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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論 

目擊率與棲地利用 

野生鹿科動物的目擊率受到動物本身利用該棲地之程度與觀察者本身的尋

找能力共同影響，有時並不能確實反映動物利用該棲地的程度多寡。鹿科動物目

擊率受到光線、植被等環境因子影響（Zagata & Haugen, 1974），也可能是動物本

身行為、活動範圍和族群量的季節變化等生物因子的影響（Sage et al., 1983），

故若能控制觀察者自身產生的尋找誤差，則目擊率多寡應只受到環境和動物本身

的影響，此時水鹿目擊率高低應能合理反映其受到各環境因子影響下，對高地草

原的利用程度。本研究中唯有筆者一人進行水鹿目擊率的資料收集，且筆者的尋

找方式為緩慢地步行，輔以雙筒望遠鏡協助搜尋，若發現遠方任何可疑的細點皆

進行確認，故應甚少遺漏出現在視線良好的高地草原上之鹿隻。再者，筆者僅在

光線充足的條件下進行尋找鹿隻和進行觀察記錄，在天候狀況不佳的情況皆不觀

察記錄，故除了極少數的地形死角無法確實觀察外，其餘的草原區塊於白天皆清

楚可見。除了 10 月至翌年 4 月間下午 5 時之後日落時間較早可能影響每日目擊

率外，其他時刻光線對本區水鹿目擊率的影響應微乎其微。磐石山區吾人最常於

清晨時分在高地草原目擊水鹿，其餘時段較少目擊，可能與實際水鹿對高地草原

棲地的利用有關，亦即高海拔台灣水鹿可能藉由森林和草原兩種不同棲地之間的

移動，達到自身較高的生存和繁殖利益。日落前（17-18 時）的樣本數多受到光

線不足的影響而降低，故實際水鹿利用高地草原的比例應高於此時段的目擊率。 

目擊率的高低亦會影響收集到的行為資料於一年各季的分布狀況，以本文為

例，各季行為觀察時間長短與各季目擊率高低為正相關，可能會影響吾人欲探究

的覓食和警覺行為的結果。雖然吾人能控制的僅是讓各季之工作時數相等，但無

法掌握天氣狀況好壞以及動物是否出現在草原棲地上。所得之結論雖可能產生部

分偏差，但吾人已就能力所及盡量增加水鹿觀察的時間，期望以增加各季的實際

觀察時數的方式，彌補無法讓各季觀察時數相等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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鹿群數量與組成 

磐石山區高地草原所目擊之水鹿平均鹿群數量（MGS＝1.32），且白天本區

最高的集群數量僅為 4（鹿隻/群），絕大部分皆落在 2 隻以下（97%），顯示磐

石山區高地草原的水鹿日間集群模式趨向單獨出現或 2 隻集群，唯有夜間可能有

聚集成較大群體的可能，例如本區水鹿於夜間曾在營地附近聚集成最高為 7 隻的

鹿群，但維持該鹿群的時間不過 3 至 4 小時，且僅有 1 次的記錄（個人觀察）。 

Geist（1998）認為相對於其他和水鹿同一亞屬（Rusa）的近親，例如群居

性較高的帝汶水鹿（sunda sambar, C. timorensis），雄性水鹿展示用的體表特徵

相較之下較不明顯（例如頸鬃疏短、鹿角粗短和尾巴體積較小等），可能跟水鹿

本身的群居性較低有關，但目前仍無法區分其因果關係。在天敵密度較低的情況

下，美洲紅鹿（C. elaphus）傾向於形成數量較小的群體（Hebblewhite & Pletscher, 

2002），而研究期間內並未發現任何的天敵痕跡，故本區水鹿可能由於天敵的捕

食壓力甚微而傾向不集群。一般而言，從隱蔽性較佳的棲地（例如森林）過渡到

草原等開闊棲地後，草食獸所組成的鹿群數量應會增加（Hirth & McCullough, 

1977；Kurt, 1978），本研究在森林界線上方之高地草原進行，距離森林仍不算

遠，以較大的地景尺度觀之仍可視為森林棲地之間的區塊；而其他亞種的研究亦

多在海拔不高的熱帶疏林中進行（Varman & Sukumar, 1994；Khan et al., 1995），

反而有林下較不隱蔽、類似開闊棲地的特性，此或可解釋本區水鹿之鹿群數量略

低於其他地區之原因。 

本研究絕大部分都是遠距離目擊和觀察動物，且觀察水鹿的時間較長，故若

有少部分同屬同一鹿群的個體仍停留在森林內，相對於全部的觀察樣本其發生機

率應不高，對研究結果影響應甚微。 

圈養條件下海南亞種的雄性水鹿在空間上趨於分離，雌鹿則趨於集群（應韶

荃等，1999），大抵與本研究觀察到水鹿集群結果一致。而本區幼體水鹿之群聚

比例遠高於成體，為各地水鹿的野外調查中首度披露。幼體水鹿出生重量約 4

公斤（楊錫坤及姜樹興，1989），出生後不久先採用躲臥策略（hider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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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藏於隱密處等待母鹿返回授乳。直到大約 35 公斤才會漸漸追隨母鹿一同活

動，之後改採隨行策略（follower strategy）（Shea, 1986；Shea et al., 1990），一邊

追隨母鹿覓食當地草料，偶而讓母鹿哺乳，台灣高山亦曾被報導過有類似的現象

（李玲玲及林宗以，2004）。 

整體行為模式 

    瞭解野生動物的行為模式及其面對不同環境因子的反應是瞭解該該物種生

態習性的初步工作，然而許多鹿科動物並非居住在視野遼闊的非洲疏林草原（e.g. 

