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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自 2003 年 4 月至 2004 年 12 月間共上山 13 次，其中 2003 年 4 月至 2004

年 2 月為連續 11 個月每月停留於研究區域 9-14 天的時間，且 2004 年 1 月至 2

月為跨月停留，4 月、8 月和 12 月則分別停留在樣區 5、12 和 7 天，盡量達到每

季之工作天數和時數相等的目標。下雨或起霧時無法進行目視觀察，故每個月觀

察時數受限於季節和天氣狀況而有波動。花費於尋找和觀察鹿隻的工作時間總共

為 796.4小時，其中尋找鹿隻的時間為 607.7小時，觀察和記錄鹿隻的時間為 188.7

小時。平均每季工作 199.1±6.3 小時，其中工作時間最長的為秋季 212.5 小時，

最少的為春季 183.2 小時，各季工作時間差異不大，但水鹿行為記錄的時間以秋

季較高（圖 2）。 

鹿群數量和組成 

在 796.4 小時的工作時間內共目擊 459 群（次）的水鹿，合計 736 隻（次），

平均每群有 1.32±0.57 隻次的水鹿，其中以單獨 1 隻出現的比例最高（66.01%），

2 隻組成的鹿群次之（29.40%），3 或 4 隻集群之比例低，佔 4.58％。各季的平均

鹿群數量（鹿隻/群）以秋、冬兩季（1.36±0.59、1.38±0.52）顯著高於春、夏兩

季（1.21±0.44、1.29±0.62）（Kruskal-Wallis test，n＝459，df＝3，P<0.05）。此外，

從春季至冬季單獨 1 隻水鹿的出現比例越來越低，逐漸趨於群居，其中 3 隻以上

之較大群體以夏、秋兩季略高（圖 3）。不同性別-年齡層的目擊次數以母鹿最高

（379 隻次，51.49%），雄鹿次之（237 隻次，32.20%），幼鹿再次之（101 隻次，

13.72%），亞成雄鹿最低（19 隻次，2.58%），合併成年和亞成年雄鹿之數值，則

整體性別年齡比例約為 3.8：2.6：1（雌：雄：幼），另有 5 隻次無法辨識性別。

群體之成員組合中以母鹿和幼鹿集群的組合（n＝52）較多，雄鹿與雌鹿（n＝40）

居次，其他類型的組合甚少。母鹿與幼鹿的鹿群組合自春季向冬季遞增；雄鹿與

雌鹿的鹿群組合自春季向秋季遞增而冬季略減；高於 3 隻水鹿的鹿群組合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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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數成員是雌鹿或大多數是雄鹿的鹿群分別以春、夏季較高（表 1）。雄鹿聚集

為 2 隻以上群體的比例（31.17%）遠低於幼鹿（66.00%），並略低於雌鹿（39.19%）

的集群率，且不同性別-年齡階層的水鹿集群與否存有顯著差異（contingency 

table，n＝678，P<0.0001），顯示雄鹿之群居性較低，傾向於獨居；而幼鹿之群

居性最高，且幼鹿集群時大多與雌鹿同時出現，共佔幼鹿集群時的 96.96％。吾

人曾於白天同時在不同地點目擊 8 隻水鹿（2 雄 5 雌 1 幼）於高地草原活動，夜

間則曾同時見到 7 隻水鹿（6 雄 1 雌）於營地附近活動，顯示至少有超過 10 隻

以上的水鹿個體於磐石山區的高地草原活動。 

每日目擊率 

以目擊水鹿的方式而言，若不考慮其他因素影響，主動尋鹿的水鹿每日目擊

率（0.21±0.05 隻次/時）遠低於被動等鹿（0.81±0.05 隻次/時）（Mann-Whitney U 

test，n＝158，P<0.0001），顯示研究期間所選擇之等鹿點位置甚佳，在等鹿點被

動等鹿比起沿著固定穿越線尋找水鹿的方式更容易目擊水鹿，其中一種可能是在

觀察者發現水鹿之前，水鹿早先一步察覺觀察者而進入森林且不被觀察者目擊，

但此情形的出現對結果的影響應不大，因為每一時刻該情形的出現機率應為相

等。四季之每日目擊率以夏、秋兩季（0.91±0.49、1.06±0.58 隻次/時）遠高於春、

冬兩季（0.49±0.32、0.35±0.27 隻次/時）（Kruskal-Wallis test，n＝83，df＝3，P<0.001）

（圖 4）。比較不同性別水鹿的每日目擊率差異，夏季和秋季兩性水鹿的每日目

擊率並無顯著差異（夏季之雌鹿和雄鹿：0.60±0.27、0.44±0.33 隻次/時；秋季之

雌鹿和雄鹿：0.57±0.37、0.56±0.37 隻次/時）（Mann-Whitney U test，n＝46、42，

P＝0.16、P＝0.94），春季和冬季之每日目擊率則皆以雌鹿（0.40±0.24、0.25±0.22

隻次/時）遠高於雄鹿（0.06±0.12、0.10±0.22 隻次/時）（Mann-Whitney U test，n

＝38、40，P<0.0001、P<0.05），顯示雄鹿於春、冬兩季較少被觀察者目擊。此

外，不同日間時段的水鹿每日目擊率之間存有顯著差異（Kruskal-Wallis test，n

＝398，df＝5，P<0.01），其中以清晨時段（~0800）之每日目擊率最高，為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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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目擊 0.97±0.78 隻次，其餘時段的目擊率中等，其目擊率範圍為每小時目擊 0.58

