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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金門本島戴勝的繁殖生態。內容包括記錄戴勝巢位在島

上的分布狀況、分析影響戴勝巢位分布的空間因子、記錄繁殖期間的各項行為、並

探討幼鳥的性別比例。調查發現：戴勝巢位遍佈金門多數村落。巢洞則都位在人類

活動所形成的洞穴中，以古厝、農舍和工具間中的縫隙為主。每對戴勝平均每窩產

6.3 ± 1.9 顆蛋，但至幼鳥約三週齡時每窩只剩下 2.5 ± 1.3 隻幼鳥。雌鳥在產下第一

顆蛋後就開始孵蛋，繁殖期間雄鳥會負責提供雌鳥和幼鳥食物。成鳥帶回的食物以

蟲蛹、甲蟲幼蟲和螻蛄為大宗，分別佔了可辨識種類食物的 43.1%、29.6%和 23.2%。

2006 年繁殖出的幼鳥雌性顯著多於雄性，但 2007 年的幼鳥性別比例則無此差異。

分析戴勝巢位的空間分布，發現戴勝巢位出現的機率與房舍面積及道路面積呈正相

關，和林地面積則呈負相關，顯示戴勝在金門地區的繁殖需求與當地居民的活動有

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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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reproductive ecology of Hoopoe (Upupa 

epops) on Kinmen and attempted to quantify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affecting its 

nesting location. Field survey revealed that Hoopoes nested throughout the island in 

man-made cavities. Clutch size was 6.3 ± 1.9 eggs, but only 2.5 ± 1.3 nestlings survived 

to the age before fledging (ca. three weeks of age). Females incubated alone and 

incubation started right after the first egg was laid. Males provided food for both their 

mates and nestlings. Most food items brought back to the nests were cocoons (43.1%), 

larvae of beetles (29.6%) and mole crickets (23.2%). The sex ratio of juveniles at two 

weeks old was not always at unity, with significantly more female offspring produced 

than males in 2006 but not in 2007. Spatial analysis revealed that Hoopoe nest sites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abundant in the vicinity of villages and roads and less abundant in 

areas near wood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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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門地區鳥類資源豐富，尤其以佛法僧目

的鳥類最具有地方特色，許多種類如栗喉蜂虎

(Merops philippinus)、斑翡翠(Ceryle rudis)、蒼

翡翠(Hylcyon smyrnensis)及戴勝(Upupa epops)

等，在金門地區普遍易見，而在台灣本島則數

量稀少。這類鳥類或因羽色亮麗且型態奇特，

或因數量眾多、生活習性特殊、與人類生活空

間重疊等因素，使得牠們成為金門地區最吸引

人的自然景觀。在終年留棲的佛法僧目鳥類

中，戴勝與人類關係最為密切。先前的研究已

發現戴勝的繁殖巢位多集中在金門的舊古厝

中，而活動範圍則多集中在村莊附近的農耕地

上(劉小如 2004)。目前這些環境正面臨著開發

的威脅，隨著金門駐軍數量大量減少，許多軍

事用地已歸還民間使用，而各界極力推動的各

項開發工程，讓社區及農耕地都愈來愈水泥

化，使得戴勝這種極適合作為生態旅遊解說題

材的鳥種，很可能會失去大部分棲地。此外，

近年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為活化園區內傳統

建築，已協助修復許多古厝並委外經營為民

宿，此舉固然為觀光和聚落注入生命力，卻也

同時減少了戴勝常用來繁殖的廢棄古厝數

量，間接導致戴勝繁殖可用巢位的減少。這類

的矛盾並非無法化解，但需要有對戴勝較深入

的瞭解，做為策略研擬基礎。 

關於金門地區戴勝的生物學，過去僅有莊

西進等人(1999)做過一年的觀察記錄，尚無人

針對其繁殖狀況進行過詳細調查。本研究因此

以金門地區戴勝的繁殖生態為調查重點，探討

其巢位在金門的分布及可能影響巢位選擇的

因子，同時記錄其產卵、孵蛋、親代育雛行為、

餵食頻率和食物種類等繁殖行為，另外也採集

幼鳥的組織樣本，分析幼鳥的性別比例等，以

累積金門戴勝的基礎繁殖生物學資料。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於 2006 年進行繁殖戴勝的巢位調

