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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討討討  論論論論 

A. 個體形值個體形值個體形值個體形值 

a. 雛鳥體重與孵化順序雛鳥體重與孵化順序雛鳥體重與孵化順序雛鳥體重與孵化順序 

許多雀型目的鳥類中，雌鳥多在產下最後一顆卵前就開始孵卵，雖然提早孵

卵可以帶給親鳥一些利益，例如：提高孵化成功率，因為雌鳥若不進行孵卵，卵

的發育能力會隨著時間而逐漸的下降（egg viability hypothesis, Arnold et al. 1987; 

Veiga 1992）；亦可使部分的雛鳥能提早離巢，減少停留在巢中被天敵捕食之風險

（nest failure or predation hypothesis, Hussel 1985）。然而雛鳥孵化的不同步會造成

雛鳥體重上有所差異，於大山雀和藍山雀（Parus caeruleus）中，最早和最晚孵

出雛鳥平均約相差 1~2天（Slagsvold et al. 1995; Amundsen & Slagsvold 1998; Oddie 

2000），於本研究之青背山雀中，亦有相同之趨勢，最早和最晚孵出雛鳥平均相差

0.963 ± 0.372天，雛鳥孵化順序會反應在雛鳥的體重上，越早孵出的雛鳥體重越

重，但是孵化順序對體重之影響隨著育雛天數的增加而減少（表七）。於育雛期中，

雛鳥體重之變化亦呈現相同趨勢，體重雖會隨著育雛天數的增加而逐漸增加，但

體重增加率卻隨著育雛天數的增加而逐漸減少（表七）。黃正龍（1996）亦發現青

背山雀雛鳥體重在雛鳥孵出後第 12~13天到達高峰，之後體重變化趨於緩和，並

伴隨著飛羽、尾羽之發育。因此推測於育雛中期後，雛鳥所獲得到的能量不再著

重於體重之增加，而在於羽毛之發育。 

在所觀察記錄到的巢中（N = 18），除了遭遇劇烈環境之變化外（例如：2004

年 6月 28至 7月 3日敏督利颱風來襲，巢#103(o)親鳥棄巢以致雛鳥死亡），未有

雛鳥因為飢餓而死亡（brood reduction），且在不同雛數的巢中，親鳥每小時對每

隻雛鳥餵食頻率和餵食量上皆無顯著差異（表十、十一），因此推測於研究期間環

境資源充裕，親鳥可以去反應且滿足巢中雛鳥之乞食行為（莊美真 2006）。於本

研究中，巢中體重最重和最輕之雛鳥在體重上之差距於不同育雛天數中介於 1~2

公克（圖七），然而這樣的差距相對於體重最輕雛鳥之比例則隨著育雛天數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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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逐漸減少（圖八），因此推測較晚孵出雛鳥之體重逐漸趕上較早孵出雛鳥之體

重。在許多研究皆顯示：雛鳥離巢前之體重反應出離巢後之存活率（Magrath 

1991），包括大山雀之研究（Perrins 1965; Garnett 1981; Smith et al. 1989; Tinbergen 

& Boerlijst 1990），因此推測於本研究之青背山雀族群中，不同步孵化之雛鳥於離

巢前體重逐漸接近，使得雛鳥離巢後之存活率亦也相當。 

 

b.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雖然在青背山雀相近種之大山雀研究中指出（Lessells et al. 1998; Oddie 

2000），大山雀成鳥體重為 18公克，雄雌在體重上有明顯之性別二型性，雄鳥體

重比雌鳥略重 5~7 %，雄鳥之跗趾長和翼長比雌鳥略長 3.5~4 %，不同性別雛鳥在

體重上的差異於孵出第 5天後即可偵測出，且雛鳥體重二型性在食物資源競爭激

烈的環境中更為顯著（Oddie 2000）。然而本研究之青背山雀在體重上小於大山

雀，成鳥體重約 12~13公克，比較成鳥雄雌之形值特徵（表三）發現，雄鳥之平

均體長和腹部的黑帶寬度顯著高於雌鳥（顏重威等 1996）；在平均體重上，雖然

雄鳥高於雌鳥，但未到達顯著差異。不同性別之雛鳥在育雛期中無明顯之外部特

徵，於體重上亦無顯著差異（表四），且雛鳥性別和孵化順序間也無顯著關連，並

不會有某一性別雛鳥較早孵出，因此在本研究之青背山雀中，不論成鳥或雛鳥，

在體重上皆無顯著的性別二型性存在。 

 

c. 親緣關係親緣關係親緣關係親緣關係 

很多研究皆指出在山雀屬鳥類中普遍存在偶外交配之行為（附錄六）。大山雀

偶外交配之比例介於 27.8~44.2 %（Krokene et al. 1998; Lubjuhn et al. 1999a）；藍

山雀偶外交配之比例介於 31~68 %（Kempenaers et al. 1992; Krokene et al. 1998; 

