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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壹壹壹壹、、、、溪流蛙類資源分配溪流蛙類資源分配溪流蛙類資源分配溪流蛙類資源分配 

一一一一、、、、資源利用資源利用資源利用資源利用差異差異差異差異 

兩棲類生殖活動會隨著季節有消減的現象（Bertoluci and Rodrigues, 2002）。

本研究中四個物種的繁殖季節各有所不同，推測可能與各物種本身生理忍受上的

差異有關，以秋冬型的盤古蟾蜍而言，在氣溫 9℃時即有活動紀錄；而代表春夏

型的褐樹蛙在氣溫高達 26℃時仍有紀錄。朱（1996）在對台灣北部溪流蛙類群

聚研究中發現，兩棲類物種間因為生殖季的不同，造成不同季節上的物種組成有

所差異；類似情況在靜止水域生殖的兩棲類也有發現（高，1994；張，1996）。 

在溪流環境中，陸域環境由大小不同的石頭所組成。而研究中的四個物種，

均顯著偏好停棲陸域環境（表 1）。四個物種中，除了拉都希氏赤蛙沒有明顯底

石偏好外，其餘褐樹蛙、盤古蟾蜍和斯文豪氏赤蛙均偏好使用大於 51.2cm以上

的 6號石頭，表示三個物種在棲地利用上有相同偏好；雖然斯文豪氏赤蛙在偏好

上未達顯著標準（p = 0.06），但是就其使用 6號石的比例而言，為記錄到所有斯

文豪氏赤蛙個體的 63.6％，這可能是樣本數不足的因素所造成。褐樹蛙偏好停棲

河道中較大石頭的現象，在朱（1996）、林（2001）與林等（2003）的研究中也

有相同的發現，推測褐樹蛙選擇較大石頭停棲的行為，有利於鳴叫聲音的傳播；

停棲在大石頭通常高度也較高，聲音較不容易被周遭的石頭所干擾，利於自身叫

聲的傳送；Penna and Solis,（1996）在對細趾蟾（leptodactylid frog）的研究中發

現，雄蛙會利用周遭環境的差異來增加自身鳴叫的傳送。另外大石頭在白天時經

過日照，相對於小石頭於夜晚能夠保留較高的熱量，有利於屬於外溫動物的兩棲

類進行生殖活動（Begon and Townsend, 1990），這也可能是溪流蛙類選擇停棲較

大石頭的原因之一。生理構造的差異，可能是造成棲地利用不同的因素之一

（Ricklef et al., 1981），在停棲高度上，褐樹蛙和斯文豪氏赤蛙的趾尖有吸盤，

相對於沒有吸盤構造的盤古蟾蜍和拉都希氏赤蛙，停棲高度顯著較高，也能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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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不同的棲地環境，例如植物體和石頭的斜面（朱，1996），因此雖然溪流蛙

