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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埃及聖鹮原生於埃及、非洲撒哈拉沙漠以南、東非、衣索匹亞至南非以及伊拉
克東南方等地，常因動物園而引入至世界各地，但由於不當的管理方式使其容易逃
逸至野外。埃及聖鹮的環境適應能力強，可利用之棲地非常多樣性，在許多引入地
已成為頗具威脅性的入侵種。目前埃及聖鹮於臺灣地區之情形，其族群已由原本逸
出的發現地臺北、宜蘭逐漸往南擴散至新竹、桃園、彰化以及嘉義等濕地。因濕地
環境是目前臺灣水鳥的主要的棲息地與許多的重要保護區所在，所以本計畫的目的
為 (1)了解目前聖鹮主要分布地點、生殖狀況等資訊 (2) 研究聖鹮主要利用的棲地
類型，並分析於不同棲地環境的利用程度 (3)觀察並紀錄聖鹮與其他具有類似生態
棲位的鳥類之間的互動關係 (4)評估埃及聖鹮對於本土物種與自然環境的主要影響
或潛在衝擊 (5)評估移除之必要性，並整合有效控制其族群數量之移除方法。調查
結果發現目前聖環穩定的分布地點大多在中、北部，南部偶有大量發現的記錄，繁
殖季利用紅樹林築巢，常與蒼鷺、夜鷺、黃頭鷺等鷺科混群築巢，覓食時則常出現
於河口、沼澤泥灘地，日間休息以紅樹林、土堤、泥灘、長草地為主。目前聖鹮與
其他棲位相近之鳥類並無明顯的競爭行為，但從外來種入侵風險評估表發現聖鹮在
入侵歷史與生物特質上皆獲得不低的分數，顯示其在台灣適應性良好、族群成長潛
力大，造成危害的可能性亦較大且持久，處理緊迫度的低分卻顯示目前對聖鹮採取
移除的效果可能會不明顯，而較有可能之處理方式為干擾其生殖行為並破壞巢位，
以達到數量管理的效果，此外未來也需要持續的監測與觀察，以擬定詳細的保育管
理辦法。