Wronski, 2002），而主要棲息於密閉翁鬱的森林環境，自然環境下唯有特定的棲

地類型利於進行鹿科動物的直接觀察，例如水池周圍的空曠地（Barrette, 1977）、

植被低矮的蘇格蘭高地（Clutton-Brock et al., 1982a；Hester et al., 1999）、長年結

冰的極圈（Colman et al., 2003）、人為活動形成的草生地（Koga & Ono, 1994）或

架設樹屋於森林內部開闊處（Dinerstein, 1979）。本研究所處的環境類型近似於

蘇格蘭高地的低矮植被類型（Clutton-Brock et al., 1982a；Hester et al., 1999），但

本研究區域在海拔高度和降水量方面明顯較高。熱帶/亞熱帶地區通常底層植被

茂密，相當不利於進行動物的直接觀察，本研究選擇高海拔地區森林線以上的高

地草原進行水鹿行為的直接觀察，減少了中低海拔山區視野受限的問題，亦可以

初步瞭解熱帶起源的鹿種為了適應更嚴苛環境所做的行為轉換，此類動物對高度

的行為適應或許是促使原始熱帶鹿種適應高緯度溫寒帶等較嚴苛環境的演化力

量，騾鹿（Rocky mountain mule deer, Odocoileus hemionus hemionus）與其他四種

黑尾鹿亞種（black-tailed deer, Odocoileus hemionus）的型態和行為差異相當明

顯，其體型較大、覓食行為所佔時間較短、對食物的選擇性也較低，正是該亞種

在演化過程適應當地嚴苛環境（地形崎嶇、嚴寒氣候、食物種類和品質較低）的

結果（Geist, 1981）。故瞭解生存在高海拔的熱帶鹿種對於較嚴苛環境所採用的

行為適應，應有助我們對鹿科動物行為演化的瞭解，以及該鹿種未來擴張分布至

更高緯度的潛力（Geist, 1981）。高海拔地區與水鹿起源地的熱帶/亞熱帶平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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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外在環境條件上存在著相當程度之差異，故本亞種可能必須展現相當程度的

行為轉換以利適應高海拔環境，但目前仍缺乏與中低海拔棲地野生水鹿的行為資

料可供比較。然而吾人的直接觀察幾乎可以確定，台灣高海拔山區的水鹿可以藉

由不同季節覓食率和高地草原利用程度的調整，以適應高海拔四季變動較劇烈的

環境。再者，出現在高地草原的水鹿，其各項行為兼具分別以生存和繁殖的目標，

例如覓食和反芻行為提供水鹿生存的能量來源，而各項社會行為的展現則是該族

群順利繁衍的基礎。 

    水鹿如同許多野生的草食性哺乳動物，其晝間活動多以覓食行為為主，但不

同性別成幼的水鹿除了反芻行為沒有顯著差異外，其餘主要行為的時間分配皆有

顯著差異。不同性別紅鹿的反芻行為時間分配亦無顯著差異（Clutton-Brock et al., 

1982a），而本研究中的幼體水鹿與成鹿的反芻行為時間分配亦無顯著差異，故鹿

隻個體發育過程在斷奶後所需的反芻時間變化應不大。整體而言，高地草原觀察

到的水鹿反芻時間分配（約為7~8%）遠低於圈養條件下的不同亞種水鹿（約為

30~40%）（Semiadi et al., 1994）。本研究受限於無法長期追蹤特定個體，所得的

結果可能低估水鹿整體反芻行為的時間比例，原因是鹿隻可能傾向在森林裡或地

形凹陷處進行臥姿反芻，觀察者難以察覺，進而可能低估其反芻的時間比例。 

雌鹿以覓食行為佔日間活動時間的最大宗，相對地其餘主要行為所佔時間就

不如雄鹿和幼鹿。雄鹿以位移和社會行為居首，幼鹿在草原上則有相對較高比例

的時間偏向於不活動狀態的反芻和休息，顯示不同性別成幼的水鹿在高地草原活

動時的主要行為比重並不一致，故高地草原對於不同性別成幼的水鹿而言可能具

有不同的重要性。 

覓食行為 

動物面臨外在環境變化時可能改變其覓食策略，以達到最理想的覓食狀態

（optimal foraging model），或至少維持生存和繁殖的能力（satisficing model）

（Bunnell & Gillingham, 1985）。探討草食性哺乳動物的覓食策略可考慮三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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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分別是覓食時間、覓食地點和覓食內容（Bunnell & Gillingham, 1985）。高地