Charmantier & Blondel 2003; Charmantier et al. 2004）；煤山雀偶外交配之比例介於

67~83.6 %（Lubjuhn et al. 1999b; Dietrich 2004）。在本研究之青背山雀中，在 2004

研究期間所記錄到的 7個巢中有 3個巢有偶外交配之情形（42.86 %），於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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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到的 11個巢中有 2巢有偶外交配之情形（18.18 %），合併兩年的資料，有偶

外交配的巢佔總繁殖巢之 27.78 %，和大山雀偶外交配比例相近，略高於王玫婷

（2005）於奧萬大森林遊樂區三年間所記錄到該地區青背山雀偶外交配之比例（0

至 25 %，平均為 18 %）。 

雖然在某些鳥種中，雛鳥之親緣關係是可預測的（Riley et al.1995; Cordero et 

al. 1999; Dunn et al. 1999），但在某些鳥種中則無明顯趨勢，在大山雀和藍山雀之

雛鳥中，原生子代和偶外交配子代在體重、跗趾長、生長速率和存活率上皆無顯

著差異（Krokene et al. 1998）。於本研究亦也呈現相同結果，偶外交配子代並沒有

顯著地較晚孵化，在體重上亦無顯著差異（表六）。 

 

B. 雛鳥乞食行為雛鳥乞食行為雛鳥乞食行為雛鳥乞食行為 

晚熟型雛鳥獲得餵食的相對成功率決定於雛鳥將飢餓訊息傳達給親鳥的能

力，以及雛鳥是否能和巢中其他雛鳥競爭接近親鳥所帶回巢的食物，近年來的研

究認為：乞食行為可能是演化出具有這兩種功能（Harper 1986; Smith & 

Montgomerie 1991），激烈的乞食行為包含了視覺和聽覺方面，乞食的時間長短、

先後順序、頻率、雛鳥在巢中的位置、高度等都有可能會影響雛鳥獲得餵食與否。 

多數研究皆認為雛鳥的乞食行為（Ryden & Bengtsson 1980; Stamps et al. 

1985,1989; Ploger & Mock 1986; Smith & Montgomerie 1991; Teather 1992; Kölliker 

et al. 1998）和在巢中相對於親鳥的位置會影響雛鳥獲得餵食的機率，較好的位置

有利於雛鳥接近親鳥，雛鳥在巢中不同的位置會接受到不同數量的食物，並且雛

鳥會去競爭巢中較好的位置（Muller & Smith 1978; Ryden & Bengtsson 1980; 

Bengtsson & Ryden 1981; Gottlander 1987; Smith & Montgomerie 1991; McRae et al. 

1993; Kacelnik et al.1995; Kilner 1995; Cotton et al. 1996; Leonard & Horn 1996; 

Ostreiher1997, 2001; Kölliker et al. 1998; Kölliker & Richner 2004）。本研究的結果

顯示：當青背山雀親鳥啣食物回巢時，和親鳥距離較近、乞食時，脖子伸得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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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嘴乞食比例較高的雛鳥有較高的機率獲得餵食（表十六），這樣的結果和多數研

