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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的小精靈～校園飛羽初探

摘要

本研究想瞭解校園鳥種族群、行為、與植物關係及繁殖狀況，結果如下：

一、研究期間記錄到16種鳥，最大量依序為麻雀、白頭翁。

二、鳥類特殊行為：紅尾伯勞喜歡停在制高點，另有領域性及吐食繭行為。鳥類理羽會

沾取尾脂腺。素食鳥類吃砂石以助消化。天冷時鳥類會羽毛鼓起。

三、校園鳥類棲地如下，空中：小雨燕等。制高點：紅尾伯勞。樹叢：白頭翁、綠繡眼

等。草地：麻雀、斑頸鳩等。樹主幹：小啄木。

四、鳥活動範圍與總數消長會隨著植物結果開花而遷移改變。

五、共發現27處鳥巢。

六、鳩鴿科喜歡在樹冠層築巢，輝椋鳥會集體築巢。

七、斑頸鳩親鳥最常見行為是觀望、育雛；雛鳥是展翅、理毛。

八、斑頸鳩繁殖時有孵蛋、孵雛、育雛、引誘雛鳥飛行等行為。

壹、研究動機

四年級下學期課堂中提到校園常見的鳥類，而且發現校園有非常多的鳥類，所以老師利

用課餘時間帶我們進行校園鳥類觀察，當時在校園看到了白頭翁在吃雀榕果實，還看到了麻

雀、斑頸鳩、樹鵲等鳥類，覺得鳥長得很可愛，牠們的行為（康軒版第六冊）也很有趣，使

我們對校園鳥類開始產生興趣，所以升上五年級後，我們就主動找自然老師想要研究校園鳥

類，我們很想知道學校到底有幾種鳥？鳥類有哪些特殊行為？鳥類和植物之間有什麼特殊關

係嗎？還有哪些鳥類會在校園裡築巢？鳥類在繁殖過程有什麼有趣的事情呢？

貳、研究目的

一、校園鳥種辨識及其族群數量

（一）鳥種介紹及特徵辨識、各族群最大量

（二）各月份鳥種族群消長

二、校園常見鳥類行為及棲地初探

（一）常見鳥類的運動方式、特殊行為、覓食習慣、鳴叫聲

（二）常見鳥類的棲地

三、校園鳥類與植物的關係

（一）鳥類活動範圍與植物的關係

（二）鳥總數與植物開花或結果之間的關係

四、校園鳥類繁殖情形初探

（一）校園鳥巢大普查

（二）校園鳥類繁殖行為初探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望遠鏡、數位相機、數位攝影機、腳架、筆記本、電腦、鳥類觀察紀錄表、鳥類影片紀

錄表、鳥類圖鑑、鉛筆、橡皮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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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研究流程：

