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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結結結    果果果果 

2004年有 9巢、2005年有 14巢青背山雀的繁殖記錄，但其中有 3巢分別於

孵卵期、育雛早期和育雛中期因天候不佳而棄巢，確定被蛇或哺乳動物捕食者有

5巢，有 2巢於育雛期結束前消失，有 13巢雛鳥確定成功離巢（附錄 6）。 

兩年合計 23巢繁殖中，有進行錄影記錄者 2004年有 5巢，2005年有 6巢，

錄影記錄行為之 11巢中有 8巢確定雛鳥成功離巢，有 2巢（巢#66(o)和巢#116(o)）

分別在 12日齡和 13日齡被蛇吃掉；另外，有 1巢（巢#3(o)）原本有 6隻雛鳥，

但於 14日齡時，有一隻雛鳥死亡，其餘雛鳥皆成功離巢，因此在分析和雛數有

關的項目時，該巢只以 15 日齡之後的資料放入分析中，總計錄影觀察時間為

162hr。 

 

I.雛鳥乞食行為對親鳥餵食行為的影響雛鳥乞食行為對親鳥餵食行為的影響雛鳥乞食行為對親鳥餵食行為的影響雛鳥乞食行為對親鳥餵食行為的影響 

A. 食物種類組成食物種類組成食物種類組成食物種類組成 

 11巢的觀察中，總計 1525筆資料，其中雄鳥 947筆，雌鳥 577筆。食物種

類各項組成之比例中，最高比例為毛蟲類佔 72%（1083個），蛹或成蟲腹部佔 8%

（120個）次之，再次為鱗翅目成蟲佔 3%（51個），碎屑狀或黏稠狀食物、蜘蛛、

蟋蟀類各約佔 2%，未知食物佔 11%（圖 1）。就已知的食物種類進行各食物種類

所需要的餵食間隔來分析，顯示不同種類所需的餵食間隔有顯著差異（圖 2；表

3，P<0.0001），碎屑狀或黏稠狀食物（2.69±0.42）、蛹或成蟲腹部（2.61±0.39）、

蟋蟀類（2.51±0.42）需要的餵食間隔較久，其次為毛蟲類（2.45±0.46），再次為

蜘蛛類（2.31±0.48）和鱗翅目成蟲（2.25±0.25）。 

 

B. 餵食間隔影響因子分析餵食間隔影響因子分析餵食間隔影響因子分析餵食間隔影響因子分析 

餵食間隔影響因子分析中，雄鳥858筆，雌鳥552筆，合計1410筆資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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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趟餵食間隔（logBFI）的因素，以混合式線性模型進行分析，並由 BIC值最

低者為最佳之解釋模式（表4），顯示親鳥餵食間隔顯著受到親鳥性別的影響，雄

鳥平均餵食間隔少於雌鳥（表4，P<0.0001）；餵食間隔與上一趟餵食中親鳥是否

有發出餵食聲（pre-FC）呈顯著相關，若親鳥在餵食中有發出餵食聲，則其下一

趟的餵食間隔較長（表4，P=0.0169）；當雛鳥日齡增加時，餵食間隔亦有增加的

現象（coefficient of day：0.01312，P=0.0031）；上一趟乞食強度和不同雛數之間

存在顯著的交互作用（coefficient of pre-begging* brood size：0.04871，P=0.001），

當上一趟乞食強度較強時，親鳥會縮短餵食間隔（coefficient of pre-begging：

-0.2637，P=0.0009），且雛數較多的巢，親鳥亦會縮短餵食間隔（coefficient of brood 

size：-0.1693，P=0.0003），但不同雛數間，上一趟乞食強度影響親鳥餵食間隔的

程度會不同，在雛數較多的巢，上一趟乞食強度增加對親鳥餵食間隔縮短的影響

存在，但相對程度較小（coefficient of brood size 3, 4, 5, 6：-0.11757, -0.06886, 

-0.02015, 0.02856）。 

 

