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嘴端鳳頭燕鷗保育計畫草案 

Draft Conservation Plan of Chinese crested tern  

(Thalasseus bernsteini)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Ocean Conservation Administration, Ocean Affairs Council 

111 年 04 月 



 

i 

 

目錄 

圖目錄 ................................................................................................................................. III 

表目錄 ................................................................................................................................. IV 

縮寫 ..................................................................................................................................... 1 

前言 ..................................................................................................................................... 2 

誌謝 ..................................................................................................................................... 3 

摘要 ..................................................................................................................................... 4 

第一章 歷史與現況分布 ..................................................................................................... 6 

第一節 分類地位 ........................................................................................................... 8 

第二節 繁殖與生活史 ................................................................................................... 8 

第三節 族群趨勢 ........................................................................................................... 9 

第二章 威脅因素............................................................................................................... 12 

第一節 颱風與人為干擾 ............................................................................................. 12 

第二節 捕食者 ............................................................................................................. 12 

第三節 海洋污染 ......................................................................................................... 12 

第四節 食物資源 ......................................................................................................... 13 

第五節 雜交 ................................................................................................................. 13 

第三章 保育行動............................................................................................................... 14 

第一節 法令管理與執法 ............................................................................................. 14 

一、 檢討保護區範圍 .......................................................................................... 14 



 

ii 

 

二、 巡護執法 ...................................................................................................... 14 

第二節 研究監測 ......................................................................................................... 14 

一、 繁殖地調查與保護區劃設 .......................................................................... 14 

二、 監測食物資源與海洋環境 .......................................................................... 15 

第三節 保護區保育作為 ............................................................................................. 15 

一、 棲地改善與假鳥誘引 .................................................................................. 15 

二、 科技監控 ...................................................................................................... 15 

三、 擴充繁殖島嶼 .............................................................................................. 15 

第四節 教育宣導 ......................................................................................................... 15 

一、 推廣友善賞鷗守則 ...................................................................................... 15 

二、 培訓地方巡守人員 ...................................................................................... 16 

第五節 國際交流 ......................................................................................................... 16 

一、 辦理及參與黑嘴端鳳頭燕鷗保育研討會 .................................................. 16 

參考文獻 ............................................................................................................................ 19 



 

iii 

 

圖目錄 

圖 1、1998 年以前黑嘴端鳳頭燕鷗的歷史記錄與 2000 年後確認之繁殖

地位置 .................................................................................................... 7 

圖 2 2015 年在浙江省伍峙山列島拍攝到的疑似黑嘴端鳳頭燕鷗與鳳頭

燕鷗雜交個體，該隻個體為雌性並與鳳頭燕鷗交配產下一顆卵，但

並未孵化。 ............................................................................................ 8 

圖 3 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 2000-2019 年世界黑嘴端鳳頭燕鷗成鳥數量

變化趨勢(資料來源: 張壽華，2008；Song et al., 2017；洪崇航，2019；

Lu et al., 2020) ..................................................................................... 10 

圖 4 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 2004-2017 年黑嘴端鳳頭燕鷗成幼鳥比例實

際值(實線)與 GLM 預測值(虛線)，模式預測參數包含截距、群落分

散與颱風頻度(p = 0.007, AICc = 48.11, weight = 0.37, Hung et al., 

2019) .................................................................................................... 11 

 



 

iv 

 

表目錄 

 

表 1 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鳳頭燕鷗與黑嘴端鳳頭燕鷗成幼鳥年度觀察

最大量與繁殖島嶼 ................................................................................ 9 

表 2 黑嘴端鳳頭燕鷗保育行動方案 ......................................................... 17



 

1 

 

縮寫 

 

全名 縮寫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國際

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 
IUCN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海保署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海巡署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台北鳥會 

社團法人新竹市野鳥學會 新竹鳥會 



 

2 

 

前言 

黑嘴端鳳頭燕鷗(Thalasseus Bernsteini)被 IUCN Red List 列為極度瀕危等

級(Critical Endanger)，在我國屬於一級保育類野生動物，目前僅在臺灣的馬祖、

澎湖列島、浙江省韭山與五峙山列島與南韓有確定之繁殖族群。國內目前僅有

兩個以海鳥為保育目標的保護區(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與澎湖貓嶼海鳥保護

區)，但針對海鳥的研究文獻資料卻仍相當少，保護區執行的計畫也多以族群

調查、巡護管理與教育宣導為主。 

自黑嘴端鳳頭燕鷗在馬祖被發現以來已屆 20 年，無論是國內或國際對此

物種的關注程度也與日俱增。本計畫旨在盤點黑嘴端鳳頭燕鷗相關研究資訊

與遭遇之威脅壓力，訂定我國保育行動策略，以利執行此珍稀物種的保育行動，

確保此珍稀物種得以在順利繁衍。 



 

