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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 

水鹿（sambar deer）在分類上屬偶蹄目（Artiodactyla）鹿科（Cervidae）鹿

屬（Cervus）的反芻類（ruminant）哺乳動物。早期依型態特徵和地理分布將之

細分為16個亞種（Whitehead, 1972），近期研究者則依照染色體特徵和外表型態

將其區分為5個亞種（Groves & Grubb, 1987），然而無論如何區分亞種的分類地

位，分布於台灣的水鹿（Cervus unicolor swinhoei）皆屬於台灣特有亞種。水鹿

廣泛分布於生物地理分區中的東洋區（oriental region），包括亞洲大陸的印度半

島、中南半島各國和中國東南部，以及島嶼型的斯里蘭卡、菲律賓、南洋群島、

婆羅洲、印尼、海南島和台灣等東南亞各國，台灣水鹿為各亞種水鹿中分布緯度

最高的地區之一。本種的印度亞種（C. u. niger）亦被引進澳洲、紐西蘭（Whitehead, 

1972）和美國（Lewis et al., 1990）等地圈養或野放，且族群現況穩定。 

林及林（1983）認為狩獵壓力和棲息地的破壞使得台灣哺乳動物的分布越來

越侷限在高山地區，中大型哺乳動物更為明顯，然而近幾年的田野調查顯示台灣

中海拔山區仍有相當數量之中大型哺乳動物族群（包括水鹿），台灣中部的丹大

地區（王穎等，2003a；王穎等，2004a）和南部的大武山區（裴家騏及姜博仁，

2002）皆透過自動相機的調查，確認水鹿等中大型野生動物的出現頻率在上述兩

個山區尚屬穩定。但是亞熱帶中低海拔山區植被相當茂密，以直接觀察的方式在

中低海拔山區進行水鹿等野生動物的研究相當困難。除此之外，前人分析近十年

登山記錄的結果顯示在奇萊東稜、南二段和能高安東軍等高山地區易於目擊水鹿

（王穎等，2004b），顯示高海拔地區亦存有部分水鹿族群，其植被單純的環境

特色亦提供較佳的直接觀察機會。 

野生水鹿對人類等大型哺乳動物仍保持相當程度之警戒心，和人類之近距離

接觸通常歷時相當短暫，常常只是幾秒鐘到幾分鐘的避敵反應，且直接觀察常受

限於植被遮蔽等因素影響，吾人必須尋得一處可以遠距離觀察水鹿的地點，方可

能在對動物干擾最少的情況下進行直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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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地區 

