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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分析鬼艷鍬形蟲 Odontolabis siva parryi Boileau， 1905 交配行為，探討其生殖策
略。研究發現擇偶主動權在♂，同意權由♀決定。大型♂在擇偶時更主動，但大型♀若不願
意交配，則更容易逃離。交尾中♀會因體位異常明顯掙扎，交尾費時更久。若勉強同意交尾，
交尾後將逃、慌亂越久，♂將更難成功護雌。♂體長越大，交尾後原地偵測越久，護雌行為
會更晚出現。面對小王且老婆在場時，♂生殖策略為主動攻擊與護雌並行，即使由小王取得
交配權，老公仍會努力奪回護雌權。面對小三時，護雌不會因有伴侶而具專一性，♂蟲採取
護雌的生殖策略時，也不會輕易放棄擁有更多繁殖的機會。因觀察到交配後有精莢掉落，故
推測♂除以護雌行為降低精子競爭風險外，可能還有精子置換的生殖策略。

壹、研究動機
鬼豔鍬形蟲 Odontolabis siva parryi Boileau， 1905，屬節肢動物門(Arthropoda)、昆蟲綱
(Insecta)、鞘翅目(Coleoptera)、鍬形蟲科(Lucanidae)、豔鍬形蟲屬(Odontolabis)，為全台最大
型之鍬形蟲(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網-TaiBIF)，從平地到 1500 公尺以下山區皆可見到其蹤跡。
成蟲主要發生期為 5~9 月間，10 月中旬就不易在野外見到成蟲(朱建昇、何健鎔，2001)。文
獻記錄鬼艷成蟲白天聚集於有樹汁的樹枝上或進行躲藏，夜晚活動，但本組的鬼豔鍬形蟲經
人工飼養一段時間後，依據觀察，全天皆可見其活動跡象。
鬼豔雄蟲體型碩大、大顎發達，一般可依大顎分成原齒型、二齒型及長齒型，其中以二
齒型較常見，小型個體多為原齒型(朱建昇、何健鎔，2001)。本組所採集到的 35 隻雄蟲中，
共有 29 隻原齒型，5 隻二齒型與 1 隻長齒型，因鬼艷有碩大體型、多變大顎與溫馴個性，所
以廣受許多飼育者喜愛。
張永仁(1998)將昆蟲求偶行為分成「氣味相投型」
、
「霸王硬上弓型」
、
「摩擦生愛型」
、
「歌
聲傳情型」與「雙宿雙飛型」
，也將交配姿勢歸納成「雄上雌下頭尾同向」
、
「雌雄尾部相連頭
部反向」等 6 型。本組飼養鬼艷期間，觀察發現牠較偏向上述的「摩擦生愛型」與「雄上雌
下頭尾同向」的方式進行交配，但並不是每一配對成功的鬼艷都是如此！這著實令我們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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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生殖行為中「競爭交配權」與「精子競爭」是很重要的生殖策略。競爭交配權常見
的方法有體型差異、打鬥等，而降低精子競爭的風險辦法，則有「將競爭對手的精子從自己
伴侶的生殖道內清除出去」，例如綠樹蟋(朱耀沂，2006)，或「保護配偶」，例如霧社血斑天
牛(魏湘蓉，2008)，然而保護配偶須要付出的代價是「減少與其他雌性個體交配的機會」。
所蒐集的資料與本組的觀察皆顯示交配完後的鬼艷雄蟲有保護母蟲的行為(張永仁，
2006)。如此特別的「護雌行為」深受許多飼育者的推崇 (網址羅列於參考文獻最後)。但我們
想知道的是，如果「護雌行為」對鬼艷鍬形蟲而言是一重要的生殖策略，那當鬼豔鍬形蟲面
臨第三者的考驗與威脅時(基礎生物第六章：生物間的互動關係--種內競爭)，雄蟲是否還是以
守護老婆為優先選擇？所以我們決定以「鬼豔鍬形蟲護雌行為及生殖策略」為科展主題，實
際進行實驗，以了解鬼豔鍬形蟲雄蟲的護雌行為，並就本組所觀察到的現象、數據進行歸納，
以期找出鬼豔鍬形蟲雄蟲的生殖策略。

貳、 研究目的
一、觀察、分析鬼艷鍬形蟲的交配行為。
二、進行長時間觀察和攝影記錄，以了解交配後鬼艷雄蟲護雌行為的表現狀況。
三、測試當有第三者(競爭者)干擾時，鬼艷雄蟲的生殖策略是否仍以護雌為優先選擇？
(一) 在已有固定配對關係的條件下，加入第三者(競爭者)，觀察原配對中♂的行為表現。
(二) 移除第三者(競爭者)後，進行長時間觀察，比較經過測試後的鬼艷雄蟲其護雌行為
的表現是否有所改變。
四、實驗過程中意外發現鬼豔鍬形蟲有拉/掉精莢的情形發生，於是將觀察到的結果進行統
計、整理，希望藉以推測雄鬼艷鍬形蟲的生殖策略除了護雌之外，是否還多了「移除精
莢」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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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實驗動物:鬼艷鍬形蟲(Odontolabis siva parryi)
1. 來源：
(1) 由蔡穎鴻學長協助採集、提供
(2) 自行於苗栗縣獅潭鄉低海拔山區採集獲得
(3) 自行繁殖出 1 隻雌蟲
2. 所用隻數：雄 35 隻；雌 37 隻
性別

體型大小範圍

♂

46~75mm

♀

39-53 mm

分群

個體總數(進行配對的對次)

46~54mm

n=28

55~75mm

n=31

39~45mm

n=30

46~52mm

n=29

二、儀器
複式光學顯微鏡 Nikon ECLIPSE E100

SONY DV 數位攝影機 DCR-HC40

解剖顯微鏡 Nikon SMZ745

SONY HDR 數位攝影機 PJ540

高溫高壓滅菌鍋 TOMIN TM-320

SONY 數位單眼相機 SLT-A5B

恆溫培養箱 EYELH LE-509D

冰箱

乾溼球溫度計

最高最低溫度計

東芝 GR-H120PT

電氣定溫乾燥器 DENG YNG Drying Oven DOS45 隨身硬碟(TRANSCEND 1TB、2TB)
三、工具與耗材
飼育箱(S、L、XL) 繁殖用木屑 剪刀

噴霧器

尖頭鑷子

載玻片

PP 湯碗

發酵木屑

透明膠帶

滴管

微量離心管

蓋玻片

昆蟲用果凍

果凍皿

標籤紙

50ml 燒杯

夾鏈袋

珠針

衛生紙

廚房紙巾

油性筆

100ml 量筒

保麗龍

3 號蟲針

四、藥品
(一)無脊椎動物等張溶液(6.5 gm NaCl、0.2gmNaHCO3、0.2gm KCl、0.2gm CaCl2，最後體積 1 公升)
(二) 2%伊紅--酒精溶液
五、軟體
(一)數據統計分析：全部使用 excel 內鍵公式計算、繪圖
(二)影像截圖：Play Memories Home 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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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
實驗架構

文獻探討

實驗設計
歸納、分析
交配行為觀察結果

1 對 1 交配實驗

第三者干擾實驗

雄性干擾實驗(2♂1♀)

雌性干擾實驗(1♂2♀)

2♀選擇實驗

小三實驗

2♂競爭實驗

小王實驗

(無關係的 1 雄 2 雌)

(老公老婆小三)

(無關係的 2 雄 1 雌)

(老公老婆小王)

交
尾
後
精
莢
掉
落
↓
推
測
原
因

觀察老公、小王、2♀實驗與 2♂實驗中
男主角的「主動攻擊」、「被動攻擊」、「威嚇」、「護雌」等行為
一、1 對 1 交配實驗
(一)配偶選擇
隨機挑選♂♀各一，先將其一放入飼養箱中，準備好所有錄影、計時裝置後，再
放入另一個體。任一隻接觸到對方即開始計時，觀察 10 分鐘，若 10 分鐘內♂有抱住
♀並伸出交尾器者，即認定「確定配偶」
，計時將繼續、記錄滿 1 小時。若未有以上行
為者，則 10 分鐘到即將兩蟲自飼養箱中移除，以避免♂攻擊♀的情況發生。
(二)交配行為觀察：
為方便記錄，我們事先挑選出幾項焦點行為，請參見表一、圖一。「交配行為觀
察」的時間是延續上述的「配偶選擇」，「配偶選擇」中確定配偶的個體繼續錄影滿 1
小時，之後再藉由觀看影片，記錄各焦點行為所發生之次數與時間。計時滿 1 小時後，
兩蟲留於箱中一起飼養，並進行「長時間錄影觀察」。兩天後進行第三者干擾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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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各項焦點行為名稱與其定義