±0.75（1001-1200）至 0.74±0.67 隻次（0801-1000）之間（圖 5）。 

整體行為模式 

共記錄 472 筆 5 分鐘以上之原始行為觀察資料，其最短時間長度的考量乃沿

用 Koga & Ono（1994）對日本梅花鹿採用的標準。各季節觀察天數相差不多，

但夏、秋兩季的觀察筆數和資料收集時間皆高於春、冬兩季，顯示夏、秋兩季之

水鹿觀察和資料收集效率較高（表 2），與各季水鹿每日目擊率以夏、秋兩季最

高的趨勢一致。 

總共行為觀察時間為 188.7 小時，每筆觀察資料平均記錄 23.98±26.97 分鐘，

觀察時間長度以 5-6 分鐘、30 分鐘和 30 分鐘以上之出現次數較高（圖 6）。然而

以季節而言，各季觀察資料總時數仍以夏、秋兩季較高，春季最低（表 2）。觀

察距離最遠為約 1000 公尺，最近為 102 公尺，若將觀察距離最遠的資料訂為 1000

公尺，則平均觀察距離約為 483±184 公尺，以 300 至 500 公尺之間最常見（圖 7）。

472 筆原始資料中，停止記錄之原因有 68.01％為水鹿進入森林，9.53％為鹿隻被

地形擋住，17.58％為記錄時間超過預定終止時間（滿 30 分鐘或臥姿結束後 5 分

鐘），4.03％被天候所阻（起霧或下雨），餘 0.85%為缺乏該項記錄。其中主動尋

鹿和被動等鹿的觀察資料總時數各占全部觀察總時數的 27.77％和 75.23％。 

整體水鹿日間行為模式以覓食行為之時間分配最高（61.73%），休息行為次

之（21.63%），位移、反芻和社會行為皆僅佔 10%以下（分別為 7.17%、5.61%、

2.52%），其他行為（1.34%）所佔之時間分配最低。不同性別年齡的水鹿各項行

為時間分配的比例中，雄鹿的位移和社會行為的時間分配較高，雌鹿以覓食行為

較高，幼鹿則以反芻和休息行為較高（表 2）。 

覓食行為 

高地草原水鹿攝食的食物種類趨於單一類群，其中以玉山箭竹所佔比例最

高，為總攝食次數的 98.38％；乾水池中的禾草類和莎草類（1.23%）、紅毛杜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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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ododendron rubropilosum）（0.28%）和冷杉（0.11%）所佔之攝食比例皆極