查，調查範圍涵蓋金門全島；至於繁殖與育雛

行為的觀察，以及幼鳥性別比例分析等，則於

2006 和 2007 年在金門西半島之金寧鄉和金城

鎮進行。 

 

一、戴勝的巢位分布調查 

2006 年二至三月，研究人員在金門本島

各地的村落及周圍的農田地區，一面步行一面

搜尋，若有發現戴勝，即在不影響其正常活動

的距離外以望遠鏡進行觀察，藉戴勝的活動來

發現其巢位。凡找到的巢位均記錄其座標、巢

洞在該地的詳細位置，及距地高度等。 

 

二、戴勝繁殖與育雛行為的觀察 

戴勝四月起開始育雛，此時因為需要對每

個巢位進行詳細的行為觀察，所需的工作時間

量大幅增加，因此自四月起，我們將研究樣區

集中在西半島，以減少往返各地區所需的時

間。 

我們針對每個確定的戴勝巢，都觀察記錄

親鳥求偶與交配行為、蛋數、幼鳥孵化狀況、

餵食頻率、食物種類、幼鳥離巢日期等，並設

法於幼鳥離巢前進行繫放，以俾未來的辨識。

許多戴勝的巢位於村落中破損古厝的屋頂

上，不易攀登接近，我們對這類型的巢洞都只

進行遠距離的觀察。若發現能夠接近的巢洞，

則架設錄影機，並於洞口安裝針孔鏡頭，或於

洞中安裝紅外線針孔鏡頭，以記錄成鳥餵食的

細節。 

 

三、戴勝的繫放與性別鑑定 

對於可以採得幼鳥的巢洞，我們在幼鳥約

三週齡時進行繫放，成鳥則在巢洞附近架設霧

網進行捕捉。每隻採得的個體在其跗蹠骨上安

裝有編號的金屬環和不同顏色組合的彩色塑

膠腳環，以作為個體辨識之用；同時由翼下靜

脈採集約 20 μl 的血液或自胸部拔取二根正在

生長的羽毛，存放於 Queen's solution 保存溶液

(Seutin et al. 1991)中，在室溫下攜回實驗室，

作為性別分析的樣本來源。完成操作後的幼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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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放回巢洞中，成鳥則於捕獲地點原地野

放。 

將採得的血液或羽毛等組織樣本，利用

Gemmel and Akiyama (1996) 所發表的方法萃

取 DNA，再以 Hörnfeldt 等人(2000)所設計的

一對引子(2550F / 2718R)，藉用聚合酶連鎖反

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以下簡稱 PCR)

增幅性染色體上的 CHD 基因片段。每一 PCR

的反應體積為 20 μl，其中包含約 60 ng DNA、

各 0.3 mM 的一對引子、0.5 mM dNTP、10 mM 

Tris-HCL, pH 9.0、50 mM KCL、0.01% (w/V) 

gelatin、0.1% Triton X-100、0.4 U 的 Taq DNA

聚合酶(Taq DNA polymerase, Protech)。PCR

的作用溫度如下：首先在 94℃中反應三分鐘

使雙股 DNA 的兩股變性解開(denaturing)，接

著進行 34 次增幅循環，每一循環包括：94℃

中 30 秒解開雙股 DNA、58℃中作用 30 秒使

模版 DNA 與引子鏈合(annealing)、72℃中作

用 30 秒 進 行 DNA 之 複 製 延 伸 反 應

(extension)，最後再於 72℃中反應三分鐘進行

最終延伸反應。PCR 所增幅的 DNA 片段以 

1%的瓊脂糖凝膠(agarose gel)進行電泳反應

(electrophoresis)，電泳後的膠片再以溴化乙菲

錠(ethidium bromide)染色，最後於紫外光下進

行顯像與拍照。瓊脂糖凝膠電泳的結果若顯示

在約 1300 bp 處出現 PCR 產物者則為雌性，若

無此 DNA 片段者則為雄性。此法所得的結果

與野外觀察時依據交配時的騎乘位置、雄鳥特

有的鳴叫聲、雌雄鳥的體型差異等所做的性別

判定完全相符，顯示此法可以正確地區分出戴

勝的性別。 

 