行為名稱

定義

原地偵測

不限♂♀，個體於原地靜止，且觸角成一字型擺動。

觸角碰觸

不限♂♀，其中一隻以觸角碰觸另一個體的身體任意部位。

身體碰觸

不限♂♀，其中一隻以身體任意部位碰觸另一個體的身體任意部位。

慌亂

不限♂♀，個體於飼養箱內無目的的四處快速爬行，或是做出類似掘土的動作

逃離

不限♂♀，當兩個體彼此接觸時，其中一隻快速逃開的現象。

♂抱住♀

♂壓在♀身上，且六隻腳皆勾在♀身上（不限體位是否正確）。

♂伸出交尾器

♂腹部尾端體節露出，且有露出交尾器（陽具）
。

♂拔出交尾器

♂之陽具自♀之泄殖腔內拔出。

♀掙扎

♂抱住♀時，♀擺動四肢或體節，展現出想掙脫♂的行為，或♀揹著♂走。

♂護雌

♂以身體保護♀，包括♂壓在♀身上，或以部分身體覆蓋，以上狀態須能持續 10 秒以上，
才認定為護雌，否則僅算接觸。進行此行為時，♂觸角會成一字型擺動。

攻擊

不限♂♀，個體以身體衝撞，或以大顎頂、或夾、或夾住後甩動對方。

抽搐

不限♂♀，個體突然性的抖動。

洗觸角

不限♂♀，個體用前肢第一節之細毛清潔觸角。

二、第三者干擾實驗：分為雌性干擾與雄性干擾，為往後敘述方便、更易了解本組實驗，雌
性干擾實驗即稱為「小三實驗」，雄性干擾實驗即稱為「小王實驗」。
(一)小三實驗：實驗步驟如下(實驗對數 n=17)
1. 依照下列三項原則挑選一雌蟲作為第三者：①與原配對♀不會在其他實驗中相遇的
雌性個體。②與原配對♂不會在未來的「兩雄爭奪實驗」中相遇的雌性個體。③不
是剛結束配對關係的雌性個體。
2. 先將原先配對之雄雌蟲放入飼養箱，準備好所有錄影、計時裝置後，再將第三者雌
蟲(小三)放入飼養箱中，並開始計時。
3. 所需觀察、記錄的焦點行為與定義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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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主動攻擊：蟲體主動以身體衝撞，或以大顎頂、夾、夾住時甩動對方。
②被動攻擊：在被其他個體攻擊的情況下，反擊攻擊者。
③護雌：定義同表一中的「護雌」。
④威嚇(對峙)：兩蟲僅以大顎相對、伺機而動，並未
直接大顎攻擊。如右圖二。
⑤有無交配或干擾交配現象。

圖二 威嚇對峙
4. 計時時間 1 小時，終了時將第三者移除，原配對兩蟲換回原飼養箱中繼續一起飼養，
並進入「長時間錄影觀察實驗」。一天後進行小王實驗。
5. 對照組(2 雌選擇)：隨機挑選毫無任何配對關係的 1 雄 2 雌。先將雄蟲放入飼養箱，
隨後再將 2 隻雌蟲同時放入，並開始計時，觀察雄蟲對 2 隻雌蟲的反應。為避免因
打鬥而造成蟲體耗損，對照組僅觀察 15 分鐘。(實驗對數 n=15)
(二)小王實驗：實驗步驟如下(實驗對數 n=18)
1. 在符合下列三項原則的情況下隨機挑選一雄蟲作為第三者。①與原配對♂不會在其
他實驗中相遇的雄性個體。②與原配對♀不會在未來的「2♀選擇實驗」中相遇的雄
性個體。③不是剛結束配對關係的雄性個體。
2. 實驗步驟、所需觀察記錄的焦點行為與其定義、錄影時間與實驗終了後的處理方式
皆與「小三實驗」相同，一天後二者結束配對關係，分開飼養。
3. 對照組(2 雄競爭)：隨機挑選毫無任何配對關係的 2 雄 1 雌個體。先將雄蟲放入飼養
箱，隨後再將另外 1 雄 1 雌同時放入，並開始計時，觀察雄蟲對入侵雄蟲與雌蟲的
反應。(實驗對數 n=15)
表二

(三)長時間錄影觀察：

長時間錄影觀察施作時機與預計錄製時間
時機

預計錄製時間

表二。錄影設備並非可連續錄影，

交配實驗結束後
小三實驗結束後

2天
1天

更換機器與記憶卡需要時間，故實

小王實驗結束後

1天

錄影時機與預計錄製時間如右

際錄製時間一定會短於預計時間。
三、精莢實驗
各項實驗中幾乎都看到交配後雌蟲排出米白色塊狀物，為證實是否為精莢，在第
一時間撿拾塊狀物後，先存於無脊椎動物等張溶液中。後續處理與測試實驗包括：
1. 顯微鏡觀察、拍照：利用 2%伊紅進行染色，之後再以光學顯微鏡 400x 觀察。
2. 將所撿拾到的所有塊狀物加以編號，並記錄掉落的時機，推測是屬於隨機掉落，或
是因為交配時由雄蟲勾出。
3. 選擇前幾日確定有完成交配的母蟲，隨機挑選一隻與之無任何關係的♂再進行交
配，觀察交配後是否有排出塊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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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1 對 1 交配實驗
(一) 配偶選擇
1♂1♀共進行 59 對次配對，若依「♂是否伸出交尾器」分成「失敗組」與「成
功組」，則共有 38 對失敗、21 對成功，10 分鐘內配對成功機率為 35.6%。
1.♂♀擇偶主動性探討
根據影片結果分析擇偶的主動性，依異性出現時何者先產生移動，與另一方的配
合狀況分成 9 種情形，結果如圖一所示，擇偶時至少須有一方先主動，且另一方不逃
離或不攻擊，配對才有可能成功。

圖一

♂♀擇偶意願圖。
*

若更進一步將上述資料進行歸納，以了解
♂♀蟲在擇偶時的主動性，則由圖二可知「♂
主動」所佔的比率在失敗組與成功組中具有差
異(失敗組 n=38 與成功組 n=21；p=0.036)，「♀
主動」在兩組中則無差異(p=0.15)(圖二)，可見
在鬼豔鍬形蟲的繁殖中，♂扮演著主導的角色。

圖二

♂♀主動性分析圖。*為差異標示，

<0.05。

***

10 分鐘內成功組與失敗組在「♂♀接觸累計時
間」上也有非常顯著的差異(p<0.001)(圖三)。由此可
知若♂蟲對♀蟲一見鍾情，想與之交配，則會主動
並積極的與♀蟲接觸。
圖三

♂♀接觸平均累計時間。
***為非常顯著差異標示(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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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體型對擇偶主動性的影響
(1)不同體長♂蟲的擇偶意願分析如圖四。失敗組中大型♂(體長 55~75mm)比小型♂(體
長 46~54mm)更願意選擇先動，但在成功組中，則是小型♂先動的次數略多。若不
論交配成功於否，大型♂選擇先動的比率明顯高於小型♂(圖五，p=0.024)；小型♂
則是選擇被動(不動)或離開的比率較高(圖六，p=0.038)。
*

圖五 不同體長♂蟲先動比率。*為差異標示(p <0.05)。

*

圖六

不同體長♂蟲選擇被動(不動)或離開的比率。
*為差異標示(p <0.05)。

圖四 不同體長♂蟲之擇偶意願圖

(2)不同體長♀蟲的擇偶意願分析如圖七。失敗組中大型♀(體長 46~52mm)比小型♀(體
長 39~45mm)有更多次的逃離，成功組中則是小型♀選擇先動、被動(不動)的次數較
多。若不論交配成功於否，大型♀與小型♀在掙扎與逃離的比率上有差異(圖八，
p=0.016)；但在先動或不動(被動)部分則沒有差別(圖九，p=0.23)。
*

圖八

不同體長♀蟲掙扎或逃離之比率。
*為差異標示(p <0.05)。

圖九 不同體長♀蟲選擇先動或不動(被動)的比率。
圖七 不同體長♀蟲之擇偶意願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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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配行為觀察
延續「配偶選擇」
，配對成功者將延長觀察時間至 1 小時，根據本組所列之各項焦點
行為(表一)進行影片分析。此部分結果我們將之分成「了解各項焦點行為發生的比率」
、
「計
算交配過程中各焦點行為發生時間」與「探討五種焦點行為累計時間所代表的涵義」三
個層面呈現。
***

1.各項焦點行為發生的比率
在觀察的鬼艷交配過程的各項焦
點行為所發生的比率如圖十所示。結果
顯示不分♂♀的整體行為在 1 小時的觀
察時間中，相對於「慌亂、逃離、攻擊、

圖十 鬼艷交配時，不論♂♀，發生各項焦點
行為的比率。「***」為非常顯著差異標示(p <0.001)。

抽搐」四種行為，「原地偵測」的發生
比率最高(92.9%) (p<0.001)。

若再將部分行為區分♂♀加以討論(圖十一)，發現♂♀在「原地偵測」(p<0.01)、「慌
亂」(p<0.01)與「逃離」(p<0.001)三種行為的表現上有顯著或極顯著差異，每對♂都進行
了「原地偵測」；而「慌亂」與「逃離」則是♀行為明顯高於♂。
在♂特有的行為表現中可發現，配對成功的 21 對鬼豔♂都抱住♀，並伸出交尾器，
但並非每一♀都在一小時內接受，故♂拔出交尾器的比率未達 100%。能在一小時內完成
交配的(佔總數的 95.2%)，也非都能馬上進行護雌(佔總數的 85.7%)。♀的行為表現除有
明顯「慌亂」與「逃離」行為外，在被♂抱住的情形下還不斷掙扎的比率也高達 85.7%。
**

圖十一
註記。

**

***

♂、♀鬼艷於交配時表現各項焦點行為的比較。p <0 .001，以「***」註記。p < 0.01，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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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計算交配過程中各焦點行為發生時間
21 對成功配對(其中 1 對♀接受交
尾遠超過 1 小時，故刪除數據)，有效
對數為 20 對，但交配體位並非皆為文
獻中所記錄的「雄上雌下頭尾同向」，
體位異常包括「雌上雄下六腳朝天」
與「雄上雌下但側身倒下」兩種(圖十
二)，共觀察到 11 對，佔 55%，交配
體位正確者共有 9 對，佔 45%。
交配過程中，體位是否正常，在發生「♂拔出交尾器」
、
「成功護雌」的時間點及「交
尾累計時間」上皆有顯著差異(p <0 .01)，代表體位正常組比異常組更早完成交尾，也更
早成功的護雌，故探討、繪製交配過程中各焦點行為發生的時間軸(圖十三)時，本組決定
依交配體位是否正常(雄上雌下) 加以分群討論、繪製。