根據實地堪查，吾人選擇較易觀察水鹿行為的高地草原作為研究地點，以減

少亞熱帶中低海拔山區植被濃密所導致的視野受限問題。吾人比較多個常被登山

隊伍目擊水鹿的高海拔山區，認為磐石山區相對於其他山區具有：高地草原面積

廣闊、人為干擾甚微、到達時間較快（1 天半）、水鹿出現頻度尚稱穩定等優點，

作為水鹿行為的研究地點相當合適。 

研究地點位於中央山脈奇萊北峰往東延伸的稜線（岳界稱為「奇萊東稜」），

在磐石西峰至磐石山西方鞍部之間，為森林線（timber line）以上的高地草原，

草原為森林所包圍之大面積區塊，面積約為 180 公頃（圖 1）。地理座標為東經

121 度 21 分，北緯 24 度 6 分，行政區域屬花蓮縣秀林鄉，為太魯閣國家公園境

內的奇萊太魯閣生態保護區。海拔範圍自 2900 公尺至 3330 公尺。距離中橫公路

松雪樓登山口之直線距離約為 9 公里，重裝步行來回時間最快為 3 天。與被研究

較多的合歡山區（陳玉峰，1998）在緯度、海拔、地形、氣候及植被組成上皆頗

為類似。根據距離樣區最接近之合歡山氣象站觀測資料，研究進行期間合歡奇萊

山區年降水量約為 2460- 3400 公釐，平均為 2939 公釐。各月份降水量以 7 月最

高，1 月和 11 月最低，可約略區別出 2 個降水量程度不一的濕季，即 2 月至 7

月為重濕季，8 月至 1 月為輕濕季（附錄一）。年均溫為 5.7 度 C，每年最高月均

溫出現在 7、8 月，約為 10 度 C，最低月均溫出現在 1 月份，約為–1.8 度 C（附

錄一），屬於溫帶重濕型氣候。 

研究區域內的針葉森林多為台灣冷杉純林組成，更低海拔處漸有台灣鐵杉

（Tsuga chinensis var. formosana）間雜生長，亦有極少量的直立型玉山圓柏

（Juniperus squamata Lamb. var. morrisonicola）單株生長於稜線附近的高地草

原。本區北側坡度較陡，多為針葉森林所覆蓋，林下多為高莖型的玉山箭竹

（Yushania niitakayamensis），竹桿密度極高，除少數獸徑植被密度較低、尚稱疏鬆可行外，人類通行不易；南

側較緩，近稜線處多為高地草原，海拔較低處則與台灣冷杉（Abies kawakamii）



 7

為主的針葉林交界形成森林線。高地草原的優勢植物為草類（grass）的矮莖型玉

山箭竹（約>90％）、高山芒（Miscanthus transmorrisonensis）（約 2％）和玉山針

藺（Baeothryon subcapitatum）（約 2％），並有多種非草類的草本植物（forbs）

例如玉山金梅（Potentilla leuconota）、阿里山龍膽（Gentiana arisanensis）等間雜於

裸露地或草隙間生長，植群平均高度約 30 公分，易於觀察大型野生動物之行為。

草原組成除尚稱均質的禾草外，另不均勻地鑲嵌著少數杜鵑屬（Rhododendron 

spp.）、高山白珠樹（Gaultheria itoana）和台灣刺柏（Juniperus formosana）等木

本矮灌叢（shrubs），以及少數台灣二葉松 Pinus taiwanensis 和台灣冷杉等先鋒物

種的針葉樹幼苗，並有少量大型岩塊散置其間。草原上分布著 10 數個面積 1-50m2

不等的水池，然而長年不竭的僅有 1 個，水池較深且底質為泥土者為水鹿飲水及

泥浴之處，而另一種類似地表局部凹陷處的乾水池則長滿幾種短禾草（曲芒髮草

Deschampsia flexuosa）和莎草科苔屬（Carex spp.），亦被水鹿所攝食。南側觀察

區為木瓜溪上游龍溪及鳳溪的集水區，流動水源出現在冷杉林以下的溪溝，除非

大雨並無活水流動。此外，本區與水鹿共域之哺乳動物有台灣山羊（Naemorhedus 

swinhoei）、山羌（Muntiacus reevesi micrurus）、野猪（Sus scrofa taivanus）、

台灣獼猴（Macaca cyclopis）和華南鼬（Mustela sibirica taivana）等，其中以山

羌和台灣山羊較常見。 

本區偶有登山客經過，單純的登山健行活動停留本區的時間最多不超過 1

天。研究期間的駐紮營地位於磐石西峰西方約 100 公尺的高地草原，一般登山客

亦可能駐紮於此。除了輕微的登山遊憩壓力之外，研究期間並未發現任何狩獵活

動的跡象，亦未曾觀察到黑熊（Ursus thibetanus formosanus）和雲豹（Neofelis 

nebulosa brachyurus）等潛在天敵之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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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先期觀察 

於 2001 年 9 月、11 月，2002 年 9 月、10 月和 11 月進行 5 次先期觀察，以

確認樣區的植物社群和水鹿活動概況，並進行初步之行為觀察，以利進行以下之

行為定義。 

行為定義 

根據先期觀察的結果，將水鹿的基本行為分為覓食行為（又細分為攝食與尋

食）、反芻行為、休息行為、位移行為、社會行為和其他行為六大項，各項行為

之間互不隸屬，分別定義如下： 

1.覓食行為（foraging）： 

覓食行為由攝食行為（feeding）和尋食行為（searching）組成，尋食和攝食

行為時間分配的比例可視作鹿隻對於食物選擇性的指標。攝食行為指的是鹿隻直

接將食物以嘴巴咬下咀嚼後送入消化道的過程，脖子極少左右移動，多會輕微上

下擺動扯下植物葉子咀嚼，有時腳步會緩慢移動。尋食行為意指為了進行攝食而

產生的尋找或試探周圍食物種類及品質的行為，頭隨頸部轉動、移位而做出聞嗅

食物表面的動作，但嘴巴並未將食物送入嘴中，而在攝食過程中低頭站立搜尋或

慢速步行搜尋者稱之。 

2.反芻行為（ruminating）： 

鹿隻將先前攝入食物由消化道送回口中，而進行規律性的反覆咀嚼動作，可

增加食入草料的消化效率，為反芻類草食動物特有之行為。依姿勢可分為站姿及

臥姿。覓食過程短暫的站立咀嚼仍視為休息行為，但超過一分鐘之站立咀嚼則視

作站姿反芻。反芻行為通常可持續數分鐘至超過 1 小時。 

3.休息行為（resting）： 

休息行為乃鹿隻處於靜止之舒緩狀態，未有其他明顯的活動行為者稱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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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勢可分為站姿及臥姿。鹿隻站姿覓食過程中，若出現從低頭覓食轉換成抬頭靜

立、凝視周圍環境的行為，雖可將其視為不活動狀態的休息行為，但該行為亦可

能帶有警覺環境中是否存在危險的功能，許多學者亦將此行為稱為掃視行為

（scanning），該行為出現程度的多寡用以代表鹿隻覓食警覺性的高低（e.g. 