草原台灣水鹿的覓食時間分配在不同的性別年齡和季節之間皆有顯著至些許變

化，例如雌鹿的覓食率最高但四季變化較不明顯、雄鹿在秋季為覓食行為的高

峰、幼鹿覓食率最低且雖有季節變化但不顯著，這些觀察到的現象應足以說明水

鹿較可能藉由調整覓食行為時間分配的策略，達到至少維持生存和繁殖能力的目

標。此外，春季為雄鹿鹿茸的生長期，雄鹿對營養的需求應較高，但該季雄鹿的

覓食率卻最低（圖 8），且鮮少觀察到雄鹿出現在高地草原，故相較於其餘兩個

性別年齡階層，雄鹿更有可能藉由選擇高地草原以外的覓食地點（例如遷移至較

低海拔或停留在森林內不到高地草原活動）達到自身較高的生存或繁殖利益。 

考慮覓食內容時，可先初略將草食獸分為三種主要的覓食型態，分別為精食

者（concentrate selector）、粗食者（roughage eater）和中間型兼食者（intermediate 

feeder）（Bunnell & Gillingham, 1985；Hofmann, 1986；Putman, 1988）；進一步再

來探討動物詳細的覓食內容為何（Bunnell & Gillingham, 1985）。根據不同研究的

野外調查結果，相較其他鹿種（例如白尾鹿），與其共域的水鹿可攝食更多樣的

植物種類（包含樹葉類和草類）（Shea, 1986；Shea et al., 1990），或在食物種類

較單調的環境中特別攝食豐度最高的草類（李玲玲及林宗以，2003），而有兼具

食葉者（browser）和食草者（grazer）的食性。加上水鹿的型態、消化腺和腸胃

道等生理構造特徵適合兼食多樣的樹葉和草料（Hofmann, 1985），許多研究將其

列為中間型偏粗食者（李玲玲及林宗以，2003；Hofmann, 1985；Padmalal et al., 

2003；Putman, 1988）。本研究中水鹿絕大數（>90%）的食物種類為構成高地草

原主要組成的禾草類（特別是玉山箭竹），與李玲玲及林宗以（2003）在台灣高

海拔山區的太平溪源以糞便推估水鹿食性的結果一致，故相對於上述另兩項覓食

行為的面向，覓食內容對高海拔台灣水鹿覓食行為的影響應較不重要。 

除上述三大覓食行為面向的探討外，胡正恆等（1994）亦指出墾丁地區的台

灣梅花鹿採食高度在不同季節會隨著植物來源的變化而進行調整，以符合當地各

項植被豐富度和可及性的季節變化。高地草原上玉山箭竹植叢的地下莖相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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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可以儲存光合作用的產物並輸送養分至其他植株以供成長需求，故玉山箭竹

生長沒有明顯的落葉乾枯期，而是不同植株不同部位的葉片輪流冒出、生長和枯

落（陳玉峰，1998），一年四季除短暫覆雪之外，本區玉山箭竹的豐度足以供應

該水鹿族群所需，加以植被高度較低，除了局部地形起伏的影響外，本區水鹿絕

大部分的攝食姿勢皆為低階攝食，即攝食時頭部位置低於或與肩高等高，頸部下

擺或平抬以攝食植物，故此攝食姿勢對本區水鹿的覓食行為應無影響。 

草食性哺乳動物的覓食行為受到動物內生的因素（消化系統、年齡、性別、

體重和生理代謝等）和外在環境限制（陽光、季節、獵捕壓力和植物生長狀況等）

的影響，而有不同的覓食時間分配（Bunnell & Gillingham, 1985）。以內在因素而

言，不同性別成幼的水鹿分屬不同的性別年齡階層，彼此體重不一致，生理狀態

和代謝高低也不一樣，可能是造成性別年齡之間覓食行為差異的主要因素。成體

雄鹿和成體雌鹿除了藉由攝食行為獲取能量以維持身體基本代謝需求之餘，尚須

投注許多能量於繁殖活動。長期性擇的結果促使雄性鹿隻將繁殖能量投資能與同

性競爭而獲勝的活動上，以確保能與一定數量的發情雌鹿進行交配，進而獲得繁

殖自身後代的利益；雌鹿則是在短暫的發情期與雄鹿交配過後即進入妊娠期，主

要能量投資在哺育仔鹿（Clutton-Brock et al., 1982a），尤其在妊娠末期和哺乳期

雌鹿的營養需求大增，雌鹿勢必需要投注更多時間於覓食活動以獲得充足營養，

進而提供胚胎發育需求以及分泌幼鹿成長所需的乳汁（Clutton-Brock et al., 

1982b）。然而熱帶/亞熱帶低海拔地區的雌性水鹿全年皆可產下仔鹿，無論是在

野外（Mishra & Wemmer, 1987）或圈養狀態（楊及姜，1989），顯示整個族群裡

面的雌性水鹿的發情期應在不同月份輪流出現，故在同一族群內特定月份每一雌

性水鹿個體的繁殖狀態可能皆不同，若觀乎整個族群，則其妊娠末期（至少兩個

月，整個妊娠期為八個月）和哺乳期（至少兩個月）導致的營養需求最高峰可能

平均分散至全年各月份。本研究無法進行標記或藉由自然體徵以區分雌性個體，

僅能得到整個族群內所有雌鹿的覓食率平均值，故若如上所述，本族群中雌鹿各

月營養需求的平均值差異應不大，進而可能維持雌性水鹿四季覓食率平均值的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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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實際觀察到雌性水鹿覓食率的季節變化亦無差異，符合上述推論所預期的