交尾時間

♂抱住♀

嘗試護雌

**

護雌

**

第一次成功護雌
的時間差
♂伸出交尾器時間

交尾時間

嘗試護雌

護雌

第一次成功護雌
的時間差

接觸、計時開始

(秒)

圖十三 交配過程中各焦點行為發生的時間軸。以♂、♀接觸到對方的
時間為〝0〞秒。圖中所顯示的數字為前後兩行為的時間間隔。**為顯著
差異標示 p<0.01。

3.探討焦點行為累計時間所代表的涵義
在整個交配過程當中，
「♂抱住時♀掙扎」
、
「交尾」
、
「交尾後♀逃、慌亂」與何時才能「成
功護雌」等行為的個體差異頗大，為了探討影響「交尾累計時間」長短的因素與「交尾後最
10

早何時才能成功護雌」，進行以下各項「相關性分析」
，再針對其中具高度相關性者繪製「線
性迴歸圖」，所得各項分析結果依時間順序分兩階段探討：
(1)交尾中：影響「交尾累計時間」長短的因素(表三)
表三

交配體位、♂抱住時♀掙扎累計時間與交尾累計時間之相關性分析列表

自變數(x)

依變數(y)

分析群體

♀掙扎累計時間

♂抱住時
♀掙扎累計時間

說

係數 r

明

♂抱住時♀掙扎累計時間↑，交尾所

♂抱住時

交配體位

相關

交尾累計時間

母群體 n=19

-0.66

母群體 n=19

0.80

體位正常組 n=9

0.79

花的時間將越久↑
體位異常組中「♂抱住時♀掙扎」同
上且更明顯(p=0.035)。
請參見圖十四。

體位異常組
0.85
n=10

設體位正常為 1；異常為 0 進行分析。
交配體位

交尾累計時間

母群體 n=19

-0.66

體位異常組需要花更多時間進行交
尾(p=0.0016)。

交
配
累
計
時
間
秒

( )

( )

( )

交
配
累
計
時
間
秒

♂抱住♀掙扎累計時間(秒)

交配體位異常組

交配體位正常組

母群體
交
配
累
計
時
間
秒

♂抱住♀掙扎累計時間(秒)

♂抱住♀掙扎累計時間(秒)

圖十四 「♂抱住時♀掙扎累計時間」與「交尾累計時間」之線性迴歸圖。
「♂抱住時♀掙扎累計時間」
分成母群體(n=19；左圖)、交配體位正常組(n=9，中央圖)與交配體位異常組(n=10，右圖)三種情形分
別作圖。

當♂抱住♀時，♀不停掙扎的累計時間與交尾累計時間呈現高度正相關(母群體 r=0.80；
體位正常組 r=0.79；體位異常組 r=0.85)，代表若♀掙扎越多，♂花在交尾的時間上也需費時更

久，與體位正常組相比，此現象在體位異常組中更為明顯(p=0.035)。
(2)交尾後：「交尾後♂最早何時才能成功護雌」影響因素之探討
影響交尾後♂最早何時才能成功護雌的因素有二：「交尾完成後~第一次成功護雌前
♂原地偵測的累計時間」與「交尾後♀逃、慌亂的累計時間」(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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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交尾後♀逃、慌亂」、「成功護雌前♂原地偵測累計時間」與「交尾後~第一次成功
護雌的時間差」之相關性分析列表
自變數(x)
交尾後~第一次
成功護雌前
♂原地偵測累計時間

依變數(y)
交尾後~第一次
成功護雌的時間差

分析群體

相關係數 r

說

明

♂體型越大，交尾後原地偵
母群體 n=19

0.58

測累計時間越長，則越慢護
雌成功。

交尾後~第一次
♂體長大小

0.75

成功護雌前♂原地 母群體 n=19

(圖十五)

偵測累計時間

設♀主動為 1；♀被動或不動
母群體 n=19

0.56

為 0 進行分析。
體位異常組的♀比正常組的

交尾後♀逃、慌亂

♀更容易發生交尾後逃慌亂

交尾後~第一次
成功護雌的時間差

體位異常組 n=10

0.85

的情形(p=0.009) (圖十七)。

(圖十六)

擇偶時♀ 若是被動或不動
者，則交尾後♀逃、慌亂的情

圖十五

♂體長大小與「交尾後~

第一次成功護雌前♂原地偵測累

圖十六

♀被動(不動)、掙

0.93

扎或逃離組 n=13

(圖十六)

形會更為明顯(p=0.034)
(圖十八)。

體位異常組、♀被動(不動)組的「交配後♀逃、慌亂累計時間」

與「交配後~第一次成功護雌的時間差」之線性迴歸圖。

計時間」之線性迴歸圖。
**

*

♀擇偶意願(擇偶的主動性)」與「交尾後♀

圖十七 不同體位交配後，♀發生交尾後逃慌亂

圖十八

的情形。(p=0.009)。**為顯著差異標示 p<0.01。

逃、慌亂累計時間」之關係圖。*為差異標示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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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三者干擾實驗
所謂第三者包括雌性競爭者(小三)與雄性競爭者(小王)，所以將第三者干擾實驗再分成
「雌性干擾(1♂2♀)」與「雄性干擾(2♂1♀)」兩種方式。
(一)雌性干擾(1♂2♀)實驗：實驗時間 15 分鐘，比較在有無配對關係(實驗組：老公、老
婆、小三；對照組：無任何關係的 1 雄 2 雌，我們將之稱為 2 雌選擇)的條件下，♂蟲
面對雌性第三者干擾時的各項行為有何不同。

**
*

1.有無完成交配部分：圖十九
15 分鐘內老公與老婆或是選擇與小三完
成交配的比率並無差異(p=0.081)，交配比率
最高的是無配對關係中的♂面臨兩隻無任何
關係的♀蟲(p=0.0018 與 p=0.017)。
圖十九

2.各項焦點行為發生比率
主角♂對老婆或是其他♀(小三、無任何關

主角♂與♀完成交配的發生

比率。
「*」為 p < 0.05 差異群標示，
「**」
為 p <0 .01 顯著差異群標示。

係的 2♀)不管是主動、被動攻擊、威嚇對峙或
護雌行為，在發生的比率(圖二十)、平均次數與累計時間(表五)皆無顯著差異(p>0.05)。
顯示當主角♂面對的都是♀時，其各項行為不會因有無配對關係而有差異。
主動攻擊

圖二十

表五

威嚇/對峙

被動攻擊

主角♂各項焦點行為發生比率。

主角♂各項焦點行為發生之平均次數與累計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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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雌

(二)雄性干擾(2♂1♀)實驗：實驗時間 15 分鐘，比較在有無配對關係(實驗組：老公、老婆、
小王；對照組：無任何關係的 2 雄 1 雌，我們將之稱為 2 雄競爭)的條件下，♂蟲面對
雄性第三者干擾時的各項行為有何不同。
1.有無完成交配部分：圖二十一
圖二十一中各組的交配完成比率皆無差異，顯
示不管是老公或是小王，還是在「無配對關係」
條件存在下的兩隻雄蟲，在面對競爭者時，都不
容易在短時間內完成交配。
3. 各項焦點行為發生比率(圖二十二)、平均次數(圖二

圖二十一 主角♂與♀完成交配的
發生比率。

十三)與平均累計時間(圖二十四)：

(1) 小王實驗中，老公對老婆與老公對小王相比，二者在主動、被動攻擊行為發生的
比率(p<0.01)、平均次數(p<0.05)皆有顯著差異，累計時間則無。顯示是主角♂攻擊
小王或是被小王攻擊的比率、次數多於攻擊老婆或被老婆攻擊。
(2) 已有配對關係存在的老公對小王入侵，主動攻擊行為發生比率 (p=0.008) 、次數
(p=0.022)與累計時間(p<0.05)都明顯高於無配對關係的♂蟲，但被動攻擊則只有發生

比率明顯高(p<0.05)，次數與累計時間並無顯著差異。
**

*
***

***

*
***

圖二十二

*

老公、♂甲各項焦點行為發生比率。「*」為 p < 0.05 差異群標示，「**」為 p <0 .01 顯著差

異群標示，「***」為 p <0 .001 極顯著差異群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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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威嚇對峙行為：不管有無配對關係，老公對老婆、♂甲對♀的威嚇不管是發生的比
率(p<0.001)、次數(小王實驗p<0.01；2♂競爭 p<0.001)與累計時間(小王實驗 p<0.01；2♂競爭p<0.05)
都明顯少於威嚇/對峙小王或另外一隻雄性競爭者。
(4) 護雌行為：小王實驗中老公比小王有更高的護雌比率與更多的護雌時間(p<0.05)，但
在 2♂競爭中的 2♂護雌情形都無顯著差異。
*

***

*

圖二十三

***

**

***

老公、♂甲各項焦點行為發生的平均次數比較。「*」為 p < 0.05 差異群標示，「**」為 p <0 .01

顯著差異群標示，「***」為 p <0 .001 極顯著差異群標示。

*

*
**

圖二十四

**

老公、♂甲各項焦點行為發生的平均累計時間比較。「*」為 p < 0.05 差異群標示，「**」為

p <0 .01 顯著差異群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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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三實驗與小王實驗的比較：實驗時間 1 小時，比較在有配對關係的情況下，面對小
三或小王時，♂蟲在各項焦點行為的表現上有何不同。
1.有無完成交配與護雌行為部分：圖二十五
(1) 1 小時內的交配比率在小三實驗與小王實驗中皆無差異(p 皆>0.05)，顯示當老公
面臨第三者出現時，不管是面對小三還是小王，老公再次和老婆交配的情形沒有
差別，且在有配對的關係存在時，第三者要搶贏另一半並完成交配，小三和小王
搶贏的比率差不多。
(2) 最後和小三完成交配的有 4 對(23.53%)，但有 9 對(佔 52.94%)的♂選擇老婆、小
三都保護，有 6 對(佔 35.29%)♂選擇忠於老婆，有 2 對(佔 11.76%)♂選擇都不護。
(3) 小王實驗中，得到交配權的小王有 7 對，佔 38.89% (33.33%+5.56%)，得到交配
權的老公有 3 對，佔 16.67%(11.11%+5.56%)，但在老公得到交配權機率較低的
情形之下，只有 2 對小王(佔 11.1%)得到護雌的機會，明顯少於老公護雌的比率
(8 對，佔 44.4%)(p<0.05)。