類同樣有偏好利用大型石頭的現象，但是在所利用的高度上，由於形態構造的限

制也能將物種在棲地利用上區隔開來。 

以 IRI相對重要指數分析四個物種的食性利用，褐樹蛙和拉都希氏赤蛙相對

重要指數最高的食物種類是鱗翅目幼蟲（76.12和 64.17）、盤古蟾蜍為倍足綱的

馬陸（40.56）而斯文豪氏赤蛙為蜚蠊目（33.87），物種之間利用的食物種類差異

不小，可能是降低覓食競爭的因素之一；侯（2000）對南仁山四種兩棲類的食性

研究中發現，盤古蟾蜍主食為膜翅目的螞蟻；這與本研究中的結果不同，由於本

研究中膜翅目在盤古蟾蜍的相對重要指數為 21.91，僅次於馬陸，推測相同物種

所利用食物組成不同，可能是由於環境中食物資源量的差異所造成（Hirai and 

Matsui, 2001a）。Swart and Adams,（2004）發現兩種共域的蠑螈，由於生理構造

上的差異，造成所利用的食物類型不同。本研究中的四個物種，盤古蟾蜍和斯文

豪氏赤蛙屬於大型的兩棲類（呂等，1999），所攝食的食物長度也顯著大於拉都

希氏赤蛙（圖 6），表示體型的大小會影響物種可利用的食物資源（Hirai and Matsui, 

2001 a,b；Woodward and Hildrew, 2002；Denoël, 2004）。由胃含物的資料當中發

現，褐樹蛙在胃含物種有螺類出現、盤古蟾蜍與斯文豪氏赤蛙會捕食螃蟹（表

3），顯示溪流蛙類會直接在河道中攝食，因此在覓食時，物種之間會有競爭壓力。

Toft（1980）提出蟾蜍科（Bufonidae）的物種屬於主動覓食（active and constant 

forager）捕食者；赤蛙科（Ranidae）的物種屬於坐等型（sit and wait predator）

捕食者，屬於主動覓食策略的物種，胃含物中會有較多不同類型的食物種類，與

較多的食物件數。本研究中盤古蟾蜍平均胃含物個數及物種數顯著大於其他三個

物種（圖 6），顯示屬於主動覓食的策略。在對共域鳥類的研究中指出，不同的

覓食行為與覓食策略，可以降低共域鳥類覓食時的競爭壓力（Salewski et al., 

2003）。 

二二二二、、、、生態生態生態生態棲位寬度棲位寬度棲位寬度棲位寬度與生態棲位與生態棲位與生態棲位與生態棲位重疊度重疊度重疊度重疊度 

生態棲位寬度是以資源利用項目中的均勻度作為計算的依據，因此當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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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源利用上有集中利用某項資源項目時，生態棲位寬度會較低，反之則會有較

高的數值；雖然本研究中褐樹蛙屬於春夏季生殖的物種，但是在非生殖季時還是

有在樣區中的護岸洞穴中記錄到個體，使得在時間棲位寬度上會與終年均能生殖

的拉都希氏赤蛙相近；拉都希氏赤蛙在 IRI相對重要性指數中以鱗翅目幼蟲為最

重要的食物類型，但是在食性寬度中卻最大，這是由於 IRI相對重要指數的計算

方式包含了胃含物的體積，而生態棲位寬度只計算數量，造成有兩種不同的結果

產生。因此在探討資源利用時，不應利用單一分析方式，以免造成資料的誤判。

Shoener et al.（1979）提出，共域物種在某項資源使用上差異不大時，會傾向減

少使用共同資源的偏好，來降低物種間的競爭；這個論點在 Neale and Sacks

（2001）對於大山貓（bobcats）和郊狼（coyotes）的研究中也有類似的結果，

當兩物種彼此在食性上沒有差異時，在棲地的選擇上則有不同的偏好；朱（1996）

對哈盆溪和金瓜寮溪的溪流蛙類群聚研究中指出，溪流蛙類在棲地和食性上的重

疊度較大，但是物種會利用在生殖季的差異，來達到降低生存的壓力；由本研究

物種間生態棲位重疊度中可以發現，在棲地利用上，雖然褐樹蛙、盤古蟾蜍和斯

文豪氏赤蛙均偏好利用河道中的大型石頭，但是主要食物類型各有所不同，可以

得知溪流蛙類物種之間並非只以單一資源項目減少競爭，而是利用多種資源利用

上的差異來達到共存。另外在研究中四種蛙類間，雖然在時間、棲地與食性資源

利用上均有所差異，但是在食性資源利用上有著較為明顯的不同（表 8），屬於

主動覓食型的盤古蟾蜍，利用覓食策略的差異與其餘三個物種區隔食性資源的利

用；而褐樹蛙、拉都希氏赤蛙和斯文豪氏赤蛙，以食物類型利用上的差異將彼此

區隔開來，顯示食性資源利用上的差異是溪流蛙類造成共存的主要機制。 

由於本研究僅侷限於兩棲類生殖季節，加上樣區中所記錄到的物種數較

少，未來若能夠增加物種數量與擴大研究的棲地類型，對於資源利用的探討必能

更加完善。另外由於研究地點屬於人為干擾過的環境，對於物種間的相互作用可

能有所影響，若能更進一步探討人為干擾對群聚間的影響，對未來兩棲類的保育

必定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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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環境差異對褐樹蛙資源使用上的影響環境差異對褐樹蛙資源使用上的影響環境差異對褐樹蛙資源使用上的影響環境差異對褐樹蛙資源使用上的影響 

