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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1. 諸羅樹蛙鳴聲類型與特徵 

研究期間共標記了 159 隻雄蛙、40 隻雌蛙與 9 隻未達性成熟個

體；共收錄 433個錄音檔案，剔除品質較差者後，以剩下的 304個錄

音檔案進行分析。 

依據鳴聲的不同型式、鳴叫時機與伴隨出現的行為，將諸羅樹蛙

的鳴聲分為宣告叫聲(advertisement call)，釋放叫聲(release call)，以及

壓迫叫聲(distress call)。本研究發現，在諸羅樹蛙的宣告叫聲中又可

再仔細區分出三個類型(圖二 a、b、c、d)，暫定為宣告叫聲 A、宣告

叫聲 B與宣告叫聲 C。成熟雄性個體可發出以上各種鳴聲，雌蛙則僅

有發出壓迫叫聲的記錄。各鳴聲類型及特徵分述如下： 

 

(1).宣告叫聲 A (Advertisement call A) 

分析 66隻諸羅樹蛙雄性個體的錄音資料(圖二 b，表一)，得知其

鳴叫陣(call bout)中平均有 94.27%的鳴叫次數為宣告叫聲 A (n=66)，

是最常出現的鳴聲類型；也是成功雄蛙在雌蛙靠近時的主要鳴聲種類

(此時鳴叫陣中有平均 98.72%的鳴叫次數為宣告叫聲 A，n=22)，故判

斷為求偶叫聲(courtship call)，因此本文中以宣告叫聲 A 來探討諸羅

樹蛙的雌性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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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隻個體的資料顯示，宣告叫聲 A的每一個鳴叫(call)由一到四

個(平均 2.85±0.40)相似的脈波(pulses)組成，每一鳴叫陣(call bout)長

度平均為 13.91±14.66秒，包含 8.73±7.89聲鳴叫，平均鳴叫速率(call 

rate)為 0.61±0.21 聲/秒，每陣鳴叫之間則平均間隔 23.07±43.47 秒。

主頻率 (dominant frequency)平均為 2.54±0.12 千赫 (kHz)，並在

5.86±1.33 千赫、9.17±2.46 千赫、12.95±3.76 千赫處各有一諧頻

(harmonic frequency)；而一鳴叫中的各脈波主頻率會逐漸上升，起始

脈波主頻率平均為 2.48±0.13千赫，結束脈波則為 2.60±0.12千赫，頻

率修飾(frequency modulation)平均為 0.11±0.07千赫。 

 

(2).宣告叫聲 B (Advertisement call B) 

此鳴聲接在宣告叫聲 A 的鳴叫陣之後，也可單獨出現，但出現

次數之比例遠低於宣告叫聲A。宣告叫聲B平均長度為 790.86±167.91

秒，平均由 10.53±2.25 個相似的脈波組成，脈波速率為 12.26±1.08

個/秒。主頻率平均為 1.67±0.42 千赫；有兩個較主要的頻帶範圍

(frequency range)，分別是 1.16±0.09 千赫到 1.90±0.19 千赫，以及

2.19±0.15千赫到 2.81±0.13千赫；在 3.96±1.11千赫及 7.36±1.65千赫

處則各有一諧頻。若接於宣告叫聲 A 之後，則與 A 平均間隔

102.16±67.03毫秒(n=27，圖二 c，表一)。 

 



 14

(3).宣告叫聲 C (Advertisement call C) 

此鳴聲幾乎都伴隨在宣告叫聲 B之後，極少有單獨出現的記錄，

因此並未成功收錄單獨出現的宣告叫聲 C。此鳴聲與與宣告叫聲 B平

均間隔 79.04±21.71毫秒，包含 8.28±2.87個音節(notes)，每個音節由

2-4 個脈波(平均為 2.21±0.33)組成，主頻率平均為 2.30±0.22 千赫(圖

二 d，表一)。63.2%的宣告叫聲 C 前後有一短音。一叫聲由平均

6.36±0.60個脈波構成，主頻率為 1.33±0.01千赫(n=11)。 

雄蛙發出宣告叫聲 B 及 C 時並未觀察到明顯的伴隨行為；在群

集展示場中出現此兩類叫聲的次數比例很低(兩者次數合計約佔宣告

叫聲的 5.73%)，且雌蛙靠近時仍以宣告叫聲 A 為主，因此推測宣告

叫聲 B和 C的功能可能與求偶無關。 

 