***

*

*

*

*

*

圖二十五

小三實驗與小王實驗中交配情形與護雌行為的比較。「*」為 p < 0.05 差異群標示，「**」為

p <0 .01 顯著差異群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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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護雌行為平均累計時間的比較(圖二十六)
(1) 小三實驗中不管是前 15 分鐘還是累計 1 小時內，老公護老婆與護小三的累計時間皆
無差異(15 分鐘 p=0.36；1 小時 p=0.16)，可見老公並不會因為有了老婆而拒絕小三。
(2) 小王實驗中不管是前 15 分鐘還是累計 1 小時內，老公護老婆的時間皆明顯多於小王
護老婆的時間 (15 分鐘 p=0.021；1 小時 p=0.013)，有此可知面對雄性競爭者時，已
具配偶身分的雄鬼艷，明顯比小王更能保護到老婆。

*

*

圖二十六

小三實驗與小王實驗中護雌平均累計時間的比較。「*」為 p < 0.05 差異群標示。

3.老公面對小三或小王時主動攻擊、被動攻擊與威嚇/對峙等行為的比較
(圖二十七)(圖二十八)
(1)不管是主動攻擊與威嚇/對峙，也不管是前 15 分鐘還是 1 小時的觀察，老公明顯對小
王的主動攻擊與威嚇行為更甚對小三。
(2)被動攻擊部分，在小三實驗與小王實驗的前 15 分鐘並無差異(p>0.05)，1 小時的累計
時間才有差別(p=0.032)，顯示加入小三或小王的一開始 15 分鐘，小三或小王對老公的
攻擊尚不猛烈，隨著互動的時間增加，小王對老公的攻擊遠多於小三對老公的攻擊，
所以 1 小時的觀察中才會發現老公在小王實驗中有明顯的還手情形。
**

***

*
***

圖二十七

***
***

小三實驗與小王實驗中老公面對小三或小王時主動攻擊、被動攻擊與威嚇/對峙等行為發生

的比率。「*」為 p < 0.05 差異群標示。，「***」為 p <0 .01 顯著差異群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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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圖二十八

小三實驗與小王實驗中老公面對小三或小王時主動攻擊、被動攻擊與威嚇/對峙等行為發生

的平均累計時間。「*」為 p < 0.05 差異群標示。，「**」為 p <0 .01 顯著差異群標示。

三、長時間錄影觀察
長時間錄影觀察配對成功的鬼艷，包括護雌、攻擊、交配三種行為，其餘時間大多為各
自活動、休息與覓食。將所觀察到的三種互動行為的平均累計時間與該行為佔總時間之比率
整理於表六。僅小三實驗後的平均交配次數與配對後、小王實驗後有顯著差異(p < 0.05)，攻
擊與護雌行為則無顯著差異。
表六

長時間錄影觀察老公與老婆的互動

長時間觀察時機

配對後

小三實驗後

小王實驗後

預計錄製時間

48 小時

24 小時

24 小時

36 小時(129600 秒)

18 小時(64800 秒)

18 小時(64800 秒)

n=7

n=9

n=14

146925.71 ± 5662.04

71585.89 ± 4847.94

77836.71 ± 7560.65

162.14

5.44

13.50

0.11

0.01

0.02

65717.29±34168.47

40842.56±25518.81

33425.00±2727.96

44.62

57.47

41.01

1.08 a

0.86 a* b*

1.79 b

實際採計 75%預錄時間
分析對數
全部累計觀察時間
攻

平均時間(秒)

擊

佔總時間之比率(%)

護

平均時間(秒)

雌

佔總時間之比率(%)

交配平均次數(次)

a、b 為顯著差異群，t-test 中 p < 0.05，表示結果顯著，以「*」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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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精莢實驗
上述各實驗觀察中幾乎都看到交配後♀排出長大約 0.5-0.7cm 之
白色塊狀物(圖二十九)。為證實是否為精莢，於排出第一時間撿拾白
色塊狀物後，以小刀切碎，利用 2%伊紅進行染色，以光學顯微鏡 400x

0.1cm
圖二十九

精莢外型

觀察、拍照，結果如圖三十，的確看到精子存在。
實驗觀察時藉由特寫畫面再經影片截圖，發現疑似精莢送入♀體內的過程(圖三十一)，
並記錄所撿拾的精莢之掉落時機，繪製圓餅圖(圖三十二)，發現在配對實驗時拾獲的精莢佔
31.3%為最多，其次是小王實驗中由主角♂和主角♀交配留下的 15.6%。

圖三十 精莢染色切片。左圖染色較深，且為原圖，中圖與右圖染色時間較短，故背景色較淡，且
為原圖經局部裁切放大解析度下降。箭頭標示較為清楚的精子。

圖三十一
鬼艷交配交
尾器特寫。
圖的順序由
左到右、由
上到下，此
些圖全來自
同一段影
片，共 85 秒
長度，截圖
24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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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發現交配後精莢掉落有兩種
方式，一種是等♂已完全拔出交尾器
後，由♀自行排出 (圖三十三)，一種是
由交配的♂勾出(圖三十四)，再次仔細
進行影片分析，但因拍攝角度問題，雖
共撿拾 32 個精莢，但能確定排出因素的
僅 18 次，結果如表七與圖三十五所示。

圖三十二

精莢掉落時機分析。共拾獲 32 個精莢，

不同時間所撿拾到的個數依比率繪圖。

圖三十三

圖三十四

精莢由交配中的♂勾出。圖順序由左到右、由上到下，此些圖全來自同一段影片，共 15 秒長

度，截圖 10 張。

表七

交尾後精莢掉落的時間差分析

精莢來源

直接由♂勾出

非直接由♂勾出 (圖三十二)

(圖三十三)
拔出交尾器 ~ 精莢排出
之時間差(秒)
所佔比率(n=18)

0

15 12 6 10 14 15 9 12 10 3

22.2%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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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4 6

5

分析各實驗中交配後出現(掉出/勾出)
精莢的比率(圖三十六)，發現在競爭者(小三
或小王)存在時，掉出/勾出精莢的比率明顯
比「一對一配對」時高(p<0.001；p<0.05)；
圖三十五

而面對♀、♂競爭者相比兩者則沒有差異。長

計算交尾後(交尾器拔出)到精

莢出現的平均時間差。

時間觀察出現精莢比率最低，顯示只有 1 對

1 相處時，♂與配偶交配後較為穩定，較少有掉出/勾出精莢的情形發生。

***
*
***

***

*
***
*

圖三十六 交配後出現(掉出/勾出)精莢比率。*為 p < 0.05 差異群標示，***表示極顯著
差異 p <0 .001。

*

為釐清鬼艷精莢掉落是交配慌張不小心，或像♂
蜻蜓的精子置換策略(sperm replacement) (朱耀沂，2006)，
選擇前幾日確定完成交配的♀，隨機挑選完全與之無
任何關係的♂再進行交配(一對一)，交配時僅以攝影機
錄影存證，避免人為干擾，共成功 11 次配對，其中 9
對有精莢掉落情形，比率為 81.8%，與圖三十六中在
配對實驗掉落的 47.6%有差異(p=0.02) (圖三十七) ，
可見只要有過交配，再次交配後就容易發生精莢掉
落，競爭者的存在是提高了精莢掉落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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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七 精莢實驗與配對實驗掉落精莢比
率比較圖。精莢實驗 n=11，精莢數 9；配對實
驗 n=21，精莢數 10。p <0 .05，表示結果極
顯著差異，以「*」註記。

陸、討論
一、1 對 1 交配實驗
(一)配偶的選擇
1. 擇偶主動性：主動權在♂，同意權由♀決定。
(1) 鬼艷的配對必須♂♀至少有一方先主動，且另一方不逃離或不攻擊，配對才有可
能成功。♀也會有主動的時候，但通常由♂扮演主導的角色，若♂願意主動且積
極的接觸或抱住♀，只要♀未逃離，則交尾會較易成功。
(2) 雖然♂較主動，但鬼艷的生殖過程不會用「霸王硬上弓」的方式，而是等待♀接
受交尾，故♀是否同意在交尾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2. 體型對擇偶的影響：大型♂更主動；大型♀若不願意交配，則更容易逃離。
(1) 不論交配成功於否，大型♂選擇先動的比率明顯高於小型♂(圖五，p=0.024)；小
型♂則是選擇被動(不動)或離開的比率較高(圖六，p=0.038)。
(2) 小型♀選擇先動、被動(不動)的次數較多。若不論交配成功於否，大型♀與小型
♀在掙扎與逃離的比率上有差異(圖八，p=0.016)；但在先動或不動(被動)部分則
沒有差別(圖九，p=0.23)。
(二)探討交配過程中焦點行為的涵義
1. 交配過程中各項焦點行為不論♂♀皆是以「原地偵測」的發生比率最高(92.9%) (p
<0.001)，若將行為區分♂♀加以討論，則在觀察的 1 小時內，配對成功的每一對♂都
進行了「原地偵測」
、
「♂抱住♀」與「♂伸出交尾器」
；而♀行為除「原地偵測」外，
「慌亂」與「逃離」也是主要的行為表現。
2. 張永仁(1998)、盧耽(2008)都曾將昆蟲求偶行為分成幾種類型，我們研究結果發現鬼
豔鍬形蟲的求偶行為與二人所區分的「摩擦生愛型」
、
「溫柔的撫觸」較為接近，但在
圖五中「♂觸角碰觸♀」的發生比率非 100%，是因為(1)體型差異太大，♂抱住♀後
不易以觸角接觸 ex♂16(長牙)；(2)交配體位異常；(3)錄影觀察時，無法以人眼確認每
一次的「♂觸角碰觸♀」。若依人眼現場觀察而非透過錄影畫面分析，較有溝通的幾
對顯示，交配過程中♂接觸♀後會先以觸角由前到後來回觸碰♀腹部邊緣，確認♀體
型大小，抱住♀後，與其他鍬形蟲行為相近，包括有♂「觸刷顎點」、「觸動輕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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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胸背板(周承儒等人，2015)等行為，但因此部分非本組研究的主要目的，故未
再更進一步分析。
3. 交配體位的重要性與交尾後♂何時才能成功護雌：
研究發現鬼艷交配體位是否正常，在發生「♂拔出交尾器」時間點、
「成功護雌」
時間點及「交配累計時間」的分析上皆有顯著差異(p <0 .01)(圖十三)。交配體位的正
確與否對鬼艷生殖過程的影響，綜合表三、表四的結果，將交配體位與各行為間的
關係整理如下：
體位異常
交配體位

