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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了生存，有許多動物會進行打鬥以取得各種資源；而各種動物的打鬥方式也各有不同。

本研究以台灣扁鍬形蟲(Dorcus titanus sika)為研究對象，我們希望能夠瞭解鍬形蟲在水平與垂直

的場地中打鬥是否存在著差異：兩環境中決定勝負的因子是否不同？鍬形蟲的打鬥行為是否因

為演化而有策略選擇性？。 

研究結果顯示： 

1. 在水平與垂直兩個不同環境中打鬥時，無論是影響勝負的因素或打鬥行為皆有不同。 

2. 在垂直環境中打鬥，其上下位置會影響勝負，而位置影響有限。結果顯示，在體長差距

過大時，無論位置在上或下，大隻扁鍬皆顯著在打鬥中具有優勢。 

3. 在垂直環境中打鬥，輸家被掀翻的機率顯著大於輸家自行撤退。 

4. 實驗結果支持扁鍬在打鬥時採取自我評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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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 

臺灣扁鍬形蟲廣泛分佈於臺灣中低海拔及平地，其雄性特化的大顎被運用於互相打鬥。

在基礎生物第六章中，我們學到動物會爭奪資源以利生存。在閱讀許多文獻後我們發現，

部分研究者曾經研究過鍬形蟲的打鬥行為，但僅限於在水平環境研究其行為；例如把打鬥

的環境定義為在水平樹幹上打鬥(關哲昀，2011) 以及在光滑水平桌面上打鬥 (江坤澄、曹家

豪、曹宇傑、曹致程、曹宇翔，2010)。但是對於在垂直向環境中的行為研究則付之闕如，

我們認為，在鍬形蟲的原生環境中更普遍的打鬥場域為垂直向的樹幹。因此，我們希望透

過本研究來了解在垂直向與水平向環境中：  

1. 決定勝負的行為差異為何？ 

2. 在垂直向與水平向打鬥時，勝負之影響因子有無差異？ 

3. 各影響因子對於勝敗的影響力何者較強？ 

依據博弈論（game theory）（尚玉昌（2003）˙行為生態學˙台北市：五南）中的鷹、

鴿模型，在此模型研究的動物種群中，只面對兩種行為對策的選擇：鴿對策者在面對敵手

時，採攻擊姿態威嚇對方，但當敵手發動攻擊時則逃跑（不會受傷）；鷹對策者，則寧願

冒受傷的風險也要攻擊對方。假定個體的對策選擇是可遺傳的，那可預期在穩定的自然環

境中，生物的打鬥會符合一種雖然不一定是最好的策略（報償最高），但卻不會受到其它

對策侵襲的進化穩定策略（ESS）。對扁鍬來說，地盤的所有權就是一種資源，因而在演化

的過程中，或許會採取特定策略來獲取最高的適合度（Fitness）。  

一般而言，動物的打鬥行為中可能採取兩種策略：自我評估與相互評估；自我評估即

為只評估自身能力而不評估對手能力，相互評估則會評估自身能力與對手能力（Hsu, Lee, 

Chen, Yang & Cheng,2008）。前人研究（Taylor & Elwood , 2003）指出：對於採取自我評估與

相互評估策略的物種而言，其差異在於：第一、採取自我評估策略者，其優勢個體能力與

打鬥時間或打鬥激烈程度均呈現正相關（也可能無相關性）、採取相互評估策略者則會呈

現負相關。第二、採自我評估策略者，若將相同能力之個體配對打鬥，其個體能力與打鬥

時間或打鬥激烈程度成正相關，若採取相互評估策略者則呈現無相關。（請參閱第 23 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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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目的 

一、 檢測水平環境、同量級打鬥時，左右兩方之勝率有無差異？ 

二、 檢測垂直環境、同量級打鬥時，上下兩方之勝率有無差異？ 

三、 體長、位置兩因素在垂直環境打鬥時對於勝負之影響是否不同？ 

四、 探討於水平、垂直兩環境下打鬥時，決定勝負之行為有無差異？在水平環境時體長差異

對於打鬥激烈程度是否有影響？ 

五、 能否推論扁鍬使用何種打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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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實驗對象介紹 