C. 食物大小受餵食間隔影響食物大小受餵食間隔影響食物大小受餵食間隔影響食物大小受餵食間隔影響 

 食物種類組成中比例最高者為毛蟲類（72%），而其他食物種類在觀察期間

並非在每巢都有出現，由於要得到不同的食物種類所需耗費的時間有所不同（表

3，P<0.0001），無法排除餵食間隔與食物體積之關係可能因食物種類而有差異，

因此只以毛蟲類為餵食間隔與食物大小分析對象。以混合式線性模型分析毛蟲類

食物，其食物大小是否受到上一趟餵食間隔的影響，共計1021筆資料（雄637筆，

雌384筆），由 BIC值最低（1198.5）選出之解釋模式中，食物大小顯著受到上一

趟餵食間隔的影響（表5），會隨著上一趟餵食間隔增加而增加（coefficient of 

pre-logBFI：0.1968，P<0.0001）；此外，雄鳥帶回的食物有略大於雌鳥，但未達

到顯著水準（P=0.0852）；由於 BIC值最低之解釋模式並未包含雛鳥日齡和雛數，

因此同一種類的食物中，食物大小和雛鳥日齡、雛數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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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雛數對雛數對雛數對雛數對乞食行為乞食行為乞食行為乞食行為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 

A. 親鳥餵食頻率親鳥餵食頻率親鳥餵食頻率親鳥餵食頻率 

a. 整巢餵食頻率整巢餵食頻率整巢餵食頻率整巢餵食頻率（（（（trips/hr, food value/hr, prey size/trip））））：：：： 

整巢餵食頻率受到雛數、親鳥性別、雛鳥日齡等因子影響組合之模式，以

BIC值、AIC值、SBC值、Cp值最低之模式為最佳解釋模式（表 6），其中平均

每小時餵食趟數,平均每小時餵食食物量及平均每趟食物大小皆以包含雛數者為

最佳模式。 

以平均每小時餵食趟數而言，在雛數較多的巢中，平均每小時餵食趟數顯著

較高（圖3a；表7，P<0.0001），雄鳥（6.56±3.41 trips/hr）顯著高於雌鳥（4.42±2.49 

trips/hr, 表8，P=0.0001），但和雛鳥日齡則無關（表6，P=0.4823）。 

以平均每小時餵食食物量而言，雛數較多的巢中，平均每小時餵食食物量顯

著較高（圖3b；表7，P<0.0001），雄鳥每小時餵食食物量（5.56±2.37 food value/hr）

顯著高於雌鳥（3.45±1.70 food value/hr, 表8，P<0.0001），但和雛鳥日齡則無關

（表6，P=0.5395）。 

以平均每趟食物大小而言，在雛數較少的巢中會顯著較大（圖3c；表7，

P<0.0001），雄鳥帶回的平均每趟食物大小（0.91±0.22 prey size/trip）亦顯著大

於雌鳥（0.80±0.22 prey size/trip, 表8，P=0.0112），但平均每趟食物大小和雛鳥

日齡則無關（表6，P=0.5547）。 

 

b. 雛鳥個體餵食頻率雛鳥個體餵食頻率雛鳥個體餵食頻率雛鳥個體餵食頻率（（（（trips/hr*nestling, food value/hr*nestling）：）：）：）： 

 雛鳥個體的餵食頻率受雛數、親鳥性別、雛鳥日齡不同組合之影響結果，以

BIC 值等選出最佳模式（表6），其中平均每小時每隻雛鳥獲得餵食趟數和雛數

之間的關係，未包含雛數之 BIC 值（BIC=2.16）較包含者低（BIC=3.02），但

二者差異未達顯著（見方法），亦即以平均每小時每隻雛鳥獲得餵食趟數來看，

親鳥可能可以補償雛鳥而不受雛數影響，因此雖然在包含雛數的模式中，雛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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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小時每隻雛鳥獲得餵食趟數會有顯著影響（表6，P=0.0147），然其差異