關鍵詞：外來種、埃及聖鹮、生態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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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The Sacred Ibis distributes in Egypt, south of Sahara desert, East Africa,
Ethiopia to South Africa, and south east of Iraq. Because of the zoo
introduction to all over the world, Sacred Ibis has lived in many countries,
moreover, some of them escaped from the zoo becoming invasive species.
There was used to be only a few individual Scared Ibis in Taiwan and were
originally in the northern part. But recently the Scared Ibis has been moving
down to south, even in ChungHwa and ChiaYi.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1) understand their distribution and breeding sites; (2) study their
habitat types and preference; (3) observe the interaction with other co-exist
bird species; (4) assess the potential effects and threats to native habitat; (5)
evaluate the possibility of removing them from the wild and propose
population control management. From our study we found the stable
populations were still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part of Taiwan. During the
breeding season they used the mangrove to nest mixing with other heron
species. They fed near the river mouth and muddy wetland, but rested in the
mangrove, dike, wetland and grassland. We did not observe keen
competition or interaction between Scared Ibis and other bird species.
However, we used the invasive species potential damage evaluation form on
Scared Ibis, and found (1) high score for the invasive history and biology
characteristic; (2) low score for urgent removing practice because of the high
cost. Therefore, we suggested to continue monitoring the Scared Ibis
population to propose a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approach, particularly
to focus on the breeding cycle. Damaging their nests in the early breeding
stage might be a better way to control their population growth with the least
cost and social negative impact.
Keywords：ecology, effects, invasive species, Sacred I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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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物種因現今人類的運輸便利以及國際之間經濟貿易的交流，造成許多生物經
由直接引進或間接攜帶的方式，出現於非原本分布的自然區域。根據國際自然及
自然資源保育聯盟（IUCN）的定義，外來物種(alien species)為一物種、亞種乃
至於更低分類群，如包含該物種可能存活與繁殖的任何一部分，出現於自然分布
疆界及可能擴散範圍之外。根據劉小如(1999)年發表的結果，可知 1994 至 1999
年間，中華民國野鳥學會於臺灣各地進行調查，外來鳥種至少有 20 科 75 種，
其中數量最多的分別是鸚鵡科(Psittacidae)、椋鳥科(Sturnidae)及山雀科(Paridae)
中的梅花雀亞科(Estrildinae)。此外，根據 Shieh et al.(2006)的調查，統計目前臺
灣的外來種鳥類，自 1994~2005 年至少有 290 種的外來鳥種經寵物貿易被引入，
且有 93 種逃逸至野外，主要的逸出鳥類以椋鳥科(Sturnidae)、畫眉科
(Timaliidae)、織布鳥科(Ploceidae)、鳯頭鸚鵡科(Cacatuidae)及鵯科(Pycnonotidae)
為主。並且已記錄到 30 種在野外成功繁殖之鳥種。
引入種逸出之後成的情形可能會在引入地區的自然區域或半自然生態環境
中建立一種穩定族群者，進而改變或威脅原生生物多樣性，即成為引入地區的入
侵種(invasive species)。而入侵種帶來的負面效應，不僅對於原生物種造成影響
而且也會對生態環境產生衝擊(Gurvitch and Padilla 2004)。入侵種通常對於當地
野外環境的適應能力強，族群數量容易增加而形成普遍且優勢的物種；若與當地
原生鳥種在使用生態棲地上，具有高度的重疊狀況發生時，根據高斯定律，利用
相同資源的生物之間會產生競爭與排擠的作用，則入侵種會對本地鳥種產生強烈
的負面效應。通常競爭能力較差的原生物種可能會因為入侵種的影響而產生滅絕
的危機。保育學者與研究人員，也指出研究資料結果顯示，認為原生物種的滅絕
會通常會與外來物種的入侵呈現密切相關性(Gurvitch and Padilla 2004)。而本計
畫針對埃及聖鹮(Sacred ibis, Threskornis aethiopicus)，此種目前於歐、亞國家之
動物園常見的引入而逸出之外來鳥種，進行其在臺灣地區入侵狀況之研究，並進
而監控其對本土鳥類群聚以及生態環境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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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聖鹮為鸛形目(Ciconiiformes) 朱鷺科 (Threskiornithidae)朱鷺亞科