二、研究過程：

（一）研究一：校園鳥種辨識及其族群數量

方法：1.研究期間從 97.09～98.02，但由於 9～10月每次觀察時間太短（大約 30

分鐘），使得資料不夠完整，因此自 97.11起改為每週六早上 7點～8點，

實地觀察校園鳥類，期間偶爾會在週二晨間或週五午休進行觀察，所以

族群數量的資料以97.11～98.02期間為主。

2.每次觀察進行攝影及拍照，並於觀察完後填寫鳥類觀察紀錄表，每次記

錄的鳥數量以當天同時出現相同鳥種最大量來計算。

3.利用鳥類圖鑑確認鳥種，若無法確認則將拍攝影片交由高雄鳥會專家確

認。

4.依據鳥類觀察紀錄表，計算研究期間及各月份各鳥種族群最大量。

（二）研究二：校園常見鳥類行為及棲地初探

方法：1.觀看拍攝的影片並記錄在鳥類影片紀錄表，內容包括拍攝地點、運動方

式、特殊行為、食性、鳴叫聲等項目，再從中挑選常見的鳥類整理其各

種行為，進而針對部分鳥種之特殊行為詳加介紹並以文獻佐證。

2.依據影片資料彙整校園常見鳥類的棲地。

（三）研究三：校園鳥類與植物關係

方法：1.將校園分為四大樣區，再細分成十五個小樣區，並描述各樣區植物。

2.依據特殊事件記錄本，彙整觀察期間校園植物結果或開花情形。

3.利用特殊事件記錄本、鳥類觀察紀錄表及影片紀錄表，彙整各鳥種喜歡

吃的果實或花。

4.利用方法2.3彙整之資料製作鳥類與植物的關係表。

5.將各月份鳥數量總和與植物結果或開花時間對應，並找出兩者之間的關

係。

（四）研究四：校園鳥類繁殖情況初探

方法：1.研究期間從97.09～98.05（註 1）， 觀察時間除了每週六早上、週二晨間或

週五午休之外，平時課餘時間也會留意哪裡有鳥巢。

2.將發現的鳥巢位置記錄下來，並標示在樣區圖中。

資料及文獻

蒐集、詢問

鳥會專家、

聽演講

研究地點

校園

研究方法：

●觀察、攝影、拍照、記錄

●各鳥種數量統計

●鳥類特殊事件記錄

●鳥類影片文字記錄

●資料、文獻整理與討論

●成果發表

研究內容

●鳥種辨識及數量

●常見鳥類行為及

其棲地

●鳥類活動範圍與

植物的關係

●校園鳥類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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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現正在築巢的鳥種，利用課餘時間攝影、記錄。

4.觀看影片內容並記錄在影片紀錄表，內容包括雛鳥與親鳥的各種行為。

5.彙整影片記紀錄表內容，統計親鳥與雛鳥各種行為次數，進而針對部分

特殊繁殖行為詳加描述並以文獻佐證。

（註 1：鳥類繁殖的研究期間比族群數量統計時間多 3個月的原因是因為全市科展比賽在 3月中交

件，所以數量統計資料只呈現到 2月，然而全市科展比完後，我們仍持續進行每週一次的校園鳥類

觀察，而 3月開始正好進入鳥類繁殖期，因此我們繼續觀察鳥類繁殖的行為。）



4



5

伍、研究結果

一、研究一結果：校園鳥種及其族群數量

【研究一～1】鳥種介紹及特徵辨識、各族群最大量

（一）研究期間共記錄到校園鳥種有16種，以下表說明各鳥種及其族群最大量（說明：最

大量值以研究期間97.11～98.02的數據呈現，而鳥種科別是依據方偉宏（民97）的

台灣鳥類全圖鑑之分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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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啄木：由文獻（方偉宏，民 97）得知，小啄木常出現於海邊、池塘、草原、農田，

棲息於中低海拔山區，於低海拔的雜木闊葉林中較為常見，又高雄鳥會專職楊玉祥先

生指出小啄木不喜歡在車水馬龍的路邊，但第一次在校園發現小啄木卻是在前校門圍

牆邊的南洋杉樹幹上（圍牆外就是大馬路），當時楊先生也在場，直說我們學校能發

現小啄木的確值得繼續觀察。

2.白環鸚嘴鵯：由文獻（沙謙中，民 97；陳加盛，民 95）得知，白環鸚嘴鵯、白頭翁和

紅嘴黑鵯三者同為生活在台灣西部的鵯科鳥種，由於生活環境、食性都很相近，因此

長期演化的結果，使得四者各自有其生活領域（生態學上稱為生態隔離）。白頭翁喜

歡在公園或都市生活；白環鸚嘴鵯則喜歡在山邊果園或次生林環境；而紅嘴黑鵯則生

活在更近山林或森林裡。因此在校園發現白環鸚嘴鵯是很特殊的，由於研究期間也只

在校園看過一次，所以推測可能只是偶發事件。

【研究一～2】各月份鳥種族群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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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園常見鳥種行為及棲地初探

【研究二～1】常見鳥類的運動方式、特殊行為、覓食習慣、鳴叫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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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紅尾伯勞的覓食行為：

2.紅尾伯勞的領域性：先將研究期間每次記錄到紅尾伯勞的資料彙整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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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各樣區位置詳見研究三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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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鳥類吐食繭：

4.鳥類理羽時，會用嘴沾取尾羽基部的油脂：

5.鳥類吃砂石：

6.天氣冷時，鳥類會讓羽毛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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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研究期間之後繼續每週六到校觀察鳥類（98.03.08/ 7:00~9:00，當天早上氣溫大約攝

氏19度；98.03.14/ 7:00~8:30，當天早上氣溫大約攝氏16度），結果也記錄到到紅尾伯勞和麻

雀也有將羽毛鼓起的行為。（拍攝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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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二～2】常見鳥類的棲地
依據常見鳥種覓食行為及地點，發現不同鳥種棲地不盡相同，整理如下表：(從高到低說明)