應來自於雛數為4的巢，平均每小時每隻雛鳥獲得餵食趟數較低（圖4a；表7，

0.82±0.46 trips/hr*nestling），且當以平均每小時每隻雛鳥獲得食物量來看時，其

未包含雛數之 BIC 值（BIC=-2.02）較包含者低（BIC=2.13），亦即在不同雛數

的巢間平均每小時每隻雛鳥實際獲得的食物量沒有顯著差異（圖4b，P=0.3046），

因此”支持”親鳥可以補償之假說，平均每小時每隻雛鳥獲得食物量在不同雛數的

巢間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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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平均乞食強度平均乞食強度平均乞食強度平均乞食強度 

 平均乞食強度之最佳解釋模式中未包含雛數這項因子（表6），即平均每隻雛

鳥的乞食強度和雛數無顯著相關（圖5a；表7，P=0.8905），和雛鳥日齡亦無關

（表6，P=0.1019），亦不受進巢之親鳥性別的影響（表7，P=0.1281）。 

 

b. 乞食雛鳥乞食雛鳥乞食雛鳥乞食雛鳥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影響平均乞食雛鳥比例的因子中，BIC 值和 Cp值最低之模式未包含雛數，

但 AIC值和 SBC值最低者為包含雛數之模式（表6），且在該解釋模式中雛數和

雛鳥日齡交互作用顯著（P=0.0273），但以 Tukey test檢測發現，只有雛數4的巢

在13日齡時有較低的乞食雛鳥比例（arcsin轉換後，beg proportion=39.51），和

雛數3的巢在19日齡時有最高乞食比例（arcsin轉換後，beg proportion=65.8）之

間彼此有顯著差異，整體而言並未有乞食雛鳥比例在不同雛數的巢，會隨雛鳥日

齡而改變的情形。因此，雛數對乞食雛鳥百分比並無顯著影響（圖5b；表7，

P=0.0804），和雛鳥日齡或親鳥性別（表6）亦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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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雛鳥身體狀況雛鳥身體狀況雛鳥身體狀況雛鳥身體狀況 

 雛鳥身體狀況受雛數影響結果（圖6），以各巢13日齡的平均體重來看時，小

巢雛鳥平均體重（mean±SE =13.99±0.42 g）會高於大巢（12.82±0.34 g），但無顯

著差異（表9，P=0.0629）；小巢中雛鳥13日齡的跗蹠長平均（mean±SE=16.78±0.19 

mm）會略長於大巢（16.29±0.16 mm），但差異也未達到顯著（表9，P=0.079）；

各巢平均身體狀況指標（nestling condition index）在小巢或大巢間並沒有差異（表

9，P=0.2377）。在雛數較大的巢中，若競爭較為激烈，則雛鳥間之體重差異會較

大，但此現象在本研究中並未觀察到，體重、跗蹠長或身體狀況指標的標準差都

不會因雛數而改變（表9，體重：P=0.7299；跗趾長：P=0.5458；身體狀況指標

P=0.3987），因此雛鳥身體狀況應未受到雛數的影響。 

 

III.飢餓飢餓飢餓飢餓操作操作操作操作對乞食行為的影響對乞食行為的影響對乞食行為的影響對乞食行為的影響 

A. 飢餓實驗飢餓實驗飢餓實驗飢餓實驗操作取樣操作取樣操作取樣操作取樣 

 由巢中取出雛鳥或放回雛鳥時，需待一段時間後雛鳥才會恢復正常的理羽、

休息行為，並在親鳥進巢時乞食，雛鳥恢復正常前的餵食資料將不列入分析中，

而在飢餓操作中，將雛鳥取出飢餓之人為干擾結束後，平均每巢雛鳥在親鳥進巢

餵食 2±0.82趟之後可恢復正常（25.75±13.59分鐘）；飢餓操作結束將雛鳥放回

巢箱時，平均每巢雛鳥在親鳥進巢餵食 2.75±0.96趟（17.5± 8.19分鐘）後恢復正

常行為。 

 