四、影響戴勝巢位空間分布的因子 

為瞭解影響戴勝巢位空間分布的因子，我

們利用 2006 和 2007 年所得的巢位分布資料，

與金門土地利用類型資料進行相關性的分

析。此分析僅涵蓋了金門西北部地區，包括古

寧頭、安岐、西浦頭、湖下等聚落及其週邊地

區(圖 1)，此範圍在研究進行的兩個年度內均

為經常調查之樣區，其餘地區的觀察頻度則較

低且不規律，為避免努力量不足造成的誤差，

故排除之。

 

 

 

 

 

 

 

 

 

 

 

 

 

 

 

 

 

 

圖 1. 影響巢位空間分布因子分析範圍內樣區網格配置及 2006-2007 年戴勝巢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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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類型的資料參考黎明儀(2004)判

讀 IKONO 衛星影像所建立之土地覆蓋圖，我

們將此覆蓋圖所區分的土地利用類型簡化成

八大類：(一)農耕地；(二)林地；(三)裸露地或

短草地；(四)高莖草地；(五)建築區；(六)道路；

(七)水域；(八)海岸沙灘。另外，由於黎明儀

(2004)所使用的衛星影像攝於 2001 年，與本研

究調查期間已有五年以上之差距，調查範圍內

的地貌已有改變，故我們亦根據現場的觀察對

土地利用類型資料做了修正。 

利 用 地 理 資 訊 系 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我們將納入分析的區

域以 100 公尺見方的網格系統與土地利用類

型資料套疊，計算出每個網格內各種土地利用

類型所佔面積。將網格與戴勝巢位座標進行套

疊，再將所有網格區分為「有戴勝巢」和「沒

有戴勝巢」二大類。由於戴勝的巢位集中在少

數網格，「沒有戴勝巢」的網格遠多於「有戴

勝巢」的網格。為降低進行統計分析時兩個類

別的樣本數相差過多所導致的統計誤差，我們

從所有「沒有戴勝巢」的網格中逢機挑選出一

組網格作為分析樣本，將「有／無」的比例控

制為 1:2。分析包括先利用 t 檢定比較兩類網

格中各種土地利用面積所佔比例有無差異，由

於比較的是比例資料，故在檢定前先對資料進

行 反 正 弦 平 方 根 轉 換 (Arcsine square root 

transformation)。其後以「有、無戴勝巢」作

為應變數(dependent variable)，各種土地利用

類型所佔面積比例作為自變數 (independent 

variable)，以逐步邏輯回歸 (stepwise logistic 

regression)檢驗兩者之間是否有相關。為避免

自 變 數 之 間 互 有 相 關 ， 導 致 多 重 共 線 性

(multi-colinearity)的問題，我們先對所有自變

數進行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若任兩

自 變 數 之 間 相 關 係 數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的絕對值大於 0.5，則先利用單變數

的邏輯回歸分析檢視何者解釋能力較佳，再以

此變數納入後續的逐步邏輯回歸分析。上述分

析利用 Arc GIS 9.2 以及 SYSTAT 9.0 等軟體進

行。 

結果 

 

一、戴勝巢位分布調查與使用狀況 

2006 年二至三月一共調查了 52 個村落及

其周遭農地，其中 40 個村落有戴勝活動，共

見到 38 對戴勝進行配對活動，找到 21 對所使

用的巢洞。根據這 2 月的調查結果，顯然戴勝

會在金門許多村落附近繁殖。 

兩年中所見巢洞都是人類活動所形成

的，各巢洞所在環境見表 1。若以巢洞入口所

在的高度判斷，有 50%的巢洞是位於地面到 1

公尺之間的高度，39.1%位在屋頂上，高度都

在 3 公尺以上(表 2)。 

 

表 1. 戴勝繁殖巢洞的位置 

巢洞位置 巢洞數 

古厝* 33 

農舍、工具間 22 

岩石或水泥縫隙 4 

路面水泥蓋下方 2 

軍營（廢棄） 1 

廣告招牌 1 

路邊帆布堆 1 

合計 64 

*在古厝繁殖的巢洞有 2 個位於二層樓古洋樓的屋

頂，其餘都在一層樓的建築中 

 