 中文名稱：台灣扁鍬形蟲 

 學名：Dorcus titanus sika 

 分類：動物界（Animalia） 

           節肢動物門（Arthropoda） 

           昆蟲綱（Insecta） 

           鞘翅目（Coleoptera） 

           鍬形蟲科（Lucanidae） 

           大鍬形蟲屬（Dorcus） 

           扁鍬形蟲（Dorcus titanus） 

           亞種台灣扁鍬形蟲（Dorcus titanus sika） 

 外觀特色：雄蟲大顎發達，大顎近基部處有一明顯的大齒突，至大顎尖端處有排列整

齊的小齒突，頭部及前胸背板兩側密生刻點，翅鞘上的刻點集中在兩側及翅後緣上，

無縱向溝紋。 

 棲息地：普遍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常見成蟲集體出現吸食樹液或熟透的果實，

如青剛櫟、台灣欒樹、荒廢的柑橘園都容易找到牠們的蹤跡，夜晚具有趨光性。 

 分布：台灣（特有亞種） 

 生活史：卵→幼蟲→蛹→成蟲，屬於完全變態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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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造解剖圖(一)                                    構造解剖圖(二) 

 

二、研究設備及器材列表 

設備或器材 用途 數量 

自製打鬥場地 提供場地擺放樹幹 2 座 

樟樹樹幹  水平、垂直打鬥發生地點   1 根 

攝影機 拍攝打鬥過程 1 臺 

甲蟲果凍 餵食鍬形蟲   一箱(約 300 個) 

飼養箱 隔離飼養每隻鍬形蟲   31 個 

JMP（電腦程式） 分析實驗數據  

Dropbox（電腦程式） 雲端協作數據與報告……等檔案  

電子天秤 秤鍬形蟲重量 1 臺 

培養土 飼養與打鬥時鋪在地面 10 公斤 

水苔 飼養時鋪在昆蟲盒內 1 公斤 

游標尺 測量鍬形蟲體長、大顎長 兩支 

腳架 固定攝影機 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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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實驗架構圖 

 

二、實驗定義 

(一) 行為編碼 

行為 定義 

靠近(A) 其中一隻或兩者向對方接近 

接觸 I(C) 一隻觸碰到另外一隻且兩隻皆無張開大顎 

接觸 II(E) 一隻觸碰到另外一隻，其中一隻或兩隻張開大顎(代表有敵意) 

推擠(T) 互相以大顎擠壓對方 

僵持(D) 互相以大顎小程度擠壓（或不擠壓）對方，外觀上呈現靜止 

掀翻(O) 一隻用大顎使另一隻翻倒 (被掀翻的判定為 O) 

撤退(R) 一隻離開另外一隻，離開的為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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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打鬥期間定義 

從接觸 II (E)到掀翻(O)或是撤退(R)，中間可能經歷推擠(T)與僵持(D) 

(三) 打鬥開始與結束的定義 

開始：從接觸 II(E)即算開始 

結束：一方撤退(R)或是被掀翻(O)即算結束 

(四) 打鬥激烈程度定義 

1. 按照行為分級，第一級最不激烈；級數間不是倍數關係，而是相對而言的激烈程度 

激烈程度 定義 

第一級 接觸Ⅱ (E)→撤退(R) 

第二級 接觸Ⅱ (E)→掀翻(O) 

第三級 接觸Ⅱ (E)→僵持(D)→撤退(R) 

第四級 接觸Ⅱ (E)→僵持(D)→掀翻(O) 

第五級 接觸Ⅱ (E)→推擠(T) →撤退(R) 

第六級 接觸Ⅱ (E)→推擠(T) →掀翻(O) 

  

2. 依照打鬥持續時間 

由前頁打鬥行為定義，測量從接觸 II(E)到掀翻或撤退所經過之時間。(單位為秒) 

