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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我國發行的簽證上，有一隻一身藍，驕傲挺立的美麗鳥兒，旁邊寫著「臺灣藍鵲」，

他深深吸引我的目光，也引發我一連串的好奇心與問號。這種鳥只生存在臺灣嗎？

是現存種嗎？哪裡可以觀察到他們的身影呢？這些問題促使我在網路上搜尋許多有

關台灣藍鵲的資訊，更學會圖書館的藏書查詢系統，原來，我們的島正存在著這麼

美麗而且凶悍的住民。台灣國際觀鳥協會曾推動網路「國鳥選拔」，全球 53 國逾百

萬人投票，在帝雉、藍腹鷴、黃山雀、台灣藍鵲 4 種台灣特有鳥類中，臺灣藍鵲贏

得初選，以約 49 萬票勝帝雉。（註一） 

 

「2009 年 6 月 10 日駐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舉辦台

灣特有藍鵲簽證貼紙首發酒會，首次發表了以台灣特有野

生的藍鵲為圖騰的簽證貼紙；意義是想借由展示台灣自然

保育生態及文化。」（註二）使臺灣藍鵲成為代表台灣的

知名鳥類。其實，臺灣藍鵲真是最能代表我們這座島。他

的習性具有台灣大家族的特性，只要是小孩子，家族都會

一起照顧到長大，因此，在野外只要看見一隻的臺灣藍鵲，

就會看到一群的臺灣藍鵲。 

 

就讓我們一起欣賞這群，習性喜歡群居群飛，常在樹林間

直線穿梭飛行或在山谷間展翅滑翔，宛若新娘搖曳裙襬飛

舞、令人驚豔。在樹枝上跳躍時，更若氣宇軒昂紳士，令

人癡迷的同住民，他代表著我們台灣人們對改善生態環境

的努力，保育野生動植物的成就。也許，可以藉由本文讓   圖一、台灣特有藍鵲簽

大家更了解我們身處的島，島上的一切都值得珍惜。       證貼紙首（註二） 

               

貳●正文 

 

一. 發現與命名 

 

臺灣藍鵲的首篇文獻於 1863 年由英國鳥類畫家、出版商古德（John Gould）發表，

這是英國駐臺副領事斯文豪（Rober Swinboe）回英國後，將他在台灣採集到的一批

鳥類標本送給古德。古德就根據這些標本命名發表 16 種台灣的新種，所以，臺灣藍

鵲的學名有時會被寫成包含命名者的 Urocissa caerulea（Gould）。（註三） 

 

臺灣藍鵲，又叫臺灣暗藍鵲、臺灣民間俗稱長尾山娘（POJ：    -boé Soaⁿ-niû）、長

尾陣或山娘，客家人則稱牠們為「長尾惜」。為台灣特有種，體部羽色寶藍鮮豔，體

長約 65 公分，其中尾羽就占了近 40 公分。學名為 Urocissa caerulea，英文名為

Formosan blue magpie（Taiwan Blue Magpie），屬於雀形目，鴉科，藍鵲屬。臺灣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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鵲和大家熟知的烏鴉、喜鵲同屬於鴉科鳥類。連雅堂撰台灣通史於卷二十八虞衡志

作練雀，記述云：「俗稱長尾山娘，翠翼朱喙，光彩照人」。 

 

除了臺灣藍鵲外，全球還有四個藍鵲屬成員，包括: 

 

藍鵲屬   分  布  

紅嘴藍鵲 

(Urocissa 

erythrorhyncha) 

中國大陸的華中、華北

和華南，以及中南半島

和印度北部  

白翅藍鵲 

（Urocissa 

whiteheadi） 

中 國 大 陸 的 廣

西、海南、四川與

雲南  

黃嘴藍鵲  

（Urocissa flavirostris） 

喜馬拉雅山、印度東北

部、中國大陸、緬甸及

越南北部 
 

斯里蘭卡藍鵲 

（Urocissa ornata） 

斯里蘭卡 

 
圖二、臺灣藍鵲外，四個藍鵲屬成員（整理自註三） 

 

二. 演化 

 

臺灣的生物的起源一般認為發生於六百萬年前，而外來的生物約是在兩百萬年前遷

入，很可能是冰河時期由陸橋移入臺灣。由於地緣關係，臺灣鳥類源自於喜馬拉雅

山系。（註三）。這些遷入臺灣的鳥類，原生地位於熱帶的鳥種，大部份生活在低地

平原區，隨著時間的演進，有些鳥種逐漸適應而生存於中海拔的地區，部分更演化

成特有種，以藍腹鷴和臺灣藍鵲為代表。 

 