掙扎越明顯
影響

交尾費時越久
影響

♂抱住時♀掙扎累計時間

影響

♀擇偶意願

影響

交尾後費時更久
才能成功護雌
交尾後♀逃、慌亂累計時間

♀被動、掙扎或逃離
♂體型大小

影響

交尾累計時間

影響

♂第一次成功護雌

慌亂越久
交配後~護雌前♂原地偵測累計時間

體型越大

偵測越久

二、第三者(競爭者)干擾時，♂鬼艷的生殖策略：
動物生殖行為中「競爭交配權」與「精子競爭」是很重要的生殖策略。
「競爭交配權」
常見的方法有體型差異、打鬥等，而降低「精子競爭」的風險辦法則有「將競爭對手的
精子從自己伴侶的生殖道內清除出去」ex 綠樹蟋(朱耀沂，2006)，或是「保護配偶」ex
霧社血斑天牛(魏湘蓉，2008)。保護配偶須要付出的代價是「減少與其他雌性個體交配的
機會」
，若雌性個體發生多次交配的可能性越大則雄性個體表現出保護配偶的行為會越強
烈(尚玉昌，2005)。
(一) 雌性干擾(1♂2♀)實驗：
研究發現鬼艷交配後的護雌並不會因為有伴侶而有專一的情形，小三實驗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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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中前 15 分鐘主角♂對待老婆與其他♀並無顯著差異(表五和圖十九、圖二十)，可
見的確不能因為一棵樹而放棄整座森林，此時若選擇「護老婆」則付出的代價 (減少
與其他雌性個體交配的機會) 太大！15 分鐘內選擇與小三交配佔 11.76%，15 分鐘內
再次與老婆交配者為 0，交配比率最高的是♂面臨兩隻無任何關係的♀，佔 46.67%(與
前兩者顯著差異 p<0.01 與 p<0.05)(圖十九)。
(二) 雄性干擾(2♂1♀)實驗：
1. 在有♂競爭者出現的情形下，前 15 分鐘老公比小王有更高的護雌比率(圖二十二
61.1%：27.8%，p<0.05)與更多的護雌時間(圖二十四

198.11 秒：42.89 秒，p<0.05)

2. 已有配對關係存在的老公對小王入侵，主動攻擊行為發生比率(p=0.008)、次數(p=0.022)
與累計時間(p<0.05)都明顯高於無配對關係的♂蟲。
(三)小三實驗與小王實驗的比較
1. 圖二十五中發現，雖最後有和小三完成交配的只有 23.53% (共 4 對)，卻有 52.94% (共
9 對)選擇老婆、小三都保護，只有 35.29% (共 6 對)選擇忠於老婆，可見護雌不會因
為有伴侶而有專一性存在。
2. 全部 1 小時累計觀察時間中(圖二十五)，小王得到交配權雖佔 33.3%(共 6 對)，但只
有 11.1%(共 2 對)的小王取得了唯一護雌的機會，與只有老公取得護雌的比率
(44.4%，共 8 對)有差異(p<0.05)，可見護雌行為並非由最後得到交配權的雄蟲取得。
3. 小王實驗中老公護老婆的時間皆明顯多於小王護老婆的時間 (圖二十六

15 分鐘

p=0.021；1 小時 p=0.013)，有此可知面對雄性競爭者(小王)時，已具配偶身分的雄鬼
艷，明顯比小王更能保護到老婆。
4. 文獻指出台灣角金龜有守衛雌蟲(mate-guarding)的行為，而當入侵者出現時，雌
蟲被入侵者接收的的機率與♂的體型有關
(Wataru Kojima，Chung-Ping Lin，2017)，
我們也試著去分析鬼艷的體型與護雌時間
長短有無關聯，結果如右表所示，鬼艷老
公、小王體長或是體長差距，甚至是老婆
體型(大型♀較有力掙脫)與護雌的累計時間相關性皆不太高，比較小型♂與大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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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雌情形也無差異性(p>0.05)。
5. 在有♂競爭者出現的情形下，♂鬼艷明顯表現出主動攻擊、威嚇/對峙行為，有配偶
在場的條件下(小王實驗)主動攻擊♂競爭者的情形更為猛烈(圖二十七)。顯示在有♂
競爭者出現的情形下，♂鬼艷的生殖策略是主動攻擊與護雌(圖二十六)並行。
6. Wataru Kojima 和 Chung-Ping Lin(2017)指出台灣角金龜具有誇大的犄角與延伸的前
足，面對入侵(intruders)雄蟲時，在打鬥過程前期，雄蟲們主要使用前足評估對手
的體型，當老公的前足長度叫入侵♂短時，入侵♂便企圖接近取得雌蟲。鬼艷大顎型
態可分三種，但觀察鬼艷♂的打鬥，我們並未看到有評估對手體型的情形。
(四)長時間觀察
不管是配對後還是移除競爭者後，長時間觀察的結果(表六)顯示，有無經過過第三
者的干擾，♂鬼艷對配偶的護雌與攻擊行為都與無干擾的情況下相近，並無顯著差異，
但平均交配次數則是小三實驗後明顯少於配對後與小王實驗後的長時間觀察(p < 0.05)。

三、精莢掉落的探討
(一) 霜粉色蟌的交配行為分成三個階段，當處在第一階段時雄蟲會利用湯匙般的交尾器舀
取雌蟲內別隻雄蟲留下的精子；綠樹蟋雄蟲用力射精時，充滿在雌蟲貯精囊中的其他
雄蟲精子便會滿溢出來，約有 90%的精子會被後來交配的雄蟲精子所取代；黃星天牛
雄蟲會與同一隻雌蟲多次交尾，前段交尾期時，雄蟲會先以交尾器基部的圓狀突起對
雌蟲貯精囊施加壓力，再以交尾器上的三角形突起及銳毛挖出前夫的精子，大約有 98%
的精子會在此時被清出來(朱耀沂，2006)。
(二) 所觀察到的鬼豔鍬形蟲也有精莢掉出的情形，已交配過的雌蟲短時間內再次與其他雄
蟲交配時，精莢掉落的比率高達 81.8%（圖三十七）
，與配對實驗掉落精莢比率有顯著
差異，可能是因為配對實驗的雌蟲採集自野外，不能確定之前有無交配過，或是交配
後雄蟲的精莢是否還在雌蟲體內亦或是已降解(洪素年，2009)，故配對實驗時掉落的
精莢數明顯較少，精莢實驗是在確定雌蟲已在短時間交配過的條件下，讓牠再行交配，
掉落的精莢數明顯較多。
(三) 表七中顯示鬼艷的精莢大部分非直接由♂勾出(圖三十三)，可見若要確定鬼艷精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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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的真正原因，須更進一步探討雌性的生殖策略，雖然精莢
直接由♂勾出的比率僅佔 22.2%，但我們還是認為不能排除
雄鬼艷也有「精子競爭」的生殖策略存在，因解剖發現雄蟲
的交尾器狀如湯勺(如右圖)，橢圓狀外型，中間有凹陷，此
與霜粉色蟌的交尾器(朱耀沂，2006)相似，應該能以此構造
促使前次的精莢掉落。
(四) 未來展望
我們實驗中的鬼艷精莢掉落的機制尚不明確，未來希望能更進一步繼續探討，可
嘗試將染劑直接打入雄蟲體內，對雄蟲進行活體染色，進行完交配後，再讓未經染色
的雄蟲與同一隻雌蟲交配，觀察精莢掉落的情形。圓翅紫斑蝶雌蟲體內的精莢有被分
解的情形(洪素年，2009)，所以日後若要再進一步探討，則也須考慮交配時間的間隔，
才不至於因精莢的降解而影響了判別的準確度；也可以從雌鬼艷的生殖策略或其生殖
構造加以探討，為何會有精莢掉落的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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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鬼豔鍬形蟲的擇偶配對必須♂、♀至少有一方願意先主動，且另一方不逃離或不攻擊，
通常主動權在♂，同意權由♀決定。大型♂在擇偶時更主動；而大型♀若不願意交配，則更
容易逃離。
交配過程中，交配體位若為異常，會導致交尾中的♀掙扎越明顯，交尾時間會費時更久。
交尾後♂何時才能成功的護雌，會受到最初擇偶時「♀擇偶意願」影響，若♀一開始就不太
想交配，勉強同意交尾後，會看到♀有明顯的慌張與逃離的情形，交尾後♀逃、慌亂越久，
交尾後♂將花更多時間才能成功護雌。♂體型大小也將影響交尾後♂何時才能成功的護雌，
♂體型越大，交尾後♂原地偵測越久，護雌行為會更晚出現。
面對♀競爭者(小三)存在時，護雌不會因為有伴侶而有專一性存在，♂鬼艷採取護雌的
生殖策略時也不會輕易放棄擁有更多繁殖的機會。
若面對♂競爭者時，則鬼豔♂蟲的生殖策略是明顯表現出主動攻擊、威嚇/對峙行為。有
配偶在場時，則是主動攻擊與護雌並行。即使由♂競爭者(小王)取得交配權，已與同隻♀蟲交
配過的♂蟲仍會努力奪回護雌權，護雌行為並非由最後得到交配權的♂蟲取得。
已交配過的♀蟲短時間內再次與其他♂蟲交配時，精莢掉落的比率高達 81.8%， 精莢掉
落的方式有由交配的♂勾出與由♀自行排出兩種，機制為何目前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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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52005
本研究分析鬼豔鍬形蟲的交配行為，以探討其生殖策略。發現
擇偶主動權在♂，同意權由♀決定。觀察仔細，實驗設計與統計分析
完善。但仍有下列幾點可以加強，(1)文獻、材料蒐集稍嫌不足；(2)
作者發現鬼豔鍬形蟲有拉/掉精莢之情形，此種行為在鍬形蟲研究
未曾發現嗎？在其他昆蟲是否有類似現象？未來若能進一步由交
配行為、護雌結果與精莢掉落之研究，延伸確認下一代產出，將使
觀察到的生殖策略更具意義。
F:\中小科展_57 屆\排版\052005-評語