低。此外，水鹿亦可能採食極少量的高山杜鵑（Rhododendron morii）（僅在營地

周圍觀察過 2 次）、玉山圓柏（僅在營地周圍觀察過 1 次）和刺柏（僅在營地周

圍觀察過 1 次），其餘闊葉草本植物則因多隱匿在箭竹植叢之間，難以確認水鹿

是否攝食，而合併入玉山箭竹類別計算。 

雌鹿之覓食率（70.30±20.24%）遠高於幼鹿和雄鹿（55.11±32.36%、52.91±

33.88%）（Kruskal-Wallis test，n＝468，df＝2，P<0.0001），然而雌鹿的攝食率雖

略高於雄鹿和幼鹿，但並無顯著差異（Kruskal-Wallis test，n＝468，df＝2，P＝

0.10），且雌鹿之尋食率遠高於其餘兩者（Kruskal-Wallis test，n＝468，df＝2，

P<0.0001）（表 2），顯示雌鹿花在覓食行為的時間遠高於其餘兩者的現象應是雌

鹿的尋食率較高所致。此外，群體中的雌鹿覓食率遠低於單獨出現的雌鹿（66.58

±28.49%、72.68±27.81%）（Mann-Whitney U test，n＝233，P<0.05），顯示水鹿的

集群與否對雌性水鹿之覓食率多寡為負面的影響。群體中的雌鹿若和幼鹿一起出

現，其覓食率與群體中未和幼鹿一起出現的雌鹿並無差異（66.85±29.08%、66.11

±28.74%）（Mann-Whitney U test，n＝97，P=0.88），顯示幼鹿與雌鹿集群與否並

不會影響雌鹿的覓食率。 

春、秋兩季水鹿之覓食率（64.75±32.84%、65.41±31.18%）遠高於夏、冬兩

季（56.07±32.07%、60.69±32.83%）（Kruskal-Wallis test，n＝468，df＝3，P<0.05）。

單獨看待雄鹿覓食率之季節變化時，秋季之覓食率（60.37±32.86%）顯著高於其

餘三季（Kruskal- Wallis test，n＝159，df＝3，P<0.01），而以春季（34.12±37.22%）

最低，其覓食率呈現春季往秋季遞增、冬季再退減的模式（圖 8）。雌鹿覓食率

之季節變化以秋季略高，然與其餘三季之間並無顯著差異（Kruskal-Wallis test，

n＝231，df＝3，P>0.05），顯示雌鹿一年四季之覓食率變化不大，且皆較其餘兩

者維持在較高水準（80％左右）（圖 8）。幼鹿覓食率之季節變化以春季（70.47±

47.08%）之覓食率略大於其餘三季，而以夏季（40.88±31.44%）最低，其覓食率

呈現夏季往冬、春季遞增的模式，然而並未有顯著差異（Kruskal-Wallis tes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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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df＝3，P＝0.09）（圖 8）。此外，水鹿之覓食率在不同的日間時段以早上