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所長孫元勳表示，「臺灣藍鵲」是由冰河時期之後

飄洋過海來台，從「中國藍鵲」特化出來的，成為台灣特有的「臺灣藍鵲」。兩者體

型相近、都是雜食性鳥類，顏色稍有不同，「中國藍鵲」是白頭白肚，「臺灣藍鵲」

則是黑頭藍肚。（註四） 

 

三. 外型特徵 

 

（一）外觀 

 

臺灣藍鵲身長 60 至 65 公分，翼長 18 至 21 公分，尾長約 40 公分，體重約 250

公克。成鳥的頭部到頸、胸部的羽毛皆為黑色；身體其他部位的羽毛大致為藍

https://www.google.com.tw/url?q=http://www.baike.com/ipadwiki/%E7%BA%A2%E5%98%B4%E8%93%9D%E9%B9%8A&sa=U&ei=59xdVLGfFtH98QX-74CoDA&ved=0CBUQ9QEwAA&usg=AFQjCNFwi9Z1nB_xSwn4HL8oku4mTe8Ozg
https://www.google.com.tw/url?q=http://tupian.baike.com/a0_25_77_16300000044935127911771036745_jpg.html&sa=U&ei=ZtxdVNHhO9fz8gWNlIKQDQ&ved=0CBUQ9QEwAA&usg=AFQjCNFyRTIdIO3mufWiCymAGLelxOH8lA
https://www.google.com.tw/url?q=http://zh.wikipedia.org/zh/%E9%BB%84%E5%98%B4%E8%93%9D%E9%B9%8A&sa=U&ei=xtxdVIitFcXt8gW96YDQDA&ved=0CBUQ9QEwAA&usg=AFQjCNFkpIYZ1BLqczUeRVv4kzQ0Cy0h_A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Flickr_-_Rainbirder_-_Ceylon_Blue_Magpie_(Urocissa_ornata).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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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下腹羽色略淡，飛羽末端有白斑，尾上覆羽末端黑色；尾羽甚長，末端白

色，除中央 2 根外，其他各羽中段黑色；尾下覆羽末端白色。眼睛虹膜為黃色，

當在陽光照耀下，眼睛的瞳孔縮小，這會讓臺灣藍鵲的眼神看起來非常兇猛；

嘴和腳都是紅色，上啄略長於下啄，而且有缺刻，可增加咬合力，配合上粗壯

的腳爪，讓牠們在捕抓獵物及撕裂食物時得心應手。甚至是連剛離巢不久的幼

鳥，牠的爪子也已經發育到與成鳥相近，非常尖銳有力，這可以幫助幼鳥牢牢

的抓住樹枝，不會掉下去。 

 

（二）尾羽 

 

臺灣藍鵲有六對很長、末端均為白色的尾

羽，為左右對稱，中央一對最長，而較短

的五隊尾羽其白斑上方為黑色；當臺灣藍

鵲伸展身體或飛行時，把翅膀以及尾羽打

開，此時是牠們最漂亮的時候。 

 

    臺灣藍鵲的翅膀形狀偏向圓形，這代

表他們不善高速及長距離飛行，不過當牠

們在攻擊入侵者或捕食獵物時，飛行技巧

可是很好的。（註三）另外，其部分飛羽末

端邊緣本來具有小白斑，會因為羽毛磨損   圖三、臺灣藍鵲圓形的翅膀形狀 

而不容易發現；尾上覆羽末端為黑色。     註三 

 

四. 成長歷程 

 

（一）雛鳥階段的發育：雛鳥從孵化至離巢約需 21~24 天。（註三） 

 

1到 2天:剛孵出

來的雛鳥全身

無羽，平均重量

8.7 公克，眼睛

尚未張開。 

 

 

13 到 14 天:兩週大

的時候，平均重量

150.4 公克，雛鳥

各羽區的羽毛顯

冒出於羽鞘外 

 

7到 8天: 8天大

的雛鳥，平均重

量 73.2 公克，眼

睛可慢慢張

開，各羽區冒出

羽鞘。  

接近離巢階段的

雛鳥會站在巢邊

觀望，以熟悉周遭

環境，且會利用時

間在原地拍動翅

膀練習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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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雛鳥從孵化至離巢。（整理自註三） 

 

（二）幼鳥階段的發展 

 

脫離雛鳥階段的臺灣藍鵲幼鳥，腳幾乎已經發育完全，外型上與成鳥有明顯差

異，雖然會離巢探索週圍的環境，但牠們的飛行能力有限，也沒有能力防衛自

己，因此，不小心掉落樹林底層時，就可以利用強壯的爪子抓住枝葉，減緩下

墜的力道，以避免摔傷，然後藉由斜長的樹枝，以跳躍加上拍翅方式盡快回到

樹林的高處，此時，親鳥或是幫手都會在旁協助與戒護。幾天後，幼鳥開始做

短距離飛行；再過幾週後，就會隨著臺灣藍鵲群離開巢區，在領域內活動。等

到一個半月大的時候，幼鳥的飛行能力就已相當不錯，不過還是經常待在巢區

內，等待家族成員帶食物回來。 

 