(Threskiornithinae)的鳥類，原生分布區域最早是以埃及地區為主，分布可至非洲
撒哈拉沙漠以南、東非、衣索匹亞至南非，以及伊拉克東南方等地區，於當地是
為普遍的留鳥。其他亞種 T. a. bernieri 則是只分佈於馬逹加斯加島，T. a. abbotti
則是分布於亞逹伯拉區域(Hoyo et al. 1992)。
埃及聖鹮全長為 65-89 公分，體重約為 1500 公克，展翅長可逹 112-124 公
分。全身羽色為白色，頭至頸部則是裸露黑色皮膚，嘴喙黑色，長且下彎，腰部
及翅膀邊上的飾羽為黑色。初級與次級飛羽尖端為黑色，停棲時翅膀收縮，在尾
部形成黑色，是與黑頭白鹮(Threskiornis melanocephalus)最大的不同點。活動棲
地非常多樣性，可出現於由淡水出海口形成之草澤溼地、污水處理場、草地、濱
海養殖漁塭、沿海性的淡水湖、近海性的小島、紅樹林組成的濕地等環境中，也
常出沒於人類活動而營造而成的區域，如農家庭院、屠宰場、市郊外堆積廢棄物
等地(Hoyo et al. 1992; Clergeau and Yesou 2006)。
埃及聖鹮主要食物以昆蟲為主，包括蚱蜢、蝗蟲、蟋蟀、和水棲甲蟲。同時
也包含甲殼類、軟體動物、蟲類、魚類、蛙類、鳥類的蛋以及小型的哺乳動物。
通常會有由 2-20 隻的個體組成的團體共同進行覓食，甚至有時多逹 300 隻個體
左右，覓食行動緩慢，利用長嘴喙啄食或探測軟土層的食物資源(Hoyo et al. 1992;
Clergeau and Yesou 2006)。
在非洲埃及聖鹮是在雨季過後開始進行繁殖週期，但在常有洪水危害的地區
則是在乾季進行。生殖的方式是採以集體繁殖(colonial breeding )的方式，形成約
略有 50-2000 對的生殖群，而其中混有其他的鸛形目鳥類共同進行繁殖(Hoyo et
al. 1992； Reeber 2005)。築巢環境是為樹棲性的鳥類，通常是以喬木、灌木叢
為主，或使用貧瘠石塊的地表為巢。巢形為由樹枝構成的平台，而有雜草與葉填
充於其中。每次繁殖約莫以 2-3 顆蛋為主，孵蛋約為 28-29 天，幼雛全身被有白
色的羽毛，但頭與頸部被有黑色區塊，育雛期約為 35-40 天。
埃及聖鹮具有飛行長遠距離的移動能力，可遷徙約數千公里的距離以進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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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Blair et al. 2000)。而通常都在雨季開始前開始移動，在赤道以北的個體會往
更北方的地方移動，而在赤道以南的個體會往更南方的地方移動，且在雨季結束
之前或乾季早期回至原來的地區(Hoyo et al. 1992)。埃及聖鹮在非洲屬於廣泛且
普遍的物種，非受到全球威脅性的，而且在大部份的生殖群中都有多逹 2000 對
的生殖個體。
埃及聖鹮在十九世紀於埃及是為常見的物種，在 20 世紀時，延伸其分布至
南非。而一類似種則是分布在澳洲。聖鹮此類物種具有可以適應受到人為改變的
棲地之能力，並能延展野外族群分布至其他的地區。在歐亞地區的國家內的市區
動物園或郊外的野生動物園，常被作為商業利用而引進至動物園的物種，但因管
理方式為是採以開放式的管理方式 (非一般大型鳥籠的圈養方式)，因而形成極
易逃逸至外的外來種。埃及聖鹮的適應生態環境能力極強，在逸出之後，目前造
成大西洋沿岸國家皆有埃及聖鹮入侵繁殖的野外族群分布。Clergeau and
Yesou(2006)兩位學者研究歐洲大西洋沿岸分布的埃及聖鹮野外族群現況，而彙
整出此種物種在温帶地區的棲地環境，展現出在行為上適應棲地的可塑性
(behavioural flexibility; Williamson 1996)，因此聖鹮極能使用各類多樣環境，同時
包括使用因人類活動而改變而塑造成的人為環境；其行為可塑性之特性尤能表現
在使用多樣的覓食棲地環境之能力。
埃及聖鹮行為上的適應性，是為成功入侵物種一般常見的特徵。聖鹮因展現
行為的可塑特性，因而能在適應引入的新區域。而對於現存區域的棲地具有一定
的忍受能力(Case 1996)，以及覓食行為上的彈性，而能在入侵區域的環境變化時
即可立即反應，而能進行生大規模的生殖活動以增加其族群數量。
根據在大西洋沿岸的研究結果，引進的埃及聖鹮在濕地的生殖群在野外的族
群數量以及分布，皆呈現增加的趨勢(Clergeau and Yesou 2006)。同時逸出的埃及
聖鹮因覓食已受到威脅的燕鷗鳥種的巢穴，因此聖鹮此種外來種入侵的保育議題
因而被提出。因此在法國西部開始著手(1)研究逸出的埃及聖鹮在野外的物種動
態變化，以了解並如何著如何管理並保護受到影響的本地鳥類。(2)防止歐洲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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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區域的埃及聖鹮再分布能力。(3)與其他西部的歐洲國家，進行跨國性的研究
合作，著手以建立埃及聖鹮在歐洲國家的分布。藉以建立入侵物種潛在的衝擊，
而能協助了解有些引進物種為何能可以成功的入侵引進區域。
根據學者比較埃及聖鹮於非洲與法國地區進行的生殖生物學研究的情形，以
試圖歸納埃及聖鹮在原生分布地區與入侵地區之異同：
1. 使用棲地類型的多樣性：在非洲使用開放性的棲地，包括對乾濕的棲地皆
會使用；並非只使用自然的綠地環境，也會使用人為改變過的棲地類型
(A.J. William 個人通訊)。而對巢使用的類型以及休息棲的地點也呈現非
常多樣化的選擇。埃及聖鹮也因喜愛於淡水區域內覓食活動，尤其是在池
塘中搜尋食物(scavenging behaviour)的行為，而極能適應人為開發而營造
的棲地，因而能成功的擴展族群至南非地區；而此種使用棲地的類似行
為，也曾在法國西部引進地區的族群被紀錄。
2. 覓食來源的普遍性：在覓食上埃及聖鹮以小型獵物為主(水棲昆蟲、軟體
動物、魚類)，但也會取食動物以及脊椎動物殘骸為食物資源；而其廣泛
利用食物資源的普遍性，使之在法國西部沿岸，能開發許多適合埃及聖鹮
使用的棲地範圍與自然分布環境。
3. 掠食行為的影響：在非洲曾記錄有關埃及聖鹮在海岸線或內陸區域，以覓
食群聚性生殖的水鳥之蛋與幼雛為食物來源的觀察。聖鹮掠食的種類包括
如白鵜鶘(White Pelican Pelecanus onocrotalus)、斑嘴環企鵝(Cape penguin
Spheniscus demersus ；分布於南非目前 80,000 對，但數量正受威脅)、海
鷗( Hartlaub’s gull Larus hartlaubill)、鳯頭燕鷗(Crested tern Sterna bergii)、
鸕鷀(Cape cormorant Phalacrocorax capensis)以及塘鵝(Cape Gannet Morus
capensis)等鳥類(Urban 1974; Harrison et al.1997)。而埃及聖鹮在南非企鵝
島掠食的情形，明顯多餘文獻所預測之情形 (V.L. Ward and A.J. Williams
個人通訊)。而在法國掠食的情形，也逐漸危害到較為敏感的物種。
4. 適應性與入侵情形埃及聖鹮對於環境極端的忍受能力，可推知此物種在棲
4