 

(五) 打鬥勝敗定義 

勝者：打鬥結束後，掀翻對手或無明顯撤退者為勝者 

敗者：打鬥結束後，被掀翻或有明顯撤退者為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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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前準備 

(一) 樣本來源與飼養的方式 

1. 至野外(臺東火車站附近)採取樣本、商店購買及贊助 

2. 以昆蟲盒分開飼養，盒底鋪水苔或土，餵食甲蟲專用果凍，視狀況灑水保持濕度 

(二) 個體檔案建立 

1. 以游標尺測量扁鍬體長與大顎長，以電子秤測量重量後建立個體檔案 

2. 以體長、大顎長、體重為依據，由小而大排列編號，共有 35 隻（體長為第一順位） 

3. 以最小體長之 1.1、1.2、1.3、1.4 倍分成體長相近的四組 A(40~44mm)、B(45~48mm)、

C(49~52mm)、D(53~56mm)，並視組內為同一量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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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場地架設 

1. 水平：以黑色 PP 板自製長形外盒，在內部鋪上一層土後，將樹幹放入場地中央 (長

寬高如下圖) 

2. 垂直：使用一實驗室內之方型塑膠盒，鋪入適量土後，讓樹幹直立，與塑膠盒底面

呈垂直(長寬高如下圖) 

 

水平場域示意圖 

 

 

垂直場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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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驗介紹 

(一) 【實驗一】：勝敗決定因素（水平與垂直） 

1. 實驗目的：檢驗水平環境時，打鬥勝敗和位置有無關係  

     檢驗垂直環境時，打鬥勝敗和位置有無關係，並希望找出較有利之位置 

2. 實驗步驟： 

(1) 水平部分(對照組)： 

(a) 在同組間隨機抽出兩鍬形蟲，擺放於水平放置的樹幹上進行打鬥實驗 

(b) 為了避免位置的不同而產生影響因子，隨機決定兩鍬形蟲位於刻度左方

或右方 

(c) 架設錄影機全程拍攝 

(2) 垂直部分： 

(a) 在同組間隨機抽出兩鍬形蟲，擺放於垂直放置的樹幹上進行打鬥實驗 

(b) 為了避免位置的不同而產生影響因子，兩鍬形蟲位置隨機擺放 

(c) 架設錄影機全程拍攝 

(3) 確認上(左)下(右)勝率之差異(勝率：獲勝次數／總打鬥次數) 

(4) 分析上(左)下(右)勝率有無差異並找出較有利之位置 

(二) 【實驗二】：垂直打鬥之勝敗決定因素（差距一個量級） 

1. 實驗目的：探討體長在差距一個量級時，體長差異與位置差異兩因素，何種對於勝敗

影響較大 

2. 實驗步驟： 

(1) 上面鍬形蟲體型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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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體長差距一個量級的兩組內隨機抽樣，各取一隻鍬形蟲，放置於垂直

樹幹上進行打鬥實驗 

(b) 擺放的位置：上面大隻 

(c) 架設錄影機全程拍攝 

(2) 下面鍬形蟲體型較大： 

(a) 在體長差距一個量級的兩組內隨機抽樣，各取一隻鍬形蟲，放置於垂直

樹幹上進行打鬥實驗 

(b) 擺放的位置：下面大隻 

(c) 架設錄影機全程拍攝 

(3) 確認上下勝率之差異(勝率：獲勝次數／總打鬥次數) 

(4) 承接【實驗一】的結果並與此實驗交叉比對分析 

(三) 【實驗三】：垂直打鬥之勝敗決定因素（差距兩個量級） 

1. 實驗目的：探討體長在差距兩個量級時，體長差異與位置差異兩因素，何種對於勝

敗影響較大 

2. 實驗步驟： 

(1) 上面鍬形蟲體型較大： 

(a) 在體長差距兩個量級的兩組內隨機抽樣，各取一隻鍬形蟲，放置於垂

直樹幹上進行打鬥 

(b) 擺放的位置：上面大隻 

(c) 架設攝影機全程拍攝 

(2) 下面鍬形蟲體型較大： 

(a) 在體長差距兩個量級的兩組內隨機抽樣，各取一隻鍬形蟲，放置於垂

直樹幹上進行打鬥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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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擺放的位置：下面大隻 

