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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淺海聲景受到各地地理環境、生態群聚以及人為活動的影響而具有高度的變異性。

許多海洋動物仰賴聲音訊息尋找活動方位，因此聲景可能是海洋動物棲地環境的指標之

一。中華白海豚在台灣西岸的族群量少於 80隻，主要使用 3-15 kHz 的哨聲溝通，並使

用超音波的生物聲納進行回聲定位，因此聲音的感知對牠們相當重要。然而，目前仍不

了解聲景是否在中華白海豚的棲地選擇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本研究於苗栗海域利用

SM2+錄音機長期收錄水下聲音，自動偵測回聲定位聲音，以了解中華白海豚的核心活

動區域。長期時頻譜分析顯示，苗栗海域的聲景有明顯的日週期變化，且可在中華白海

豚核心棲地與非核心棲地之間觀察到不同的頻譜特徵。核心棲地的中、高頻聲壓標準差

較大，但平均值較低。顯示核心棲地的聲景特徵，以夜間的石首魚群體鳴唱，和白天較

低的環境音為主。非核心棲地則有截然不同的聲景特徵，石首魚群體鳴唱較不明顯，但

可偵測到大量槍蝦的寬頻脈衝聲波。未來許多離岸風力發電廠的開發工程將在西岸進

行，本研究可協助相關單位了解中華白海豚棲地的海洋聲景變化。 

關鍵字：中華白海豚、海洋聲景、生物音、時空變化、聲音偵測器 

Abstract 

The soundscape in shallow marine environment displays a high level of spatial variation 

due to the regional change of geophysical environment, biological community, and human 

activity. Many marine animals rely on sounds for orientation; therefore the soundscape has 

been hypothesized as one of the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Indo-Pacific humpback dolphins in 

western Taiwan waters are critically endangered. The sound perception is essential for 

humpback dolphins, which communicate through 3-15 kHz whistles and echolocate through 

ultrasonic clicks. However, the importance of soundscape for their habitat selection remains 

unclear. In this study, SM2+ recorders were deployed in Miaoli waters to collect 

long-duration underwater recordings. Echolocation clicks were automatically detected to 

identify the core habitat of humpback dolphins. The long-term spectral average reveals that 



台灣聲學學會  台灣。台北市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第二十八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中華民國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2 

 

the soundscape in Miaoli waters evidently changed among the diurnal cycle. The spectral 

characteristic varied between the core habitat and non-core habitat. The soundscape at the 

core habitat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higher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lower means of SPL in 

mid- and high-frequency range. It indicates that the nighttime chorus of croakers and the 

low-level of ambient sound in the daytime represent the classical soundscape at the core 

habitat. On the contrary, the croaker chorus was less prominent at the non-core habitat. 

Instead, snapping shrimp sounds dominated the local soundscape. The current results can help 

understand the soundscape change of humpback dolphin habitat dur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of offshore wind farms. 

Keywords：Sousa chinensis, marine soundscape, biological sound,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s, sound detector 

 