表 2. 戴勝巢洞距地高度分布 

高度分級 巢洞數 

地面(0-1 公尺) 32 

牆壁縫隙(1-3 公尺) 7 

屋頂(3 公尺以上) 25 

合計 64 

 

2006 年調查人員共記錄到 101 窩次的戴

勝繁殖行為，其中有 31 窩次只見到親鳥頻繁

地攜帶食物進出巢區，無法確定巢洞的正確位

置，可確認巢洞的巢有 70 個，這些巢共使用

了 55 個巢洞，圖 1 為 2006 年所發現的巢洞

位置。2007 年則發現 22 個巢洞，共繁殖 28

巢次。二年的調查中發現有 17 個巢洞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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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06 年調查所發現的戴勝巢洞分布圖(共 55 巢) 

 

 

繁殖季至少被使用 2 次、有 2 個巢洞至少被使

用 3 次。藉由觀察有標記的個體發現：有 5 對

戴勝一年中重複利用相同巢洞繁殖 2 次，有 7

個巢洞一年中先後被不同對鳥所使用，另有 5

個巢洞同一年內被使用 2 次，但不能確定使用

者是不是同一對鳥；至於 2 個被使用 3 次的巢

洞，有 1 個巢洞前 2 次是同一對利用，第三次

則換另一對鳥使用；另一個巢洞則第一次使用

的鳥和第二、三次不同對，但不確定第二和第

三次使用的鳥是不是同一對。二年的調查中並

沒有發現在同一繁殖季中有更換配偶繁殖的

現象。 

2007 年所發現 22 個巢洞中，有 13 個為

2006 年已有戴勝繁殖的巢洞，9 個是當年新發

現的巢洞。2007 年的繁殖成鳥中，有 7 隻為

2006 年繫放的個體(3 雌 4 雄)，其中有 3 隻 2006

年有繁殖記錄(2 雌 1 雄)。這 3 隻戴勝的配偶

都與去年不同，其中只有 1 隻母鳥連續 2 年都

使用同一個巢位繁殖。並沒有發現配對關係持

續 2 年的紀錄。 

 

二、戴勝繁殖與育雛行為觀察 

1. 交配行為 

研究期間共記錄到 17 次交配行為。交配

前通常兩隻鳥沒有特殊的展示或求偶行為，只

有一次交配前雄鳥曾餵食物給雌鳥。交配似乎

是由雌鳥發起，此時雌鳥會出現蹲伏的動作，

雄鳥見狀後才走到雌鳥旁邊，再跳到雌鳥背上

進行交配。每次交配持續 10-15 秒，有 6 次交

配紀錄的持續時間在 6 秒以下，因為這時候雄

鳥都還沒站穩，推測這幾次的交配應該沒有成

功。此外，觀察人員也曾在一個巢洞口見到母

鳥在 17 分鐘內分別和 2 隻公鳥交配。 

2. 產卵與孵蛋 

雌鳥每隔 2 天產一顆蛋，孵蛋工作全由雌

鳥進行。雌鳥在產下第一顆蛋後就開始孵蛋，

因此同一窩中每隻幼鳥孵化的時間都不一

致，也造成同一巢內幼鳥的體型大小有所差

異。 

大部分有戴勝巢洞的古厝都是已經傾倒

破損的建築，基於安全考量，我們未曾探究利

用這些巢洞的親鳥繁殖狀況。對於能夠靠近的

巢位，有些受限於地形也無法探視內部狀況，

因此僅有 23 個巢能觀察到內部的狀況，其中

有 7 個巢被發現時雌鳥正在孵蛋、16 個巢發

現時幼鳥已經孵化。有一巢在孵化過程中因颱

風導致淹水致使親鳥棄巢，其中的 6 顆蛋全都

沒有孵化。整體而言。戴勝的窩卵數自 4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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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枚不等，平均每窩的蛋數為 6.3 ± 1.9 顆(N= 