一般對於環境變動對兩棲類物種影響的研究，均朝向大尺度地景的差異

（Khonsue et al., 2002；Pineda and Halffter, 2003），對於微環境改變方面的研究則

較缺乏（Woodford and Meyer, 2002）。本研究發現，溪流蛙類中的的褐樹蛙，受

到人為對河道施工的干擾，在食性資源利用上會有所改變。                                                                                                                                   

一一一一、、、、環境差異對褐樹蛙活動的影響環境差異對褐樹蛙活動的影響環境差異對褐樹蛙活動的影響環境差異對褐樹蛙活動的影響  

溪流周圍的環境是溪流蛙類棲息、躲避天敵（Lemckert and Brassil, 2000；

Stoddard and Hayes, 2005）和避免濕度過低（Spieler and Linsenmair, 1998）之處，

因此有足夠的躲藏處，可以降低環境對褐樹蛙所產生的壓力；在所測量的環境因

子當中，褐樹蛙會出現在較多隱蔽處的環境之中（圖 11）。由於受到河道工程干

擾的緣故，使得河岸環境中可供褐樹蛙棲息的隱蔽處在樣區間有明顯差異，其中

以雙岸施工樣區在河岸上的躲藏處最少，加上完全無植被，對褐樹蛙而言，會增

加環境中生存的壓力；而單岸施工樣區由於在石頭堆積之間有為數不少的洞穴可

供躲藏，褐樹蛙的每月平均出現數量也顯著大於其餘兩個樣區（圖 10）。研究進

行期間，所記錄到停棲在護岸上的個體，身上多有附著泥土，推測褐樹蛙確實會

利用河岸上洞穴作為白天棲息與躲藏的地方；Stoddard and Hayes （2005）在對

太平洋大山椒魚（Dicamptodon tenebrosus）、太平洋尾蟾（Ascaphus truei）與溪

蠑螈（Rhyacotriton spp.）三種溪流兩棲類的研究中發現，樣區之中可供躲藏的

棲地對物種有正面的影響。 

二二二二、、、、環境差異對褐樹蛙資源利用的影響環境差異對褐樹蛙資源利用的影響環境差異對褐樹蛙資源利用的影響環境差異對褐樹蛙資源利用的影響 

Vos and Choardon（1998）在對沼澤蛙（moor frog）的研究中指出，棲地環

境中開發程度的不同會對族群密度有負面的影響；在太平洋尾蟾（Ascaphus truei）

的研究中發現，物種在溪流環境中的分佈會隨著小石頭的增加而有減少的現象

（Dupuis and Steventon, 1999）。本研究中發現環境中大石頭比例對褐樹蛙出現數

量有顯著影響（圖 9），這種現象在其他有關褐樹蛙的研究中也有類似發現（朱，

1996；林，2001），因此環境中大型石頭的增加，對於褐樹蛙族群數量會造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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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影響。褐樹蛙的停棲高度，在不同樣區間也有所差異，而推測主要的因素是