略低，而後隨時間往黃昏推移而逐漸升高，然而各日間時段覓食率位於 57.33% - 

71.79%之間，然而其變化量並無顯著差異（Kruskal-Wallis test，n＝456，df＝5，

P＝0.17）（圖 9）。 

若不考慮坐臥狀態的影響，水鹿整體之尋食率為 10.41±11.13%。雌鹿之尋食

率（15.42±12.82%）遠高於幼鹿和雄鹿（.8.59±8.32%、4.07±3.83%）（Kruskal-Wallis 

test，n＝468，df＝2，P<0.0001）。以季節而言，春季整體水鹿之尋食率（19.19±

15.34%）遠高於夏、秋、冬三季（12.92±13.24%、8.03±7.22%、5.15±3.72%）

（Kruskal-Wallis test，n＝468，df＝3，P<0.0001），呈現春季往冬季遞減的趨勢。

單獨看待雄鹿尋食率之季節變化時，春、夏、秋三季之尋食率（10.22±12.21%、

4.76±4.25%、4.01±2.79%）顯著大於冬季（1.92±1.52%）（Kruskal-Wallis test，n

＝159，df＝3，P<0.001），其尋食率呈現春季往冬季遞減的趨勢（圖 10），而與

整體水鹿的尋食率趨勢一致。雌鹿尋食率之季節變化以春、夏兩季之尋食率

（20.93±15.54%、19.67±14.61%）最高，秋季次之（13.11±8.37%），冬季最低（6.10

±3.18%），且其差異相當顯著（Kruskal-Wallis test，n＝231，df＝3，P<0.0001），

其尋食率亦呈現春季往冬季遞減的趨勢（圖 10）。幼鹿尋食率之季節變化以夏季

（10.49±14.00%）略高於其餘三季，然而未有顯著差異（Kruskal-Wallis test，n

＝78，df＝3，P＝0.83）（圖 10）。 

比較坐臥前後 5 分鐘的水鹿覓食率，以坐臥前的覓食率顯著高於坐臥後

（66.09±37.21%、8.96±13.86%）（Wilcoxin matched-pair test，n＝16，P<0.001），

故鹿隻的覓食率受坐臥前後的影響極為顯著，可能是鹿隻自坐臥狀態起身後，必

須花費較多時間於自我修飾，以補償坐臥時減少的自我修飾時間，並增加水鹿本

身移除坐臥時自草地附著於水鹿體表的外寄生蟲的強度。如同吾人上述預期，坐

臥後水鹿分配於自我修飾的時間顯著較坐臥前增加（8.96±13.86%、1.41±3.47%）

（Wilcoxin matched-pair test，n＝16，P<0.05），亦即鹿隻坐臥起身後自我修飾的

時間遠較坐臥前增加，亦會縮短可用於覓食行為的時間。故臥姿前後的覓食率受



 20

坐臥狀態的影響極為顯著，故以下欲探討一個覓食回合內之選擇指數和警覺性時

需扣除坐臥狀態前後 5 分鐘之影響。 

扣除不活動狀態的影響，水鹿覓食過程整體之選擇指數為 0.16±0.13，此值

相當於每隻水鹿在覓食過程中投資於尋食行為的比例，即尋食行為時間點數除以

覓食行為（攝食加上尋食行為）的時間點數，代表鹿隻於覓食過程花費於食物選

擇的時間。雌鹿之選擇指數（0.21±0.15）最高，幼鹿（0.15±0.11）次之，雄鹿（0.08

±0.07）最低，三者間存有顯著差異（Kruskal-Wallis test，n＝404，df＝2，P< 

0.0001），此趨勢與尋食率相同。春季水鹿之選擇指數（0.30±0.17）最高，夏季

（0.20±0.15）次之，秋、冬兩季（0.13±0.08、0.09±0.05）最低，且存有顯著差異

（Kruskal-Wallis test，n＝404，df＝3，P<0.0001）。單獨看待雄鹿選擇指數之季

節變化時，春季之選擇指數（0.32±0.09）最高，夏、秋兩季（0.10±0.06、0.07±

0.04）居間，冬季（0.04±0.02）最低（Kruskal-Wallis test，n＝128，df＝3，P<0.0001），

其選擇指數呈現春季往冬季遞減的趨勢（圖 11），而與整體水鹿的選擇指數趨勢

一致。雌鹿選擇指數之季節變化以春、夏兩季之選擇指數（0.39±0.17、0.26±0.16）

顯著大於秋季（0.17±0.08）和冬季（0.09±0.04）（Kruskal-Wallis test，n＝212，

df＝3，P<0.0001），其選擇指數亦同雄鹿呈現春季往冬季遞減的趨勢（圖 11）。

幼鹿選擇指數之季節變化以夏、秋兩季（0.21±0.17、0.15±0.09）略高，然而並無

顯著差異（Kruskal-Wallis test，n＝64，df＝3，P＝0.18）（圖 11）。此外，三者之

選擇指數季節波動與尋食率季節波動雷同。整體來看，水鹿之尋食率和選擇指數

呈現高度正相關（Spearman’s correlation，n＝404，rs＝0.89，P<0.0001）（圖 12），

顯示以兩項指標其中之一應該即足以說明整體水鹿之覓食選擇。然而進行性別年

齡階層分類時，不同性別年齡水鹿尋食率和選擇指數之相關性反應並不相同，雄

鹿和雌鹿仍維持較高之相關係數（rs＝0.84、0.93），然而幼鹿的兩者之間關係雖

仍呈現顯著的正向相關（rs＝0.66，P<0.0001），但其相關係數已低於 0.7，除了

幼鹿樣本數較低的原因外，幼鹿在覓食過程可能較其餘兩者花費較多時間於覓食

以外的行為，例如非活動狀態的休息和反芻行為（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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覓食警覺性 

水鹿覓食過程的警覺性高低以掃視行為的多寡作為指標。以時間分配來看，

水鹿整體的掃視比例為 10.83±8.22%，其中幼鹿和雄鹿之掃視比例（12.88±

9.66%、11.97±8.72%）顯著大於雌鹿（9.61±2.28%）（Kruskal-Wallis test，n＝363，

df＝2，P<0.05）（表 3），不符合先前預期。以集群與否來看，群體內個體的掃視

比例反而略較單獨個體為高（10.73±8.01%、10.95±8.51%），但無顯著差異，不

符合先前預期，且各性別成幼的水鹿掃視比例皆不受形成群體與否的影響（表

3）。單性群中雄鹿的掃視比例略高於混合群中的雄鹿（13.42±8.98%、13.27±

9.40%）；帶著幼鹿的母鹿掃視比例並未如預期地高於其他類型群體中的雌鹿

（8.90±6.06%、10.03±7.78%）（表 3），且上述兩種群體內不同成員對水鹿覓食警

覺性的影響皆不顯著。在兩種不同的棲地類型中，水鹿在森林邊緣的森林/草原

交界帶（ecotone）活動時其掃視比例遠低於草原類型（10.26±7.54%、11.96±8.60%）

（Mann-Whitney U test，n＝363，P<0.05），顯示不同的棲地類型會影響水鹿的警

覺性，但各性別成幼的水鹿掃視比例皆不受棲地類型影響（表 3）。掃視行為的

部分時間為鹿隻處理食物的時間，鹿隻靜立咀嚼的時間分配共佔掃視行為的

12.56％，即日間行為時間分配之 1.27％，有時鹿隻以頭部後側朝向觀察者，故

無法完全確定其嘴部是否為咀嚼動作，故此值應略低於實際值。 

水鹿整體之平均掃視頻率為 0.49±0.22（次/分），其中幼鹿之掃視頻率（0.61

±0.29）顯著大於雄鹿和雌鹿（0.47±0.22、0.46±0.18）（Kruskal-Wallis test，n＝250，

df＝2，P<0.01）（表 4）。以集群與否來看，單獨個體之掃視頻率與群體內之個體

之掃視頻率差異不大（0.49±0.22、0.49±0.23），不符合先前預期，而與先前警覺

性時間分配的結果一致。單性群中的雄鹿掃視頻率略高於混合群中的雄鹿掃視頻

率（0.52±0.18、0.48±0.16），但其差異並不顯著（表 4）；與幼鹿集群的母鹿掃視

頻率反而顯著低於其他類型群體中的雌鹿（0.38±0.17、0.51±0.15）（Mann-Whitney 

U test，n＝51，P<0.001）（表 4），比掃視比例的結果更不符合預期。在兩種不同

的棲地類型中，水鹿出現在森林/草原交界帶時的平均掃視頻率低於草原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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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0.20、0.50±0.24），然而無顯著差異（Mann-Whitney U test，n＝250，P＝

