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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夜鷹的繁殖行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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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35.3 % (n=34)，幼鳥不同時孵化，孵化的

台灣夜鷹(Carimulgus affinis stictomus)

時間相隔半天以上。幼鳥孵化羽毛乾燥

是夜行性鳥類，野外觀察不易，過去在台

後，能活動並會躲在親鳥的翼下受保護，

灣有關台灣夜鷹的分布、繁殖以及牠們的

親鳥會將蛋殼咬碎丟棄。孵出後到幼鳥離

習性，所做的記錄甚少，本文是首次針對

開領域的存活率有 93.8 %(n =16)。
台灣夜鷹的繁殖成功率不高，僅 47.8

台灣夜鷹的繁殖行為，進行深入詳細的研

%(n = 23)，針對如此低的繁殖率，我們有

究報告。
自 2002 年到 2003 年在高雄縣市交界

需要對牠們的生態習性做進一步的了解，

的鳳山台地和高屏溪出海口右側沿岸進行

並對牠們的族群嚴加保護。1

觀察，並加以繫放、錄音、拍照。繁殖期

前言…………………………………

自一月底開始到七月下旬結束。繁殖期間

台灣夜鷹(Caprimulgus affinis stictomus)

雄鳥表現出很強的領域行為，在天黑後和

屬 於 夜 鷹 目 (Caprimulgiformes) ， 夜 鷹 科

黎明前雄鳥的鳴叫頻率最高，單位小時內

(Caprimulgidae)的鳥類。夜鷹科鳥類廣泛

可記錄的單一個體鳴叫最高次數可達 821

分布全世界，共有 15 屬 83 種(Gill 2000)，

次。每次鳴叫間隔為 0.8 秒到 3 秒間。雌

而在台灣僅發現有台灣夜鷹和普通夜鷹

鳥叫聲較低沉，也較少鳴叫。在有外來個

(Caprimulgus indicus)二種分布。

體入侵時，雌鳥也會和雄鳥共同加以驅

台灣夜鷹也稱林夜鷹，是台灣特有亞

離。領域半徑範圍自 50 公尺到 150 公尺

種，廣泛分布於台灣平地至低海拔山區，

不等，因當地的植被而異。

在台灣是普遍的留鳥。而本種鳥類也分布

台灣夜鷹築巢於焚燒後的裸露地、草

於香港、東南亞和澳洲一帶(Peggy 1994，

叢邊砂地的淺凹處或沒有遮蔽的水泥地

Chalmers 1998，Palliser 1999)，但有關台灣

上。每窩下二顆蛋(n= 20)，蛋呈粉紅色有

夜鷹的文獻非常的少(廖 1997)，而有關其

紅褐色的斑點，形狀為橢圓形，長、短直

繁殖行為的文獻則尚未有詳細的報導。

徑平均為 29.3 × 22.6 mm(n=2)，蛋的平均

近年來在高屏地區發現有較大量的族

重量為 9.9 克(n=2)。雌鳥每天下一顆蛋，

群，在高屏溪河床和鳳山台地附近地區繁

下蛋時間在黃昏後天黑前(n= 4)，雌鳥下第

殖。牠是夜行性動物，在日落之後才開始

一顆蛋後即開始孵蛋(n= 4)，蛋的孵化期為
19 天(n= 3)。雌鳥白天孵蛋時常在個體背

1

對著陽光照射下進行。幼鳥的孵化率為

繁殖行為、繁殖成功率、存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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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在昏暗的環境中不容易觀察其生態

坪頂(重劃區的草生地) N22° 33", E120°

習性，因此有關台灣夜鷹的研究文獻非常

23"。拷潭(鳳梨園區) N22°34", E120°

缺乏，為了要了解台灣夜鷹在台灣的繁殖

23" 。  內 坑 ( 住 宅 區 ) N22° 35", E120°

狀況，我們針對其領域範圍、求偶行為、

23"。內坑(鳳梨園區) N22° 35", E120°

孵化率、幼鳥存活率與繁殖成功率等生殖

22"。以 GPS 定位儀測定研究區內的海拔

習性，進行深入的研究，以使我們對台灣

高度約位於 40-80 公尺間。

夜鷹的生活史可以更加的了解。

高屏溪：河床地屬於砂質土，除了農

研究方法……………………………

田外，長滿甜根子草、 田菁、紅毛草、孟

本研究自 2002 年春季至 2003 年夏末開

仁草、大花咸豐草、馬鞍藤等植物。

始進行野外觀察記錄，並對幼鳥捕捉繫放

鳳山水庫：屬於低海拔丘陵山區，水

以做個體識別。觀察期間從日落後開始到

庫區中有許多的人工建築物，周圍為低海

日出為止，在夜鷹育雛期則進行全天候觀

拔闊葉林，水泥地邊緣有孟仁草、槭葉牽

察。

牛等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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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坪頂：位於高雄市縣交界，是一個