Childress & Lung, 2003；Hunter & Skinner, 1998；Wolff & van Horn, 2003）。 

4.位移行為（locomotion）： 

未帶有覓食目的之鹿隻移動行為，可分為行走和奔跑。鹿隻的行走行為乃頭

頸部高舉配合四肢慢速移動，而與低下頭頸以口鼻部試探食物表面的走動尋食行

為作為區隔；此外，雄鹿在發情期常會低頭聞嗅地表的植被，然而其聞嗅行為前

後並未進行攝食活動，且走動速度甚快，將其視為單純的行走行為，與走動尋食

行為有明確的區別。奔跑則含兩類腿部動作，一為較高速的四腿輪替動作，此類

奔跑行為較為常見；另一為兩腿前兩腿後的跨越動作，此類奔跑行為較為迅速但

少見。 

5.社會行為（social behavior）： 

狹義的社會行為需有展示對象及目的，故僅出現在形成群體時。然而水鹿的

社會溝通不只憑藉直接的觸覺溝通，另外有很大部分是仰賴視覺和嗅覺的管道對

同種內的同性或異性發出溝通的訊息（Mary & Balakrishnan, 1984），例如雄鹿磨

角（antler rubbing）、泥浴（wallowing）、前腳扒地（scraping）等標示行為（marking 

behavior，defined by Shea et al., 1990）雖然不一定有其他鹿隻位於展示鹿隻周

圍，但此類標記行為可能帶有視覺和嗅覺上的溝通意義，可以視為廣義之社會行

為，本研究採用此廣義之社會行為定義。 

6.其他行為（others）： 

不屬於前五項定義之行為，例如自我修飾（self-grooming）或排泄行為等。 

行為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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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天氣型態為霧雨無法直接觀察外，每日 05：30-18：00 之間於 2 處特定

制高點以及營地到達制高點的途中尋找水鹿進行觀察，每個制高點的觀察範圍約

可涵蓋 1/2 個本區之高地草原面積，且每日於 2 制高點輪替觀察。每個月工作時

數（包含尋找與觀察水鹿）受限於日照長短和天氣狀況而有波動，原則上為夏季

自 0530 觀察至 1800，冬季自 0600 觀察至 1700。視距離而輔以雙筒望遠鏡（Nikon, 

8X）或變焦式單筒望遠鏡（Leo, 20-60X），確定其未發現觀察者之後以數位錄音

機（SHARP MD-MT190H）或表格（附錄二）進行記錄，若察覺觀察者存在（即

有高於 1 分鐘的連續時間注視觀察者方向、甚至有豎尾等避敵反應）則不予進行

行為記錄。 

取樣規則採用焦點動物取樣法（Focal-animal sampling），持續觀察特定一鹿

隻（或鹿群）所表現的行為種類（Altmann, 1974；Martin & Bateson, 1993）。為

減少觀察記錄時操作望遠鏡的延宕，若觀察目標為鹿群，最多僅同時觀察其中的

3 隻個體。記錄規則以間隔 10 秒鐘之瞬時記錄法（instantaneous sampling）

（Altmann, 1974；Martin & Bateson, 1993）盡量不間斷地記錄其行為 30 分鐘或

其消失在視野之外為止，唯有記錄非活動狀態的反芻行為時方超過 30 分，以探

討每回反芻行為之時間長度。對水鹿這類體型較大、行為轉換較慢的哺乳動物而

言，採用極短時間間隔的記錄方式可以同時獲得近似連續記錄法（continuous 

sampling）的精確性，而避免長期連續記錄對觀察者肉體（尤其是眼睛）造成負

面的影響，進而降低觀察時的專注度和記錄時的精確性。此 10 秒鐘間隔期間筆

者仍盡量將目光停留在望遠鏡視野內，加上吾人觀察的樣本數尚稱足夠，故其精

確性與連續記錄法應差異不大。若出現特殊的行為時亦兼採事件記錄法（event 

sampling）進行記錄。此外，亦對鹿隻的較細微的伴隨動作進行記錄，伴隨動作

指的是鹿隻於主要行為之外於嘴部、耳部和尾部產生的動作，分為豎尾、擺尾、

搖耳和咀嚼等四種，在瞬時取樣的時間點前後各 1 秒（合計 2 秒的時間長度）進

行「有」或「無」的記錄（One-zero sampling：Martin & Bateson, 1993）。研究進

行過程並未替水鹿個體做標記，故無法追蹤特定水鹿個體，為減少因每筆資料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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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非互相獨立而造成偽重複（pseudorepeating）的發生，導致資料之效度和信度