0.53），與掃視比例的結果不同，且各性別成幼的水鹿掃視頻率亦不受棲地類型

影響（表 4）。  

掃視間隔的長度與鹿隻警覺性的多寡為負向相關。本區水鹿平均掃視間隔為

11.74±7.36 個十秒。幼鹿的掃視間隔為 9.55±5.87（個十秒），遠低於雄鹿和雌鹿

的掃視間隔（12.58±9.53、11.96±6.00 個十秒）（Kruskal-Wallis test，n＝250，df

＝2，P<0.05）（表 5）。以集群與否來看，單獨個體之掃視間隔與群體內之個體

相近（10.73±8.01、10.95±8.51 個十秒），不符合先前預期。單性群中的雄鹿掃視

間隔略高於混合群中的雄鹿掃視間隔（24.50±14.47、21.31±9.42 個十秒）；與幼

鹿集群的母鹿之掃視間隔反而略高於其他類型群體中的雌鹿（13.53±6.91、10.05

±4.73 個十秒），然兩者皆未達顯著差異（表 5）。在兩種不同的棲地類型中，水

鹿出現在森林/草原交界帶時的掃視間隔略高於草原類型（11.94±6.86、11.56±7.80

個十秒），然而差異並不顯著（Mann-Whitney U test，n＝250，P＝0.55），且各性

別成幼的掃視間隔亦不受棲地類型影響（表 5）。 

反芻行為 

水鹿坐臥後，平均每回合坐臥 43.20±43.85 分鐘（n＝67），其中有 50.9％的

時間用於休息，另 49.0％用於反芻，臥姿攝食較為罕見，僅占 0.1%。觀察到的

水鹿反芻行為所佔晝間時間分配的平均值低於 7％，但其標準差高於平均值的 3

倍以上，反映出水鹿個體在高地草原出現反芻行為與否的分布相當不一致。其中

以幼鹿（6.98±19.31％）略高於雄鹿和雌鹿（5.40±16.27％、5.42±17.25％），但三

者之間並無顯著差異（表 6）。反芻行為發生在臥姿的時間為 90.0％，另外 10.0

％則為站姿。完整的反芻回合有 63 個，可能包含站姿和臥姿反芻接連出現，平

均每回合 29.15±21.31 分鐘。臥姿反芻的平均長度（31.2±22.0 分鐘，n＝53）遠

高於站姿反芻（11.4±10.3 分鐘，n＝16）（Mann-Whitney U test，n＝69，P<0.01），

其中幼鹿站姿反芻僅出現 2 回，雄鹿和雌鹿各出現 9 回和 5 回。每回反芻長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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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鹿（30.6±24.3 分鐘，n＝22）和雌鹿（30.7±21.1 分鐘，n＝27）略高於幼鹿（23.9

±16.7 分鐘，n＝14），但其差異並不顯著。以晝間時段來看，早上 8 時以前的時

段反芻回合次數最多（n＝16），而後漸減，中午 12 時至 14 時之間的時段反芻行

為出現的次數最少（n＝6），然而就每回反芻長度而言，以早上 8 時至 10 時（36.6

±20.9 分鐘）和下午 14 時至 16 時（34.4±17.9 分鐘）此兩個時段反芻長度較高，

早上 8 點以前的時段反芻長度最低（22.9±20.8 分鐘），但亦未達顯著差異（表 6）。 

社會行為 

社會行為的時間分配以雄鹿遠高於其餘兩者（Kruskal-Wallis test，n＝468，

df＝2，P<0.0001）（表 2），且雄鹿之社會行為多出現於夏、秋、冬三季（表 7）。

依近距離接觸與否可將水鹿之社會行為區分為接觸性和非接觸性： 

1.接觸性的社會行為：個體之間的近距離互動。根據施予者和接受者的角色可分

為雄鹿-雄鹿、雄鹿-雌鹿、雌鹿-雌鹿和雌鹿-幼鹿四種社會行為互動關係。 

1.1 雄鹿-雄鹿： 

雄鹿有時會形成 2 隻一起的單性群，彼此多不產生社會互動。不同鹿群的雄

鹿之間較常見的是敵對行為，從程度較輕微的威嚇行為（噴氣、咧嘴和磨牙）、

程度中等的是各據一方磨角，到較激烈的為兩者抵角打鬥。若一方有明顯的體型

優勢，則多半僅限於輕微的威嚇，較弱勢的一方即會避開優勢者的行進路徑，不

與優勢者直接接觸。敵對程度中等者為保持一定距離、各據一方磨角，出現機率

最小，僅觀察過 1 回。抵角打鬥共觀察到 5 回，每回最長的不超過 50 秒，最短

的為抵角後立即分開。並未觀察到打鬥前有平行走動（parallel walk）的情形，

有時是噴氣或磨牙後進入角抵打鬥程序（圖 13）。有 2 次觀察到其中一隻從另一

隻後側面以角抵觸，引發 1 次短暫的抵角行為，其中主動以角抵觸對方者為勝

者，敗者被勝者逼退時豎尾呈捲曲狀，並緩慢地邊覓食邊離去，可能帶有屈服的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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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雄鹿-雌鹿： 