結果。然而高海拔山區四季區隔的氣候型態遠較低海拔明顯，高海拔雌性水鹿是

否正如吾人預期般維持低海拔的發情模式仍有待進一步的直接證據。 

高地草原水鹿覓食率的外在環境限制主要可能是棲地植物品質的季節性變

化所造成。整體而言，研究期間水鹿之覓食率以夏季最低，然而其他台灣中高海

拔山區（觀霧、大雪山和望鄉）玉山箭竹葉子部位的含氮量呈現夏季最高，而往

春、冬兩個季節逐步遞減的趨勢，但其含氮量變化程度不大（郭寶章、張明洵，

1984），高海拔磐石山區的玉山箭竹含氮量可能亦呈現類似趨勢。在營養最豐富

的季節，鹿隻可能不需花費太長攝食和尋食時間即可獲取足夠營養，例如與植物

生物量最豐富的夏季互相比較，美洲紅鹿（C. elaphus nelsoni）反而在植物可食

葉片密度較低的秋季大幅增加其食物攝入率和每口攝食量（Hudson & Watkins, 

1986）。此外，環境因子（溫度、海拔）可能延後本區玉山箭竹的主要成長季節，

或玉山箭竹本身全年生長的特性，可能是導致整體水鹿的覓食最高峰延至秋季的

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尼泊爾地區的水鹿偏好攝食生長週期末段的植物葉片

（Dinerstein, 1979），此種喜食植物生長階段末期的覓食習性，亦可能是導致水

鹿覓食活動最高峰自食草最富含營養的夏季延後至秋季的原因之一。 

磐石山區唯有雌性和幼體水鹿的覓食率季節差異不大，而雄鹿的覓食率存有

顯著的秋季高峰。許多溫帶鹿種例如成年雄性梅花鹿於秋季繁殖期時花費許多時

間於社會行為，進而大幅減少覓食時間的支出（Koga & Ono, 1994），而紅鹿和

黑尾鹿亦在繁殖期間專注於社會行為的展現，導致覓食行為的時間比例大為衰減

（Clutton-Brock et al., 1982；Gillingham et al., 1997）。屬於熱帶鹿種的高海拔雄

性水鹿雖也在秋季附近出現社會行為時間分配的高峰，但該季節亦同時是覓食率

最高的時候，除了顯示熱帶起源的水鹿與適應溫帶氣候的鹿種之間的交配策略存

有差異外（Bubenik, 1985），兩種不同類型的鹿種在繁殖高峰期間採用的覓食策

略亦有明顯差異。雄性水鹿的覓食行為在繁殖高峰時仍維持在較高狀態，應和雌

鹿輪流發情導致水鹿為「連續性的一夫一妻制」繁殖策略有關（見下文）。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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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溫帶地區的雄鹿，雄性水鹿不需如同溫帶鹿種犧牲覓食時間以換取巨大的繁殖

利益，故在其繁殖活動相對高峰的季節仍維持相當高的覓食率。 

覓食選擇 

吾人用來計算水鹿覓食選擇的兩項指標（尋食率和選擇指數）皆獲得一致的

結果，且其呈現高度正相關，顯示若樣本數達到一定量，則直接以未經處理的尋

食率即可有效反應水鹿的覓食選擇，為較直接簡便且具有一定信度的方法。然而

幼鹿兩者之間的正相關較低，應是樣本數過少或是幼體水鹿本身尋食行為不同於

成體所致。 

雌性水鹿花在覓食行為的時間比例雖遠高於雄鹿和幼鹿，但其攝食率與其他

兩者並無顯著差異，且雌鹿的尋食率和選擇指數皆遠高於幼鹿和雄鹿，此顯示雌

性水鹿攝食率雖未特別高，但其覓食選擇遠高於餘兩者。然而，本研究結果與日

本梅花鹿為成體雄鹿覓食選擇最高的趨勢相反（Koga & Ono, 1994），該研究亦

比較不同生長階段的雌雄梅花鹿，發現同一性別的鹿隻在成年後覓食選擇大幅增

加，而本研究僅將水鹿分為成體和幼體，並無法區分不同生長階段的雌雄水鹿。

此外，該地區雄性梅花鹿因為要滿足鹿角發育所需的礦物質需求，傾向於攝食灰

份含量較高的闊葉草本和灌叢植物的葉片（Koga & Ono, 1994），而本區雄性水

鹿並未出現選食闊葉草本和灌叢植物的食性，應是本區玉山箭竹豐富度極高、其

他植物種類較少的緣故，然而亦無法排除雄鹿於春季鹿茸生長期遷移至較低海拔

選食其他植物種類的可能性。另外，雌性水鹿相對的瘤胃容量較小，且生理狀態

常維持妊娠或哺乳的高營養需求狀態，勢必需要花費較多時間以選擇營養價值相

對較豐富的玉山箭竹可食部位，以彌補胃容量的不足和較高的營養需求，是以雌

鹿覓食時花費於選擇食物的時間高於其餘兩者應是合理現象。 

高地草原活動的台灣水鹿覓食選擇大致以春季最高，而後逐季緩慢降低，冬

季之覓食選擇達到一年最低點（圖 11、圖 12），顯示在冬季食物品質和食物豐度

較低時，水鹿對食草的選擇傾向於低選擇性，但其覓食率不必然為最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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覓食警覺性 