(c) 架設錄影機全程拍攝 

(3) 確認上下勝率之差異(勝率：獲勝次數／總打鬥次數) 

(4) 承接【實驗一】【實驗二】的結果並與此實驗交叉比對分析 

(四) 【實驗四】：在水平、垂直環境打鬥時，決定勝負方式 

1. 實驗目的：探討在水平與垂直樹幹打鬥時決定勝負的方式有無差異 

2. 實驗步驟： 

(1) 水平部分： 

(a) 在同組(A.B.C.D 組)間隨機抽出兩鍬形蟲，擺放於水平放置的樹幹進行打鬥實驗 

(b) 為了避免位置的不同而產生影響因子，隨機決定兩鍬形蟲位於刻度左方或右方 

(c) 架設錄影機全程拍攝 

(2) 垂直部分： 

(a) 在同組間隨機抽出兩鍬形蟲，擺放於垂直放置的樹幹上進行打鬥實驗 

(b) 為了避免位置的不同而產生影響因子，隨機決定兩鍬形蟲位於刻度左方或右方 

(c) 架設錄影機全程拍攝 

(3) 記錄其決定結果的機率差異（掀翻或撤退） 

(4) 分析在水平與垂直環境打鬥時，決定勝負之方式是否有所不同 

 

(五) 【實驗五】：打鬥激烈程度與體長差異之關係 

1. 實驗目的：探討在不同體長差異下的打鬥激烈程度有無相關 

2. 實驗步驟： 

(1) 依照兩鍬形蟲之體長差異製表，以供後續實驗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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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隨機取樣相同體長差異的對戰組合（例如：同為差距 1mm，隨機選擇打鬥個體為

1 vs 2 或 26 vs 27） 

(3) 體長間距為 0~21mm，每個間距皆進行兩次實驗 

(4) 將鍬形蟲放置於水平樹幹上 

(5) 為了避免位置的不同而產生影響因子，隨機決定兩鍬形蟲位於刻度左方或右方 

(6) 架設錄影機全程拍攝 

(7) 確認體長的差異(mm)和打鬥所經過的時間 

(8) 分析體長的差異與打鬥激烈程度之趨勢走向 

 

(六) 【實驗六】：同量級間扁鍬打鬥持續時間與量級的關係 

1. 實驗目的： 檢測量級和打鬥持續時間有無相關性 

                       利用此實驗和【實驗五】的結果推斷扁鍬打鬥策略 

2. 實驗步驟： 

(1) 在同組(A.B.C.D 組)間隨機抽出兩鍬形蟲，擺放於水平放置的樹幹上進行打鬥實驗 

(2) 為了避免位置的不同而產生影響因子，隨機決定兩鍬形蟲位於刻度左方或右方 

(3) 架設錄影機全程拍攝 

(4) 紀錄各場打鬥的持續時間 

(5) 檢測各量級打鬥時間有無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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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結果 

(一) 【檢驗分組是否合理】在實驗前，必須先確保扁鍬的體長量級分組適當，故要檢驗此

分組方法中，各組體長沒有重複(overlap)的情況發生。以變異數分析(ANOVA)分析可知，

四組之間有某些組偏離其他組的狀況(p<0.0001)。我們進一步進行兩兩配對檢測 Tukey 

test 檢定，檢測後發現四組間兩兩配對均具有顯著差異。代表四組量級的體長平均皆不

同(除 CD 兩組的 p=0.0014，其餘各組之間 p<0.0001)。故我們認為四組量級並沒有重疊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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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驗一】探討同分組扁鍬打鬥之勝敗決定因素 