地環境的使用上，能表現行為改變的可塑性。物種若有能力可以廣泛分布
或出現在空缺的生態區位，或能適應極易改變的棲地環境，比起對於環境
較為專一性的其他物種，具有更能成功入侵引入地區自然環境中
(Williamson 1996)之能力。
而埃及聖鹮於臺灣地區之情形，其族群在 1980 年由新竹的六福村野生動物
園進口，但在以採取開放式飼養的情況下，自野生動物園逸出；而 1984 年即在
臺北關渡濕地有發現的紀錄。目前埃及聖鹮的紀錄皆是由各地鳥會之鳥友通報發
現的地點。因此參考中華飛羽之鳥類紀錄資料庫而整理埃及聖鹮自 1995 年至
2007 年在臺灣之分布區域與約估族群數量。而初步整理結果顯示，原本逸出的
野外族群分布在臺北、宜蘭為主，但隨著對於野外棲地環境的適應，族群至臺北、
宜蘭往南擴散至新竹、桃園、彰化以及嘉義等濕地。使用棲地類型包括淡水河河
口、三角洲、出海口區域、紅樹林濕地、廢棄漁塭、潮灘、泥灘、紅樹林沼澤海
濱、沼澤地及小型淡水池塘、沼澤樹林等環境。
因目前關渡濕地的野外族群數量，受到大量鳥友的關注，因此被紀錄與觀察
是最為詳細，觀察人員發現紅樹林內的濕地皆有埃及聖鹮築巢的狀況(自春天過
後至九月期間，皆有聖鹮進行繁殖，也曾目繫成鳥攜帶幼鳥覓食的情形，因而推
測野外族群也逐步增加的趨勢(葉再富 個人通訊)。而目前臺北分布的情形，埃
及聖鹮以紅樹林為主要築巢地點以及休息的棲地環境，因此整個淡水河流域，即
有紅樹林形成之範圍，包括自淡水河、挖子圍、竹圍至五股區域，皆有埃及聖鹮
進行棲息與利用。而紅樹林所形成的濕地環境，是為孕育目前臺灣水鳥之的重要
的保護區範圍，因此未來若欲移除埃及聖鹮，必需考慮其受到保護區限制的潛在
問題，以及進行移除工作時對於其他物種之影響。因此應同時配合埃及聖鹮的生
物特性、數量、分布、以及族群的動態取以適度的調整。因若只在針對局部頻繁
出現的地區進行移除，則無法徹底解決造成衝擊的問題。應需配合其他的方法同
時進行，如大量減低物種的生殖活動以及增加自然死亡率，以此有效控制入侵種
的族群數量。同時應該針對生態系在防治外來種之前與之後的變化進行評估，以
5