幼鳥三個月大的時候，幼鳥間爭執次數有明顯增加，會藉由打鬥以決定自己在

家族內地位高低的排序，通常是強勢者逼近弱勢者，然後造成後者的不平衡而

往下飛，甚至有欺侮雛鳥的情形發生。其外型已與成鳥相似，而且可以自行覓

食。不過，仍然可以觀察到幼鳥會搶食成鳥的食物，這時的成鳥也不會搶回來，

少數幼鳥得到食物後，還會回巢去餵食第二窩的雛鳥〈其弟、妹〉。此時，牠們

開始練習藏食物的動作，譬如折斷樹枝或拔下蘚苔後，然後放在樹木的橫枝或

隙縫內。而這時的幼鳥大概也了解哪些動物是天敵，所以一旦發現危險即會發

出警戒叫聲及作出警戒姿勢。 

 

（三）亞成鳥階段 

 

大多數的鳥類至第二年繁殖季節即成為成鳥，且具有繁殖能力，所以，我們在

描述幼鳥在經歷第一次換羽至成鳥之間的階段時，常稱之為「亞成鳥」。有些較

大型鳥類，如信天翁、鷹及鶴等，可能需數年時間才能成為成鳥，也就是其在

數年間均是處在亞成鳥階段。臺灣藍鵲約在 9 月以後、第二年 4 月之前期間的

個體被認定為亞成鳥。 

 

（四）成鳥階段 

 

成鳥的定義為每年繁殖期之際，個體羽色不再有顯著差異，表示個體進入成熟

 

10 到 11 天:11

天的雛鳥部分

羽區的羽毛冒

出於羽鞘外，如

頭部與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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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也代表牠們應具有繁殖能力。而台灣藍鵲到了出生第二年之後，不同年

齡或不同性別的個體之間，其外型差異不大，所以台灣藍鵲應該在出生第二年

即可算是成鳥。而這部分的台灣藍鵲進入繁殖期時（4 月至 7 月），主要是在家

族內擔任幫手的角色，也許藉由這種學習與觀察，類似我們學生實習的模式，

確保這些年輕的臺灣藍鵲未來得以成功的繁殖下一代。至於，剛進入成鳥階段

的台灣藍鵲是否馬上具有實質的繁殖能力，則有待更廣泛的查證。 

 

五. 分布、棲息環境 

 

台灣藍鵲生活在中海拔的森林，海拔高度約在 1800 公尺以下，特別喜好接近山

谷的天然闊葉林，也會生活於竹林、果園、農地、杉木造林、山邊住家或小村

落等地。 

 

六. 生態習性 

 

（一） 食性 

 

臺灣藍鵲屬於雜食性，喜愛以水果、

漿果、堅果等果實為主食外，其次是

捕食青蛙、蜥蜴、昆蟲、蝸牛、蛇、

小鳥、小型哺乳動物等動物，也會取

食腐物。（註五）。而且還有收藏食物

的有趣行為。臺灣藍鵲捕到青蛇後，

會先將蛇頭及前段身體、部分內臟吃

掉，剩下的用落葉覆蓋，以免被其他

動物發現。                        圖五、臺灣藍鵲捕食青蛙（註六） 

                      

  牠會善於利用人為環境，若是生活於路燈附近，會在清晨時分有系統的檢視

路燈四周，仔細收尋夜間被燈光吸引而來的昆蟲，輕鬆取食。早年臺灣藍鵲受

到獵捕的威脅，近年則時有誤觸高壓電致死的情況。 

 

（二） 換羽 

 

臺灣藍鵲於繁殖後期〈六到七月左右〉開始換羽，起始時間可能跟每個成員參

與繁殖的程度以及年齡有關，如忙著繁殖，就會較晚開始換羽。較明顯的換羽

部位是頭部、頸部及尾羽，若張開翅膀，也可發現飛羽正在更換。此時，可在

巢區內撿到換下來的初級飛羽或尾羽，且通常已有明顯的磨損痕跡。到了 11 月

左右，主要部位的羽毛都已換好〈不確定是否全部羽毛每年都更新〉，所以 12

月左右，是臺灣藍鵲最漂亮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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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理羽與清潔 

 