B. 親鳥餵食頻率親鳥餵食頻率親鳥餵食頻率親鳥餵食頻率 

a. 整巢餵食頻率整巢餵食頻率整巢餵食頻率整巢餵食頻率與整巢平均每隻雛鳥獲得餵食與整巢平均每隻雛鳥獲得餵食與整巢平均每隻雛鳥獲得餵食與整巢平均每隻雛鳥獲得餵食（（（（trips/hr, food value/hr, prey 

size/trip, trips/hr*nestling, food value/hr*nestling））））：：：： 

整巢的餵食頻率中，平均每小時餵食趟數和平均每小時餵食食物量之最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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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都沒有受到操作的影響（圖7；表10），在平均每小時餵食趟數在操作後高於操

作前，但在統計上未到達顯著（表11，P=0.4362），在平均每小時餵食食物量卻

是操作前較高，但在統計上也未到達顯著（表11，P=0.4962）。平均每趟食物大

小則顯著受到操作的影響（表11，P=0.0244），操作前（0.98±0.24 prey size/trip）

和操作中（1.05±1.08 prey size/trip）平均每趟食物較大，操作後的平均每趟食物

較小（0.737±0.191 prey size/trip）。雄鳥平均每小時餵食趟數（7.74±2.91 trips/hr）

顯著高於雌鳥（4.14±1.83 trips/hr, 表12，P=0.0005），而平均每小時餵食食物量

亦為雄鳥（6.97±2.41 food value/hr）高於雌鳥（3.71±1.82 food value/hr, 表12，

P=0.0011）；但雄雌親鳥每趟啣回巢的食物大小則相似（表12，P=0.6648）。 

以雛鳥個體來看，整巢的平均每小時每隻雛鳥獲得餵食趟數，並不受操作影

響（P=0.2347），且加入操作狀態之模式其 BIC 值（BIC=-3.23），和未加入操作

狀態之模式之 BIC 值（BIC=-4.21）間差異小；而在不同操作階段間，整巢的平

均每小時每隻雛鳥獲得食物量有不同（P=0.025），操作中最高（1.37±0.35 food 

value/hr*nestling），操作前次之（1.04±0.61 food value/hr*nestling），再次為操作

後（0.84±0.42 food value/hr*nestling），加入操作狀態之模式其 BIC值（BIC=-1.96）

較未加入操作之模式其 BIC值低（BIC=-0.16），且 BIC值差異已接近”支持”，亦

即在不同操作狀態時，平均每隻雛鳥獲得的食物量有所不同（圖7），因此”支持”

親鳥能力無法完全補償之假說。 

 

b. 未禁食未禁食未禁食未禁食雛鳥餵食頻率雛鳥餵食頻率雛鳥餵食頻率雛鳥餵食頻率（（（（trips/hr*nestling, food value/hr*nestling））））：：：： 

對未禁食雛鳥而言，平均每小時每隻雛鳥獲得餵食趟數顯著受到操作的影響

（表11，P=0.04），在操作中最高（1.37±0.46 trips/hr*nestling），操作後最低（圖

8，0.74±0.51 trips/hr*nestling）；以平均每小時每隻雛鳥獲得食物量來看，亦在操

作中最高（1.38±0.35 food value/hr*nestling），操作前和操作後分別為1.04±0.75 

food value/hr*nestling，0.51±0.48 food value/hr*nestling（圖8，P=0.0051）。雄鳥

對未禁食雛鳥的餵食趟數或餵食量皆顯著高於雌鳥（表12，trips/hr*nest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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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03；food value/hr*nestling：P=0.0007）。 

 

c. 禁食禁食禁食禁食雛鳥雛鳥雛鳥雛鳥（（（（deprived））））餵食頻率餵食頻率餵食頻率餵食頻率（（（（trips/hr*nestling, food value/hr*nestling））））：：：： 