究皆相似。但在雄鳥進巢時，較早張嘴乞食的雛鳥有較高的機率獲得餵食，在雌

鳥進巢時，雛鳥的張嘴乞食順序則對於獲得餵食與否則無顯著影響。對於兩性親

鳥在雛鳥乞食順序上之不同反應，可用親鳥在育雛期中時間分配來解釋，在青背

山雀中，雄鳥的餵食頻率和餵食量皆高於雌鳥，雌鳥對巢中餵食的貢獻較低，但

相對地會花費時間在巢中孵雛或整理巢材（黃正龍 1996），因此相較於雌鳥而言，

雄鳥處於較”忙碌”的狀態，當雄鳥進巢時，會直接去選擇較早張嘴乞食之雛鳥，

當雌鳥進巢時，雌鳥則可能有較多的時間去進行評估，故雛鳥張嘴乞食之順序並

非影響雛鳥獲得餵食與否的重要因子。 

一般而言，影響雛鳥乞食行為和在巢中位置最重要的形值特徵就是雛鳥在巢

中的相對體型大小，體型大的雛鳥在競爭上通常可能會具有下面幾個優勢：（1）

在乞食時能達到較高的高度；（2）一般而言，體型較大的雛鳥嘴巴張開寬度也相

對較大，能提供親鳥一個較大的目標去餵食；（3）體型較大的雛鳥較容易獨占巢

中親鳥所偏好的餵食位置來獲得較多的食物。但也有一些研究指出，體重較輕、

較晚孵出的雛鳥會更激烈地乞食（Ryedn & Bengtsson 1980, Bengtsson & Ryden 

1981; Reed 1981; Fujioka 1985; Drummond et al. 1986; Gottlander 1987; Price & 

Ydenbeng 1995），來增加自己被餵食的機率，雖然最後它們的獲食量可能還是比

體重較重的雛鳥低。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體重排名之雛鳥在餵食前和親鳥間距

離、乞食高度、乞食百分比上並無顯著差異（表九），因此推測在青背山雀中在不

同體重排名之雛鳥在體重上差異（1~2公克）並不會造成雛鳥在位置競爭或高度

展現能力上之差異，體重較重的雛鳥並不會去獨佔和親鳥距離較近的位置來獲得

餵食，在乞食時也不會展現較高的高度。 

在一些研究中指出，雛鳥的乞食行為會受到經驗之影響。Kölliker et al.（1998）

於大山雀之研究中，兩性親鳥的餵食頻率相似，所啣回巢的食物大小也相當，但

雄鳥在餵食雛鳥前所花費在評估餵給哪一隻雛鳥的時間較長，被雄鳥所餵食的雛

鳥通常也比被雌鳥所餵食的雛鳥有更高的乞食強度，因此認為雄鳥對雛鳥而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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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昂貴的食物來源，需要花費較高的乞食代價才能獲得餵食，實驗操作造成雛鳥

的不同的飢飽程度後，禁食雛鳥（food-deprived）會去接近雌鳥，以人為餵食予

以餵飽的雛鳥（fed）則後退或被別的雛鳥取代，但禁食雛鳥卻不會接近雄鳥。本

研究中，雖然沒有進行雛鳥飢餓程度的實驗操作，但在親鳥對整巢餵食頻率和餵

食量上皆是雄鳥高於雌鳥（表十、十一），平均親鳥所啣回巢之食物大小亦是雄鳥

大於雌鳥（莊美真 2006），在分析中以統計控制住雛鳥乞食行為之影響後，雄鳥

給予體重較重的雛鳥較多的餵食，雌鳥相對地給予體重較輕的雛鳥較多的餵食，

雖然於統計上未到顯著（表十六），因此推測兩性親鳥對於不同體重雛鳥可能有選

擇性餵食之行為，而其可能也造成雛鳥在乞食行為之獲益和代價間的取捨

（trade-off），對體重較重的雛鳥而言，雄鳥可能是較佳的食物來源，雌鳥則是較

差的食物來源，然對體重較輕的雛鳥而言，兩性親鳥可能皆是較佳的食物來源（雖

然雄鳥並不偏好餵食較小的雛鳥，但雄鳥的餵食頻率和食物大小亦使其也是一個

很好的食物來源），個人觀察雄鳥在進巢前，多會伴隨著小聲的叫聲，然而雌鳥進

巢前則較少有叫聲，因此推測雛鳥可能可藉由親鳥進巢前的行為來判斷是雄鳥或

雌鳥進巢，當雄鳥進巢時，不同體重之雛鳥可能皆會努力乞食以期望獲得餵食，

但當雌鳥進巢時，體重較輕的雛鳥可能會相對地比體重較重的雛鳥更早張嘴乞食

以期望獲得餵食，儘管在雌鳥進巢時，雛鳥乞食順序並不會影響到食物的獲得與

否。 

 