7)，平均每窩的幼鳥數為 1-6 隻不等(平均每窩

3.2 ± 1.5 隻幼鳥, N = 22)，離巢前每窩的幼鳥

數降至 0-5 隻(2.5 ± 1.3 隻, N= 19)，有三窩幼

鳥在預計進行繫放時發現已不在巢內，推測應

為繁殖失敗。 

3. 育雛與食性 

從配對開始，即可看見雄鳥帶食物餵食雌

鳥，在產卵和孵蛋期間，雄鳥會持續攜帶食物

給雌鳥。幼鳥剛孵化時，雄鳥同時兼顧雌鳥與

幼鳥的食物需求，等到幼鳥至少一週齡大時，

雌鳥才會加入尋找食物的行列。雄鳥通常會將

帶回的食物交給雌鳥後就立刻飛走，雌鳥接過

食物後會自己吃掉或餵給幼鳥。若雄鳥帶食物

回來時雌鳥不在巢內，雄鳥會在巢附近鳴叫，

若雌鳥仍沒出現，有時雄鳥會自己進巢餵食，

有時則會帶著食物飛走，或自己把食物吃掉。 

工作人員捕捉成鳥進行繫放時，有五隻被

捕獲的成鳥喙中帶著食物，包括一隻即將羽化

的蟬、二隻甲蟲幼蟲、一隻蟲蛹和一隻螻蛄。

這些獵物被發現時頭部都已經被破壞，顯示成

鳥在找到食物時會先行處理後再帶回巢中。 

研究期間我們共在 9 個巢洞架設了針孔

攝影機，一共拍攝了 79 小時又 39 分鐘的錄影

畫面，共記錄到 806 筆親鳥帶食物回來的畫

面。整體來說，親鳥帶食物回來的頻率變異很

大，有時兩次間隔不到一分鐘，有時 90 分鐘

的拍攝過程中都沒有回來餵食的記錄。受限於

拍攝的角度和攝影器材品質，錄影帶中的食物

有 302 筆無法辨識種類，在可辨識的 504 筆紀

錄中，有 217 筆為蟲蛹(43.1%)、149 筆為俗稱

雞母蟲的甲蟲幼蟲 (29.6%)、117 筆為螻蛄

(23.2%)。此外，還記錄到 20 筆將羽化的蟬

(4%)，以及一筆蚯蚓的紀錄。 

 

三、戴勝幼鳥的性別鑑定 

2006 年共繫放 48 隻戴勝幼鳥，另有二隻

幼鳥發現時已在巢中死亡，故採得來自 18 個

巢、共 50 隻幼鳥的組織樣本。2007 年則採得

來自 12 巢、共 29 隻幼鳥的組織樣本。性別鑑

定的結果顯示這 79 隻幼鳥有 31 隻是雄鳥，48

隻是雌鳥。各年的幼鳥性別比例有很大不同，

2006 年的幼鳥雌雄性別比是 1.78:1(雌鳥 32

隻、雄鳥 18 隻)，明顯偏離 1:1 的性別比例(χ2

＝3.92，p < 0.05)；然而 2007 年的幼鳥雌雄性

別比是 1.23:1(雌鳥 16 隻、雄鳥 13 隻)，統計

上性別比例沒有偏離 1:1(χ2＝0.3，p > 0.05)。 

 

四、影響戴勝巢位空間分布的因子 

將樣區地圖網格化後，發現戴勝的巢僅分

布在樣區內的 29 個網格中(圖 1)，大部分的網

格中都沒有戴勝的巢。從「沒有戴勝巢」的網

格中扣除戴勝無法使用的區域後(如慈湖水

面)，逢機挑選出 58 個網格來分析影響戴勝巢 

 

 

 

 

 

 

 

 

 

 

 

 

圖 3. 樣區網格化後 29 個「有戴勝巢」及 58 個隨機選出「無戴勝巢」的 100 公尺見方網格之分布



劉小如，詹仕凡，胡文寅，許育誠 

40  國家公園學報二〇一〇年第二十卷第三期 

位的空間因子(圖 3)。t 檢定的結果顯示：在有

戴勝巢的網格中，建築區和道路所佔比例顯著

較高，林地所佔比例顯著較少，其餘土地利用

類型則無顯著差異(表 3)。各種土地利用類型

所佔面積比例之間，「農耕地」與「林地」間

的相關性為-0.592，「農耕地」與「裸露地或

短草地」之間的相關性為-0.560，其餘類型間

的相關性絕對值均低於 0.5。這三個變數在個

別的單變數的邏輯回歸分析中，「農耕地」

(p=0.958)與「裸露地或短草地」(p=0.645)的影

響均不顯著，僅「林地」有顯著影響(p=0.005)，

為避免多重共線性的問題，「農耕地」、「裸

露地或短草地」兩個變數不納入後續的逐步邏

輯回歸分析。逐步邏輯回歸分析的結果亦顯示

戴勝巢位之分布與房舍面積及道路面積有顯

著的正相關，和林地面積則有顯著的負相關，

和其他類型棲地面積則無顯著關係(表 4)。上

述兩種分析的結果反映出戴勝的巢位多分布

於聚落區。 

 