(4).釋放叫聲(Release call) 

記錄中發出此鳴聲時會伴隨以下行為：雄蛙被誤抱(n=1)、雌雄

配對被另一雄蛙干擾(n=4)、雄蛙與同種或異種青蛙有肢體接觸

(n=6)、雄蛙彼此距離平均 30±11.55公分以內但無肢體接觸時(n=9)。

根據伴隨的行為判斷為釋放叫聲。 

每一陣釋放叫聲平均包含 12.28±18.73 個鳴叫，共為時

173.08±30.29 秒；每一個鳴叫的長度平均為 7.37±13.57 毫秒，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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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1.47 個脈波，平均脈波速率為 45.86±7.51 個/秒。主頻率為

1.47±0.14千赫(圖二 e，表一)。 

 

(5).壓迫叫聲(Distress call) 

此為唯一一種雌雄個體皆能發出的叫聲。出現於個體被天敵攻擊

時(如 2005年 5月 23日曾記錄過編號 f18雌蛙遭錢鼠 Suncus murinus

攻擊後肢時發出此叫聲)，有些則是在個體被觀察者捕捉、測量、或

剪趾時所發出。由於鳴叫時機較難預測，因此只錄到一次。壓迫叫聲

為一短促的叫聲，錄得資料顯示一個鳴叫僅為時 122.1 毫秒，包含 3

個脈波，主頻率為 1.31千赫，在 0.67、1.97、2.62、3.32千赫處各有

一諧頻(圖二 f，表一)。 

 

由以上鳴聲的頻譜特性、時間特性、鳴叫時機和伴隨行為等資料

可知，諸羅樹蛙繁殖季時以三種宣告叫聲為主要鳴叫類型，釋放叫聲

和壓迫叫聲則是偶發性的叫聲，只在特殊狀況發生時才發出。三種宣

告叫聲中以宣告叫聲 A 為主要求偶叫聲，故本研究後續即針對宣告

叫聲 A進行雌性選擇的相關探討。 

 

2. 雌蛙對不同大小群集展示場之選擇 

(1).群集展示場鳴叫雄蛙數與雌蛙生殖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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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七、八月共調查了 16次鳴叫雄蛙數量和雌蛙的生殖活動

強度，將天候狀況相似且相近的數日內所調查的同一群集展示場資料

平均後，共得到 14個資料點。 

調查中最大的群集展示場由 57 隻鳴叫雄蛙組成，雌蛙生殖強度

為 3.25；最小的群集展示場則只包含 6隻鳴叫雄蛙，而雌蛙生殖強度

則為 0.75。比較鳴叫雄蛙數與雌蛙生殖強度，發現兩者具有顯著的正

相關(Spearman’s Rho=0.6244，p=0.017，n=14，圖三)。 

 

(2).群集展示場鳴叫雄蛙數與持續鳴叫時間 

此部分得到了 14 個錄音時間較長而可計算持續鳴叫時間的資料

點，調查資料中最大的群集展示場由 40 隻雄蛙組成，其持續鳴叫時

間為 270分鐘(18:30~23:00)。記錄中最小的群集展示場則由 3隻雄蛙

組成，從 18:30起持續鳴叫時間為 0分鐘。 

以各群集展示場的雄蛙數和持續鳴叫時間進行相關性分析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後，發現兩者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

(Spearman’s Rho=0.7817，p=0.001，圖四)。 

 

(3).群集展示場鳴叫雄蛙數與鳴叫時間比例 

此部分得到了 11 個錄音完整而可供分析的資料點，其中最大的

群集展示場由 50隻雄蛙組成，其 19:00~21:30之間的鳴叫比例為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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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中最小的群集展示場則由 3隻雄蛙組成，其 19:00~21:30之間的

鳴叫比例為 0.16。以各群集展示場的雄蛙數和鳴叫時間比例進行相關

性分析(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後，發現兩者之間也有顯著的正相

關(Spearman’s Rho=0.8884，p=0.0003，圖五)。 

 