C. 親鳥餵食行為親鳥餵食行為親鳥餵食行為親鳥餵食行為 

當親鳥進巢後，親鳥要將食物成功餵入雛鳥嘴中所需的餵食次數，隨著育雛

天數的增加而逐漸遞減，且雄鳥和雌鳥都有相同的趨勢（圖九）。這樣結果和

Bengtsson & Ryden（1981）於大山雀和黑鶇（Turdus merula）之研究中所觀察到

的行為相似，推測是受到雛鳥感官發育所影響。於本研究中，隨著育雛天數的增

加，雛鳥的眼睛逐漸可以完全張開，對於外界訊息的刺激越來越敏銳，於實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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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中，在雛鳥孵出第 13天後，當親鳥餵食時，若啣在親鳥嘴中的食物接近乞食中

雛鳥的嘴巴時，雛鳥會主動去咬住食物的一端，而非完全被動地等待依賴親鳥將

食物餵入嘴中；在育雛第 15天後，出現有非被餵食雛鳥主動去咬住已獲得餵食雛

鳥嘴中的食物，進行搶奪行為，但搶奪行為和實際搶奪成功之情形的出現頻度都

不高。另外，雛鳥對於巢外訊息刺激也越來敏感，個人觀察於在育雛第 14天後，

親鳥未進巢前，雛鳥可由親鳥進巢前，親鳥（通常多是雄鳥）進巢前的叫聲或樹

枝的振動來得知親鳥已在巢附近，並且在親鳥進巢前就已開始乞食；巢#11(n)和巢

#116(n)在育雛第 17~19天時，雛鳥甚至會跳出巢杯外，直接在洞口入口處乞食，

而親鳥（多半是雄鳥）則直接在洞口餵食，之後再跳入巢中看雛鳥是否有排糞囊

或是餵食完後直接出巢。在大山雀和歐洲八哥（Sturnus vulgaris）之研究中

（Bengtsson & Ryden 1981; Kacelnik et al.1995）亦發現：於雛鳥離巢前的最後階

段中，雛鳥間競爭會更惡化，巢中的某一雛鳥會將它的頭擋住洞口或跳到洞口（通

常為體重較重之雛鳥），等候等後親鳥回巢，所以巢中其他雛鳥的乞食行為對於獲

得餵食與否就沒有直接之影響，親鳥只能有極少的選擇，不過親鳥還是去餵食給

那唯一從巢中伸出的嘴巴，而使得親鳥可能違背了對整巢雛鳥的最適選擇，然於

本研究之青背山雀中，並未觀察到這樣極端行為之出現。 

在大山雀的研究中（Kölliker et al. 1998; Kölliker & Richner 2004）發現大山雀

親鳥會進到巢中，由巢的後方來餵食雛鳥，且兩性親鳥會使用不同但可預測的位

置來進行餵食，並會互相調整其餵食位置。於本研究之青背山雀中，兩性親鳥進

巢後位置與餵食前位置雖具高度可預測性（表十四），親鳥進巢後亦會略往巢箱內

移動後才進行餵食，然而親鳥餵食前位置多位在巢杯的左右兩側而非在巢杯的後

方（圖十、十一）。於所觀察的 11巢中，僅有 2巢（#113(o)、#97(o)）其兩性親鳥

進巢後位置有顯著差異且夾角大於 60°，僅有 3巢其兩性親鳥餵食前位置有顯著

差異且夾角大於 60°，而在這 3巢中，有 2巢（#113(o)、#97(o)）為同一對雄雌配

偶所繁殖。個人觀察該對雄雌配偶於 2004-2005年研究期間所繁殖的另外兩巢

（2004：#103(o)；2005：#91(o)）中，兩性親鳥餵食前位置亦多相似。因此推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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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背山雀中，親鳥進巢後位置和餵食前位置可能和該親鳥之習性、築巢時，巢杯

位於巢箱中之相對位置及巢箱前之樹枝空間分佈有關，然兩性親鳥並不會刻意選

擇使用不同的位置來餵食雛鳥。 

 