針對台灣夜鷹在不同領域的叫聲，分

較高的台地，區內為重劃區的草生地，周

別在單位時間內以計數器加以記錄。並於

邊交通發達；附近的邊坡長滿甜根子草、

2003 年繁殖季進入高峰的 2 月 11 日和 2

紅毛草、孟仁草等植物並種植鳳梨，這個

月 16 日，自黃昏六點後計算每小時的鳴叫

地區比鄰鳳山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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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潭：在高雄市 71 號道路北方下坡

次數，直到翌日清晨六點，以明瞭其在各
時段的鳴叫頻率。

處，是一大片鳳梨園，在下方低漥的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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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中為水稻田和菱角田。在東南方的山丘

在台灣夜鷹出現的領域內，由觀察記
錄其與其他繁殖對間的對峙、驅趕的行

上是墳墓區，其中長滿了超過一公尺以上
的長草。
內坑村：在過埤路北邊的社區，隔著

為，配合記錄經常出現的地點後，分析出
領域範圍。

馬路一邊是住宅區，另一邊是山坡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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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為低海拔闊葉林和竹林， 邊坡旁是裸

我們以台灣夜鷹每次繁殖的領域內，

露的荒地，有稀疏的紅毛草、牛筋草、 孟

有幼鳥成功離開親鳥的領域範圍視為繁殖

仁草等，往北方的山坡為公墓區和果園區。

成功。我們計算由蛋中孵出的幼鳥數，並

結果……….…………………………

持續觀察未孵化的蛋，直到親鳥棄巢為

台灣夜鷹在台灣全年均可發現，每年

止，由幼鳥數和總蛋數的比較得出孵化率。

一月下旬即可聽到繁殖的鳴叫聲，雄鳥在

研究地點描述………………………

日落後開始鳴叫，並發現有領域的行為，

本研究所選取的主要樣區有六處：

開始進行繁殖活動。

高屏溪(河床區)N22° 31", E120° 24"。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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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庫(丘陵區) N22° 32", E120° 23"。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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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夜鷹的繁殖是有領域性的，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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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旬開始，雄鳥常佔據有利的位置，站在

成鳥個體繫放的記錄，無法判定是否同一

高處鳴叫或邊飛邊叫。鳴叫聲為單音的「追

個體在同一年中可以繁殖兩次。

依~」「追依~」或「錐~」「錐~」，聲音宏

繁殖前期，雄鳥會先佔領領域，入夜

亮刺耳，鳴叫時間甚長，單一個體最長可

後開始於有利的位置鳴叫，以吸引雌鳥前

鳴叫 45 分鐘，而鳴叫的間隔在 0.8-3 秒

來。雄鳥以背對著雌鳥，把尾羽展開成扇

間，急促時在 25 秒內可鳴叫 20 次， 最

狀，露出外側白色尾羽，在地上以小舞步

高記錄為連續 1 小時鳴叫 821 次。日落後

垂地搖擺；若母鳥無反應，見雄鳥飛上空

及日出前一小時是鳴叫高峰期(圖一)。

中繞行後，飛回母鳥身旁重複上述動作。

棲息在鳳山水庫區的夜鷹領域範圍為

或者也曾見雄鳥面對雌鳥半蹲在地上，把

平均半徑 50m(n=3)，雄鳥常不斷地在範圍

臀部尾羽似孔雀開屏一樣的上翹來展示；

內來回飛行和鳴叫；也常發現和相鄰的繁

但如果雌鳥不願配對時，則會飛離而去。

殖對在領域邊界對峙平行飛行。繁殖於內

若配對完成後，雄鳥鳴叫的次數和時間均

坑住宅區的夜鷹，領域平均半徑為

會減少，偶爾在巡視領域時才會鳴叫幾聲。

150m(n=2)，雄鳥有利用大樓反射回聲，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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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鳴叫效果的傾向。雌鳥平時較少鳴叫，

配對後的夜鷹在一月下旬開始下蛋，

聲音也較低沉，但遇有不同個體入侵領域

蛋直接下在水泥地(n=16)或邊有雜草的空

時，雄鳥會發出急促的鳴叫聲，雌鳥也會

曠沙灘上(n=2)，在焚燒過後冒出新芽的甜

飛出來共同驅趕。

根子草叢下的砂中淺坑內(n=3)，巢也被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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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碎石堆附近(n=2)，但都沒有發現築巢

在高雄地區 2003 年的觀察中，從一月

的巢材。

底開始發現有較多的繁殖巢位，但由於無

夜鷹繁殖巢間的平均距離為 400 公尺

鳴 叫 次 數
夜 間 時 間
圖一‧2003 年台灣夜鷹於繁殖季夜間鳴叫時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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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 範圍 150-600 公尺)。平均每窩產下 2

討論………………………………..