表 3. 兩類網格內各種土地利用類型所佔面積比例之差異 

 有戴勝巢(N=29) 無戴勝巢(N=58) t 檢定之顯著值

(P-value)  平均值 標準誤差 平均值 標準誤差 

農耕地 0.517 0.071 0.522 0.047 0.948 

林地 0.087 0.020 0.265 0.036 <0.001* 

裸露地或短草地 0.119 0.035 0.101 0.021 0.641 

高莖草地 0.003 0.001 0.002 0.002 0.247 

建築區 0.177 0.046 0.044 0.014 0.004* 

道路 0.054 0.005 0.035 0.004 0.002* 

水域 0.043 0.024 0.027 0.011 0.850 

海岸沙灘 0.000 0.000 0.004 0.004 0.209 

 

表 4. 以逐步邏輯回歸檢驗「土地類型所佔比例」和「有、無戴勝巢」兩者之間之相關性 

自變數 回歸係數 標準誤差(S.E.) 顯著值(P-value) 

建築區 3.779 1.692 0.026 

道路 22.776 9.373 0.015 

林地 -5.489 2.202 0.013 

 

 

討論 

 

一、戴勝巢位分布 

由巢洞的分布圖(圖 2)可知戴勝在金門許

多地區都可繁殖。至於機場附近及太武山區，

由於有工程進行和許多軍事基地，無法進行調

查工作，所以對這些地區的戴勝繁殖情形不

詳。 

本研究發現金門的戴勝多在古厝和農舍

的牆洞中築巢，此現象與文獻記載戴勝的築巢

環境大致相同(Martín-Vivaldi et al. 1999)。許多

文獻都曾提及戴勝會在樹洞中營巢 ( 宋策 

1997, 許設科等 2000, Fournier and Arlettaz 

2001, 樊敏霞等 2004)，但本研究並未在金門

地區發現戴勝在樹洞中繁殖的例子，甚至發現

戴勝巢位的出現機率與林地面積呈負相關。雖

然不能肯定金門地區的戴勝是否完全不使用

樹洞繁殖，但至少目前使用樹洞的比例應相當

低。推測可能的原因包括：1. 樹林區沒有適

合的樹洞；2. 其他類型的巢位較樹洞更適合

戴勝繁殖。唯確切原因仍待進一步釐清。 

早年金門居民因為戴勝在墓穴中繁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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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視為不祥的鳥，但目前金門能形成洞穴的