雄鹿接近雌鹿時，會出現尾隨雌鹿聞嗅或舔舐雌鹿尾部和外陰部的行為（n

＝18），其中 1 次曾出現跨騎的行為，也常伴隨一些標示行為（n＝10）和捲唇行

為（flehmen）（n＝5）。但雄鹿的標示行為出現時，雌鹿大多只會在標示行為出

現初期暫時中斷覓食回合、靜立觀看幾秒鐘，而後持續原先的行為。有時雌鹿會

主動避開雄鹿的追求，雄鹿試探完雌鹿後也常主動離去，可能是當時雌鹿並未進

入發情期。8 月（可能為發情初期）曾見到 1 隻優勢雄鹿和 3 隻雌鹿一起活動，

但見到觀察者後立即分開為 2 群往森林逃離，群體組成分別為 2 隻雌鹿和 1 公 1

雌，除此之外並未觀察到其他單獨雄鹿獨佔多隻雌鹿的案例。 

1.3 雌鹿-雌鹿: 

雌鹿之間較少見的是友好行為，例如替對方舔飾（n＝1），只發生在同群的母

鹿之間，而其中一隻體型較小，可能為亞成雌鹿。較常見的是敵對行為，為一隻

雌鹿驅趕另一隻雌鹿或幼鹿（n＝3）離開後者原本的覓食地點。此外，非正式記

錄期間之外亦曾觀察到 1 次長達 10 分鐘以上激烈打鬥，為 2 隻雌鹿頭尾相銜地

繞圓圈，嘴巴追咬和前肢踢打對方。 

1.4 雌鹿-幼鹿：  

雌鹿對幼鹿較常見的是互相舔飾行為（n＝13）和授乳行為（n＝6），授乳時互

相舔飾行為常相伴出現（n＝4）。此外，曾觀察到另一組母子鹿的雌鹿曾對另一

組母子鹿的幼鹿產生敵對驅趕行為（n＝1）。 

2.非接觸性的社會行為：常見於雄鹿一連串的標示行為，例如磨角、灑尿、泥浴、

前腳扒地和後肢站立/前肢懸空磨角等，常交替輪流出現（圖 13），其中 26 次為

單獨一隻時出現（57.78％），其餘 19 次為周圍有其他鹿隻（42.22％）。共觀察到

45 回，除在 5 月觀察到 1 次茸角期的雄鹿以前肢扒地之外，其餘皆發生在 7 月

至 12 月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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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磨角行為（rubbing）：為雄鹿硬角期特有之社會行為，以其鹿角上下或左