3. 雌蛙對群集展示場內不同雄蛙之選擇 

(1).雌性選擇中配對成功與不成功雄蛙特質之比較 

將九組有完整記錄的雌性選擇事件資料以 randomized block 

design ANOVA進行分析，比較配對成功雄蛙與不成功雄蛙的外部形

質和宣告叫聲 A 的鳴聲特徵，結果顯示在各項比較的特徵中，只有

頻率修飾(frequency modulation)以及鳴叫速率(call rate)在成功與不成

功雄蛙之間有顯著差異(表二)：成功雄蛙的頻率修飾(0.087±0.041 千

赫)小於不成功雄蛙的頻率修飾(0.130±0.03 千赫，F–ratio=3.44，

p=0.0177)；在鳴叫速率方面則是成功雄蛙(0.69±0.16 聲/秒)顯著大於

不成功雄蛙(0.57±0.06 聲/秒，F–ratio=5.34，p=0.0182)。一個鳴聲內

脈波數(number of pulses in a call)的差異接近顯著水準(F–ratio=0.67，

p=0.0501)，成功雄蛙一個鳴聲內的脈波數(2.99±0.14 個/秒)大於不成

功雄蛙(2.89±0.15 個/秒)；而其餘鳴聲特徵和個體外部形質在成功與

不成功雄蛙間則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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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雄蛙生殖成功之邏輯迴歸分析模式 

將 19隻成功雄蛙與 38隻不成功雄蛙的資料共同進行邏輯迴歸分

析(Logistic regression)，建立雄蛙配對成功的模式。以雄蛙是否成功

配對為依變數，自變數則是將雄蛙外部形質及宣告叫聲 A 鳴聲特徵

共 16個因子，先以單因子分析(univariate analysis)挑出 p<0.25的 13

個變數，再檢測各變數之間是否有線性重合(multicollinearity)的現

象，若有則只保留高相關性因子的其中一個，最後將這些保留下來的

9 個變數(表三)用 backward stepwise process 逐步剔除顯著性較低者

(probability to enter = 0.25, probability to leave =0.1)，得到此模式： 

logit(p)= -35.020 – 38.833*頻率修飾 + 4.548*脈波數 + 26.027*宣告叫聲 A比例 

(p<0.0001) 

由此模式可得知，雄蛙是否能成功和雌蛙配對，與其宣告叫聲 A

的頻率修飾、一個鳴聲中的脈波數，以及鳴聲中宣告叫聲 A 的次數

比例有關。頻率修飾幅度越小，一鳴聲中的脈波數越多，及鳴聲中宣

告叫聲 A 的次數比例越高，則其成功配對的機率越大。此外，鳴叫

速率越快，鳴叫陣內鳴叫數越多，配對成功的機率也較高；此兩因子

對於解釋雄蛙生殖成功的效力均接近顯著，但仍可自邏輯迴歸分析模

式中剔除。 

將諸羅樹蛙雄蛙宣告叫聲 A 的上述三個顯著因子（頻率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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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鳴聲中的脈波數，以及鳴聲中宣告叫聲 A 的次數比例）代入模

式，即可求得該雄蛙配對成功的預測機率值；而以機率值 0.5為切點

建立交錯矩陣(confusion matrix)，計算此模式的 sensitivity (實際上成

功雄蛙被正確預測為成功的比例)為 73.7%，specificity (實際上不成功

雄蛙被正確預測為不成功的比例)為 89.5%，整體的預測準確度為

84.2% (表四)，ROC圖形中曲線下的面積 AUC為 0.912(圖六)。 

 

(3).宣告叫聲 A鳴聲特質與雄蛙形質之關係 

根據雌性選擇中配對成功與不成功雄蛙特質的比較和雄蛙配對

成功模式的結果，可以整理出和雄蛙配對成功有關的共有五項鳴聲特

徵：頻率修飾、一個鳴聲內脈波數、鳴叫速率、鳴叫陣中的鳴叫數，

及鳴聲中宣告叫聲 A 的次數比例。將這五項特徵與雄蛙吻肛長進行

Pearson 相關性分析，資料不符合常態分佈者則使用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結果顯示只有鳴叫速率和吻肛長成顯著的正相關，但決

定係數並不高(r2=0.0748，p=0.0315，n=62，表五，圖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