D. 親鳥餵食分配親鳥餵食分配親鳥餵食分配親鳥餵食分配 

不論是對雄鳥或雌鳥而言，選擇性地餵食需要耗費時間尋找某一雛鳥個體

（Stamps et al. 1985; Krebs et al. 1999），因而和尋找食物或耗費在其他活動上有所

取捨（Wittenberger 1982）。另外，去判斷雛鳥的營養狀態並正確地將食物均勻地

分配是耗能的，特別是雛鳥可能會拒絕給予正確的資訊或扭曲資訊。在雀形目之

小型鳥類中，由於親鳥的體型和鳥喙大小限制了每次可啣回巢的食物大小，因此

相較於一次可啣回大量多個食物的鳥種而言，小型鳥需要以高餵食頻率來滿足雛

鳥的需求，若親鳥在餵食時要去辨識雛鳥，則會耗費更多時間，因此親鳥多採取

妥協的方式（Park & Macnair 1979; Parker 1985）去餵食距離最近、乞食強度最強

的雛鳥，而大多數的研究亦是支持這種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模式（Lockie 1955; 

Ryden & Bengtsson 1980; Bengtsson & Ryden 1981, 1983; Reed 1981; Horsfall 1984; 

McRae et al. 1993; Osomo & Drummond 1995; Price & Ydenberg 1995）。然而自由放

任的方式可能會造成雛鳥間食物分配的不均，較年長、體型較大的雛鳥比體型較

小的雛鳥獲得多食物，且成長率也較高。 

然而在一些鳥種中，亦發現親鳥有主動選擇餵食之行為（Stamps et al. 

1985,1989; Gottlander 1987; Leonard & Lorn 1996; Krebs et al. 1999; Krebs & 

Magrath 2000），包括在山雀科鳥類（Bengtsson & Ryden 1981; Sasvari 1990; 

Slagsvold et al. 1994）。在本研究中，不同體重之雛鳥在乞食時，和親鳥間距離、

乞食高度及乞食百分比上皆無顯著差異（表八），雖然體重較輕的雛鳥在雌鳥進巢

時會較早張嘴乞食，但雛鳥張嘴乞食的順序並不影響雌鳥的餵食選擇，因此預期

在不同性別的親鳥進巢時，不同體重之雛鳥其獲食次數和獲食量應該相同，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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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顯示不論是在雛鳥乞食成功百分比、雛鳥乞食獲食量、每趟雛鳥獲食百分比、

每趟雛鳥獲食量（表十六）中：當雄鳥進巢時，體重較重的雛鳥獲食次數（或獲

食量）較高，當雌鳥進巢時，體重較輕的雛鳥被親鳥獲食次數（或獲食量）較高，

但未到達顯著差異；兩性親鳥皆不會選擇性地將某一特定大小之食物餵食給特定

體重的雛鳥；但就雛鳥總獲食次數（或總獲食量）而言（表十八），不同體重之雛

鳥間無顯著差異。因此推測青背山雀親鳥除了依據雛鳥乞食行為之強弱來進行食

物分配外，親鳥可能有選擇性餵食之行為，且兩性親鳥對不同體重之雛鳥的餵食

選擇不同，雄鳥傾向餵食給體重較重之雛鳥，雌鳥則相對地傾向餵食給體重較輕

之雛鳥。對於兩性親鳥對雛鳥食物分配之差異，吾人依據 Slagsvold（1997）所提

出的各假說（表一）進行討論： 

 