許多草食性哺乳動物覓食時若僅專注於地面的食物，則無法對周遭掠食者的

存在或逼近做出警覺行為，進而增加自身被捕食的風險（FitzGibbon, 1989）。故

動物必須暫時中斷覓食過程，投注部分心力掃視周圍環境，藉由提早偵測掠食者

的動靜以減少被天敵捕殺的機率。對草食獸而言，掃視行為有部分時間為動物處

理口中食物的時間（Fortin et al., 2004），表現在外的是鹿隻覓食過程身體靜立但

嘴部咀嚼已攝入之草團，高地草原水鹿約花費 12.6％的掃視時間於處理已攝入之

食團，故該掃視行為除具有警戒天敵的功能外，亦與覓食行為的食物處理有關。 

動物覓食時警覺性的野外研究可藉由諸如掃視行為的時間分配（掃視比例）

（Burger & Gochfeld, 1994；Lagory, 1986；Quenette & Gerard, 1992；Underwood, 

1982；Wolff & van Horn, 2003）、掃視頻率（Clutton-Brock et al., 1982a）、掃視間

隔時間（Lawrence, 1985）和群體中出現掃視行為的個體比例（Lipetz & Bekoff, 

1982；Underwood, 1982）等指標進行探討，大多數的研究以單一指標行之（see 

review by Elgar, 1989），本研究則兼採前三項指標。除了掃視間隔時間長度應與

警覺性多寡呈負相關外，其餘三項皆與警覺性多寡呈正相關。本研究大多數的探

討皆指向相同的趨勢，即除了不同性別成幼的因子有顯著差異外，其餘鹿群數

量、組成和棲地類型對水鹿覓食警覺性的影響多不顯著，其中唯有不同棲地類型

的掃視比例和帶著幼鹿的母鹿之掃視頻率兩項因子對水鹿覓食警覺性有顯著影

響。計算掃視比例時並未設立較高之門檻（僅要求樣本需為超過 5 分鐘的覓食回

合），然而掃視頻率和掃視間隔時間皆設定更高的門檻（至少需含 4 次以上的掃

視行為或 3 次以上的 ISI），故樣本數大為縮減，進而導致有些因子對警覺性影響

的顯著性位於 P＝0.05 的臨界值附近，例如有無和幼鹿一起出現的雌鹿掃視間

隔，若欲進一步確認其差異是否確實顯著，需要收集更多資料。 

水鹿在南亞大陸是老虎、獵豹（leopard Panthera pardus）和南亞野狗（dhole 

Cuon alpinus）的主要獵物之一（Karanth & Sunquist, 1995；Schaller, 1967；Varman 

& Sukumar, 1994），在台灣山區則可能被台灣黑熊和雲豹捕食。雲豹的族群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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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低已瀕臨絕種，應不致對於水鹿族群造成太大影響；而台灣黑熊的排遺中確曾

有食用水鹿的記錄（吳幸如，私人通訊），但黑熊之主要食物來源為植物類，水

鹿有可能是死亡後的屍體被黑熊食用，故目前並無黑熊直接攻擊水鹿致死的記

錄。研究樣區位於高海拔山區，雖然台灣黑熊有時會在高海拔山區被目擊（個人

訪查資料），但研究期間內並未發現任何這類大型掠食者的痕跡，加上吾人未曾

觀察到本區存在人為狩獵活動進行，是以本區水鹿被捕食壓力就算有，也是微乎

其微。捕食壓力的缺乏可能削減水鹿警覺性的強度，進而可能導致本研究中大部

分的環境因子對水鹿警覺性的影響多不顯著。Wolff & van Horn（2003）即指出，

美洲紅鹿的警覺性在掠食者存在的環境中遠高於缺乏掠食者的環境；此外，非洲

黑斑羚（Aepyceros melampus）和牛羚（Connochaetes taurinus）在有大型貓科動

物的棲地中必需花費在掃視行為的時間大幅增加（Hunter & Skinner, 1998），顯

示掠食者對草食性有蹄類動物警覺性強弱的影響力是相當明顯的。然而就算環境

中無天敵存在、捕食壓力幾近於零，有蹄類動物仍會花費些餘時間維持少量的警

覺性（Hunter & Skinner, 1998），本區水鹿處於無天敵環境，但覓食過程仍平均

約花費 10％的活動時間於掃視行為。 

水鹿覓食過程之掃視比例主要受到性別-年齡和棲地類型的影響，鹿群數量

和群內組成對鹿隻警覺性的影響並不顯著。吾人原先推測成年雄鹿體型較大且擁

有抵禦天敵的武器，故覓食時警覺性應小於成年母鹿和幼鹿，但掃視比例卻以雌

鹿最低。Elgar（1989）回顧 5 種警覺性存有性別差異的鳥類，其中雄性和雌性

個體的警覺性在不同鳥種間互有高低，而認為掃視行為的性別差異難以用單純的

性別因子解釋，而且性別因子是個容易與其他重要效應混淆的因子（confounding 

variable），可能與群體中的性別組成比例和群體數量有關。吾人亦認為高海拔水

鹿警覺性的性別差異應與水鹿本身的集群型態和覓食活動有關，例如雌鹿在鹿群

中的領頭現象（見下文）、以及雌鹿全年覓食率皆維持在較高水準。另一方面，

幼體水鹿之掃視頻率顯著大於成體水鹿，指的是幼鹿在單位時間內產生掃視行為

的次數較多，吾人推測幼鹿的掃視行為除前述之偵測天敵等功能外，亦可能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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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鄰近母鹿的功能。而且，此時幼鹿可能尚未到達完全斷奶狀態、所需攝食草