傳統墓穴已經非常稀少，研究期間也沒有發現

在墓穴繁殖的戴勝，顯示墓穴應該已經不再是

戴勝的主要繁殖洞穴來源。相對地，在古厝、

農 舍 和 工 具 間 的 戴 勝 巢 佔 了 所 有 巢 洞 的

85.9%，顯示這類環境已經成為戴勝主要的繁

殖巢洞來源。本研究發現戴勝巢位出現的機率

與房舍面積及道路面積呈正相關，此結果也反

映目前金門適合戴勝繁殖的巢位多分布於聚

落區。另外，發現巢位高度以在屋頂和在地面

二類為大宗，二者所佔的比例相差不大。我們

無法比較使用這二種高度巢洞繁殖的戴勝，其

繁殖成功率是否有所不同，因為大部分築在屋

頂的巢洞都無法觀察巢內狀況。然而在這二種

環境中繁殖的戴勝，似乎面臨著不同的威脅因

子：在屋頂破洞繁殖的戴勝，面臨著和八哥競

爭巢洞的威脅。研究期間曾發現八哥和戴勝探

視同一個洞，雖然沒有發現二者有明顯的打鬥

行為，但很多八哥用來繁殖的巢洞都曾經有戴

勝探視過。因為八哥在金門的數量眾多，牠們

對包括戴勝在內的洞棲性鳥類繁殖的影響，值

得進行長期的追蹤研究。至於在地面洞穴繁殖

的戴勝，似乎沒有來自八哥的巢洞競爭，但其

巢洞可能面臨淹水和被鼠類掠食的威脅(見後

述)。 

2004 年的鳥類調查曾發現，在戴勝巢區

周圍 500 公尺範圍內，耕地是最主要的土地利

用類型(劉小如 2004 )，但當年的調查樣本數

僅 12 巢，且未曾選取對照組以分析耕地面積

與巢位選擇之相關性。本研究發現雖然大部分

的巢位附近有農田或草地，但巢位的分布與這

些棲地的面積並無相關。研究人員在野外觀察

時亦常發現在聚落內繁殖的戴勝頻繁地飛到

數百公尺外的旱田中覓食，故戴勝的巢位分

布，與鄰近巢洞的潛在食物資源似乎沒有直接

相關。然而生物在不同的空間尺度下可能有不

同的棲地選擇條件(Mayor et al. 2007)，故不能

排除在更大空間尺度下，戴勝偏好有較大耕地

面積的區域繁殖的可能性。本研究受限於調查

範圍的限制，若以較大的網格進行分析會導致

樣本數(網格數)過少，後續研究若能擴大調查

範圍，再以較大的取樣(網格)尺度進行分析，

或許更能釐清戴勝對於巢位的選擇條件。 

 

二、戴勝繁殖與育雛行為的觀察 

在金門，戴勝幼鳥的死亡率很高，雖然每

窩可產 6.3 顆蛋，但僅有約 40%的蛋能夠孵化

並成長至離巢。Martín-Vivaldi et al. （1999）

在西班牙進行的戴勝繁殖行為研究發現被天

敵捕食是造成整窩繁殖失敗的主要原因，其次

則是棄巢和雌鳥死亡。限於觀察上的困難，我

們不知道大部分幼鳥的死因，但天然災害、人

為干擾及天敵捕食都曾導致繁殖失敗。2006

年 5 月 17 日珍珠颱風離開金門後，我們發現

一窩即將離巢的幼鳥淹死在浸水的巢洞中，另

有一巢則因為蛋泡了水而失敗。研究期間曾有

一對戴勝在倉庫地板下面的洞穴中繁殖，因為

屋主堆放物品時不經意將洞口堵住，親鳥無法

進入巢洞，導致幼雛死亡。此外，我們雖然沒

有親眼見到鼠類掠食戴勝幼鳥或蛋，但調查期

中 曾 見 到 鼠 類 在 戴 勝 巢 洞 口 附 近 活 動 。

Martín-Vivaldi et al. (1999)的研究中也發現戴

勝平均每窩產 6.59 顆蛋，但只有 2.97 隻幼鳥

能夠成長至離巢。飢餓是造成幼鳥死亡最大的

最大原因。顯示戴勝的繁殖是採行「子代減少」

(brood reduction)的生殖策略，他們會產下比實

際能養育的子代數更多的蛋，藉由幼鳥的不同

時孵化，造成同一窩子代體型上的差異，藉以

淘汰最瘦弱的個體(Martín-Vivaldi et al. 1999)。 

錄影紀錄顯示戴勝的食物以蟲蛹、俗稱雞

母蟲的甲蟲幼蟲和螻蛄為主，此與國外的研究

結果相似。瑞士的研究指出育雛期親鳥帶回的

食物以鱗翅目的幼蟲和蛹佔大宗(67%)，其次

是螻蛄(26%) (Fournier and Arlettaz 2001)。歐

洲的研究也已證實戴勝可以顯著地抑制林地

中害蟲的數量(Battisti et al. 2000)，由於雞母蟲

和螻蛄是以植物的根部為食，若這些昆蟲會以

農作物的根部為食，則戴勝在農田中覓食，應

該有助於控制金門農田中這些昆蟲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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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戴勝幼鳥的性別鑑定 