a.子代性別假說子代性別假說子代性別假說子代性別假說（（（（The offspring sex hypothesis） 

雖然在大山雀中，雄性子代的擴散距離確實較雌性子代的擴散距離來得近

（Smith et al. 1989），且在一些鳥種中，例如：紅翅黑鸝（Agelaius phoeniceus），

雄性子代的體型大於雌性子代，而雄鳥會比雌鳥給予體重較輕的雛鳥更多的照顧

（Westnest et al. 1995），支持這個假說。然而於本研究之青背山雀中，不同性別

雛鳥並無明顯的外部特徵，在體重上亦無顯著的雌雄二型性存在，並不符合假說

之前提，且若以體重平均值來看，雄性雛鳥的體重高於雌性雛鳥，依據假說之推

測雄鳥應會給予體重較輕的雛鳥較多的照顧，但研究結果顯示：雄鳥較常餵食體

重較重的雛鳥（表十六、十八），和假說之預期（1）相反；且在不同雛鳥性別比

例的巢中，雄鳥佔不同體重雛鳥之獲食次數（或獲食量）之百分比在程度上並無

顯著差異（表十九、二十），不符合假說之預期（3）。 

Lessells et al.（1998）以人為操作方式改變大山雀巢中雛鳥之性別比，檢視親

鳥對雛鳥的餵食頻率，結果顯示在不同性別比例的巢中，雄鳥對整巢的餵食頻率

和佔整巢的餵食趟數之百分比皆無顯著差異，且皆顯著高於雌鳥。本研究亦得到

相似的結果，不論是在觀察時段中親鳥的總餵食次數、總餵食量、親鳥對整巢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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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頻率、親鳥對整巢餵食量、親鳥對每隻雛鳥餵食頻率及親鳥對每隻雛鳥餵食量

皆為雄鳥高於雌鳥（表十、十一），且在不同雛鳥性別比的巢中，雄鳥佔餵食趟數

（或餵食量）之百分比亦無顯著差異（表十二、十三），而這樣的結果也不符合假

說之預期（2）。 

 

b. 戴綠帽假說戴綠帽假說戴綠帽假說戴綠帽假說（（（（The cuckoldry hypothesis） 

在偶外交配發生頻率高的地區中，雄鳥可能採取兩種方式來避免投資在無親

緣關係的子代，當雄鳥對巢中雛鳥之親緣關係有所存疑時，（1）雄鳥可能會減少

對整巢的餵食頻率或餵食量；（2）偶外交配子代可能為較晚孵出、體重較輕的雛

鳥，因此雄鳥可能傾向去餵食體重較重的雛鳥（Westneat & Sherman 1993）。目前

大部分研究多著重於前者之探討，並有一些研究支持這樣的理論，Wright & Cotton

（1994）在歐洲八哥之研究中，以人為方式把已受精的雌鳥關在另一隻雄鳥旁，

並讓它的配偶雄鳥看見這一幕，之後它的配偶雄鳥會減少餵食頻率，並增加鳴唱

的次數以吸引別的雌鳥；在另外兩種鳥種：東藍鴝（Silalia sialis）和雙色樹燕之

研究（Kempnaers et al. 1998）中，於產卵期早晨，人為移除受精之雌鳥，當雌鳥

再次出現於雄鳥面前時，雄鳥會增加和雌鳥的交配次數，但雄鳥對整巢的餵食頻

率則不會減少。但另有研究顯示雄鳥佔整巢的餵食趟數之百分比和巢中偶外交配

子代比例無顯著相關，亦即在有偶外交配子代的巢中，雄鳥佔整巢的餵食趟數之

百分比並未顯著較低（Peterson et al. 2001），在本研究中，亦也得到相似的結果（表

十二、十三），不符合假說之預期（2）。 

較少研究著重於後者，於本研究中，偶外交配子代並未顯著地較晚孵化，在

體重上也未顯著地較輕（表六），和假說之前提並不符合。另外，在不同原生子代

比例的巢中，雄鳥佔不同體重雛鳥之獲食次數（或獲食量）之百分比在程度上並

無顯著差異（表十九、二十），即便在整巢皆為原生子代的巢中，體重較重的雛鳥

其獲食次數（或獲食量）上，雄鳥所佔的百分比都較高，不符合假說之預期（3）。

在目前已有的其他研究中，也都不支持這個假說（Westneat et al. 1995; Pet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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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Wittingham et al. 2003）。因此，推測在實際野外環境中，雄鳥或許無法和人

為操作實驗一般，可透過雌鳥的行為或活動來瞭解巢中是否有偶外交配的子代，

且原生子代和偶外交配子代在體重上並無顯著差異，因此雄鳥無法藉由雛鳥體重

去偵測並且避免餵食到和自己在遺傳上不相關之子代。 

 