作品海報

摘要
本研究分析鬼艷鍬形蟲 Odontolabis siva parryi Boileau， 1905 交配行為，探討其生殖策略。研究發現擇偶主動權在♂，同意
權由♀決定。大型♂在擇偶時更主動，但大型♀若不願意交配，則更容易逃離。交尾中♀會因體位異常明顯掙扎，交尾費時更久。
若勉強同意交尾，交尾後將逃、慌亂越久，♂將更難成功護雌。♂體長越大，交尾後原地偵測越久，護雌行為會更晚出現。面對
小王且老婆在場時，♂生殖策略為主動攻擊與護雌並行，即使由小王取得交配權，老公仍會努力奪回護雌權。面對小三時，護雌
不會因有伴侶而具專一性，♂蟲採取護雌的生殖策略時，也不會輕易放棄擁有更多繁殖的機會。因觀察到交配後有精莢掉落，故
推測♂除以護雌行為降低精子競爭風險外，可能還有精子置換的生殖策略。

壹、研究動機
動物生殖行為中「競爭交配權」與「精子競爭」是很重要的生殖策略。競爭交配權的方法有體型差異、打鬥等，而降低精子競爭則有「將
競爭對手的精子從伴侶生殖道內清除出去」
，例如綠樹蟋(朱耀沂，2006)，或「保護配偶」
，例如霧社血斑天牛(魏湘蓉，2008)。文獻探討與本組觀察
皆顯示交配後鬼豔鍬形蟲雄蟲有保護母蟲的行為(張永仁，2006)，若「護雌」對鬼艷而言是一重要的生殖策略，那我們想知道的是當鬼豔面臨第
三者威脅時，雄蟲是否仍以守護老婆為優先選擇？故我們以「鬼豔鍬形蟲護雌行為及生
殖策略」為科展主題，實際進行實驗，以了解鬼豔鍬形蟲的生殖策略為何。

貳、研究目的(如右圖)
参、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 實驗動物：鬼艷鍬形蟲(Odontolabis siva parryi) 所用隻數：雄 35 隻；雌 37 隻
二、儀器： 複式光學顯微鏡 Nikon ECLIPSE E100
解剖顯微鏡 Nikon SMZ745
高溫高壓滅菌鍋 TOMIN TM-320

乾溼球溫度計
恆溫培養箱 EYELH LE-509D
最高最低溫度計
冰箱 東芝 GR-H120PT
數位攝影機 SONY DV DCR-HC40；SONY HDR PJ540

數位單眼相機 SONY SLT-A5B
隨身硬碟(TRANSCEND 1TB、2TB)
電氣定溫乾燥器 DENG YNG Drying Oven DOS45

三、藥品：(一)無脊椎動物等張溶液(6.5 gm NaCl、0.2gmNaHCO3、0.2gm KCl、0.2gm CaCl2，最後體積 1 公升)；(二) 2%伊紅--酒精溶液
四、軟體：(一)數據統計分析：全部使用 excel 內鍵公式計算、繪圖；(二)影像截圖：Play Memories Home 軟體

肆、研究方法

實驗設計

文獻探討

實驗架構：
1 對 1 交配實驗

歸納、分析交配行為觀察結果

第三者干擾實驗
雄性干擾實驗(2♂1♀)

雌性干擾實驗(1♂2♀)

小三實驗(老公老婆小三)

2♀選擇實驗(無關係的 1 雄 2 雌)

小王實驗(老公老婆小王)

2♂競爭實驗(無關係的 2 雄 1 雌)

交
尾
後
精
莢
掉
落
↓
推
測
原
因

觀察老公、小王、2♀實驗與 2♂實驗中男主角的「主動攻擊」、「被動攻擊」、「威嚇」、「護雌」等行為
一、1 對 1 交配實驗各項焦點行為名稱與其定義
表一

各項焦點行為名稱與其定義

攻
擊

護
雌

伸
交
尾
器

拔
交
尾
器
鬼豔鍬形蟲行為對照圖

護
雌

原
地
偵
測
威
嚇
對
峙

二、第三者干擾實驗：分為雌性干擾與雄性干擾，

行為名稱
原地偵測
觸角碰觸
身體碰觸
慌亂
逃離
♂抱住♀
♂伸出交尾器
♂拔出交尾器
♀掙扎
♂護雌
攻擊
抽搐
洗觸角

定義
不限♂♀，個體於原地靜止，且觸角成一字型擺動。
不限♂♀，其中一隻以觸角碰觸另一個體的身體任意部位。
不限♂♀，其中一隻以身體任意部位碰觸另一個體的身體任意部位。
不限♂♀，個體於飼養箱內無目的的四處快速爬行，或是做出類似掘土的動作
不限♂♀，當兩個體彼此接觸時，其中一隻快速逃開的現象。
♂壓在♀身上，且六隻腳皆勾在♀身上（不限體位是否正確）
。
♂腹部尾端體節露出，且有露出交尾器（陽具）。
♂之陽具自♀之泄殖腔內拔出。
♂抱住♀時，♀擺動四肢或體節，展現出想掙脫♂的行為，或♀揹著♂走。
♂以身體保護♀，包括♂壓在♀身上，或以部分身體覆蓋，以上狀態須能持續 10
秒以上，才認定為護雌，否則僅算接觸。進行此行為時，♂觸角會成一字型擺動。
不限♂♀，個體以身體衝撞，或以大顎頂、或夾、或夾住後甩動對方。
不限♂♀，個體突然性的抖動。
不限♂♀，個體用前肢第一節之細毛清潔觸角。

為往後敘述方便、更易了解本組實驗，雌性干擾實驗即稱為「小三實驗」，雄性干擾實驗即稱為「小王實驗」。
(一)小三實驗：實驗步驟如作品說明書(實驗組實驗對數 n=17；對照組-2 雌選擇實驗對數 n=15)
(二)小王實驗：實驗步驟如作品說明書(實驗組實驗對數 n=18；對照組-2 雄競爭實驗對數 n=15)
(三)所需觀察、記錄的焦點行為與定義包括：①主動攻擊：蟲體主動以身體衝撞，或以大顎頂、夾、夾住時甩動對方。
②被動攻擊：在被其他個體攻擊的情況下，反擊攻擊者。③護雌：定義同表一中的「護雌」。④有無交配或干擾交配現象。
⑤威嚇(對峙)：兩蟲僅以大顎相對、伺機而動，並未直接大顎攻擊。如上方鬼豔鍬形蟲行為對照圖。
表二

(四)長時間錄影觀察：錄影時機與預計錄製時間如右表二。

三、精莢實驗：各項實驗中幾乎都看到交尾後雌蟲排出米白色塊狀物，為證實是否為精莢，
在第一時間撿拾塊狀物後，先存於等張溶液中。後續處理與測試實驗包括

長時間錄影施作時機與預計錄製時間

時機
交配實驗結束後
小三實驗結束後
小王實驗結束後

預計錄製時間
2天
1天
1天

(一)顯微鏡觀察、拍照：利用 2%伊紅染色，以光學顯微鏡觀察。將塊狀物加以編號，記錄掉落時機，推測屬隨機掉落或由雄蟲勾出。
(三)選擇前幾日確定有完成交配的母蟲，隨機挑選一隻與之無任何關係的♂再進行交配，觀察交配後是否有排出塊狀物。

伍、研究結果
一、1 對 1 交配實驗
(一)配偶選擇：共進行 59 對次配對，若依「♂是否伸出交尾器」分成失敗組與成功組，
*

則有 38 對失敗、21 對成功。

圖一 ♂♀擇偶意願圖。
***

1.♂♀擇偶主動性探討
依異性出現時何者先產生移動，與另一方配合狀況分成 9 種情形，結
果如圖一。擇偶時至少須有一方先主動，且另一方不逃離或不攻擊，配對
才有可能成功。進一步進行資料歸納，由圖二可知「♂主動」所佔比率失
敗組與成功組中具有差異(失敗組 n=38 與成功組 n=21；p=0.036)，
「♀主動」