料的時間分配較短而較常中斷覓食過程所致，因為在吾人對掃視行為的定義裡，

鹿隻只需其中斷覓食回合改採靜立行為即視為覓食過程中掃視行為的展現。 

與小鹿結群出現之母鹿覓食警覺性通常大於未與小鹿結群之雌鹿，尤其是在

掠食者存在的環境（Burger & Gochfeld, 1994；Hunter & Skinner, 1998；Wolff & van 

Horn, 2003），育幼期的雌性野山羊（ibex）亦較非育幼期的雌羊展現較高的警覺

性（Toïgo, 1999），雖然此類草食獸的母性效應對母獸警覺性的影響於上述研究

中皆被證實，但本研究中並不顯著，甚至在掃視頻率的分析中，與幼鹿成群的母

鹿之掃視頻率反而顯著低於其他類型群體中的雌鹿，除了本區缺乏掠食者直接的

捕食壓力外，應與水鹿母子之間的低度社會互動有關。印度地區水鹿集群時常以

一隻雌鹿為領頭者，往一特定方向前進並進行覓食行為，而其他成員緊跟在雌鹿

後方往同樣的方向前進（Schller, 1967），本地區亦觀察到此種雌性水鹿的「領

頭帶隊」的現象，且其出現比例佔了全部有雌鹿在內的鹿群 90％以上的機率。

故除了天敵存在與否的影響外，水鹿警覺性的「母性效應」不明顯亦可能是上述

鹿群組成時雌性水鹿的「領頭」現象所導致。 

在群居的哺乳動物中，雖然形成群體時總和的警覺性（collective vigilance）

會增加，但生活於群體裡的個體警覺性（individual vigilance）大多會降低，此乃

群體數量之影響，在許多動物皆獲得證實（Lipetz & Bekoff, 1982；Quenette & 

Gerard, 1992；Underwood, 1982），但針對群居性和社會性較低的動物分類群則鮮

有研究，水鹿即是其中一例。磐石山區台灣水鹿於白天不集群而傾向獨居，若群

體數變高反而可能會因周圍個體的存在而增高其警覺性。Treves（2000）回顧許

多靈長目動物的警覺性，發現其群數效應多半不顯著，作者觀察到群體數量增

加，同種內的威脅衝突也可能隨之增強，進而個體必須維持更高的警覺性於觀察

同群內其他個體的動靜（within-group vigilance）。故吾人推測對傾向獨居的草食

獸而言，形成群體時可能反而會增加個體之間互相干擾的程度，而使個體對同群

內其他個體的警覺性增加，此情形在同性的雄性個體之間可能更為明顯，但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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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可能因為樣本數較低而無顯著差異。此種同群成員之間的競爭關係常被研究

者忽略（Elgar, 1989）。水鹿聚集成群可能非以躲避天敵為主要目的，而是增加

其他有益於繁殖或生存的社會活動，例如雄鹿傾向接近發情期的雌鹿以獲得交配

繁殖的機會，或是幼鹿趨近於親生母鹿以獲得授乳或互相舔癢的好處。但仍不能

明確地區分水鹿的社會性、警覺性和形成鹿群之間的因果關係，尚須進一步研究。 

本研究中整體水鹿在森林邊緣活動時，其掃視比例遠低於草原類型，吾人推

論森林棲地對在草原上活動的水鹿可能具有隱蔽處的效果，水鹿可能越接近森林

棲地越感到安全。然而白尾鹿在開闊的草原警覺性遠低於林地內部的草地和森林

（Lagory, 1986），而騾鹿的警覺性亦在草原或森林棲地活動時遠低於森林邊緣

（Altendorf et al., 2001），應是當地的掠食者（山獅 Puma concolor）的掠食策略

為潛伏於隱密處的森林棲地，伺機伏擊此兩種鹿科動物所致，因為在開闊的草原

棲地有遠離掠食者和提早察覺掠食者的效果，鹿隻在森林邊緣活動時反而有如接

近危險處，故會增高其警覺性。另一方面，若獵物和掠食者同在森林棲地時，鹿

隻可藉由地形或植被以躲避敵害，其察覺掠食者之後的避敵反應會比以提早察覺

掠食者為首要目的之警覺性更加重要。此外，除以棲地類型解釋水鹿掃視比例差

異的成因之外，亦可用距離安全處的距離解釋此現象。草原上活動的水鹿面臨人

類接近時的典型避敵行為乃是往森林的方向奔逃，顯示森林棲地可提供鹿隻的藏

匿需求，故距離森林邊緣越近時，水鹿所需的警覺性應該較低，與上述潛伏型天

敵存在環境下的鹿隻警覺性反應不同（Altendorf et al., 2001；Lagory, 1986）。 

繁殖和社會行為 

雌性水鹿全年皆可生產仔鹿，而其生產高峰依地區而定，並沒有特定的生產

高峰，例如尼泊爾奇望國家公園比較集中於六、七月（Mishra & Wemmer, 1987），

而美國聖文森島則介於七月至隔年二月之間。演化過程中較早出現的熱帶鹿種多

屬於連續性的一夫一妻制度（serial monogamous），其先決要件乃是雌性個體的

發情期分散於全年各月，水鹿亦屬於這種繁殖制度，但也有可能為雄性獨佔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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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隻個體的妻妾群（Bubenik, 1985；Schaller, 1967），高海拔水鹿的觀察結果亦支

