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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動物園   105 年度動物認養保育計畫成果報告 

日期： 106 年 2月 28日 

摘要：  

  栗喉蜂虎是金門的夏候鳥，每年於五至十月飛抵金門繁殖術。過去的研究發

現因托卵寄生或其他因素導致栗喉蜂虎有棄蛋的行為，本研究延續 104年之計

畫，撿食器但並照顧孵化，同時研擬改進方法，以期累積此鳥種之孵育及照養技

術。 

  研究期間為 105 年喉蜂虎繁殖季期間五至八月，於金門島內巡視蜂虎營巢地

並撿拾棄蛋。一週兩次（周一和周四）經華信航空空運送至松山機場，後送至台

北市立動物園後場進行孵化，送至台北的棄蛋，僅選送當天早上和前一天下午所

撿到的棄蛋，其餘棄蛋則於金門現地設置孵化器具就地入孵。105年共計於金門

11個不同的營巢地撿拾到 93顆棄蛋，分成台北市立動物園入孵 34 顆，以及金

門入孵 59顆。由孵化狀態以及解剖得知共 53顆蛋確認受精並成功發育，15顆

蛋受精但因外力而發育失敗，25顆蛋沒有發育及受精，發育停滯於血環(前期)

為 21顆，停止於胚胎生長時期 17顆，放入發生室等待孵出卻失敗 10顆，最後

成功孵出 5隻，分別為動物園 4隻和金門現地 1隻，5隻幼雛，因吸收、消化不

良等原因，後僅一隻成功長大，安置在野生動物收容中心（CRC）；照養過程已

陸續減少人為餵食，幼鳥會自行至食盆取用盆內昆蟲，而將其轉至較大收容空間

時，會自行於空間內飛行，狀況良好。繁殖期間觀察到 8個巢洞內有超過 7顆以

上的蛋，推測可能是種內托卵寄生造成巢洞內蛋數增加，這 8巢的孵化率僅

20%-30.3%，約 70%以上的蛋未孵出，較整體平均孵化率低，而這 8 巢的幼鳥離

巢狀況多是 2-3隻幼鳥離巢，與其他巢相似。 

  經由今年的調查和棄蛋孵化照養，了解未來在儲存運送栗喉蜂虎之棄蛋時，

應直接入孵或以入孵溫濕度儲存運送，勿以低溫；此外經由人工照養之蜂虎個體

可藉由訓練的方式自行取食，並具有飛行能力；此外未來在冬季溫度較低時應增

加收容空間的溫度，避免過低造成蜂虎身體適應問題。未來可使用今年孵育照養

的相關條件進行栗喉蜂虎棄蛋孵養，同時亦能提供做為國內外動物園等動物福利

照養機構孵遇蜂虎科物種參考之準則。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about hatching the abandon eggs of Blue-tailed 

bee-eaters, Blue-tailed bee-eaters flew to Kinmen breeding each year, In 

the past studies, we found that due to intraspecific parasitism or other 

factors led to the behavior of Blue-tailed bee-eaters abandoned eggs, 

according to 2015 annual study results to improve the incubation method, 

the use of abandoned eggs to set up the protocol of the incubation and 

care of Blue-tailed bee-eaters. 



III 

 

During the period of May to August, the study period was carried out on 

the Kinmen Island during the breeding season. Transport the eggs back to 

Taipei Zoo twice a week (Monday and Thursday) by Mandarins Airline, 

we choose the abandoned eggs which we picked up in the morning and 

the day before the afternoon to transport, The rest of the abandoned eggs 

were hatched in Kinmen. We choose 11 different breeding sites, and we 

picked up 93 abandoned eggs, divided into 34 hatching in Taipei City 

Zoo, and 59 hatching in Kinmen. According to the hatching state and 

anatomy, a total of 53 eggs were confirmed to be fertilized and 

successfully developed, 15 eggs were fertilized but failed due to external 

forces, 25 eggs were not developed and fertilized,21 eggs development 

stagnation in the blood ring , 17 eggs embryo growth period , into the 

room waiting to hatched but failed 10, and finally successfully hatched 

five,  due to absorption, indigestion, and other reasons, Only one has 

grown up successfully and is now housed in the Wildlife Sanctuary 

(CRC). By this year's incubation results, we establish the protocol of How 

to delivery and brooding abandoned egg of Blue-tailed bee-e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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