了解整個生態系統及物種之間的相互作用關係，避免在大量減少某些物種的數
量，而影響了生態系統的平衡，導致其他相關物種族群數量的大幅變動；進而整
個負面效應放大於整個食物鏈中，最後形成整個生態系統的瓦解( Terborgh et al.
2002，Treves and Karanth 2003)。
二、

研究目的
本計畫欲了解入侵種埃及聖鹮目前於臺灣地區的生殖情形以及野外族群分布之

範圍與其數量，並評估其對臺灣地區鳥類多樣性及自然生態環境造成衝擊之情形。
因此其目的為以下六項：
1. 對於目前埃及聖鹮甚多的地區，進行文獻蒐集與回顧、訪談及現地調查；以了解
埃及聖鹮入侵時間、以及目前主要分布地點、生殖狀況與約估生殖配對數量、以
及相對族群數量等資訊。
2. 研究聖鹮主要利用的覓食、休息、生殖等的棲地類型種類，並分析於不同棲地環
境的利用程度。
3. 觀察並紀錄與聖鹮使用類似生態區位的其他混群鳥類(如大白鷺、中白鷺、小白
鷺、黃頭鷺以及蒼鷺群)，在自然棲地環境中，外來種聖鹮可能造成的影響，包
括使用棲地的重疊而產生之食物競爭或打鬥敵對行為等。
4. 蒐集各地鳥會之記錄，進行野外生殖行為之調查，並比較其在原生地區以及入侵
地區之差異，以建立埃及聖鹮於臺灣地區的生殖生態。
5. 評估埃及聖鹮對於本土物種與自然環境的主要影響或潛在衝擊。
6. 在確立其影響之後，評估移除之必要性，再進行整合及推動有效控制其族群數量
之移除以及防治影響之方法。

三、 研究材料及方法
1. 蒐集相關文獻：蒐集國內各地鳥會之記錄資料，以統整目前埃及聖鹮較多個
體分布的區域。同時回顧國內、外之有關聖鹮的生殖特性資料，以掌握其對
於野外生態棲地之需求，以建立其使用棲地狀態。
6

2. 野外調察：根據各地鳥會紀錄發表的資料，以現今鳥會資料庫針對聖鹮主要
入侵之地區，進行現地調查，以了解目前臺灣地區於局部區域的繁殖數量與
成功之比例、基礎食性(特別留意是否有掠食其他本土鳥類之蛋或幼鳥之行
為)、族群相對數量。並且實地調查聖鹮與其他本地鳥種在覓食休息之互動行
為，以評估入侵之後對於本土鳥種的影響情形。
3. 整合及推動防治方法：在確立實際影響其他物種之後，為求減低其入侵的數
量，且根據入侵鳥種在臺灣的使用生態環境之習性，針對不同的特性而進行
移除。
4. 宣導與通報：除了研究者長期投入研究之外，積極向民眾推廣外來種入侵而
造成的生態影響之觀念，其能加強目前發現聖鹮生殖之情形，同時可著手加
以限制聖鹮的分布。