圖二 ♂♀主動性分析圖。
*為差異標示， p <0.05。

圖三 ♂♀接觸平均累計時間。
***為非常顯著差異標示(p <0.001)。

*

在兩組中則無差異(p=0.15)(圖二)，可見在鬼豔鍬形蟲的繁殖中，♂扮
演主導的角色。10 分鐘內成功組與失敗組在「♂♀接觸累計時間」
上有非常顯著差異(p<0.001)(圖三)，顯示♂蟲對♀蟲一見鍾情，想與之

圖五 不同體長♂蟲先動比率。*

交配時，會主動並積極的與♀蟲接觸。

為差異標示(p <0.05)

2.體型對擇偶主動性的影響

*

(1)不同體長♂蟲擇偶意願分析如圖四。失敗組中大型♂(體長 55~75mm)
比小型♂(體長 46~54mm)更願意選擇先動，但在成功組中，是小型♂
先動的次數略多。若不論交配成功於否，大型♂選擇先動的比率

圖四 不同體長♂蟲之擇偶意願圖

明顯高於小型♂(圖五，p=0.024)；小型♂則是選擇被動(不動)或離開的比率較高(圖六，p=0.038)。

圖六 不同體長♂蟲選擇被動(不
動)或離開的比率。*為差異標示(p <0.05)。

(2)不同體長♀蟲擇偶意願分析如圖七。失敗組中大型♀(體長 46~52mm)比小型♀(體長 39~45mm)有更多次逃離，若不論交配成功於否，
大型♀與小型♀在掙扎與逃離的比率上有差異(圖八，p=0.016)；但在先動或不動(被動)部分則沒有差別(圖九，p=0.23)。

*

(二)交配行為觀察：根據各焦點行為進行影片分析
1.各項焦點行為發生的比率
結果顯示不分♂♀的整體行為中，
「原地偵測」發生比率最高(92.9%) (p<0.001) (圖十)。若再將部分行為區分♂♀加
以討論(圖十一)，發現♂♀在「原地偵測」(p<0.01) 、
「慌亂」(p<0.01)與「逃離」(p<0.001)三種行為上有顯著或極顯著差

圖八 不同體長♀蟲掙扎或逃離之比
率。*為差異標示(p <0.05)。

異，每對♂都進行了原地偵測；而慌亂與逃離行為比率則是♀明顯高於♂。不是每位♀都會在一小時內接受交尾，
故♂拔出交尾器的比率未達 100%。交配完成後也非都能馬上進行護雌(佔總數的 85.7%)。

2.計算交配過程中各焦點行為發生時間
20 對成功於 1 小時內完成交配，體位包括「♂上♀下頭尾同向」(正常)、「♀上♂下六腳朝天」與「♂上♀下但
側身倒下」三種，體位正常比異常者在♂拔出交尾器時間點、成功護雌時間點及交配累計時間上皆有顯著差異(p

圖九 不同體長♀蟲選擇先動或不動
(被動)的比率。

圖七 不同體長♀蟲之擇偶意願圖

<0 .01)，代表體位正常者更早完成交尾與成功護雌，故依體位加以分群繪製交配中各焦點行為發生的時間軸(圖十二)。
**

***

**

***

交尾時間

♂抱住♀

護雌

嘗試護雌

第一次成功護雌

**

♂伸出交尾器時間

**
交尾時間

嘗試護雌

護雌

第一次成功護雌

圖十 交配時，不論♂♀發生各項焦點行為的比率。

(秒)

***為非常顯著差異標示(p <0.001)。
接觸、計時開始

圖十一 ♂、♀鬼艷於交配時表現各項焦點行為的比較。

3.探討焦點行為累計時間所代表的涵義：

圖十二 交配過程中各焦點行為發生的時間軸。以♂、♀接觸到對方的
時間為 0 秒。圖中所顯示的數字為前後兩行為的時間間隔。**為顯著差異標示 p<0.01。

p <0 .001，以「***」註記。p < 0.01，以「**」註記。

(1)交尾中影響「交尾累計時間」長短的因素(表三)：當♂抱住♀時，♀不停掙扎的累計時間與交尾累計時間呈現高度正相關(母群體 r=0.80；體位正常組 r=0.79；體位異常組 r=0.85)，代表若♀掙扎
越多，♂花在交尾的時間上也需費時更久，與體位正常組相比，此現象在體位異常組中更為明顯(p=0.035)。
(2)交尾後「♂最早何時才能成功護雌」影響因素：包括「交尾完成後~第一次成功護雌前♂原地偵測的累計時間」與「交尾後♀逃、慌亂的累計時間」(表四)。
表三

表四 「交尾後♀逃、慌亂」、「成功護雌前♂原地偵測累計時間」與「交尾
後~第一次成功護雌的時間差」之相關性分析列表

交配體位、♂抱住時♀掙扎累計時間與交尾累計時間之相關性分析列表

圖十五「交配後♀逃慌亂累計時 圖十七 不同體位交配後♀發生逃
間」與「交配後~第一次成功護雌 慌亂的情形。**為顯著差異標示 p<0.01。
的時間差」體位異常組線性迴歸圖

圖十八慌亂累計時間」之關係圖。
圖十三 「♂抱住時♀掙扎累計時間」
與「交尾累計時間」之線性迴歸圖。

圖十四 ♂體長大小與
「交尾後~第一
次成功護雌前♂原地偵測累計時間」
之線性迴歸圖。

圖十六「交配後♀逃慌亂累計時間」
與「交配後~第一次成功護雌的時間
差」♀被動組線性迴歸圖

*為差異標示 p<0.05。

**

圖十九 主角♂與♀完成交配的發生比率。*為 p < 0.05 差異群標示，**為 p <0 .01 顯著差異群標示。

*

二、第三者干擾實驗：包括雌性競爭者(小三)與雄性競爭者(小王)，故將第三者干擾實驗
再分成「雌性干擾(1♂2♀)」與「雄性干擾(2♂1♀)」兩種方式。

(一)比較有無配對關係的♂面對第三者干擾時的各項行為：時間 15 分鐘
1.雌性干擾(1♂2♀)實驗：
圖二十

實驗組：老公/老婆/小三；對照組：無任何關係的 1 雄 2 雌，我們將之稱為 2 雌選擇

**

主角♂各項焦點行為發生比率。

*

(1)顯示老公與老婆或是與小三完成交配的比率並無差異(p=0.081)，交配比率最高的是♂面臨

***

兩隻無任何配對關係的♀蟲時(p=0.0018 與 p=0.017) (圖十九)。

***

*

***

*

(2)各焦點行為發生比率：老公對老婆或其他♀(小三、無任何關係的 2♀)不論主動、被動攻擊、
威嚇對峙或護雌，行為發生比率(圖二十)、平均次數與累計時間皆無差異(p>0.05)。顯示當♂
面對的都是♀時，各焦點行為不會因有無配對關係而有差異。
2.雄性干擾(2♂1♀)實驗：(圖二十一)
實驗組：老公/老婆/小王；對照組：無任何關係的 2 雄 1 雌，我們將之稱為 2 雄競爭
(1)不管何種情況下的♂，面對♂競爭者時，都不容易在短時間內再次完成交配。
(2)小王實驗中，老公對老婆與老公對小王相比，二者在主動、被動攻擊行為發生比率(p<0.01)、
平均次數(p<0.05)皆有 差異，累計時間則無。顯示主角♂攻擊小王或是被小王攻擊的比率、

圖二十一 老公、♂甲各焦點行為發生比率。*為 p < 0.05 差異群標示，**為 p <0 .01 顯著差異群標示，***為 p <0 .001 極顯著差異群標示。

次數多於攻擊老婆或被老婆攻擊。
(3)已有配對關係存在的老公對小王入侵，主動攻擊行為發生比率(p=0.008)、次數(p=0.022)與累計時間(p<0.05)都明顯高於無配對關係的♂
蟲，被動攻擊只有發生比率明顯較高(p<0.05)，次數與累計時間並無差異。
(4)威嚇對峙：無論有無配對關係，老公對老婆、♂甲對♀的威嚇在發生比率(p<0.001)、次數(小王實驗 p<0.01；2♂競爭 p<0.001)與累計時間(小
王實驗 p<0.01；2♂競爭 p<0.05)都明顯少於威嚇對峙小王或另一隻♂競爭者。
***

*

(5) 護 雌 行 為 ： 小 王 實 驗中 老 公 比 小王 有 更 高護雌 比 率 與 更 多 護雌 時 間

*

*

(p<0.05)，但 2♂競爭中的 2♂護雌情形都無差異。

*

*

*

*

(二)小三實驗與小王實驗的比較：實驗時間 1 小時。已具配對關係的♂面對
不同競爭者(小三與小王)時的比較
1.有無完成交配與護雌行為部分：圖二十二
(1) 001 小時內各雄蟲的交配比率在小三與小王實驗中皆無差異(p 皆>0.05)。最

圖二十三 小三實驗與小王實驗中護雌平均累計時間的比較。

圖二十二 小三實驗與小王實驗中交配情形與護雌行為的比較。

*為 p < 0.05 差異群標示。

*為 p < 0.05 差異群標示，**為 p <0 .01 顯著差異群標示。

後和小三完成交配的有 4 對(23.53%)，但有 9 對(52.94%)的♂選擇老婆、小三都保護，有 6 對

**

***

*
***

***

***

(35.29%)♂選擇忠於老婆，有 2 對(11.76%)♂選擇都不護。

(2) 小王實驗中，得到交配權的小王有 38.89% (33.33%+5.56%) ，得到交配權的老公有 16.67%
(11.11%+5.56%)，但在老公得到交配權機率較低的情形之下，只有 2 對小王(11.1%)得到護雌的機