c. 最佳瞭解假說最佳瞭解假說最佳瞭解假說最佳瞭解假說（（（（The best knowledge hypothesis） 

在許多鳥種中，孵卵和孵雛之工作皆是由雌鳥來進行的，在青背山雀中亦是

如此。野外捕捉成鳥後，發現只有雌鳥身上有發育完全的孵卵斑；在本研究之錄

影觀察中，雄鳥除了啣食物進巢餵食外，並不會特別在巢中停留；黃正龍（1996）

研究中亦指出：在不同育雛期中，雌鳥待在巢中的時間皆遠高於雄鳥。雖然本研

究主要針對孵出第 11天以後的雛鳥進行觀察，在這段時間中，雛鳥已長出羽鞘，

羽鞘之毛亦開始突出，已有基本的保暖能力，不需完全仰賴雌鳥來保暖，因此雌

鳥待在巢中的時間越來越短，個人觀察於雛鳥孵出第 15天後，於白天中雌鳥幾乎

不太會進行孵雛之工作，往往是啣食物進巢餵食雛鳥後就直接出巢，抑或整理一

下巢材就出巢，很少長時間待在巢中，但於夜間雌鳥仍會回巢替雛鳥保暖，在有

些巢中甚至會持續至第 19天。因此推測於本研究之青背山雀中，雌鳥確實比雄鳥

有較多的時間待在巢中以瞭解雛鳥實際的狀況，然而此假說雖可以解釋為何雌鳥

相較於雄鳥下，對體重較輕的雛鳥有較多的照顧，但卻無法說明為何雄鳥會選擇

性地去餵食體重較重的雛鳥？ 

 

d. 手足競爭假說手足競爭假說手足競爭假說手足競爭假說（（（（The sibling rivalry hypothesis））））與親鳥接近假說與親鳥接近假說與親鳥接近假說與親鳥接近假說（（（（The parental 

approaching hypothesis）））） 

Slagsvold（1997）提出手足競爭假說和親鳥接近假說來解釋不同種間及同種

不同巢中，兩性親鳥食物分配模式之變異，認為兩性親鳥對雛鳥食物分配之差異

為親鳥在巢中餵食位置之差異及雛鳥間競爭所造成的，當兩性親鳥在巢中所佔的

位置、餵食頻率（或餵食量）以及環境資源的多寡改變時，兩性親鳥對雛鳥之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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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分配模式也會有所不同。於本研究中，當雄雌鳥進巢時，和親鳥距離較近的雛

鳥獲食百分比和獲食量皆顯著較高（表十六），符合假說之前提（2）；且雄鳥在餵

食頻率和餵食量上皆顯著高於雌鳥（表十、十一），因此對雛鳥而言，雄鳥應是較

有價值之食物來源，符合假說之前提（3）；然而雄雌鳥進巢後位置和餵食前位置

雖具高度的可預測性（表十四），但於 11巢中僅有 3巢之兩性親鳥餵食前位置有

顯著差異，且夾角大於 60°（表十五），僅部分符合假說之前提（4）；不同體重雛

鳥在乞食時和親鳥間的距離並無顯著差異，且不同性別的親鳥進巢時，不同體重

雛鳥之反應也無顯著差異（表九），不符合假說之前提（5）。 

兩個假說皆預期當雄鳥佔整巢的餵食趟數（或餵食量）之百分比較高時，體

重較重的雛鳥對雄鳥之依賴程度也會較高，因此在雄鳥佔整巢餵食趟數（或餵食

量）之百分比不同的巢中，雄鳥佔不同體重雛鳥之獲食趟數（或獲食量）之百分

比也會有所不同。然而在本研究中，雄鳥佔不同體重雛鳥之獲食次數（或獲食量）

之百分比並不隨著雄鳥佔餵食趟數（或餵食量）之百分比而有程度上之差異（表

十九、二十），不符合假說預期。 

 

e. 生活史取捨假說生活史取捨假說生活史取捨假說生活史取捨假說（（（（The life history trade-off hypothesis）））） 

在許多雀型目的鳥類中（Breitwisch 1989），包括山雀科鳥類（Dhondt 1986; 

Kempenaers et al. 1992），雄鳥比雌鳥有較長的年齡，因此預期相較於雄鳥而言，

雌鳥可能會傾向投資於現在的繁殖中，給予體重較輕的雛鳥較多的餵食，而雄鳥

則傾向投資於未來的繁殖中，給予體重較重的雛鳥較多的餵食。本研究結果顯示：

當雄鳥進巢時，體重較重的雛鳥其獲食百分比（或獲食量）較高，當雌鳥進巢時，

體重較輕的雛鳥其或食百分比（或獲食量）較高，雖然在統計上未到達顯著（表

十六、十八），與假說之預期相符合。 

於一些山雀科鳥類之研究亦支持此假說，在藍山雀中，雄鳥較常去餵食體重

較重的雛鳥，雌鳥較常去餵食體重較輕的雛鳥（Slagsvold et al. 1994），因此推測

雄鳥負責去照顧體重較重的雛鳥，雌鳥則負責照顧體重較輕的雛鳥，以人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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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山雀巢中雛鳥之孵化（Slagsvold et al. 1994），產生相較於自然狀況（HS = 1~2 