四、 結果與討論
1. 全台分布調查
根據中華鳥會與宜蘭鳥會之資料庫，統整出埃及聖鹮在各縣市主要的
分布地點並進行野外調查，分別在 5、10、11 月進行了三次的野外調查，
調查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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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5 月全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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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0 月全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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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1 月全台調查

由三次的野外調查顯示目前埃及聖鹮的主要分布地點仍集中在中北
部，且在台北(關渡)有穩定的繁殖地點，另外在新竹與台中的調查中也發現
成鳥和亞成鳥共同覓食的情況，且成亞比約是 2:1，與歐洲的繁殖記錄
(Clergeau and Yesou 2006)相似，故推測在新竹與台中應有繁殖棲地存在；
而聖鹮在南部地區的分布仍不穩定，但偶有大量出現的情形，曾有通報在
台南、嘉義各有 126 及 220 隻的記錄(邱仁武, 翁義聰 個人通訊)，但現場
調查時卻沒有發現，此情況可能與南部地區農田、魚塭季節性的休耕、放
乾有關。農田休耕與魚塭放乾提供大量的食物，聖鹮大量聚集覓食後便離
開尋找下一地點覓食，而南部地區大量的農田、漁塭讓定點調查、觀測不
易進行，使得調查的困難度增加與精確度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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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族群數量估計方面，5 月的調查由於在繁殖季中，親鳥及幼鳥常棲息
於樹林中，除親鳥離巢覓食外不易發現，所以發現之數量最少，不適合族
群數量之估算；在 10 月的調查，因幼鳥剛離巢不久，多與親鳥共同覓食，
發現時較常成群聚集，所以適合族群數量之估算。以實際調查結果加上調
查期間之回報記錄(以同一地點最大量計算)，在調查數量不重複的前提下，
全台埃及聖鹮數量約為 427 隻；而 11 月的調查以同樣方式估計，聖鹮族群
數量約為 356 隻。
2. 埃及聖鹮行為與生殖巢位觀察
(1) 埃及聖鹮行為觀察
在關渡地區觀察埃及聖鹮之行為，發現其大多利用關渡自然公園內
之土堤、泥灘地、長草叢等環境休息，偶有零星個體在泥灘地及沼澤池
水裡覓食，且覓食時間不固定。此外在 10 月關渡自然公園進行除草整
地後，曾發現大量聖鹮聚集覓食，可能原因為整地時將大量的食物從土
壤中挖出，吸引聖鹮聚集覓食；在淡水河沿岸則觀察到其利用關渡與社
子間的紅樹林做為繁殖棲地，在紅樹林的核心處築巢繁殖，而在河岸泥
灘地則隨著潮水的漲退覓食。
觀察時聖鹮不論休息或覓食，都常與其他鷺科鳥種混群，蒼鷺
(Ardea cinerea)、大白鷺(Casmerodius albus)、黃頭鷺(Bubulcus ibis)、小
白鷺(Egretta garzetta)是最常與其混群活動的鳥種，但與聖鹮無明顯之追
逐、打鬥行為，顯示聖鹮與其他鷺科鳥類在覓食上的競爭情況並不明顯。
(2) 生殖巢位觀察
聖鹮在紅樹林核心區與黃頭鷺、夜鷺、小白鷺等鹭科鳥類混群築
巢，但觀察時聖鹮的幼鳥皆已離巢，所以無法分辨出聖鹮的巢位。混群
巢區每棵樹上皆有 2~5 個巢，巢位密度相當高，巢位間距離甚至小於
30 公分，顯示聖鹮及鹭科鳥類都較偏好在隱密性較好不易被干擾的紅樹
林深處築巢，但在巢位上的兢爭情況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3. 生態影響評估與移除方法評估
(1) 評估移除可能性
以野外觀察資料與農委會外來種輸入風險及引入生態影響評估計
9