由於河道施工所造成微環境不同，由於大型石頭在人為干擾樣區內的比例上升，

使偏好停棲於大型石頭上的褐樹蛙在停棲高度上顯著大於未受干擾的樣區。 

環境中食物量的不同，造成兩棲類食性上有所差異（Ebensperger and Mahan, 

1997；Hirai and Matsui, 2001a；Maerz et al., 2005）；本研究中人為施工對環境的

破壞，使得褐樹蛙在樣區間的攝食比例顯著改變。在三個樣區的胃含物中，相對

重要性指數均以鱗翅目幼蟲最高，但是在施工樣區中鱗翅目幼蟲的相對重要性指

數由 89.0下降至 65.4與 58.5（圖 14）；推測因為無施工樣區中植被較多，鱗翅

目幼蟲數量較高，而施工樣區中的植被較少，相對上鱗翅目幼蟲的來源較未施工

樣區少，使得受干擾樣區的鱗翅目幼蟲在胃含物中的出現頻度下降。由於胃含物

收集的時間從 4月持續到 8月，侯（2000）在南仁山對兩棲類食性研究中指出，

季節的不同可能會影響食性的組成。但是春夏季正是鱗翅目昆蟲出現的季節，因

此在時間上應不致造成如此的差異；Woodward and Hildrew（2002）對於英國溪

流環境中捕食性昆蟲的研究中也發現，環境中的食物數量會影響捕食者胃含物的

多寡。 

三三三三、、、、生態生態生態生態棲位寬度及棲位寬度及棲位寬度及棲位寬度及生態棲位生態棲位生態棲位生態棲位重疊度重疊度重疊度重疊度 

褐樹蛙在人為干擾過樣區中的時間棲位寬度均高於無施工樣區，推測可能

是由於無施工樣區河岸上植被造成調查上的誤差。在棲地利用上，兩個施工樣區

中的棲位寬度均較未施工樣區為低，顯示在經過人為干擾後的樣區中褐樹蛙均集

中使用較大的石頭，表示環境中大型石頭所佔比例的增加，會改變褐樹蛙在棲地

上資源上的利用。在食性棲位寬度方面，由於在兩個施工樣區的褐樹蛙胃含物資

料中，鱗翅目幼蟲的相對重要性指數有降低的現象（圖 14），因此單岸施工樣區

與雙岸施工樣區的食性棲位寬度均大於無施工樣區，推測這樣的現象可能是由於

環境中資源量的不同所導致的結果（Ebensperger and Mahan, 1997；Hirai and 

Matsui, 2001a；Maerz et al., 2005）。在食性棲位重疊度方面也發現，樣區間對於

食性資源利用的相似度，會隨著樣區植被的破壞程度而由 0.865下降至 0.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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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環境中植被的多寡會影響褐樹蛙在食性資源上的利用。 

四四四四、、、、河道施工對褐樹蛙的影響河道施工對褐樹蛙的影響河道施工對褐樹蛙的影響河道施工對褐樹蛙的影響 

棲地的破壞造成兩棲類數量下降（Khonsue et al., 2002；林等，2003）、物種

生殖成功率降低（Neckel-Oliveira, 2004）與兩棲類多樣性下降（Pineda and Halffter, 

2003）；對於兩棲類而言均屬於負面的影響，主要是由於未干擾環境棲地多樣性

較高，可提供不同類型棲地與資源給較多的物種利用（Bowers et al., 2000；Lin et 

al., 2004）。但是 Hazell et al.（2004）指出農業灌溉用的水池與自然環境的池塘，

所棲息的兩棲類物種種數並沒有顯著的差異；顯示若是在干擾環境時仍能保留或

是提供適當的棲地環境，可以將對當地兩棲類的影響降至最低。以本研究而言，

在烏塗庫溪的褐樹蛙偏好環境中有較多躲藏的地方和停棲較大的石頭，並且以鱗

翅目幼蟲為最重要的食性資源，因此有限度的人為干擾，其實並非完全屬於負面

的影響，例如保留褐樹蛙偏好的棲地環境與維持環境中的食物資源，可以提供褐

樹蛙適合生存的棲地。 

本研究雖然以河岸的單岸與雙岸施工作為干擾的差異，但是在兩個施工的

樣區中，河岸施做的工法並不相同（單岸為蛇籠、雙岸為水泥工法），若能減少

不同施做工法上所造成的誤差，才能更客觀的探討人為干擾所造成的環境差異，

對褐樹蛙的影響。從保育的觀點來看，一般對於溪流物種的保育，均局限於溪流

河道之中，但是河道環境只屬於物種生活史中的一部分，在條紋河蛙（Mixophyes 

iterates ；Lemckert and Brassil, 2000）與鏟足蟾（Scaphious holbrookii；Greenberg 

and Tanner, 2004）的研究中均指出生殖地點周圍的棲地環境，是保育兩棲類的重

點；而環境中木本植物的豐度對溪流環境的物種有正面影響（Bowers et al., 

2000；Lin et al., 2004）；因此在保育物種時，不能僅針對其生活史某些時期所會

利用的環境，例如生殖季或產卵地，必須將不同生活史中所有會利用的環境一並

列入考量範圍之內，才能達到最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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