本研究 2006 年發現戴勝幼鳥性別不均

等，是國內外關於戴勝研究不曾發現的現象，

然而此現象在 2007 年並沒有出現。由於本研

究只進行二年，無法判斷幼鳥性別比例不均的

現象在金門的戴勝族群中是特例還是常態，也

無法確定這種性別不均的現象是否受到環境

因子影響。其他鳥類研究也曾發現幼鳥性別比

例不等的現象，例如 Griffith et al. (2003)和

Dreiss et al. (2006) 都曾發現藍山雀 (Parus 

caeruleus)雌鳥會根據配偶的品質調整子代的

性別，而 Cichon et al. (2003)則發現在孵化過

程中，雄性藍山雀胚胎的死亡比例高於雌性胚

胎。雌性東方環頸鴴(Charadrius alexandrinus)

幼雛的死亡率高於雄性幼雛 (Székely et al. 

2004)。其他研究也發現母鳥會根據本身的狀

況 或 食 物 資 源 多 寡 調 整 子 代 的 性 別 比 例

(Whittingham and Dunn 2000, Arnold et al. 

2003)。 

 

四、人工巢箱用於戴勝繁殖的探討 

戴 勝 屬 於 次 級 巢 洞 使 用 者 (secondary 

cavity user)，只能使用既有的洞穴繁殖，而不

能自行挖掘洞穴。對於這類型的鳥種，巢洞的

數量及分布常是繁殖最重要的限制因子。本研

究發現有些巢洞會先後被不同的戴勝使用，顯

示巢位的可獲得性可能會限制戴勝的繁殖機

會，此現象也曾在歐洲地區被發現 (Kristin 

2001)。我們無法比較不同的巢位分布對戴勝

繁殖成功率的影響，但在瑞士阿爾卑斯山麓的

研究則發現戴勝繁殖地點距覓食地點過遠

者，繁殖成功率較低 (Fournier and Arlettaz 

2001)。當地的戴勝主要在平原農耕地區覓

食，但平原農耕地上沒有可供戴勝營巢的洞

穴，因此戴勝必須在丘陵地帶的樹林中利用樹

洞營巢，每日往返於山麓的巢區和平原農耕地

的覓食區。此研究推測繁殖地和覓食地之間的

距離過長，使戴勝親鳥餵雛的效率不佳，導致

繁殖成功率下降，可能是導致當地戴勝族群逐

年下降的原因。Fournier and Arlettaz (2001)推

測若在農耕地中設置人工巢箱供戴勝使用，可

能有助於提高該地戴勝的繁殖成功率。 

金門地區的戴勝多在人工洞穴中繁殖，可

能提供戴勝使用的人工洞穴至今仍然很多。若

將來隨著房屋、古厝的整建，現有的人工洞穴

大量減少，或可研究設計適當的巢箱供戴勝繁

殖使用。設置巢箱還有其他利益，因為方便觀

察、攝影，有利於戴勝研究及生態旅遊、解說

教育的導覽解說。不過戴勝是否會接受巢箱仍

需要仔細評估。此外，有些在人工巢箱繁殖的

鳥，繁殖成功率反而較在天然巢穴中為低。過

去的研究發現有些鳥類偏好在人為營造的環

境中繁殖，但是繁殖成功率卻明顯地降低，這

種情況被稱做「生態陷阱(ecological trap)」 

(Dwernychuk and Boag 1972 ; Battin 2004)，在

給大山雀(Parus major)使用的巢箱即出現過此

種狀況(Mänd et al. 2005)。造成低繁殖成功率

的原因，包括繁殖地附近天敵的密度較高

(Pasitschniak-Arts and Messier 1995, Flaspohler 

et al 2001(a), Flaspohler et al. 2001(b))、遭受其

他鳥種托卵寄生致使自己的繁殖成功率降低

(Semel and Sherman 2001)、周圍的食物資源不

足等(Visser et al. 1998)。因此，小規模、試驗

性地設置人工巢箱供戴勝使用，並比較戴勝在

人工巢箱和其他洞穴繁殖成功率的差異，是未

來值得進行的研究方向，且其結果可作為未來

設置巢箱與否的重要依據。不過，為了不對金

門生物群聚造成大幅度的影響，未來即使設置

巢箱，總數量也應該以維持穩定的戴勝族群為

限，應該避免裝設過多的人工巢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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