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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黑冠麻鷺與栗喉蜂虎，前者是臺灣都市綠地常見鳥類，後者是金門重要夏候鳥，

為讓民眾認識這兩種鳥類，助於臺灣的公民科學及環境教育萌芽，因此架設兩

物種的介紹網頁，並舉辦公民科學家講座。結果顯示講座可提升民眾對兩物種

的知識(p<0.001)，但僅能提升民眾對黑冠麻鷺的價值觀與保育態度(p<0.001)，
可能原因為講座地點集中於臺北，黑冠麻鷺是臺北民眾常見物種，因此以當地

民眾常見物種作為題材，較能與民眾產生情感連結而成效較佳。此外，透過民

眾回報的黑冠麻鷺目擊點位，可瞭解成鳥活動範圍平均 0.06±0.04km2，與亞成

鳥會利用都市綠地進行播遷，然而公民科學難以控制調查時間與資料品質。 
栗喉蜂虎的巢區在繁殖期經常發現棄蛋，為瞭解棄蛋發生原因，監測追蹤巢洞

內繁殖狀況，並撿拾棄蛋分析蛋與親鳥的親緣關係，同時照養訓練成功孵化的

栗喉蜂虎飛行及自行覓食。本年度共撿拾 69 顆棄蛋，其中有 2 顆順利孵化，僅

1 隻存活。巢蛋共採樣 2 個窩卵數異常的巢洞共 15 顆，孵化 13 隻，僅存活 4
隻。棄蛋與巢蛋總共 5 隻存活個體，已能飛行並獨立覓食。巢蛋的親緣分析結

果顯示，巢內存在非親生子代，且被踢出的棄蛋與宿主沒有親緣關係，可能是

托卵寄生而被宿主踢出。 
Abstract： 
Malayan Night Heron (MNH) and Blue-tailed Bee-eater (BtBe) are two important 
species in Taiwan. The first species is common in Taiwan urban area, and the latter 
one is summer migrant in Kinmen, Taiwan. We established a website and held 
lectures to increase the public perceived value toward two species through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citizen scie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ectur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knowledge of both species (p<0.001), but only enhance 
perceived value and conservation attitude of MNH (p<0.001). This implied that the 
target specie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lecture is important, because people and 
birds are easy to establish an emotional connection (i.e. MNH). In addition, we 
obtained the home range (0.06±0.04 km2) of MNH adult and the dispersal distribution 
of MNH sub-adult by using wide rang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ata.  
The eggs of BtBe were found abandoned outside the cavity during breeding season.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 of egg-rejection, we monitored breeding status, applied 
parentage analysis on both abandoned and clutch eggs, established husbandry 
procedure of BtBe hatchings and trained the youngs to become independent. Totally, 
we found 69 abandoned eggs, including 2 hatched successfully. However, 1 nestling 
survived. Besides, we monitored 15 eggs from 2 clutches, and found that 13 were 
hatched and 4 survived. All 5 fledglings could forage independently. The two clutches 
included illegitimate offsprings, and the abandoned eggs had no relation to the host, 
which indicating the intra-specific parasitism in BtBe. 
關鍵詞 Keywords： 
都市生態(Urban Ecosystem)、環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托卵寄生
(Intraspecific Parasi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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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透過公民參與提升民眾的保育意識與行動-目標物種栗

喉蜂虎、黑冠麻鷺 
計畫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劉奇璋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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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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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

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

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一、透過公民科學與環境教育活動，增進民眾對黑冠麻鷺及栗

喉蜂虎的認知，拉近民眾與野生鳥類的距離，使民眾意識野生

鳥類的價值與保育意義，進而減少人鳥衝突。 
二、使用問卷分析瞭解選擇講座物種之重要性，能以當地居民

生活常見物種作為題材，應可帶來更佳的講座成效，並透過公

民科學的方式，教導民眾上傳目擊黑冠麻鷺的點位，藉此數據

瞭解臺灣都市黑冠麻鷺的活動範圍與亞成鳥播遷情形，使民眾

瞭解公民科學的意義，並實際參與體驗自身的影響力。 
三、至金門撿拾栗喉蜂虎棄蛋，藉由親緣分析確認巢蛋數異常

的巢，原因可能為托卵寄生或偶外配對等因子所致。也觀察到

栗喉蜂虎有繁殖不同步的現象，並可能是造成托卵寄生的因素

之一。此外也建立蜂虎的照養機制，並成功照養五隻成鳥，增

進臺北市立動物園蜂虎科鳥類的照養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