三、研究三結果：校園鳥類與植物的關係
【研究三～1】鳥類活動範圍與植物的關係

先將學校分為A、B、C、D四大樣區，四大樣區植物分布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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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區：樹種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觀察到覓食的鳥種

樣區A：雀榕

樣區D：

印度橡膠樹

樣區B：榕樹

樣區B：苦楝

樣區B：

台灣欒樹

樣區B：樟樹

樣區D：阿勃勒

樣區B：木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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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三~2】鳥總數與植物開花或結果之間的關係

根據前一頁的關係表及研究期間的觀察發現，校園不同鳥種會吃的植物果實或花不盡相

同，整理如下表：



20

四、研究四結果：校園鳥類繁殖情形初探

【研究四～1】校園鳥巢大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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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四～2】校園鳥類繁殖行為初探

從研究四～1列出的鳥巢中，考慮拍攝困難度較低的鳥巢，最後選擇編號25在蒲葵樹叢

裡的斑頸鳩鳥巢進行長期拍攝及觀察，基本資料如下：

觀察記錄期間：98.03.13~98.04.22，共 41 天

對象：斑頸鳩

地點：樣區十二的蒲葵樹裡，高度約教室三樓。

發現過程：下課時間，發現一隻斑頸鳩啣著巢材飛進蒲葵樹裡，當天中午用望遠鏡觀察

發現一隻斑頸鳩坐在裡面，還叼著巢材在築巢。

成功離巢幼鳥數：2 隻

拍攝及觀察天數共41天，但第一天觀察後，因為有一星期都沒看到有鳥在裡面，而鳥巢

位置比較裡面，所以無法觀察到裡面是否有蛋，直到第八天才又觀察到親鳥在鳥巢裡，因此

才繼續進行拍攝及記錄。又由於遇到假日就沒有拍攝，而拍攝天數共有20天，根據拍攝的影

片內容及觀察記錄，彙整以下結果：

（一）統計觀察期間親鳥與雛鳥的各種行為出現次數（同一天觀察到相同行為，以一次計算）

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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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親鳥和雛鳥的異同，可以發現理毛、觀望對於親鳥及雛鳥都是常見的行為，而育雛

也是親鳥常見行為之一，推測原因是雛鳥越大越需要餵食，所以親鳥必須找更多食物回來育

雛，故在鳥巢的時間就更少了，而回巢主要任務當然就是育雛了。而由於雛鳥在離巢之前，

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做好飛行前的準備，所以展翅、理毛都是雛鳥在離巢之前常見的行為。

（二）繁殖期間特殊行為介紹

1.斑頸鳩雙親輪流孵卵（或孵雛）：

2.親鳥育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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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親鳥引誘雛鳥練習飛行：

4.其他發現：

(1)雛鳥活動範圍日漸擴大（拍攝影片）：

觀察期間從第 32天至離巢之前，幾乎每天都會看到雛鳥站在鳥巢邊上，越接近

離巢時間，雛鳥活動的範圍就越大，到離巢前一天時，甚至坐在離鳥巢約 1公尺左右

的葉柄上。第40天還觀察到雛鳥飛到較高的葉柄上，飛得還不錯呢！

(2)用嘴巴啄東西（拍攝影片）：

觀察期間的第33、35、36天，觀察到雛鳥會用嘴啄東西，有時啄鳥巢旁的樹枝，

有一次還觀察到雛鳥啄同伴的頭、羽毛，甚至互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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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跌倒（拍攝影片）：