對禁食雛鳥而言，平均每小時每隻雛鳥獲得餵食趟數顯著受到操作的影響

（圖8；表11，P=0.0137），其在操作後（1.86±0.79 trips/hr*nestling）高於操作前

（0.97±0.49 food value/hr*nestling）；但平均每小時每隻雛鳥獲得食物量並沒有受

到操作的影響（圖7b，P=0.1741，操作前：1.05±0.58 food value/hr*nestling，操

作後：1.46±0.71 food value/hr*nestling）；在平均每小時每隻雛鳥獲得餵食趟數

上，雄鳥（1.694 trips/hr*nestling）高於雌鳥（1.129 trips/hr*nestling），但未達到

顯著差異（表12，P=0.0869）；在平均每小時每隻雛鳥獲得食物量上，雄鳥則顯

著高於雌鳥（表12，P=0.0439）。 

 

C. 雛鳥乞食行為雛鳥乞食行為雛鳥乞食行為雛鳥乞食行為 

a. 整巢乞食行為整巢乞食行為整巢乞食行為整巢乞食行為（（（（begging intensity/nestling, beg proportion）：）：）：）： 

雛鳥乞食行為以 BIC值、AIC值等指標最低者為最佳之解釋模式（表13），

整巢乞食雛鳥比例（arcsin轉換後）顯著受到操作的影響（表14；圖9），操作中

的乞食雛鳥百分比（48.50±5.37）顯著低於操作前（53.45±9.45）和操作後

（56.72±8.99， P=0.0412）；雌鳥進巢時的乞食雛鳥百分比（55.20±7.81）略高於

雄鳥（50.58±8.89），但差異未達顯著（表15，P=0.0744）。整巢平均乞食強度顯

著受到操作的影響（表14；圖9，P=0.0202），操作中的整巢平均乞食強度

（1.56±0.58）顯著低於操作前（1.99±0.63）和操作後（2.08±0.48）。 

 

b. 未禁未禁未禁未禁食食食食雛鳥雛鳥雛鳥雛鳥（（（（control nestling））））乞食行為乞食行為乞食行為乞食行為（（（（begging intensity/nestling, beg 

proportion、、、、distance rank, height rank, start rank））））：：：： 

對未禁食雛鳥而言，平均乞食雛鳥百分比（arcsin 轉換後）在操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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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0±5.37）低於操作前（56.08±11.81）和操作後（55.07±10.46），但並沒有

顯著差異（表14，P=0.1326）；平均乞食強度受到操作的影響，操作前最高

2.12±0.79，操作後1.93±0.56，操作中最低為1.56±0.58（表14，P=0.0559），以 Tukey 

test檢測，操作前和操作中有顯著差異，操作中和操作後有顯著差異，但操作後

和另二者間無顯著差異（圖9）。若比較操作前後之餵食前雛鳥和親鳥間的距離、

乞食高度和乞食順序等項目是否受到操作的影響，未禁食雛鳥和親鳥間的距離在

操作前較操作後有稍遠的趨勢（P=0.0754），乞食高度則顯著受到操作的影響，

操作後低於操作前（P=0.0409），但乞食時間則無顯著差異（表14，P=0.1743）。 

 

c. 禁食禁食禁食禁食雛鳥雛鳥雛鳥雛鳥（（（（deprived nestling））））乞食乞食乞食乞食行為行為行為行為（（（（begging intensity/nestling, beg 

proportion、、、、distance rank, height rank, start rank））））：：：： 

由巢中取出的禁食雛鳥，乞食行為明顯受到操作的影響（圖9）。平均乞食雛

鳥比例百分比（arcsin轉換後）於操作後（60.40±9.7）顯著高於操作前（49.25±7.78, 

表14，P=0.0072）；操作後平均乞食強度（2.43±0.55）亦顯著高於操作前（1.74±0.58, 

表14，P=0.0036），雖然餵食前雛鳥和親鳥間的距離、乞食高度、乞食順序等項

目在操作後會較操作前和親鳥距離較近、高度較高、較早開始乞食（表14，操作

後 vs.操作前, distance rank：0.380 vs. 0.483；height rank：0.410 v.s. 0.482；start 

rank：0.476 vs. 0.552），但統計上並未達到顯著（distance rank：P=0.1537；height 

rank：P=0.1104；start rank：P=0.1623）；當不同親鳥進巢時，禁食雛鳥乞食表現

並無不同（表15，P=0.1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