顆蛋(n=20) ，蛋呈橢圓形，顏色為淡粉紅

台灣夜鷹的繁殖行為在冬季一月下旬

色有紅褐色斑點。蛋約 29.3mmx22.6mm

即已開始，明顯的較台灣其牠鳥種為早，

(n= 2)，蛋的孵化期為 19 天(N= 3)。

也較夜鷹屬的其他鳥種如歐洲夜鷹

雌鳥每天下一顆蛋，下蛋時間為黃昏

(C.europaeus)(Stülcken 1962,Schlegel 1973)

後天黑前(n= 4)。雌鳥下第一顆蛋後即開始

或埃及夜鷹(C.aegyptius)

孵蛋，並負責大部分的孵蛋工作，雄鳥則

早，主要原因是台灣夜鷹不像歐洲夜鷹和

只見在晚上部分時段參與孵蛋的工作，雌

埃及夜鷹是候鳥，牠在台灣是留鳥，在繁

鳥白天孵蛋的姿勢會隨著陽光的照射而改

殖前不需要長距離的遷徙，也可以在較短

變，大多是背對著太陽；偶而離巢時會很

時間內適應繁殖前的環境，而進入繁殖狀

快的回巢；回巢時並不會直接飛回巢位，

況。此外，台灣氣候一年四季差異不如大

而是在距離約 2-4 公尺處停下，四處觀望

陸型氣候般明顯，在元月底過後氣溫已開

後慢慢的搖擺身體，微張雙翅， 慢步迂迴

始慢慢回升，尤其在南部地區更明顯。夜

走近。或是先在附近觀望，然後快步入巢。

鷹所覓食的昆蟲也開始活躍起來，食物量

幼鳥在不同時間孵化，前後孵化時間

(Vaurie 1960)為

穩定的增加更有助於夜鷹的繁殖。

相隔半天以上。幼鳥孵化羽毛乾燥後，常

鳥類的繁殖常出現在環境中能夠提供

躲在親鳥的翼下，親鳥會把蛋殼咬碎丟

大量食物的季節，夜鷹的幼鳥也在二月

棄；親鳥遇到干擾時，常會離開巢附近，

底、三月初逐漸孵出，這個時候正是春天

並有擬傷的行為。

驚蟄的節氣。夜鷹的主要食物雙翅目的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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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更由冬天甦醒，而大量的出現，對於夜

在 2002 和 2003 年所觀察的 20 個孵蛋
的巢中，共有蛋 40 個，平均每巢 2 個蛋(n=

鷹哺育幼鳥的食物供應，形成最有利的狀
態。

20，SD=0.32)，各有一個巢為一個蛋和三

台灣夜鷹的鳴叫頻率以天黑後和天亮

個蛋(5%)，但這兩巢均無幼鳥孵化。總計

前一小時為最高，而後逐漸減少，在午夜

在可持續觀察的 17 個巢中，由 34 個蛋中

有暫歇的現象，這顯示夜鷹在晨昏前後時

孵出 12 隻幼鳥，孵化率為 35.3 %。而在

間內的活動力較其他時段為強，這在歐洲

九個持續觀察的巢中共有剛孵出的幼鳥

夜鷹的活動上也有類似的情形(Schlegel

17 隻，有 16 隻成功地離開繁殖領域，成

1969，Leibig 1972)。台灣夜鷹的鳴叫可以

功率為 94.1 %。幼鳥剛孵出來時，體色為

在飛行中進行，也可以停在突出的高枝上

淡灰棕色，隨著成長天數的增加，羽色逐

鳴叫，但並非如文獻中所記載的，僅在飛

漸配合環境而加深。

行中鳴叫(Glutz and Bauer 1982)。

▲ᓄതјΑதĈ

在繁殖期於內坑地區所測得繁殖領域

在 2002 和 2003 年共發現了 23 個繁殖

範圍約為 7.7 公頃，較歐洲夜鷹在德國巴

巢，至少有一隻幼鳥以上成功離巢的巢有

伐 利 亞 地 區 的 3.2 公 頃 為 大 (Brünner

10 個，繁殖成功率為 43.5 %。

1978)，但和 Berry(1979)在英國地區所測得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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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9～7.7 公頃相當。由於我們在內坑地