Days）下，同步孵化（synchronous）的巢（HS < 1 Days）和不同步孵化（asynchronous）

的巢（HS > 2 Days），在不同步孵化的巢中，體重最重之雛鳥之體重顯著高於同

步孵化之巢中最重雛鳥之體重，因此在不同步孵化的巢中，於雛鳥離巢後，雄鳥

所需要再給予雛鳥的投資較少，雄鳥隔年之存活率顯著較高，且雄鳥隔年之存活

率和離巢前最重雛鳥之體重呈顯著正相關；相反的，雌鳥則傾向去增加它的投資

以保住最後孵出之雛鳥，而這往往會減低雌鳥之存活率，因此在不同步孵化之巢

中，雌鳥隔年之存活率顯著較低於同步孵化之巢，且當雛鳥的死亡率越高時，雌

鳥之隔年存活率也越低。 

Slagsvold & Lifjeld（1990）以人為方式分別將 3種山雀（大山雀、藍山雀和

煤山雀）之雄鳥或雌鳥於孵卵期時去除部分尾羽和飛羽（handicap），造成飛行上

之不便。相較於對照組，去羽的雌鳥於雛鳥離巢時體重顯著減少，並無換羽現象，

去羽的雄鳥於雛鳥離巢時體重並無顯著減少，並會提早換羽；另外，當它們的配

偶被去羽時，兩性親鳥都只些微增加其繁殖投資。由於換羽是一個耗能的過程，

和繁殖投資能量上有所衝突（Orell & Ojanen 1980），因此推測去羽的雄鳥會傾向

提早換羽並減少對現在繁殖之投資，去羽的雌鳥則會傾向增加對現在繁殖之投資

而造成體重減少，體重的減少亦會造成雌鳥隔年之存活率降低（Nur 1984），當兩

性親鳥被去羽時，對於現在繁殖之投資意願會有所不同，這樣的結果亦支持此假

說。 

於本研究中，兩性親鳥對不同體重之雛鳥餵食分配差異之原因，生活史取捨

假說能給予較適當之解釋，雖然本研究並未實際地去檢測青背山雀兩性親鳥之存

活年齡與存活率，為後續研究所需努力之處，然而在巢箱的調查監測中，曾發現

在進行孵卵之青背山雀雌鳥於巢箱中被天敵捕食之殘骸，另外在研究錄影期間，

亦也記錄到 1次小型食肉目動物及 2次臭青公進到巢中捕食雛鳥之畫面，因此推

測於孵卵和孵雛之工作可能增加雌鳥被天敵所捕食之風險，而導致存活率較低。

而生活史取捨假說亦可去解釋在同樣區之煤山雀巢中，當部分雛鳥離巢後，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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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鳥負責巢中剩下雛鳥之餵食，而雄鳥則不再進巢餵食（附錄七）。另外，雖然於

本研究中，巢中最重和最輕雛鳥體重之差距相對於體重最輕雛鳥之比例隨著育雛

期的增加而逐漸減小（圖八），然而體重較重之雛鳥其羽毛之發育亦較完整，叫聲

或許也有所不同，因此親鳥可能依然可依據雛鳥形值作餵食上之選擇。 

於本研究之青背山雀中，親鳥除了依據雛鳥的乞食行為來進行食物之分配

外，兩性親鳥對於不同體重之雛鳥亦有所選擇，親鳥採取兩者兼具之方式，一方

面可將資源投資於乞食強度較強、較飢餓的雛鳥上；另一方面，兩性親鳥本身亦

對現在繁殖與未來繁殖上而有不同的考量。另外，兩性親鳥於育雛期後期對於不

同體重雛鳥之餵食選擇亦可能是當雛鳥離巢後，分巢（brood division）的開始，

在大山雀和藍山雀之研究中亦支持這樣的推測（Bengtsson & Ryden 1981; 

Slagsvold et al. 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