表一、圖一顯示同組的扁鍬在不同位置的勝率；水平打鬥的樣本數為 24 組，垂直打鬥

為 30 組。由卡方分析（chi-squared test）可知，若設定理論機率（hypothesized probabilities）

左(上)獲勝或右(下)獲勝各有 50%發生機率；則在水平打鬥中，兩方勝率無顯著偏離

50%（p=0.6829）；在垂直打鬥中則是顯著（p=0.0263）傾向由下方的鍬形蟲獲勝。 

 

表一 水平(N=24) 垂直(N=30) 

左(上)勝率 55% 30% 

右(下)勝率 45%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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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驗二】探討垂直打鬥時上下位置與體長大小對於打鬥勝敗影響（大小差 1 量級） 

此次實驗的樣本數為 25 組，由卡方分析（chi-squared test）可知，若設定理論機率

（hypothesized probabilities）上方獲勝機率為 50％、下方獲勝獲勝機率為 50％；則上方

較大隻時，勝率無顯著偏離 50%。但下方較大隻時，勝率即有顯著偏離，下方有較高

機率獲勝。（上方為大時 p=0.0687）（下方為大時 p=0.0252） 

表二 勝率(N=25) 

上大 68% 

下小 32% 

 

表三 勝率(N=25) 

上小 72% 

下大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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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驗三】探討垂直打鬥時上下位置與體長大小對於打鬥勝敗影響（大小差 2 量級） 

此次實驗的樣本數為 10 組，由卡方分析（chi-squared test）可知，若設定理論機率

（hypothesized probabilities）上方獲勝機率為 50％、下方獲勝獲勝機率為 50％；則無論

上方較大隻或下方較大隻，勝率有顯著差異；即無論位置是上或下，較大隻的鍬形蟲

勝率顯著大於小隻。（上方為大p ≪0.001）（下方為大 p=0.0067） 

 

表四 勝率(N=10) 
 

上大 100% 
 

下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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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勝率(N=10) 

上小 10% 

下大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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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實驗四】探討水平與垂直樹幹勝敗決定行為之差異 

表六、圖六為水平、垂直樹幹之打鬥中，以掀翻或撤退結束打鬥之機率。水平打鬥的

樣本數為 24 組，垂直打鬥為 30 組。表一經由卡方分析（chi-squared test）可知，若設定

理論機率（hypothesized probabilities）掀翻、撤退各有 50%發生機率；則在水平打鬥中，

兩方無顯著差異（p=0.6545）；在垂直打鬥中則是有顯著（p=0.0140）傾向以輸家被掀

翻結束。 

 

表六 水平(N=24) 垂直(N=30) 

掀翻 50% 72.4% 

撤退 50%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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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實驗五】探討體長差異對於打鬥激烈程度之影響 

圖七縱軸以打鬥持續時間來衡量打鬥激烈程度，橫軸為體長差異。可以看出打鬥持續時

間和體長的差異呈現負相關趨勢，經過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檢定後，spearman's rho 值（rs ,或稱𝜌值）顯著不為零(p<0.001)，且𝜌

＝-0.6753，這個結果顯示體長差異與打鬥持續時間呈現顯著負相關。 

 

(七) 【實驗六】同量級間扁鍬打鬥持續時間與量級的關係 

圖八縱軸以打鬥持續時間來衡量打鬥激烈程度，橫軸為 ABCD 四組。經由斯皮爾曼等

級相關係數（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檢定後， spearman's rho 值（rs ,或稱𝜌

值）顯著不為零(p<0.008)，且𝜌＝0.3673，這個結果顯示得知兩者呈現顯著正相關趨勢。

即隨著打鬥能力量級逐漸增大（代表相同能力配對，打鬥能力各組關係為 D>C>B>A），

打鬥持續時間也隨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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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討論 