持前人觀察到的連續性的一夫一妻和雄鹿獨佔小群雌鹿的繁殖制度皆可能存在。 

雄鹿標示行為的出現（7-12 月）與雄鹿社會行為比例較高的高峰月份（8 月

-12 月）同步，顯示雄性水鹿的標示行為應具有展示氣味、與同性對手競爭良好

棲地和吸引異性配偶等與本身發情狀態相關的功能。Nowak & Paradiso（1983）

曾言雄性水鹿發情期會建立小型繁殖領域，而等待發情的雌鹿加入，然而吾人的

觀察結果缺乏支持雄性水鹿發情期佔領特定領域的證據，且同性的雄鹿之間常可

彼此容忍對方的存在，而傾向支持 Schaller（1967）於印度地區的觀察，其亦不

認為雄性水鹿會佔據特定的發情領域。大部分的水鹿繁殖群為一雌鹿和一雄鹿組

成的單配群（表 2），但吾人亦曾觀察到單一優勢雄鹿擁有三隻雌性個體的妻妾

群（harem），該優勢雄鹿體型略較其他雄鹿為高大，鹿角明顯較長（尤其是眉支

長度超過 1/2 主幹的長度），擁有小型妻妾群或雌雄成對的繁殖方式在本區較為

盛行，可能也是各地水鹿普遍的繁殖集群方式。 

Schaller（1967）未曾觀察過雄性水鹿抵角打鬥，美國聖文森島的水鹿未曾

被觀察到有後腳站立前肢騰空的行為（Shea, 1986；Shea et al., 1990），本研究則

皆曾觀察過各類已知的社會行為種類，並初步瞭解雄鹿各項標示行為的出現流程

和機率（圖 14），但樣本數仍不足以進行各項標示行為的功能分析。磐石山區於

秋季天氣狀況最為穩定，適合觀察的天數大增，且適逢水鹿各類社會行為出現的

高峰，值得鎖定此時期進一步收集水鹿社會行為方面的資料。 

自我修飾 

自我修飾為其他行為中最常見的行為種類，該行為的主要功能為草食獸主動

移除體表附生的蛛形綱外寄生蟲，自我修飾率與辛巴威黑斑羚外體表寄生蟲成蟲

的密度呈現顯著之正相關為最直接之證據（Mooring, 1995）。此外，自我修飾不

只受到外在因子影響，動物本身也會有內在的調控機制維持一定比例的自我修飾

率，此論點已由動物園內完全去除外寄生蟲後的實驗加以證實（Mooring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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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美國聖文森島的印度水鹿體表至少有 13 種外寄生蟲（Davidson et al., 

1987），但目前吾人尚未獲得野生台灣水鹿的外寄生蟲資料。 

雄性水鹿的自我修飾率遠低於雌鹿和幼鹿，但不同性別年齡之間體型差異造

成的自我修飾率多寡在其他鹿種可能有不同反應，以糜鹿為例，其幼鹿的自我修

飾率和體表外寄生蟲密度皆最高，雌鹿之值反而是最低（Mooring & Samuel, 

1998）。高海拔雄性水鹿偶有泥浴行為而雌鹿未曾出現，該行為除了標示本身氣

味外，應亦有移除體表外寄生蟲的功能，故其自我修飾率遠低於餘兩者，泥浴行

為可能對雄性鹿隻造成的自我修飾率影響為上述糜鹿的野外研究（Mooring & 

Samuel, 1998）未曾提過的，值得深入探討。另外學者根據體型越小的幼體越需

補償相對較多的被寄生損失，而推論幼體的自我修飾率應最高，例如動物園中的

印度水鹿（C. u. niger）和馬來西亞水鹿（C. u. malaccensis）確實皆以幼體最高，

而提出同種內體型大小原理，即同種內的幼鹿自我修飾率應遠高於成體，雌性成

體又高於雄性成體（Mooring, 1995；Mooring et al., 2002）。但磐石山區不同性別

年齡水鹿的自我修飾率以幼鹿最低，並不支持上述原理，應有其他內在自我調控

機制之外的外在環境因素影響本區不同性別成幼水鹿的自我修飾率。水鹿以冬季

的自我修飾率（0.79±1.41）遠低於春、夏、秋三季，應是反應不同季節外寄生蟲

的活動高低和密度多寡，野生黑斑羚在乾冷季節的自我修飾率遠低於其他季節，

即反應當地該季節動物體表的外寄生蟲密度處於全年最低值（Mooring, 1995）。 

排糞率 

排糞率的計算為族群估算的重要參數之一（李玲玲及林宗以，2004；Putman, 

1984），然而野外的排糞率資料收集不易，故常用圈養動物的排糞率作為替代（例

如：陳彥君及侯人榮，1989），然而甚少有研究者評估以圈養個體的排糞率作為

野外族群的排糞率參數是否適當。動物園的成體水鹿每日排糞率為 10.3 回，幼

體水鹿每日排糞率為 6.6 回（陳彥君及侯人榮，1989），但排糞率受到食物種類

等因子的影響，攝食較多精緻草料者應有較低之排糞率。高海拔成體水鹿雖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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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養環境中可以長期觀察同一個體，然而觀察時間若足夠，仍具有相當之可信