畫(D4102 案)評估埃及聖鹮之處理緊迫性、入侵歷史、生物特質；並在
人工飼養及野外環境實際進行繫放作業，評估移除成本與移除方法之效
率。
表一.埃及聖鹮處理緊迫性評分
處理緊迫性（不確定＝3）
為百大入侵 台灣入侵歷史 台灣擴散程 具有害寄生 處理緊迫
種
度
蟲或病原體 性小計
中文俗名
之寄主、媒 (4-20)
介或帶原者

學名

Threskornis
aethiopicus

埃及聖鹮

1

1

1

3

6

(Y＝5/N=1) (以有野外繁 (廣→1 分； 特別是原生
殖紀錄≧10 窄→5 分) 生物
(Y=5/N=1)
年→1 分；6-9
年 3 分;≦5 年
→5 分)

備註

在處理的緊迫性上，埃及聖鹮非世界百大入侵種，且在台灣入侵歷
史已超過十年(在 1995 年前即有繁殖記錄)，並已廣佈於台灣西海岸沿海
濕地，故在處理緊迫性上之分數相當低。
表二.埃及聖鹮入侵歷史評分
入侵歷史(風險→5-1 分；不明確→3)
有相似入侵 有成功 入侵曾 曾為易 原生環境 入侵歷史小
種(invasive 引入或 造成的 繁殖馴 與台灣差 計(5-25)
中文俗名
congeners)
入侵的 經濟損 化的物 異性
歷史
失
種

學名

Threskornis
aethiopicus

埃及聖鹮

1

5

(Y＝5/N=1)
備註

3

5

4

18

(Y＝
高 5 分 可人工 （極相同
5/N=1) -1 分無 繁殖
5 分-1 分
(Y=5/N 不同）綜
損失
=1)
合緯度、
氣溫、雨
量

在入侵歷史方面，埃及聖鹮在台灣並無相似之入侵種，並且無造成
明顯之經濟損失，但有成功引入並建立穩定族群的歷史，且在人工飼養
的環境下也有繁殖之記錄，此外其原生環境與台灣有高相似性(緯度、
氣溫非常相似，台灣之雨量較其原生環境為多)，故此項加總分數仍較
高，顯示埃及聖鹮在台灣之發展性將較為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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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埃及聖鹮生物特質評分

學名

生物特質(鳥類適用)(高風險→5 分；中等與不明確→3 分；低風險→1 分)
食性 年繁 繁殖 非繁 擴 有變 與原 與原 氣 適應 喜好或 生物特
寬度 殖次 時具 殖時 散 異種 生鳥 生物 候 多樣 可抵抗 質小計
數及 強烈 成大 能 或亞 種雜 種競 適 化棲 人為干 (11-55)
中文俗名
產卵 領域 群活 力 種
交可 爭性 應 地
擾/對人
數
或護 動
能性
性
造環境
耐受性
幼行
為

Threskornis
埃及聖鹮
aethiopicus

5

3

3

5

3

1

5

5

5

5

45

以棲
地等
方面
考慮

無
1，2-4
亞種
3
分，
五亞
種以
上5
分

雜食
5
分，
草食
3
分，
肉食
1分

備註

5

在生物特質上，埃及聖鹮食性為雜食性，在非繁殖季時成大群活
動，且對台灣之氣候適應良好，也能適應多樣化之棲地，對人造環境(漁
塭、休耕農田、人工濕地)有一定之適應能力，加上其飛行能力佳、擴
散能力良好，所以在這項的分數相當高，顯示埃及聖鹮有相當好的族群
增加潛力且對本地物種的危害可能性較大。
表四.埃及聖鹮評估結果
評估結果

學名

中文俗名

處理緊迫性
(4-20)

入侵歷史
(5-25)

生物特質
(11-55)

總結果(20-100)

Threskornis
aethiopicus

埃及聖環

6(30%)

18(72%)

41(75%)