鳥類為了維護羽毛，則發展出許許

多多不同方式，水浴和沙浴是最常

見的方式。臺灣藍鵲很愛護他們的

羽毛，每天總會洗上好幾次，主要

是在巢區附近的水池、小溪進行。

接著，牠們會花很多時間進行羽毛

的整理與乾燥，有時候其他同伴也

會幫忙，一般認為這有助於他們彼

此關係的增強。                   圖六、臺灣藍鵲水浴清潔羽毛（註六） 

 

另外，臺灣藍鵲還有個特殊的行為，稱作「蟻浴」〈anting〉，即牠們會在蟻窩或

蟻群附近活動，然後採用一種特別的姿勢驚動螞蟻而使其爬上身。（註三）其目

的是當螞蟻被激怒叮咬，裡面所包含的蟻酸，可以對羽毛上的寄生蟲，產生去

除的效果，以確保羽毛完整與健康。 

 

（四） 成員組成與變化 

 

臺灣藍鵲是採合作生殖的「巢邊幫手制」來繁殖，即群內只有最優勝的一對繁

殖者可以繁殖〈一夫一妻〉，而其他成員即擔任幫手〈遷進來的雌鳥除外〉。 

 

（五） 天敵 

 

鳳頭蒼鷹是臺灣藍鵲的主要天敵。臺灣藍

鵲群對鳳頭蒼鷹的出現其反應非常激烈，

牠們不僅會全員出動防禦，還會發出最響

亮、悲淒的叫聲。（註三）鳳頭蒼鷹會攻擊

臺灣藍鵲的巢，目標當然是沒有抵抗力的

雛鳥，有時連成鳥都無法倖免，由於體型

上的差異，就算是遭遇鳳頭蒼鷹的亞成鳥，

臺灣藍鵲都有可能為了守護雛鳥而受傷，

甚至遭受被捕食的命運。                圖七、臺灣藍鵲遭受鳳頭蒼鷹捕食 

                                     （註三） 

 

（六） 面臨的危機 

 

在武陵農場附近，出現了有別於黃眼藍腹的臺灣藍鵲，而是紅眼白腹，羽毛亦

較無光澤，同屬鴉科，又為近親，無論外貌、體態或啼聲皆與臺灣藍鵲相似的



台灣人的精神-臺灣藍鵲 

7 

紅嘴藍鵲(Urocissa erythrorhyncha)。按理說是不該出現在台灣地區，近年來卻時

而聽到關於牠們出沒的風聲。根據研判，紅嘴藍鵲應該是有人走私進入臺灣，

後來遭人棄養或是自己逃脫，而這種外來物種，若在台灣野外成功地適應後，

就會對我們生態環境構成影響，包括破壞生物多樣性，導致生態失衡，甚至可

能帶原未知病毒，潛在引發傳染疾病的風險。尤其對島嶼生態的台灣而言，外

來種帶來的衝擊更加深刻。 

 

更令人擔憂的「兩岸通婚」──紅嘴藍鵲與臺灣藍鵲之間的雜交現象，也出現在

台中縣大甲鎮與大安鄉的交界處。在相關單位接獲通報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也緊急移除了那對藍鵲及三隻雜交子代。（註七）根據研

判，當初牠們應是被人養在一起而產生雜交。這種「通婚」，會造成基因汙染，

將使的台灣藍鵲喪失傲人的特有性。 

 

叁●結論 

 

臺灣藍鵲是生長在我們臺灣的特有鳥類，雖然身體上穿著寶藍色華麗的羽衣，卻有

著無比強悍的性格與高度智慧。牠們會把沒吃完的食物藏起來，餓了再拿出來吃，

而且會珍惜牠們所取得所有食物，吃得很乾淨，一點也不浪費食物；也會分工合作、

聲東擊西，合力擊退入侵的外來客；前一年離巢的哥哥姐姐們今年回來，來幫忙爸

媽照顧新生的弟弟妹妹，發展出特別的「巢邊幫手」制度。臺灣藍鵲這些特別的習

性，真像臺灣人們的習慣，加上他艷麗的外表，難怪臺灣藍鵲在之前國鳥的網路票

選中，會拔得頭籌。 

 

我們人類自私、無情的破壞大自然，使得原本居住在樹林的動物受到干擾，但是有

些人注意到了，開始組成團隊來保護大自然，雖然移除了武陵地區的紅嘴藍鵲，也

把牠們暫時安置在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內，但是如果全體島民沒有意識到台灣島

嶼生態的脆弱性，那麼我們將有可能因而喪失許許多多珍貴的特有種，當這些特有

種的基因庫被汙染後，就不再是臺灣特有的物種，因此我們要愛惜大自然，不可隨

意棄養外來生物，最好的方式就是拒買野生動物，讓他們生存在原本該生存的地方，

保護自己和生物的環境，是需要大家共同守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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