度。本區水鹿每日排糞率為 8.62 至 14.08 回，幼體水鹿為 5.86 至 16.80 回，其與

動物園圈養環境的差異並不大，顯示兩者雖攝食食物種類不同，研究方法亦有差

異，但所得之排糞率結果相當接近。然而野外收集糞便進行族群估算時仍須注意

水鹿排糞行為的特性，水鹿的排糞行為有將近一半的機率為邊走動邊排糞，且有

時可間隔數十公尺。故以糞便作為水鹿生態研究的材料時，必須注意短距離內的

糞堆樣本可能有重複取樣的潛在風險。 

搖耳率 

搖耳率為草食獸遭受昆蟲（特別是雙翅目）騷擾的外在指標之一，其中的吸

血性昆蟲大量出現時會減少動物的覓食行為比例（Hagemoen & Reimers, 2002），

進而對動物的後續的體重和存活率造成負面影響（Colman et al., 2003）。氣溫會

影響雙翅目昆蟲的活動，其活動程度隨溫度或輻射熱增高而呈現正向相關，此

外，雲量和太陽輻射量亦會影響昆蟲出現之密度（Colman et al., 2003；Hagemoen 

& Reimers, 2002）。磐石山區水鹿站姿或臥姿時氣溫和搖耳率之間皆呈現顯著之

正相關，故搖耳率應能有效反應騷擾鹿隻的雙翅目昆蟲密度。氣溫小於 5 度 C

時水鹿幾乎不搖耳，在 5 度 C 以下時北歐馴鹿（Rangifer tarnadus tarnadus）亦

幾乎不受雙翅目吸血性昆蟲騷擾（Colman et al., 2003），顯示低溫確實會降低騷

擾鹿隻的昆蟲數量，高海拔水鹿應較中低海拔地區的水鹿減少許多蟲擾之苦，但

水鹿晴天活動於高地草原則無法免除太陽輻射帶來的昆蟲，中低海拔的水鹿可藉

由微棲地的選擇，例如躲避在氣溫較低、昆蟲活動量亦較低的林蔭下，減少被昆

蟲騷擾的機會，而吾人亦觀察到營地周圍的雄性水鹿於近午時分若遭嚴重的蟲擾

（表現出來的是相當頻繁的搖耳行為），即會奔回森林內部，直到傍晚氣溫降低、

昆蟲活力下降時才可能再度出現於營地附近。 

磐石山區水鹿不同性別年齡之間以雌鹿的站姿搖耳率遠高於其餘兩者，應是

不同性別成幼對蟲擾的容忍度不同所致，然而茸角期雄性紅鹿的晃頭率（較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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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蟲擾程度更嚴重的指標）遠比雌性紅鹿高，應是該研究期間雄性紅鹿正值茸

角期，而吸血性昆蟲特別喜歡叮咬鹿茸所致（Sleeman & Gray, 1982）。雖然站姿

和臥姿搖耳率的取樣方法不同，但任一姿勢下三種不同性別成幼水鹿之間的搖耳

率趨勢應為一致，幼體水鹿在臥姿時的搖耳率高於其餘兩者，與站姿時的搖耳率

為三者中最低的趨勢不同，顯示幼鹿在臥姿時較成鹿難以忍受蟲擾，可能是幼鹿

坐臥時多不與其他鹿隻集群（此時集群率僅為 31.3％），蟲擾強度不被鄰近的其

他鹿隻分擔所致。 

活動模式 

有關動物活動模式的研究大多藉由附有活動感應器（motion-sensor）的無線

電追蹤技術進行（例如：陳怡君，2001；Shea, 1986；Shea et al., 1990），其資料

取得方式乃是藉由無線電發報器所傳出的活動量訊號，經過收訊器材接收後加以

判讀，故儀器本身的精準度、訊號多寡和動物實際活動量之間的相關性皆可能影

響所得之結果，好處是受天候之影響較小，且可以長期追蹤已上標之特定個體，

或進一步進行活動範圍的研究。本研究乃藉由直接觀察所得的行為種類分類為活

動或不活動後換算成相對活動量，好處是不需經由儀器轉換免除測量誤差，且由

細分之行為種類反推回動物活動與否幾乎無誤差；缺點是受天候和光線之影響較

大，且無法長期追蹤特定個體，但取樣數量若足夠應具一定程度之代表性。本研

究採用之相對活動量指標應能有效反應動物實際的活動狀況，故亦為其他鹿種的

行為研究者採用（郭國偉，1994）。 

在開闊的高地草原活動的水鹿，其整體晝間活動量與季節、性別成幼和兩種

天氣型態分組之下的水鹿晝間活動量皆呈現明顯之多峰型活動模式，且以午前

10 時和入夜前 16 時最高，與生存在低海拔熱帶/亞熱帶地區的水鹿全日活動模式

呈現以清晨 6 時和晚間 22 時為主要活動高峰的晨昏活動（crepuscular）模式有

所差異（Shea, 1986；Shea et al., 1990）。除了兩者資料收集的方式有異之外，推

測主要仍與本區海拔較高、氣溫較低、鹿隻不需避開午間的高溫有關。整體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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晝間出現於高地草原的水鹿活動量相當高，其平均相對活動量多在 70%以上，顯

示晝間使用高地草原棲地的水鹿較傾向於活動狀態。 

在印度中部和中國，水鹿白天主要棲息於森林內部，直到夜間才會移動至草

原類型的棲地活動（盛等，1992；Porwal et al., 1996），熱帶地區的斑軸鹿（chital, 

Axis axis）在熱季時除了晨昏之外，幾乎不會出現在疏林和草原地帶，而呈現晨

昏活動的草原使用方式（Dinerstein, 1979），顯見氣溫過高時的確會令熱帶、亞

熱帶地區的鹿科動物增加熱急迫（heat stress）的可能性，進而驅使動物的活動

區域偏向樹冠層濃密、可供遮蔭的森林地帶，以避開午間過高的氣溫和輻射熱。

亞熱帶高海拔磐石山區的目擊率結果顯示台灣水鹿於不同季節的各個時段都會

出現於磐石山區的高地草原，且於午間氣溫最高的時段並非高海拔水鹿在高地草

原活動最低潮的時段。此外，天候為晴天或陰天對水鹿活動並無顯著影響，但在

晴天的早上 9 時附近為高海拔山區氣溫明顯自夜間低溫回升的時刻，此時鹿隻較

不活動。總結以上兩項結果，吾人認為在高海拔山區活動的水鹿族群可能較低海

拔地區的族群不受午間常見高溫的限制。 

磐石地區水鹿各季節晝間相對活動量以冬季和夏季遠低於其餘兩季，活動量

的季節性變化遠比熱帶低海拔地區（Shea, 1986；Shea et al., 1990）高，除了研

究方法的差異外，應是本區地屬高海拔山區，環境的季節變化遠較熱帶棲地明顯

所致。冬季之各時刻相對活動量幾乎皆較其他三季為低，可能與該季節相對氣溫

較低、較不受昆蟲干擾有關，因為水鹿的靜臥和反芻行為等長期不活動狀態可從

森林內部陰蔭處移至高地草原進行。夏季則可能受到較高氣溫影響，於午前 11

時有較低之活動量，而晨昏的活動量較低可能是該時段臥姿休息或反芻等不活動

行為出現比例較高所致，進而導致該季整體之活動量較春秋兩季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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