一、前言 

在海洋中聲音比起光線能夠傳遞的更遠，因此許多海洋動物仰賴聲音傳遞訊息、感

知環境的變化、尋找方位(Leis et al., 2011; van Opzeeland and Slabbekoorn, 2012)。海洋中

的聲音包括當地風、雨、海底地震等自然因素產生的環境音，還有各種海洋動物，例如

無脊椎動物、魚類、海洋哺乳類的生物音，以及人類活動、船隻交通、海域開發所產生

的人為噪音(Erbe et al., 2015)。因此，每一處海域的聲景，皆是受到當地音響環境中各種

環境音、生物音與人為噪音的影響而形成。 

在沿岸與河口的淺海中，由於各地具有複雜且獨特的聲音傳播路徑、海洋動物群聚

組成在不同棲地之間高度變動以及人為活動的變化，因此淺海聲景具有高度時空變異性

(Radford et al., 2010; McWilliam and Hawkins, 2013)。近年針對台灣西部的海洋聲景研究

顯示，槍蝦、石首魚群體鳴唱是常見的生物音，然而新虎尾溪口海域的低頻音場受到頻

繁出入麥寮六輕的貨輪噪音影響而相當吵雜。相反的，外傘頂洲海域少有貨輪經過，而

且極淺的水深可能阻礙了低頻聲音的傳播，因此外傘頂洲海域的低頻音場非常安靜

(Guan et al., 2015)。此外，在苗栗通霄、彰濱工業區、嘉義布袋外海等地所進行的環境

噪音分析顯示，西部海洋聲景受到夜間的生物聲音影響，而有著明顯的日夜週期性變化

(周與陳，2015)，因此台灣西部淺海聲景與生物活動之間的交互作用值得更深入的探討。 

台灣西部水深 15公尺以淺、離岸 2公里以內海域也是中華白海豚的主要棲息地(葉， 

2011)。中華白海豚目前族群數量僅約 70-80隻(Wang et al., 2012)，被 IUCN紅皮書列為

極度瀕危族群(Reeves et al., 2008)。從海洋物理環境來看，水深、鹽度及離岸距離是決定

中華白海豚分布範圍的關鍵因子(葉，2011)，此外，中華白海豚的活動也受到其攝食的

石首魚科、鯷科、鯡科等在沿海、河口分布的魚類影響(Barros et al., 2004)，但目前對中

華白海豚棲地的聲景特徵仍不清楚。 

聲音的感知對中華白海豚活動相當重要，中華白海豚常使用的聲音類型包含窄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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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聲與寬頻的生物聲納。哨聲主要頻率介於 3-15 kHz，是個體互相溝通、傳遞訊息的重

要聲音訊號。生物聲納主要頻率位於超音波範圍，最小頻率約 10 kHz (Van Parijs and 

Corkeron, 2001)。齒鯨在回聲定位時，會透過發聲和回聲的時間差推斷獵物距離，甚至

在接近獵物時也會隨時調整發聲間距，以迅速了解獵物的移動位置(Akamatsu et al., 

2005)。但台灣西部海域許多的工業開發，如離岸風機的打樁工程，可能會發出高強度

的水下噪音，導致中華白海豚的聽力受損、行為被干擾(林等人，2013)。目前仍不了解

海洋聲景對中華白海豚棲地選擇的影響，也不清楚自然的海洋聲景如果遭受人為噪音破

壞，是否會改變中華白海豚的棲地利用。如果能夠調查中華白海豚偏好棲地的聲景特

徵，將有助於了解海洋棲地品質，並協助制定保育與經營管理策略。 

本研究在苗栗縣海域利用自主式錄音機收集長時間的水下錄音，透過長期時頻譜圖

與三個不同頻率範圍內的聲壓值來了解海洋聲景的時空變化特性。同時，自動偵測中華

白海豚的回聲定位聲音，調查中華白海豚的核心棲地位置與主要活動時間，透過比較核

心棲地與非核心棲地的海洋聲景來了解中華白海豚偏好的海洋聲景特徵，並探討哪些聲

音可能是中華白海豚核心棲地的重要指標。 

二、材料與方法 

（一）調查地區 

本研究於 2013至 2014 年間，在苗栗縣海域建立五處水下聲學監測站(圖 1)。 

 
圖 1 水下聲學監測站位置圖 

五處監測站位置詳述如下：A 站位於竹南鎮外海定置網東南側，離龍鳳漁港約 3 公

里處，水深約 10 公尺；B 站位於龍鳳漁港外海約 1.5 公里處，水深約 10 公尺；C 站位

於中港溪口海域，離河口約 2 公里處，水深約 12 公尺；D 站位於中港溪口深水海域，

離河口約 3 公里處，水深約 20 公尺； E 站則位於外埔漁港外海約 1.4 公里處的人工魚

礁，水深約 15 公尺。其中，測站 B、C 已知是當地中華白海豚主要活動的核心棲地範

圍，水下聲音的偵測結果也顯示中華白海豚頻繁地在這兩個測站周圍活動(林與周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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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收集與儀器佈放 

本研究採用 SM2+錄音機(Wildlife Acoustics, U.S.A.)，並裝置在可抗壓至少 300公尺

水深的防水盒(玉豐海科，台中市)內，每台錄音機皆連接一組 HTI-96-MIN 水下麥克風

(High Tech Inc., U.S.A.，敏感度：-165 dB re 1μPa，響應頻率範圍± 1dB：2 Hz–30 kHz)。

此錄音設備的響應頻率範圍可以接收到低頻的船舶噪音、風雨噪音、魚類叫聲，或是中

高頻的海豚哨叫聲與回聲定位脈衝聲。除此之外，SM2+錄音機可以裝置大容量的記憶

卡與多組電池，可供進行連續長達 16天的水下錄音。在錄音設定上，本研究利用 96 kHz

的聲音取樣頻率進行 24 小時連續的監測，每次監測時間長度約為 2 個星期。進行水下

聲學監測時，將錄音機與 ARC-1XD 聲學釋放器(Desert Star Systems, U.S.A.)固定在一

起，並派遣潛水夫協助將水下儀器錨定在海床上(圖 2)。儀器回收時，則透過水下釋放

器將錄音機與釋放器脫離海床固定物。 

 
圖 2 水下錄音機錨定示意圖 

 