觀察期間的第34~36、39、40天，發現雛鳥經常跌倒或差點跌倒，跌倒是因為重

心不穩，雛鳥做很多動作都容易重心不穩，例如：抓癢、抖身體、展翅、跳躍、走路

沒站穩，而重心不穩時，雛鳥經常會拍動翅膀來保持平衡，但如果依然重心不穩，就

會摔倒了，還好蒲葵樹的葉柄交錯生長得很密，所以雛鳥才沒有掉下去，這時突然發

覺親鳥選的繁殖地點真不錯！

陸、討論

一、一開始實地觀察鳥類，發現沒有設備光靠肉眼根本無法仔細觀察，後來有了望遠鏡、

攝影機、數位相機等設備，實地觀察才開始順利進行。但是新的問題又產生了，就

是我們實地觀察的時間不夠，剛開始是利用每週二晨間和週五午休觀察，後來發現

每次才開始觀察沒多久就要上課了，所以從 11月份開始，我們就幾乎每週六早上都

來學校實地觀察鳥類，也才開始漸漸發現校園鳥類的祕密。

二、根據我們的實地觀察發現，學校鳥種族群最大的是麻雀，其次是白頭翁，最少的是

白環鸚嘴鵯和藍磯鶇，研究期間其實曾經看到小白鷺從空中飛過，但推測可能只是

經過，而且學校當時也沒有水鳥生活的環境，所以決定暫時不列入，不過這學期開



27

學，學校樣區A闢了一塊農地讓學生種水稻，所以未來也許真的有水鳥來覓食，值

得繼續觀察，這也是我們未來可以研究的方向。

三、研究期間，我們從文獻中知道鳥也需要喝水和洗澡，可是觀察了兩、三個月，我們

只記錄到斑頸鳩、樹鵲喝水，至於鳥洗澡，除了麻雀，其他的鳥種一直沒觀察到，

再加上 1月份校園幾乎沒有植物結果或開花，所以我們為了要觀察鳥類更多行為，

就決定先跟學務處報備，然後在週六早上觀察鳥時，放一個水盆和麵包在操場上，

想看看會有什麼鳥來喝水或洗澡和吃麵包？結果放了一個多小時，居然一隻鳥也沒

有！難道是因為水盆的關係嗎？所以，我們決定把水盆拿走，看看鳥會不會來吃？

結果發現之前（指 11月）只有看到麻雀和斑頸鳩吃麵包，此時連白頭翁、輝椋鳥、

樹鵲、白尾八哥都來了！這個發現是否表示對大多數的鳥類而言，榕果比麵包好吃？

這一點推測還需再持續觀察；至於之前放水盆都沒有鳥來吃的原因，我們也不確定，

有待進一步研究。

四、觀察發現鳥類行為五花八門，尤其對於理毛特別講究，我們曾經記錄到一隻紅尾伯

勞理毛就理了超過八分多鐘，過程中紅尾伯勞用嘴理毛，從前胸、右翅、左翅、尾

羽不斷重複梳理羽毛，還不時用腳幫頭部也理一下毛，真是如文獻上所寫的，羽毛

是鳥類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所以要好好維護、整理。

五、另外一項鳥類有趣的行為就是擦嘴，第一次觀察到鳥在擦嘴時，心裡還在懷疑：鳥

也像人一樣，吃完東西會擦嘴嗎？查文獻後還曾經以為是鳥在磨嘴？後來持續觀察

才發現還不只一種鳥會擦嘴呢！我們記錄到的有：白頭翁、樹鵲、輝椋鳥、白尾八

哥。為了更進一步瞭解擦嘴和磨嘴的不同，我們請教高雄鳥會的專家，他說磨嘴行

為和擦嘴動作不同，如果鳥的動作是左右上下磨動嘴巴，表示在擦嘴；至於磨嘴是

因為鳥的上喙或下喙會不斷生長，所以需要磨嘴，那此時鳥的動作應該會固定摩擦

同一個位置，由此判斷我們觀察到的行為應該都是擦嘴，原來鳥類也和人類一樣愛

乾淨呢！

六、觀察斑頸鳩繁殖的過程中，我們意外地發現原來雛鳥雙翅內側的羽毛是最慢長出來

的。而雛鳥在離巢之前，外觀體型已經和成鳥差不多，最大的差別是眼睛和後頸特

徵，雛鳥眼睛是黑色，成鳥眼睛外圈是紅色；雛鳥的後頸沒有白點的黑色頸輪，而

成鳥有，所以這兩個差異可以作為判斷是斑頸鳩的亞成鳥或成鳥的依據哦！另外，

我們還發現雛鳥身上有一種類似蒼蠅的昆蟲，會在雛鳥的羽毛裡外爬來爬去，這種

昆蟲和斑頸鳩之間是否有什麼關係，有待進一步研究。

七、觀察斑頸鳩鳥巢期間由於觀察位置的關係，無法看到親鳥什麼時候下蛋，所以無法

推算孵化期大約是幾天；另外由於斑頸鳩公鳥和母鳥不易分辨，所以也無法確定每

次回巢的親鳥是公鳥或母鳥，因此對於斑頸鳩雙親輪流照顧雛鳥的換班情形也無從

