歷史

「南路鷹一萬死九千」這是一句順口
溜，卻反應了灰面鵟鷹早年的悲慘命
運。由於灰面鵟鷹在彰化和屏東地區

因屬於墾丁國家公園的範圍內，受
到較好的保護。

滿天鷹的盛況，入夜後棲息在低矮的
森林過夜，常引起當地居民的射殺。
早年獵具及燈具功能較差，獵捕灰面
鵟鷹僅為一節氣及遊戲等，或者用來
食用而已。之後，由於日本人用高價
大量購買其皮毛標本，當地居民在利
之所趨的狀況下，獵捕的人就越來越
多了，白天用鷹腳踏捕捉，夜晚用竹
竿揮打，據彰化居民表示當時一人一
個晚上可以打死將近二百隻南路
鷹。往後獵具和燈具逐漸改進後，捕
獲量就更驚人了！

直至 1979 年左右，各界人士積極的
提倡灰面鵟鷹的保育，在墾丁開始進
行一連串保護候鳥的護鷹行動，並由
墾丁國家公園警察隊負責執行取締
違法獵捕行為的工作。1989 年，「野
生動物保育法」公告實施，灰面鵟鷹
被列入應予保育之保育類野生動
物，使灰面鵟鷹獲得更佳的法令保
護。同年，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
滿州鄉里德村，在該鄉各村辦理自然
生態保育說明會。而在彰現今，灰面
鵟鷹要面對的則是自然環境被開發
的壓力，牠們的棲地遭到空前的破
壞，在彰化八卦山上的
主要落鷹區，有許多地區面臨開發的
壓力。在屏東的滿州鄉，則

帽子、長袖衣物。觀察猛禽的時段分
為：清晨約 5：30 左右，灰面鵟鷹就
會「起鷹」（彰化、墾丁社頂）
，長袖
衣物可防寒；接近中午時分，會有大
量灰面鵟鷹「過境」
（彰化）
，長袖衣

目前不論在彰化或墾丁，各地的賞
鳥團體都積極策劃推動賞鳥活
動，期待以寓教於樂的宣導教育方
式，引導國人改善傳統的獵捕食用
或製作標本的行為與觀念，建立利
用候鳥的新價值觀，發展生態觀光
事業，吸引遊客欣賞大自然之美，
以永續的利用，替代獵殺的消耗性
捕殺，使灰面鷲受到永久性的保
護。在彰化八卦山，每年的 3 月份
彰化縣野鳥學會有【鷹揚八卦】的
活動；10 月份在墾丁社頂和滿州，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也會舉辦賞
鷹活動；每個活動都有專人為民眾
解說，近年來都吸引了成千上萬的
民眾，絡繹不絕地和這過客做友善
的外交。
如何賞鷹
7-10 倍的雙筒望遠鏡，由於灰面鵟
鷹是在高空盤旋，且數量頗多，因
此適合用雙筒望遠鏡來觀察；不過
當然也可以有單筒望遠鏡，可用來
觀察停在樹梢上的灰面鵟鷹。

鳥類圖鑑。用來辨識灰面鵟鷹，因
為經常會有其他猛禽和灰面鵟鷹
一起盤旋，如大冠鷲、赤腹鷹等；
也可以利用鳥會出版的「猛禽辨識
卡」來分辨。

也不會錯失良機了。每年 3 月在彰
化和 10 月在墾丁，都有舉行賞鷹
活動，可利用當日的解說活動，跟
著路線位置圖。可得先知道在哪賞
鷹？

量灰面鵟鷹「過境」
（彰化）
，長袖衣
物則可防曬；約下午至傍晚，則會有
灰面鵟鷹在上空盤旋，尋找夜晚棲息
的地方，準備「落鷹」（彰化、屏東
滿州鄉）。

墨鏡。尤其在彰化八卦山，觀察灰面
鵟鷹經常正對上空，面對太陽的直射
眼睛，需要墨鏡來防止眼睛受傷。

計數器。灰面鵟鷹是成群遷移，所以
上百隻集結在空中盤旋或成縱隊遷
移是常有的事；如果您有興趣知道到
底有幾隻灰面鵟鷹過境台灣，可以預
備一個計數器，幫忙觀察並記錄下
來。

記錄本。許多研究計畫的資料來源都
是一筆一筆的記錄，是許多人在看到
鳥後，記載在記錄本上。觀察灰面鵟
鷹時，您可以記錄觀察到的時間（幾
點幾分）、飛行狀態（盤旋、滑翔、
停棲）、遷移狀態（起鷹、過境、落
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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