（三）海洋聲景的變動性分析 

本研究利用長期時頻譜圖的資訊與時間序列變化分析海洋聲景的時空變化。長期時

頻譜圖是由一連串的平均功率頻譜組合而成，首先將每五分鐘的水下錄音以快速傅立葉

轉換分析每秒鐘的功率頻譜，再計算各個頻率範圍內的功率頻譜密度平均值來壓縮大量

的功率頻譜資料。將所有的功率頻譜平均值合併後，即可產生以每五分鐘為單位的長期

時頻譜圖，作為分析海洋聲景動態變化的視覺化工具。為了解海洋聲景在功率頻譜上的

變動性，本研究在每半小時中抽樣 1 筆資料，並計算整個調查時間內功率頻譜的第 5、

50、95百分位數。 

（四）中華白海豚核心棲地的海洋聲景特徵 

為量化中華白海豚在核心棲地的海洋聲景特徵，本研究分析不同頻率範圍內的聲壓

值，並以多變量分析比較核心棲地測站和其他測站的差異。首先利用濾波器計算每分鐘

的水下錄音低頻 (150-300 Hz)、中頻 (0.5-2.5 kHz)、高頻 (> 3 kHz)三個頻帶的聲壓值(均

方根值)，再將每天低、中、高頻率範圍內聲壓大小的平均值與標準差作為海洋聲景的

代表性參數納入主成分分析，以分析各頻率範圍之間的相關性和資料分布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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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本研究也應用高頻脈衝波偵測器(林與周 2014)，將中華白海豚用來搜尋獵物、

進行覓食的回聲定位聲音偵測次數作為主成分分析中的補充變數，補充變數並不會對原

有資料在特徵向量上的分佈有任何影響，但可以透過補充變數和特徵向量之間的相關性

來了解中華白海豚聲音偵測率和各頻率範圍的關聯性。最後，本研究透過 R 軟體中的

vegan套件(http://vegan.r-forge.r-project.org/)，應用 PERMANOVA 和 PERDISP 等多變量

統計方法來檢驗中華白海豚核心棲地和其他地區之間的海洋聲景是否有明顯的差異。 

三、結果 

本研究於 2013 年五月至十一月，以及 2014年二月至三月、七月至十一月之間收集

長時間的水下錄音，總共在測站 A累積 2080小時的水下錄音，測站 B累積 1182 小時，

測站 C 累積 1449小時，測站 D累積 1084小時，測站 E累積 1733小時。從各測站的長

期時頻譜圖可以發現苗栗淺海的海洋聲景呈現明顯的日夜周期性變化，這種日夜變化尤

其以鄰近龍鳳漁港的測站 B，以及位於中港溪口外海的測站 C、D較為明顯(圖 3)。 

 

圖 3 苗栗海域水下錄音在 2014年 9至 10月之間的長期時頻譜圖， 

測站 E在 9月 20日後因漁船干擾而漂浮上岸。 

各測站的功率頻譜變化在白天基本上以低頻較高、高頻較低的趨勢為主，然而測站

A、E在頻率大於 3 kHz 範圍的功率頻譜密度都比測站 B、C 高至少 6 dB，使得這個功

率頻譜密度隨頻率升高而降低的趨勢不若其他測站明顯。除此之外，各測站在夜間的功

率頻譜則有大幅度的改變，功率頻譜密度在 0.5-2.5 kHz 範圍內明顯較高。這個夜晚的頻

率高峰在測站 B、C、D可延伸至 5 kHz 以上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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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苗栗海域水下錄音在白天(紅色)與夜間(黑色)的功率頻譜， 

每個時段的線條由低至高分別為第 5、50、95百分位數。 

在主成分分析中，其中兩個最重要的主成分分別解釋了 39.40%、22.98%的資料變

異。第一主成分的數值大小和中、高頻的聲壓值大小呈現明顯的正相關性，但和中、高

頻的聲壓值標準差則呈現負相關性。第二主成分則是與中頻的聲壓值大小、以及三個頻

帶的聲壓標準差皆有正相關性。此外，從補充變數在這兩個主成分的特徵向量來看，中

華白海豚的回聲定位聲音偵測率和第一主成分存在一定程度的負相關性(圖 5)。 

 

圖 5 低頻(150-300 Hz)、中頻(0.5-2.5 kHz)、高頻(> 3 kHz)三個頻帶的 

聲壓平均值與標準差，以及回聲定位聲音偵測數量(click trains)在兩個主成分上的特徵向量 

從這兩個主成分所映射出的資料分布來看，測站 B、C 明顯的偏向第一主成分的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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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區域，顯示這兩個測站的中、高頻聲壓值標準差較其他測站為高，但中、高頻聲壓值