會，明顯少於老公護雌的比率(8 對，44.4%)(p<0.05)。
2.護雌行為平均累計時間的比較(圖二十三)：不管是前 15 分鐘還是累計 1 小時內

圖二十四 小三實驗與小王實驗中老公對小三或小王主動攻擊、被動攻擊與威嚇/對峙等行為的比較。*為 p < 0.05
差異群標示。，**為 p <0 .01 顯著差異群標示。

(1) 老公護老婆與護小三的累計時間皆無差異(15 分鐘 p=0.36；1 小時 p=0.16)，可見老公並不會因為有了老婆而拒絕小三。

表五 長時間錄影觀察主角♂與配偶間的行為互動

(2) 老公護老婆的時間皆明顯多於小王護老婆(15 分鐘 p=0.021；1 小時 p=0.013)，有此可知已有配偶的♂，明顯比小王更能保護到老婆。
3.老公面對小三或小王時主動、被動攻擊與威嚇/對峙等行為的比較(圖二十四)
(1) 主動攻擊與威嚇/對峙：不管是前 15 分鐘還是 1 小時的觀察，老公明顯對小王的主動攻擊與威嚇行為更甚對小三。
(2) 被動攻擊：前 15 分鐘並無差異(p>0.05)，顯示一開始，第三者對老公的攻擊尚不猛烈，隨著時間增加，小王對老公攻擊遠多於小
三對老公的攻擊，故 1 小時的觀察中才發現老公被小王打時有明顯的還手情形 (p=0.032)。

三、長時間錄影觀察：
♂與配偶的互動除護雌、攻擊、交配外，其餘多為各自活動、休息與覓食。三種互動行為平均累計時間與該行為佔總時間之比例如
表五。僅小三實驗後平均交配次數與配對後、小王實驗後有差異(p < 0.05)，其餘則無差異。
a、b 為顯著差異群，t-test 中 p < 0.05，表示結果顯著，以「*」註記。

四、精莢實驗
各實驗中幾乎都看到交尾後♀排出長約 0.5-0.7cm 之白色塊狀物(圖二十五)。為證實是否為精莢，利用 2%伊紅染色，
0.1cm
圖二十五 精莢外型

顯微鏡觀察(圖二十六)，在 400x 顯微鏡下的確看到精子存在。觀察時藉由特寫再經影片截圖，發現疑似精莢送入♀體內的
過程(圖二十七)。記錄所撿拾的時機，發現大部分精莢(31.3%)是在配對時拾獲，

圖二十六
精莢染色
切片。箭頭

其次是小王實驗中由老公和老婆交配後留下(15.6%)。精莢是等♂已完全拔出交尾
器，再約過 9.86 秒後掉出的比率佔 77.8%(圖二十八、圖三十)，交尾後由♂直接勾

標示為精子。

出者約佔 22.2%(圖二十九、圖三十)。

圖二十七 鬼艷交尾
器特寫。圖的順序由
左到右，圖全來自同
一段影片，共 85 秒
長度，截圖 8 張。

圖二十八 精莢由交配後♀排出。圖順序由左到右全來自同段影片。

圖二十九 精莢由交尾中的♂勾出。圖順序由左到右全來自同段影片。

分析各實驗中交配後出現(掉出/勾出)精莢的比率(圖三十一)，發現在競爭者(小三或小王)存在時，掉出/勾出精莢的比率明顯比「一對
一配對」時高(p<0.001；p<0.05)；而面對♀、♂競爭者相比兩者則沒有差異。長時間觀察出現精莢比率最低，顯示只有 1 對 1 相處時，♂與配
偶交配後較為穩定，較少有掉出/勾出精莢的情形發生。選擇確定交配過的♀，隨機挑選無任何關係的♂再次交配(一對一)，交配後精莢掉落
比率(81.8%)與配對實驗(47.6%)相比也有顯著差異(p<0.05) (圖三十二)，可見只要有過交配，再次交配後就容易發生精莢
*

掉落，競爭者的存在是提高了精莢掉落的比率。

陸、討論
一、1 對 1 交配實驗
(一)配偶的選擇
1. 擇偶主動性：主動權在♂，同意權由♀

圖三十 計算交尾後(交尾器拔
出)到精莢出現的平均時間差。

決定。♂雖較主動，但過程中不會用霸

圖三十一 交配後出現(掉出/勾出)精莢比率。*為 p

圖三十二 精莢實驗與配
對實驗掉落精莢比率比較
圖。*表示極顯著差異 p <0 .05。

< 0.05 差異群標示，***表示極顯著差異 p <0 .001。

王硬上弓的方式，而是等待♀接受交尾，故♀是否同意在交尾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2. 體型對擇偶的影響：大型♂更主動；不論交配成功於否，大型♂選擇先動的比率明顯高於小型♂(圖五，p<0.05)；大型♀若不願意交配，
則更容易逃離(圖八，p<0.05)。

(二)探討交配過程中焦點行為的涵義
1. 交配過程中各焦點行為不論♂♀皆是以原地偵測的發生比率最高
(92.9%) (p <0.001)，若將行為區分♂♀加以討論，則配對成功的每
一對♂都進行了原地偵測、♂抱住♀與♂伸出交尾器；而♀行為除
原地偵測外，慌亂與逃離也是主要的行為表現。

2. 交配體位的重要性與交尾後♂何時才能成功護雌：綜合表三、表
四的結果，將交配體位與各行為間的關係整理如右圖。

二、第三者(競爭者)干擾時，♂鬼艷的生殖策略：
(一)有無配對關係的♂面對第三者干擾的反應：如右圖
(二)已具配對關係的♂面對不同競爭者(小三與小王)時的比較
1. 小王實驗中，小王得到交配權雖佔 33.3%，但只有 11.1%
的小王取得唯一護雌的機會，與只有老公取得護雌的比率(44.4%)有差異(p<0.05)，可見護雌行為並非由最後得到交配權的雄蟲取得，
且已具配偶身分的雄鬼艷，明顯比小王更能保護到老婆。
2. 文獻指出台灣角金龜有守衛雌蟲(mate-guarding)的行為，當入侵者出現時，雌蟲被入侵者接收的機率
與♂的體型有關(Wataru Kojima，Chung-Ping Lin，2017)，我們也試著分析鬼艷體型與護雌時間長短的關係，
結果如右表所示，鬼艷老公、小王體長或是體長差距，甚至是老婆體型(大型♀較有力掙脫)與護雌
的累計時間相關性皆不高，比較小型♂與大型♂的護雌情形也無差異性(p>0.05)。
3. 在♂競爭者出現時，♂明顯表現出主動攻擊、威嚇/對峙行為，有配偶在場的條件下(小王實驗)主動攻擊♂競爭者的情形更為猛烈(圖二
十五)。顯示在有♂競爭者出現的情形下，♂鬼艷的生殖策略是主動攻擊與護雌(圖二十四)並行。
(三)長時間觀察：不管是配對後還是移除競爭者後，長時間觀察的結果顯示有無經過過第三者的干擾，♂鬼艷對配偶的護雌與攻擊行為
都與無干擾的情況下差不多，並無顯著差異，但平均交配次數則是小三實驗後明顯少於配對後與小王實驗後的長時間觀察(p < 0.05)。

三、精莢掉落的探討
(一) 我們所觀察到的鬼豔鍬形蟲與霜粉色蟌、黃星天牛相似，都有精莢掉出的情形，已交配過的雌蟲短時間內再次與其他雄蟲交配時，
精莢掉落的比例高達 81.8%，與配對實驗掉落精莢比例有顯著差異，可能是因為配對實驗的雌蟲採集自野外，不能確定之前有無交
配過，或是交配後雄蟲的精莢是否還在雌蟲體內亦或是已降解(洪素年,2009)，所以配對實驗時掉落的精莢數明顯較少，
精莢實驗是在確定雌蟲已在短時間交配過的條件下，讓牠再行交配，掉落的精莢數明顯較多。
(二) 精莢直接由♂勾出的比率雖僅佔 22.2%，但我們認為還是不能排除雄鬼艷有「精子競爭」的生殖策略存在，因解剖發
現♂交尾器狀如湯勺(如右圖)，橢圓狀外型，中間有凹陷，此與霜粉色蟌的交尾器(朱耀沂，2006)相似，應該能以此構

1cm

造促使前次的精莢掉落。

柒、結論
鬼豔鍬形蟲擇偶配對必須♂、♀至少有一方願意先主動，且另一方不逃離或不攻擊，通常主動權在♂，同意權由♀決定。大型♂在擇偶時
更主動；而大型♀若不願交配，則易逃離。交配體位若異常，會導致交尾中♀掙扎越明顯，交尾時間會費時更久。交尾後♂何時才能成功護
雌，會受到最初擇偶時「♀擇偶意願」影響，若♀一開始就只是勉強同意交尾，交尾後會看到♀明顯慌張、逃離，交尾後♀逃、慌亂越久，♂
將花更多時間才能成功護雌。♂體型也將影響交尾後♂何時才能成功護雌，♂體型越大，原地偵測越久，護雌行為會更晚出現。
面對♀競爭者(小三)存在時，護雌不會因有伴侶而有專一性存在，採取護雌的生殖策略並不會放棄更多繁殖機會。若面對♂競爭者，則
♂蟲生殖策略是明顯表現出主動攻擊、威嚇/對峙行為。有配偶在場時，會主動攻擊與護雌並行。即使由♂競爭者(小王)取得交配權，已與同
隻♀蟲交配過的♂蟲仍會努力奪回護雌權，護雌行為並非由最後得到交配權的♂蟲取得。
已交配過的♀蟲短時間內再次交配時，精莢掉落比率高達 81.8%，掉落方式有由♂勾出與由♀自行排出兩種，機制為何目前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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