(一) 垂直與水平場域中，同量級個體打鬥的勝率差異 

如表一顯示，在水平場域中，同量級個體位在左右兩邊之勝率無顯著差異，此一

結果支持在水平環境中打鬥時，具有相同體長的鍬形蟲具有相同的打鬥能力。符合前

人研究(關哲昀，2011)指出鍬形蟲的身長可以用來衡量其戰鬥能力的結論。  

但若換成在垂直的環境中打鬥，即使雙方體長相同，結果卻顯著地支持下方者較

為有利。證明在垂直環境中打鬥，體長不是影響勝負的唯一因子。此種結果我們認為

可以從扁鍬的生物構造來解釋（請參照下方手繪圖）；扁鍬的六隻腳上有著倒鉤狀對

稱構造，能使其在各角度、方向皆緊抓物體表面。當打鬥中處於上方的扁鍬往下行走

時，第一對步足相對較為不穩定，因為其倒鉤朝上，無法有效固定身體；相對的，處

於下方向上走的扁鍬是第三對步足不穩定。在打鬥時雖然都是各有一對腳相對不穩，

但以大顎互相攻擊時，靠近大顎的第一對步足對維持攻擊力量與抵擋對手較為重要，

而且當扁鍬的第一對腳被頂起，扁鍬就幾乎失去了最有利的攻擊手段－無法施力以大

顎掀翻對手；因此第一對步足的抓握力對於戰鬥的勝負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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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位置因子與體長因子對於勝負之交互作用 

在【實驗一】中，下方的扁鍬在同量級打鬥時有優勢；而在【實驗二】中，除了

下方較大的扁鍬依舊有優勢外，上方較大卻呈現無顯著差異；【實驗三】則顯示無論

在上或下皆是大隻的扁鍬有優勢。在這幾個實驗中影響的因素為位置因子與體長因子，

因此我們認為結果是兩個變因交互作用的結果。前人的實驗顯示在水平時體長差異對

於打鬥勝負有決定性的影響，但在垂直環境中「位置差異」與「體長差異」具交互作

用。例如【實驗二】上方較大時勝率就無差異，比起水平打鬥時的情況，較小隻的扁

鍬若位於優勢位置也有機會獲勝；而下方較大時我們推論因為擁有雙重優勢（體長、

位置），故勝率較高。而【實驗三】時體長差異之影響遠大於位置差異，無論位置為

何，較大隻的扁鍬皆顯著較易獲勝。 

而且根據我們的觀察，我們發現差距一個體長量級的時候，兩隻鍬形蟲還是能互

相夾到對方；但是在差距兩個量級時，大顎大小往往已經相差太大，較小隻的扁鍬連

對手都無法有效夾到，更無法戰勝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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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水平與垂直場域中，打鬥行為之差異 