右摩擦植物表面之行為，有時會造成樹幹環狀剝皮而死亡（Khan et al., 1994），

而研究區域內僅見過 1 棵冷杉小苗被磨角至枯死。磨角行為乃高地草原活動的雄

性水鹿最常見的標示行為，以磨角行為的目標物進行分類，可分為以角磨草地和

以角磨樹兩大類，分別佔 70.77％和 29.23％（圖 13），其中以角磨草地最長歷時

約 5 分多鐘，以角磨樹最長歷時約 7 分多鐘。 

2.2 噴灑尿液（urine-spraying）：雄鹿將尿液噴灑至自己頭部或身上的行為，隨

後通常伴隨著舔自己陰莖，為水鹿特有之發情行為。出現次數較少（n＝5），其

中有 2 次為單獨個體出現時，其餘 3 次周圍有雌鹿在場。 

2.3 泥浴（wallowing）：雄鹿躺臥在池畔潮濕或乾燥的泥地，左右翻滾以側面

和背部沾染地面的泥巴，有時會在泥浴地噴灑自己的尿液，也會伴隨著抖動身體

甩去泥水的動作（圖 13）。除在幼鹿觀察過 1 次外，其餘 90％皆為雄鹿所為（n

＝10），且大多數沒有其他個體在場（n＝8）。除已觀察到的泥浴行為外，夏、秋

兩季亦常見到雄鹿身體毛皮為潮濕狀態，應是剛泥浴後不久，只是位於低凹的水

池內未被觀察到。 

2.4 前腳扒地（scraping）：雄鹿以前肢的腳蹄踏住地面而後往後擺動，常重複

數次，左右腳亦會輪替進行。其出現頻率僅次於磨角行為，且常接續在磨角行為

之後出現（n＝19）（圖 13）。在特定地點（例如森林邊緣或水池周圍）可見到因

為水鹿長期定點扒地產生的小片裸露地，但並不常見。 

2.5 後肢站立（前肢懸空）磨樹（”preaching” to tree）：雄鹿走至大樹（冷杉或

二葉松）旁，以後肢支撐起身體的重量，引頭頸往上方的樹枝磨擦臉部的眶下腺、

額部或聞嗅啃食枝條的行為，常伴隨著磨角和扒地行為（圖 13）。 

其他行為 

1.自我修飾（self-gro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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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修飾為其他行為類別中最常見的行為種類，共佔其他行為類別的 55.09

％，以及日間行為時間分配的 1.03％。自我修飾可分為三大類，分別是以角牴飾

（antler-grooming：僅硬角期的雄鹿會採用，以頭上鹿角牴飾背部）、以嘴舔飾

（oral-grooming：各性別年齡的水鹿皆會採用，以舌頭或牙齒舔飾頭頸部位以外

的身體部分）和以腳抓飾（scratch-grooming：各性別年齡的水鹿皆會採用，鹿隻

抬起後腳以腳蹄搔抓頭頸部），其中以嘴舔飾最常見（91.04%），以腳抓飾次之

（8.53％），以角牴飾則僅在雄鹿觀察過 3 次。 

各性別成幼的水鹿中，以雄鹿的自我修飾率（0.38±1.08）遠低於雌鹿和幼鹿

（1.44±2.05、1.14±1.49）（Kruskal-Wallis test，n＝472，df＝2，P<0.0001）。以季

節而論，以冬季的自我修飾率（0.79±1.41）遠低於春、夏、秋三季（分別為 1.16

±1.30、1.29±2.24、0.90±1.55）（Kruskal-Wallis test，n＝472，df＝3，P<0.05）。

在不同的日間時段中，自我修飾率以早上 8 時以前的時段較高（1.33±2.00），午

後 14 時至 16 時較低（0.82±1.26），但其差異並不顯著（Kruskal-Wallis test，n＝

472，df＝5，P＝0.12）。 

2.排泄行為 

可分為排尿和排糞，以排糞較常見，單純的排尿僅記錄到雄鹿 1 次，可能是

尿液近乎透明遠距離難以察覺之故。另於記錄時間之外見到 1 次雌鹿排尿，雌鹿

後肢微彎以進行排尿，與雄鹿在姿勢上略有差異。排糞行為乃水鹿豎起尾巴，自

肛門排放糞粒的行為，每次排糞時間約為 20 秒。排糞率（defecation rates）為單

位時間內鹿隻排放糞堆的次數，可以提供以糞堆計數法進行野外水鹿族群數量估

算時之參考，可分為最高排糞率和最低排糞率來計算。最高排糞率即水鹿可能發

生排糞行為的時間比例，指的是水鹿並非因為警戒或社會行為而豎尾，且觀察者

恰位於水鹿的正面、或因距離太遠而無法確認其肛門部位是否進行排糞行為，此

時鹿隻有相當之可能性為正在排放糞便；後者乃確實觀察到鹿隻進行排糞的時間

比例。最高排糞率為 0.58（回/小時），最低排糞率為 0.34（回/小時），若假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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鹿白天和夜晚的排糞率差異不大，則每日排糞率在 8.16 至 13.92（回/天）之間。