65

綜合三項指標，埃及聖鹮的得分為 65，以各項分數來看，處理之緊
迫程度低，處理成效可能會較不明顯，但入侵歷史與生物特質上的高分
顯示其在台灣適應性良好、族群成長潛力大，造成危害的可能性亦較大
且持久，需要持續的監測與觀察，以擬定保育管理之辦法。

(2) 移除方法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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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捕捉野外水鳥的方法主要有水中套環(noose trap)、砲網(cannon
net)、捕捉巢中幼鳥，而單純就移除的方法則有射殺、以毒餌誘殺、影
響其生殖及破壞巢位(Witmer G.W., Burke P.W., Pitt W.C., Avery M.L.
2007)，就上列方法評估各方法之優缺點。
1. 水中套環(noose trap)
優點：設置成本低(一組 3 公尺長之套環約 50 元)，可大量設置
缺點：捕捉效率低，有可能誤捕其他涉禽，且捕捉人員須經過訓練，
熟悉設置方法及位置才能使捕捉效率提高，需 2~3 名人員在
旁監視，後續有鳥隻收容問題
2. 砲網(cannon net)
優點：捕捉效率高，可一次捕捉多隻個體
缺點：成本較高，較容易傷害到鳥，捕捉人員須經過訓練才能熟悉
砲網之操作，且因為使用火藥，國內不允許砲網之使用
3. 捕捉巢中幼鳥
優點：巢位確定後捕捉效率高
缺點：需耗費時間確定巢位並配合生殖行為監測，在幼鳥未離巢前
進行捕捉，且後續有鳥隻收容問題
4. 射殺
優點：效率最高，且沒有後續鳥隻收容問題
缺點：社會觀感不佳，易引起爭論
5. 以毒餌誘殺
優點：效率高，且沒有後續鳥隻收容問題
缺點：需確定食物專一性，如有與其他鳥種食性重疊則易造成誤殺
6. 影響其生殖及破壞巢位
優點：生殖棲地及巢位確定後效率高，且沒有後續鳥隻收容問題
缺點：需耗費時間確定生殖棲地及巢位
就以上方法考慮可行性，在台灣可以使用的只有水中套環、捕捉巢中幼
鳥、影響其生殖行為及破壞巢位；此外我們在關渡自然公園內也實際利
用水中套環進行補捉，但捕捉成效不彰，沒有捕捉到任何一隻聖鹮。

五、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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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台聖鹮族群調查、行為觀察、外來種生態影響評估表格所得到的結果，
分別有以下幾點建議：
1. 持續監測全台之聖鹮族群數量並找出各地之繁殖棲地
2. 對聖鹮在生殖季之棲地利用、生殖行為以及和其他混群鳥種間互動進行更詳
細的調查
3. 如未來欲進行移除與數量控制，干擾其生殖行為及破壞巢位應是較有效且可
行之方法
4. 建立外來種統一的通報系統
目前埃及聖鹮在野外雖無明顯危害，卻已有擴散之趨勢，而外來鳥種的入侵
可分成四個階段，分別為運輸、引入、建立族群、族群擴張(Williamson 1996)，目
前聖鹮已逹族群擴張之階段，大量移除可能無法有效進行，因此持續進行監測並
在危害開始發生時立即對聖環數量進行移除及控制，而干擾其生殖行為及破壞巢
位應是較可行之方法，以期在經營管理野生動物之原則與符合人道精神之前提
下，有效減低其族群數量。
而除了埃及聖環之外，也應建立統一的外來種通報系統，並宣導使民眾能共
同協助搜尋各地之外來種，以提供資料供經營管理者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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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含樣區、生物照片及工作情形照片)

圖四.埃及聖鹮飛行照

圖五.埃及聖鹮成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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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關渡自然公園

圖七.繁殖巢位調查工作照

圖八.繁殖巢位調查工作照

16

圖九.在嘉義發現之聖鹮

圖十.高美溼地成群的聖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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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野外發現的亞成鳥

圖十二.全台族群調查工作照

圖十三.全台族群調查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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