在這裡我們引入博弈論來解釋實驗結果，博弈論中可依報償矩陣計算出報償值。所謂

報償，就是在賽局（此為打鬥）中面對各種不同策略敵手所獲得的好處或所付出的代價。

對於動物在打鬥行為的策略選擇上可分為兩種   

1.鷹對策者：寧可冒受重傷的風險，也要奮力攻擊對方  

2.鴿對策者：在面對敵手時只以攻擊姿態威嚇對方，當敵手攻擊時則逃跑。 

假設贏得一場打鬥的好處為 V 單位，在戰鬥中嚴重受傷的代價為 W 單位，而在戰鬥中

長期對峙的代價為 T 單位，且報償值採用適合度單位（units of fitness），代表著博弈者留下

數量的增加或減少。下表(表九)計算在 a、b、c、d 四種情況下的報償值。 

表八 敵手 

報 

償 

 鷹 鴿 

鷹 a=(V-W) ÷2 b= V 

鴿 c=0 d=（V−2T）÷2 

各種情況的計算方式：  

a： 在鷹攻擊鷹的情況下，勝者將得到 V 單位的收益，敗者則要付出 W 單位的代價。由

於每隻鷹的勝敗機率都佔各半，所以每隻鷹的平均報償也就是這兩個值的平均，即：

（V−W）÷2  單位 

b： 在鷹攻擊鴿的情況下，勝者總是鷹，且不會因受傷而付出代價，所以鷹的報償即 V  

單位 

c： 在鴿遇到鷹的情況下，顯然，鷹會攻擊鴿，但鴿因撤退而不會受傷，所以鴿的報償

即等於 0 

d： 在鴿攻擊鴿的情況下，因為雙方長時間的對峙，所以皆要付出 T 單位的代價；勝者

將得到（V−T）單位的收益，敗者則要付出(−T)單位的代價。由於每隻鴿的勝敗機率

都佔各半，所以每隻鴿的平均報償就是這兩個值的平均，即：（V−2T）÷2  單位。 

根據上述的報償矩陣，我們可以分成兩種情形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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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賽局：當收益 V=100、 嚴重受傷的代價 W=200、對峙的代價 T=30（實際情形也

當是 T<W）可得報償矩陣表如下(表七)： 

表七 敵手 

報 

償 

 鷹 鴿 

鷹 a=-50 b=+100 

鴿 c=0 d=20 

設定 V＝100 W＝200 T＝30 

  在此情形下，若原先種群中有著一定比例的鷹和鴿，當鷹遇到鴿時（b）報償值＋100

為最高，於是會有越來越多比例的鷹策略者出現，鷹在種群中的數量就迅速增加，可見純

鴿策略(純對策，pure strategy)不是 ESS(進化穩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gegy)；但當種群

中大多數皆由鷹對策者所構成時，出現鴿遇到鷹（c）的報償 0 卻大於鷹種群（a）的−50，

所以又會變成鴿在種群中比例增加的情形。也就是說，完全由純鷹或純鴿所組成的種群，

在進化上都不是 ESS。在一隻鴿周圍有許多鷹，那就對鴿非常有利；同樣，在一隻鷹周圍

有許多鴿，那就對鷹非常有利。雖然鷹總是能打敗鴿，但卻不能承受在純鷹種群中所和鷹

打鬥造成的巨大損失，可知，每種策略所得到的報償都是受頻率制約的（frequency 

dependent），形成由鷹和鴿組成的混合 ESS 種群。 

第二種賽局：當收益 V=200、 嚴重受傷的代價 W=100、對峙的代價 T=30（實際情形也

當是 T<W）可得報償矩陣表 （八）。      

表八 敵手 

報 

償 

 鷹 鴿 

鷹 a= +50 b= +200 

鴿 c= 0 d= +70 

設定 V＝200 W＝100 T＝30 

  在此情形下，若原先種群中有著一定比例的鷹和鴿，當鷹遇到鴿時（b）報償值＋200

為最高，於是會有越來越多比例的鷹策略者出現，鷹在種群中的數量就迅速增加，可見純

鴿策略不是 ESS；此外，鴿策略也無法推翻鷹種群，因為在鷹種群中，鴿的報償（c）只有

0，遠遠低於鷹種群（a）的報償＋50，就形成 ESS 為皆是純鷹種群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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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兩種不同情況的討論中，我們認為可以用來解釋扁鍬的打鬥行為，在面對敵手

時結束打鬥的情況有兩種 1. 掀翻 2. 撤退。若雙方皆採取鷹策略時，其結果必然是輸家被掀

翻；若其中一方採取鴿策略撤退可避免受傷。我們認為扁鍬從高處被掀翻掉落並不會造成

致命性的傷害，其代表的意義為因獲勝而獲得的報償遠大於落敗造成的損失。此種情況較

符合前述討論之第二種賽局：即 ESS 為雙方皆採取鷹策略的種群。我們的實驗結果支持在

垂直向環境時偏向以輸家被掀翻作為結束，這代表鍬形蟲雙方皆採取鷹策略直至輸家被掀

翻。在生態意義上，輸家被掀翻即從樹上掉落，可以拉開雙方距離，減低對手再次挑戰的

機會。因此，在這樣的打鬥環境中，採取鷹策略是一種有效，並且可增加自身適合度

（Fitness）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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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扁鍬打鬥評估策略之探討 