大小則較低。測站 A、E位於第一主成分的右側區，而測站 D則介於中間，但較為偏向

第一主成分的左側區域。各測站的資料在第二主成分皆有著相當大的數值變異，並沒有

明顯可區分的類群。同時，也可以發現測站 B、C 在第二主成分的資料分佈變異上較其

他測站來得寬(圖 6)。 

 
圖 6 苗栗海域五個監測站每天的水下錄音資料映射在兩個主成分上的分佈 

利用 PERMANOVA 分析五個測站的錄音在三個頻帶聲壓平均值與標準差，結果顯

示五個測站的資料分佈中心點有顯著差異(Pseudo-P = 0.001)。然而，在資料分佈的變異

度也有明顯不同(Pseudo-P < 0.001)。因此，不管是功率頻譜上的特徵，或是從海洋聲景

的日夜變化來看，本研究的五個測站在海洋聲景確實有相當不一致的特性。 

四、討論 

苗栗海域的海洋聲景有明顯的時空變化，夜間的生物音極為顯著，這種日夜周期性

變化又以中港溪口和龍鳳漁港外海等地區最為明顯。從長期時頻譜圖來看，這些生物音

的主要頻率約介於 0.5-2.5 kHz 之間，應來自於石首魚發出的聲音(Mok et al., 2011)。然

而，在不到 12 公里的距離之內，海洋聲景卻能夠有非常不同的空間變化。在龍鳳漁港

以北的定置網東南側，以及外埔漁港外海的魚礁區中的錄音雖然沒有像中港溪口如此明

顯的石首魚群體鳴唱，但可以聽見許多隨機性的寬頻脈衝波，因此在這兩個地區的高頻

範圍較中港溪口更為吵雜。這些寬頻的脈衝波不像石首魚群體鳴唱一樣有明顯的日夜周

期性變化，應該是來自於槍蝦等無脊椎動物所發出的聲音(Cato, 1993)。 

比起深海，淺海的動物多樣性較複雜且多變，受到各地發聲動物的影響，淺海聲景

具有高度的空間變動性(Radford et al., 2010; McWilliam and Hawkins, 2013)。此外，海床

底質的不同也可能影響海洋聲景的特徵。Lillis 等人 (2014)觀察到高頻聲音的強度在礁

岩底質的棲地明顯比沒有礁岩的軟性底質棲地來得高。根據野外調查經驗，在定置網東

南側，以及外埔漁港外海魚礁區的海床底質以沙和礫石為主，與中港溪口和龍鳳漁港外

海的沙泥混和明顯不同。除此之外，定置網附近有許多漁船來往、龍鳳漁港和外埔漁港

外海也有許多漁船進出，提高當地的噪音量。因此，各種不同的海床結構、各地獨特的

生態組成以及人為活動差異，使苗栗海洋聲景在空間分布上有極高的多樣性。 



台灣聲學學會  台灣。台北市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第二十八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中華民國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8 

 

苗栗海域是中華白海豚在台灣西岸分佈範圍的北界，海上的目視觀察結果顯示，雖

然此地的中華白海豚活動不如南邊的台中、雲林等熱點棲地來得頻繁，但仍有穩定的族

群於此活動(葉 2011)。根據雲林、外傘頂洲的海洋聲景特徵(Guan et al. 2015)，以及本

研究在苗栗海域的調查結果來看，石首魚在夜間的群體鳴唱，似乎是中華白海豚核心棲

地的最重要聲景特徵。此外，中華白海豚核心棲地的中、高頻聲壓標準差較高、聲壓平

均值較低，顯示白天較低的環境音也是重要的聲音特徵之一。 

石首魚鳴唱主要和求偶、繁殖的行為有關(Mok and Gilmore, 1983)，高強度的鳴唱可

能代表當地有大量石首魚活動。石首魚為中華白海豚的主要食餌魚類，在混濁與缺乏光

線的海域，中華白海豚可能透過被動竊聽來查知獵物的位置。因此對中華白海豚來說，

石首魚的群體鳴唱可能被視為食餌資源的海洋聲景資訊。除了食餌資源的分布之外，人

為活動也是影響中華白海豚活動的重要因子之一。大量船隻噪音可能會降低中華白海豚

以聲音溝通和回聲定位的效率(林等人 2013)、船隻交通也可能干擾群體行為或傷害個體

(周與陳 2015)。許多研究也顯示鯨豚在人為噪音大量增加後會離開原棲地(Weilgart, 

2007)。因此，安靜的海洋也可是被視為人為干擾較少的聲景指標。 

透過本研究的結果，可發現中華白海豚的核心棲地具有獨特的聲景特徵。未來評估

中華白海豚的潛在棲地時，除了海域環境因子之外，也可以透過當地的海洋聲景了解是

否與目前的核心棲地聲景相似。除了空間變化外，海洋聲景也呈現一定程度的時間變

化，是否能夠透過海洋聲景資訊來預測中華白海豚的活動也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許多

離岸風力發電廠的開發工程將在西部海域進行，透過被動式水下聲學長期監測海洋聲

景，將能夠有效了解海洋環境、海洋發聲動物的活動變化趨勢。並可協助相關單位了解

開發、營運過程中，中華白海豚棲地範圍的海洋聲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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