但都沒有發現親鳥孵蛋的位置。也曾發現

區所發現的繁殖個體間的鳴叫競爭，遠不

蛇從附近爬過，而親鳥並未受到攻擊。

如高屏溪和鳳山水庫地區的個體強烈，且

在所有被發現下蛋的巢中，均無發現

巢與巢間的距離亦較遠，因此台灣夜鷹的

巢材，蛋直接接觸在地面上。但完全不同

領域面積在其它地區，也有可能小於 7.7

於彩鷸等水鳥需築巢於潮濕的土地上，夜

公頃。

鷹築巢的地面通常是能保持乾燥的砂地、

台灣夜鷹的求偶行為和歐洲夜鷹十分

石礫地、水泥地或也可能是剛燒過的土

類似(Lack 1932)，夜鷹平時是以保護色搭

地。在裸露地，白天夜鷹可藉由太陽的照

配環境來保護自己，難得看到牠展露翅膀

射，使地面溫度提高，以助於卵的孵化。

和尾羽上的白斑，但在求偶行為上，雄鳥

晚上則藉由親鳥的孵育及乾燥的地面減少

則不斷向雌鳥展示身上明顯的白斑，並不

因熱傳導的因素，使蛋的溫度不致於降得

斷的抖動炫耀，可能是雄鳥要向雌鳥展示

太低。

牠有較強的實力和較高的存活能力，可以
延續保護子代。

一般而言，夜鷹科的鳥類每次下蛋的
數目常為一個或二個，夜鷹屬的鳥類下蛋

和夜鷹科中大多數的鳥類一樣，台灣

數則為二枚。在研究中我們發現有 90 %

夜鷹的蛋也直接下在裸露的地上，且常選

(n=20)的巢中為二枚蛋，只各有一個巢為

擇在植被稀疏或完全裸露的地方。夜鷹的

一枚和三枚蛋，而這兩個巢後來的繁殖均

親鳥和成長後的幼鳥，保護色均非常好，

未成功。下一枚蛋的巢可能因為受到干擾

在裸露的空曠地不易被發現。但如果在隱

而放棄繼續繁殖。下三個蛋的巢則可能在

蔽的長草中，反而失去視覺上隱蔽的義

下蛋的過程中受到干擾，而將一個蛋搬離

意，而無法顯現出保護色的長處。且在長

到另一處後，繼續補充兩個蛋，但這巢的

草中更有許多雜食性的嚙齒類，常會危及

繁殖也未成功。台灣夜鷹在受到干擾時，

親鳥、幼鳥與蛋的安全，而這嚙齒類由於

會將蛋搬移的現象已被證實(黑田

易受到空中猛禽的攻擊，反而較少在空曠

1967)，而在歐洲夜鷹也有相同的情形，當

地上逗留，使在空曠地上繁殖的夜鷹的成

巢受到干擾時，親鳥可將蛋或幼鳥用嘴巴

功率可以提高。

抬 走 (Hens 1965) ， 也 有 可 能 將 蛋 滾 走

夜鷹蛋的外表形狀和顏色並不如鷸鴴

(Derim 1962，Stülcken 1962)。

科鳥類一樣和環境相搭配，而是橢圓形呈

台灣夜鷹的繁殖成功率不高，僅有

淡粉紅色且帶有紅褐色斑點，當親鳥不在

43.5 %(n=23)，其中幼鳥的成功孵化率更

時很容易被發現，夜鷹蛋的安全十分依賴

低，僅有 35.3 %(n = 34)，但在幼鳥孵出後

親鳥保護色的保護。除了保護色外，親鳥

有 94.1%(n=17) 的 幼 鳥 可 以 成 功 離 開 領

的身體也阻絕了親鳥本身與蛋和幼鳥氣味

域。因此台灣夜鷹繁殖成功的關鍵期在於

的傳出，甚至也減輕幼鳥移動所造成的聲

親鳥孵蛋時期，這時期親鳥較容易棄巢。

響，使天敵無法發現。在研究過程中，我

主要的原因是親鳥剛開始繁殖時，投注的

們曾發現嗅覺敏銳的貓和狗在附近徘徊，

心血尚不多，容易放棄。另一原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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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親鳥一旦被干擾驚起後，蛋在沒有受到

致謝…………………………………

親鳥隱蔽色的保護下容易被發現，而受到
天敵的破壞。

本次台灣夜鷹繁殖的研究，承蒙高雄
市野鳥學會經費上的支持，特別感謝前理

因此要保護台灣夜鷹使其繁殖能夠成

事長程建中博士的指導、高雄鳥會繫放團

功，應該在夜鷹繁殖初期嚴防人為的干

隊的支援、自來水公司第七區管理處鳳山

擾，以降低親鳥的棄巢率和蛋的破壞率，

水庫的協助、特生中心協助提供標本比對

進而提升幼鳥的孵化和繁殖成功。

以及所有參加調查的鳥友，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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