分別考慮成體或幼體水鹿時，成體水鹿每日排糞率為 8.62 至 14.08 回/天，幼體

水鹿每日排糞率為 5.86 至 13.80 回/天。以確定排糞姿勢的排糞回合（n＝56）來

計算，走動排糞和站立排糞其比例分別為 44.64％和 55.36％。 

伴隨動作 

鹿隻三種伴隨動作-搖耳（ear flicking）、擺尾（tail wagging）和豎尾（tail 

flagging）之中，其中以搖耳最為常見，共占所有伴隨動作的 84.8％。屬於外溫

動物的昆蟲活動程度高低與氣溫高低成正相關，故水鹿搖耳率的多寡可能與該氣

溫下的昆蟲活動程度有關，吾人曾於營地周圍近距離觀察雄性水鹿被昆蟲騷擾而

劇烈搖耳的案例至少 3 起，其時皆為單日氣溫最高的 11 時至 12 時。水鹿站姿時

的平均搖耳率為 3.76±4.11 次/分，其中雌鹿的搖耳率（3.76±4.11）遠高於雄鹿和

幼鹿（2.11±2.52、2.06±3.10）（Kruskal-Wallis test，n＝201，df＝2，P<0.05）。水

鹿站姿時氣溫和搖耳率之間呈現顯著之中度正相關（Spearman’s correlation，n＝

182，rs＝0.58，P<0.0001），且氣溫小於 5 度 C 時水鹿幾乎不搖耳，超過 10 度 C

後搖耳率大幅增高（圖 14a）。除水鹿站姿時計算取樣時間點前後 2 秒的搖耳次

數有無外，另於水鹿臥姿時記錄 5 個連續 1 分鐘的搖耳次數。水鹿臥姿時的平均

搖耳率為 3.03±5.42 次/分，幼鹿和雌鹿的搖耳率（4.88±7.25、3.28±6.02）略高於

雄鹿（1.80±2.94），但無顯著差異（Kruskal-Wallis test，n＝81，DF＝2，P＝0.09），

且與站姿搖耳率各性別年齡水鹿的相對高低排名不同。水鹿臥姿時氣溫和搖耳率

之間呈現顯著之中度正相關（Spearman’s correlation，n＝81，rs＝0.54，P<0.0001），

且氣溫小於 5 度 C 時水鹿幾乎不搖耳，超過 5 度 C 後搖耳率漸增，而維持一定

的斜率上升，且搖耳率隨溫度升高而上升之斜率與站姿相近（圖 14b）。 

避敵反應 

以觀察者做為潛在天敵，記錄鹿隻當時的避敵反應。吾人誘發水鹿避敵反應

的平均距離為 112.8±86.9（21-326 公尺）。記錄完整的避敵回合中（n＝42），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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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為豎尾行為（83.33%）、發出尖銳的警戒叫聲（59.52%）和前肢單腳踱地

（26.19%），而且常兩者以上一起出現。其中前肢單腳踱地多為察覺觀察者存在

而觸發此類避敵行為，但亦曾觀察到一次幼鹿面對山羊展現前肢踱地的行為。水

鹿的避敵行為進入奔逃程序後，所有的觀察案例顯示鹿隻皆往森林所在方向奔

逃，鹿隻以接近垂直森林線的方向直接進入森林的比例為 94.44％，其餘為鹿隻

以近乎平行森林線的方向（約 5-20 度）進入森林。 

晝間活動模式 

晝間高地草原台灣水鹿的平均相對活動量為 72.75±27.03％，偏向於活動狀

態。晝間高地草原整體水鹿的相對活動量以午前 10 時和入夜前 16 時最高，凌晨

6時、午前 11時和入夜前（17時）最低，呈現顯著之多峰型活動模式（Kruskal-Wallis 

test，n＝472，df＝11，P<0.05）（圖 15），其中入夜前 17 時最低的原因可能是樣

本數過少（n＝5）造成的取樣偏差。雄鹿以清晨 7 時前為早上活動低峰，之後隨

即增高，午前 10 時達到單日最高峰，而後正午 12 時和午後 14 時各有一波低活

動期，入夜前（16-17 時）活動量有漸減的趨勢（圖 16）；雌鹿相對活動量變化

較雄鹿和幼鹿平緩，以入夜前（16 時）略高，午前 11 時略低（圖 16）；幼鹿以

清晨 7 時以前略高，早上 9 時和午後 14 時略低，呈現變化較劇烈的雙凹谷型活

動模式（圖 16），但上述三種性別成幼水鹿活動量的時段差異皆不顯著。 

考慮水鹿各季節相對活動狀態時，各季節晝間相對活動量由高至低分別為

春、秋、冬和夏季（0.76±0.27、0.75±0.27、0.70±0.28、0.70±0.26），且以冬季和

夏季遠低於其餘兩季（Kruskal-Wallis test，n＝472，df＝3，P<0.01）。春季的晝

間相對活動量變化甚劇，於早上 9 時和午前 11 時有明顯的活動低潮；夏季的晝

間相對活動量變化較為平緩，天亮後逐漸提升活動量，而在上午 9-10 時達到晝

間活動最高峰，而後活動量漸減，入夜前為晝間活動最低點；秋季的晝間相對活

動量變化亦較平緩，天亮後逐漸提升活動量，而在上午 10-11 時有一晝間活動最

高峰，而後活動量漸減，在午後 14 時為一活動低點，入夜前 16 時為另一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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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由於日出時間較晚，冬季之行為觀察多在早上 7 時以後開始，且 7 時為早

上活動高峰，而後漸減，於午前 11 時達單日最低點，而後活動量漸升，午後 15

時達晝間活動最高峰，而呈現清晨、下午兩個高峰期的雙峰型活動模式（圖 17）。 

以天候狀況的影響而言，晴天（晴和晴時有雲）和陰天（陰和陰雨）對於水

鹿晝間相對活動量的影響並不顯著（Mann-Whitney U test，n＝472，P＝0.20），

而以晴天略高於陰天（0.74±0.26、0.69±0.30）。晴天於早上 9 時附近有一晝間活

動最低峰，且水鹿於晴天入夜前活動量為漸減的趨勢，與陰天入夜前活動量漸增

的趨勢相反（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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