降低的可能性，在同一時段同一觀察區塊出現之連續個體，若不能辨別為不同個

體者，則僅取第一筆資料進行分析。 

此外，並記錄每筆觀察資料的日間時段、棲地類型、觀察距離、當時氣溫、

天氣情況、鹿群數量及年齡-性別階層（age-sex classes），各測量因子之定義如下。 

測量因子定義 

季節：依陳怡君（2001）之分類，將全年的 3-5 月、6-8 月、9-11 月、12-2

月分別定義為春季、夏季、秋季和冬季。磐石山區 3-5 月的天氣型態為多雨偏冷，

6-8 月則是多雨且較不冷的颱風季，9-11 月為較乾燥涼爽的天氣類型，12 至翌年

2 月受到東北季風影響為本區之雪季。 

日間時段：每日目擊率的樣本數較小，故將白天以每 2 小時做為一個時段將

白天分為 6 個時段：凌晨（～0800）、早上（0801-1000）、午前（1001-1200）、

午後（1201-1400）、下午（1401-1600）、黃昏（1601～）。覓食行為和活動模式

則以每 1 小時為一個時段單位。觀察記錄時間若跨越整點則以所佔時間較長者為

該筆資料之代表時段。 

棲地類型：棲地依照距離森林的遠近分為兩個類型，分別為森林/草原交界

帶（ecotone）和草原。根據先期觀察，發現水鹿存在時大多數皆從森林棲地移

動至草原活動，有部分比例的水鹿沿著森林邊緣活動，另一部份比例則離開森林

邊緣穿越草原，再度進入森林。吾人定義觀察期間鹿隻活動若不曾遠離森林線 5

個鹿身，則將此筆觀察資料視為位於森林邊緣的棲地，反之若曾超過 5 個鹿身的

距離，即穿越森林之間的草原區塊，則視作草原類型的棲地。 

觀察距離：以雷射測距儀（Bushnell Yardage Pro1000）測量觀察點至目標點

的直線距離，光線反差過大時若會影響測距儀最遠距離的計算，則以目標水鹿最

靠近之林蔭陰影進行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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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氣溫：在每筆資料記錄結束後，立即於觀察地點距離地表 1 公尺高度的

白板陰影下測量，觀察地點與鹿隻所在位置雖有一定距離，但海拔高度相差不

大，兩個地點的氣溫應無太大差異。 

天氣狀況：依記錄當時天空之雲量多寡，分為晴（cloud cover <20%）、晴有

雲（20%< cloud cover <50%）、陰（50%< cloud cover <90%）和陰雨（cloud cover 

>90%）四種。 

鹿群數量：水鹿集群之定義參考Schaller（1967）和Karanth & Sunquist （1995）

之定義，為相距 30 公尺以內並沿著相似方向前進之鹿隻數量，水鹿單獨出現時

亦定義為 1 個鹿群。 

年齡性別階層：初步分為成年雄鹿（adult male，鹿角已為三尖兩岔者稱之）、

1-3 歲的亞成雄鹿（subadult male，鹿角未長成三尖兩岔者稱之）、成年雌鹿（adult 

female）和幼鹿（fawn）四種。由於所得之亞成雄鹿樣本數極小，後續分析若未

特別註明，則將樣本數極低的亞成雄鹿與成年雄鹿合併為雄鹿，成年雌鹿簡稱為

雌鹿。此外，在高地草原活動的幼體水鹿肩高約略低於雌鹿的腹側下緣，且頭部

相對於軀幹的比例略高於雌鹿，尾巴相對於軀幹的比例則略低於雌鹿，故以望遠

鏡遠距離觀察仍極易區分。 

資料分析 

各項資料先進行常態分布檢定，若不符合常態分布且無法進行資料轉換，則以

無母數統計方法進行分析。兩組操作變因時採用 Mann-Witney U test，三組以上

操作變因則採用 Kruskal-Wallis test，後者若有顯著差異則進行各組變因之間的無

母數多重比較。兩組資料彼此相關性的測試採用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內文

之各項數值若未特別註明皆以平均值±標準差（mean±SD）表示。使用統計軟體

（JMP 5.0.1.）進行運算。 

每日目擊率的計算方式為每一工作小時中所目擊水鹿隻次數，換句話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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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一天之目擊次數除以當天觀察時數，計算出每日之單位小時目擊率（隻次/