得知，所以能呈現的結果有限。不過現在仍是鳥類的繁殖期，所以未來我們還可以

繼續實地觀察校園各鳥種的繁殖及育雛行為(包括孵化期、繁殖期大約幾天，每次下

幾顆蛋等)，還有雛鳥的成長變化，以及各鳥種的築巢時間表、鳥巢大小、方向、材

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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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一、研究期間共記錄到16種鳥種，其中族群最大量為麻雀(31隻)，其次為白頭翁(25隻)，

族群最小的為白環鸚嘴鵯及藍磯鶇(各1隻)，發現的鳥種當中，我們認為較特別的是

白環鸚嘴鵯和小啄木，值得持續觀察牠們在校園的蹤影。

二、各月份鳥種的消長，11月最大量是麻雀；12月是白頭翁；1月是白頭翁和綠繡眼；2

月份是輝椋鳥。

三、觀察發現鳥類的特殊行為包括：

（一）紅尾伯勞喜歡停在制高點看見獵物再向下俯衝覓食，研究期間還發現兩次紅尾伯

勞竟然站在草地上覓食，而且 3分鐘就抓到 11隻蟲，另外紅尾伯勞還有領域行

為及因無法消化食物的硬殼或骨頭而有吐食繭行為。

（二）鳥類理羽時，會用嘴沾取尾羽基部的油脂，因為多數鳥類尾羽基部都有尾脂腺，

能分泌油脂，鳥類用嘴沾取油脂，塗佈於羽毛上，使羽毛增加防水作用，記錄到

的有綠繡眼。

（三）素食鳥類因為食物不易消化，會吃砂石以幫助食物磨碎，記錄到的有斑頸鳩。

（四）天冷時，鳥類會讓羽毛膨鬆鼓起，以包覆更多的空氣來保暖，記錄到的有白頭翁。

研究期間之後還發現紅尾伯勞和麻雀也有此行為。

四、觀察發現校園鳥類的棲地，喜歡在空中的有小雨燕、洋燕；喜歡停在制高點尋找獵

物的有紅尾伯勞；經常在樹叢覓食的有白頭翁、綠繡眼、輝椋鳥、樹鵲；經常在草

地上覓食的有麻雀、斑頸鳩、白尾八哥；喜歡停在樹的主幹上的有小啄木。

五、研究發現鳥的活動範圍與總數量消長會隨著植物結果或開花而遷移或改變。因此未

來如果我們學校有老師或學生想要觀察校園鳥類，我們還可以當顧問，跟他們說什

麼時間到校園哪些地方比較容易觀察到哪些鳥種哦！

六、研究期間在校園裡共發現27處鳥巢，其中有 11處鳥巢確定鳥種，分述如下：

（一）斑頸鳩鳥巢有6處。

（二）紅鳩鳥巢有2處。

（三）輝椋鳥鳥巢1處（估計有9個鳥巢）。

（四）麻雀鳥巢1處。

（五）斑文鳥鳥巢1處。

七、觀察發現鳩鴿科的鳥喜歡選擇在樹冠層的位置築巢，而且偏好在棕櫚科的植物上築

巢；另外也發現輝椋鳥有集體築巢在招牌上的情形。

八、觀察斑頸鳩繁殖行為，發現親鳥最常出現的行為依序是觀望(9次)、育雛(8次)、理

毛、眨眼(6次)；而雛鳥最常出現的行為依序是展翅(13次)、理毛、轉身(12次)、抓

癢、觀望(11次)。而親鳥及雛鳥常見的行為當中相同的是理毛和觀望。

九、研究期間發現斑頸鳩繁殖過程親鳥有孵蛋、孵雛、育雛、引誘雛鳥學習飛行等特殊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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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特別感謝研究期間高雄鳥會給予的指導與協助。



【評語】080311 

本研究針對校園鳥類進行物種及行為的調查，內容能與教材

相配合，且學生表現熱忱，科學研究精神良好。可惜受限探

究時間，未能有全年完整資料，再者常見鳥類的行為觀查較

少新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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