依據許多研究顯示（ Hsu et al.,2008），動物的打鬥行為大多會受到自身能力及狀

況的影響；除了自身能力外，評估對手的方式也是一項決定打鬥激烈程度的要素，其

大致可分為自我評估、相互評估兩類，前人研究比較自我評估與相互評估之特性如表

九所示，由本研究結果（參閱圖七）可看出打鬥持續時間與體長差異呈現負相關性。

另外，我們的結果顯示，若將同量級的鍬形蟲配對打鬥（參閱圖八），在不同量級組

別之間，以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檢測，其

打鬥持續時間隨著量級增大，呈現正相關趨勢。綜合以上所述，我們認為這一結果顯

示，在配對相同打鬥能力的鍬形蟲時，其打鬥激烈程度與打鬥能力呈現正相關（支持

自我評估）；且打鬥持續時間與體長差異呈負相關。此結果支持扁鍬打鬥時採取自我

評估策略。 

表九 自我評估 相互評估 

 評估因子 自身能力 自身能力 

對手能力 

 各能力與打鬥持續時間/激烈程度 關係 

不同能力配對 

劣勢個體能力 ＋ ＋ 

優勢個體能力 NS/＋ − 

能力差異(優−劣) − − 

相同能力配對 

配對之能力 ＋   NS 

                                                            ＋代表呈現正相關   －表呈現負相關    NS 代表呈現無相關 

此圖表引用自 Hsu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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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綜合討論 

扁鍬在垂直場域中打鬥，若雙方體長相同，則位置對勝敗有相當的影響力（處於

下方者有利）。而隨著體長差異增加，位置優勢對於勝負的影響力逐漸降低，直到體

長量級相差兩個量級時，體長較大的扁鍬無論位置在上或下，皆具有絕對的優勢。 

實驗結果也顯示：在垂直的場域中打鬥，扁鍬偏好選擇持續戰鬥的策略（鷹派策

略）而非撤退（鴿派策略）；此行為符合博弈論中的鷹、鴿賽局模型，我們認為撤退

損失的資源多於打輸被掀翻，因此體長相近時，兩隻扁鍬都採取鷹派策略，直至勝負

揭曉。 

在激烈程度和體長差異相關性實驗中，實驗結果顯示兩者呈顯著負相關；且相同

打鬥能力配對的鍬形蟲，其打鬥激烈程度與打鬥能力呈正相關。此一結果支持扁鍬在

打鬥策略上採取自我評估策略，亦即扁鍬在互相打鬥時，極可能只評估自身能力作為

是否持續打鬥的依據，而不會評估對手之打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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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論 

(一) 在水平場域且體長量級相同時之打鬥，位於左右兩位置並無顯著差異 

(二) 在垂直場域且體長量級相同時之打鬥，處於下方位置者有利 

(三) 在垂直場域且體長相差一個量級時，則位在下方且體長較大時更容易勝出，若體長較大者

在上方時並不具有戰鬥優勢（即體長優勢與位置優勢相互抵消） 

(四) 若垂直相差兩個量級時，則無論位置在上或下，皆是體長大者為贏家（即體長差距較大時，

體長因子的影響力勝於位置因子） 

(五) 在垂直打鬥中，打鬥結束的情況以輸家被掀翻居多，以輸家撤退結束的情況較少。 

(六) 扁鍬打鬥能力之差異與打鬥激烈程度呈現負相關 

(七) 若相同能力者配對打鬥時，打鬥能力與打鬥激烈程度呈現正相關 

(八) 實驗結果支持扁鍬打鬥時採取自我評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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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52011  

1. 本研究探討台灣扁鍬形蟲之打鬥，與(甲)水平環境、(乙)垂直環

境、(丙)體長影響打鬥。 

2. 結果顯示，當體長相同時，位於水平位置，打鬥無顯著差異。

但於垂直場域則於下方位置有利。 

3. 當體長相差兩個量級，則位置在上下，皆是體長大者為贏家，

另打鬥能力與打鬥激烈成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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