時），若該時刻未曾進行觀察則該時段不納入每日目擊率的計算。各季之觀察天

數即為該季之樣本數，以檢測每日目擊率是否具有季節差異。 

各項行為之時間分配即為該行為之取樣點數除以所有行為取樣點總數之

值，以百分比表示，覓食行為的時間分配即為覓食行為所佔所有行為之比例，可

簡稱為覓食率（foraging rates：Koga & Ono, 1994），其餘各項行為亦如此簡稱。

除各項行為之時間分配採用觀察時間長度為 5 分鐘至 30 分鐘的原始資料外，覓

食選擇和警覺性的分析排除受到鹿隻坐臥（長期不活動）狀態的資料，僅採用包

含覓食回合在內的活動狀態資料。此外，先比較鹿隻坐臥前後 5 分鐘內水鹿之覓

食行為和自我修飾行為（self-grooming）有無差異，若有顯著差異，則進行鹿隻

覓食選擇和警覺性的分析之前先將出現臥下期間前後 5 分鐘的資料予以剔除，並

挑選坐臥前後費時較長之連續覓食回合（最長亦為 30 分鐘）進行後續資料分析，

以消除長時間非活動狀態對欲探討之活動狀態的行為（尋食行為和警覺性）產生

的偏差，以及坐臥後自我修飾行為增加所造成之影響。鹿隻之覓食選擇可分做兩

個面向來探討，分別為尋食行為之時間分配（尋食率，searching rate）和選擇指

數（select index）。尋食率為直接比較尋食行為的花費時間所佔所有行為花費時

間之比例，且較常為研究者採用（e.g. behavior related to foraging：Koga & Ono, 

1994），但其不考慮其餘幾類非覓食行為（特別是長時間坐臥的休息或反芻行為）

造成的影響，所得結果可能大幅改變該筆資料中尋食行為的比例，進而影響水鹿

覓食選擇的代表性；後者則只專注於覓食行為發生時尋食行為出現的比例，即以

覓食過程中尋食行為所佔的時間點數除以覓食行為的時間點數，應可避免其他類

型的行為對一覓食回合尋食行為的稀釋作用，本研究兼採兩種計算方式並比較兩

者之相關，以驗證前人採用之尋食率（e.g. Koga & Ono, 1994）能否代表鹿隻之

覓食選擇。 

覓食過程中的抬頭靜立可視作水鹿的覓食警覺性的表現，即其他研究者所稱

之掃視行為，此行為只能從休息行為出現前後是否為連續之覓食行為來判斷，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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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水鹿站姿覓食過程中的休息行為之比例作為水鹿覓食警覺性的主要指

標，即掃視行為的時間分配，簡稱為掃視比例。從每筆覓食率大於 50％之資料

中，挑選出記錄 5 分鐘至 30 分鐘之連續覓食回合，除了計算該過程中掃視行為

的時間分配（掃視比例）外，另行計算掃視頻率（scan rate：單位時間之掃視次

數）和掃視間隔時間（inter-scan interval：連續兩次掃視行為之間的時間）等 3

項常用來代表警覺性的指標（reviewed by Elgar, 1989），然而本文僅採用至少含

有 4 次以上的掃視次數（即 3 次以上的掃視間隔）的觀察資料進行分析，以避免

資料進行平均時因為取樣數值過少產生的偏差，受限於取樣方法的限制，平均掃

視間隔以 10 秒鐘為時間單位，而非每 1 秒鐘。分別探討鹿群數量、鹿群組成及

棲地類型三個主要因子對於鹿隻三項覓食警覺性指標的影響。此外，鹿群數大於

2 之資料，分別探討群體中各性別年齡組成分子的警覺性和單獨個體存在時有無

差異。 

記錄 2 隻以上的群體時，觀察不同個體的搖耳等伴隨動作並進行記錄的過程

常有操作上之時間誤差，故僅計算單一個體存在時的搖耳率。以無母數方法分別

檢驗不同性別年齡階層和棲地類型有無差異，並進行站姿和臥姿狀態下不同氣溫

下與搖耳率之相關性分析。 

最後，將所得六項行為分隔為活動（覓食、位移、社會和其他）和不活動狀

態（休息和反芻）進行晝間活動模式的分析，亦以無母數方法分別檢驗性別年齡、

季節和天候因子對水鹿晝間相對活動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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