3 

 

誌謝 

 

中央研究院  劉小如研究員 

國立臺灣大學 丁宗蘇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袁孝維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孫元勳教授 

國立臺南大學 許皓捷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洪崇航博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林瑞興組長 

社團法人中華野鳥學會 呂翊維秘書長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蔣功國副總幹事 



 

4 

 

摘要 

資源狀態  

黑嘴端鳳頭燕鷗(Thalasseus Bernsteini)為 IUCN 列為瀕危(Critically 

Endangered)等級之稀有海鳥，已知的世界族群量不超過 100 隻。目前僅在

臺灣的馬祖、澎湖列島、浙江省韭山與五峙山列島與南韓有確定之繁殖族

群。2000-2017 年之間，平均每年觀察到 9 ± 5 隻黑嘴端鳳頭燕鷗成鳥在馬

祖列島燕鷗保護區內活動。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與社團法人台北

市野鳥學會自 2011 年開始利用社會招引(social attraction)技術吸引燕鷗到

合適的島嶼繁殖，透過保育其共域物種鳳頭燕鷗(T. bergii)的策略執行棲地

整理與族群監測。然而，近年來常發現大批燕鷗棄巢，且成長至飛羽階段

的幼鳥數量稀少。研究結果指出 2004-2017 年期間，繁殖群落(breeding 

colony)的分散與颱風頻度是降低黑嘴端鳳頭燕鷗成幼鳥比例的重要因子。

推測是因燕鷗繁殖群落常在繁殖初期(5-6 月間)遭受干擾後移動至其他島

嶼重新繁殖，新的繁殖群落在時程上的推遲導致幼鳥孵化的時間位於颱風

頻繁發生的 7-8 月間，毛羽未豐的幼鳥難以存活過颱風的強風與暴雨，間

接導致繁殖成功率的低落。除此之外，黑嘴端鳳頭燕鷗還必須面對捕食者、

人為干擾、雜交與食物資源缺乏等潛在威脅。 

目標  

短程：穩定黑嘴端鳳頭燕鷗的繁殖狀況。 

中長程：確保全球黑嘴端鳳頭燕鷗的繁殖族群穩定成長。 

復育指標  

1) 穩定黑嘴端鳳頭燕鷗的繁殖狀況 

2) 保護區環境可提供黑嘴端鳳頭燕鷗繁殖期間的需求 

3) 提高地方民眾的海鳥保育意識 

4) 國際合作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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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育行動 

1) 監測研究 

2) 棲地改善與假鳥誘引 

3) 移除捕食者 

4) 教育宣導、培訓地方巡守人員 

5) 其他潛在繁殖地的調查與評估 

6) 檢討保護區範圍對黑嘴端鳳頭燕鷗的保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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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歷史與現況分布 

黑嘴端鳳頭燕鷗最早是在 1861 年由德國的鳥類學家 Hermann Schlegel 在印

尼發現並命名。19 世紀初在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山東、福建都有科學家採

集過標本，但隨後僅有在大陸河北、福建、香港與泰國有幾筆不確定的觀察紀錄

(Collar et al. 2001)。直到 2000 年的 6 月，攝影師梁皆得於馬祖中島上拍攝到清

晰的黑嘴端鳳頭燕鷗影像，並確認有 4 對成鳥與 4 隻幼鳥於中島上活動，是世上

第一筆確認的繁殖記錄(Liang et al. 2000)。 

除了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2006 年開始，在臺灣的澎湖群島也由澎湖野鳥

學會連續數年拍攝到黑嘴端鳳頭燕鷗在鳳頭燕鷗(T. bergii)的繁殖群落(breeding 

colony)中出現(鄭謙遜，私人通訊)。2004 年 7 月大陸浙江自然博物館的陳水華副

館長在浙江省的韭山列島中發現了 20 隻正處於繁殖中期的黑嘴端鳳頭燕鷗，但

隨後便因漁民撿蛋與颱風影響而繁殖失敗(Chen et al. 2009)。2007 年韭山列島的

黑嘴端鳳頭燕鷗族群再次因同樣原因繁殖失敗，所幸隔年(2008)在韭山列島北方

的五峙山列島發現另一個 4 成 2 幼的繁殖族群(Chen et al. 2010)。 

2010 年的第三屆黑嘴端鳳頭燕鷗保育研討會上，來自美國奧勒岡大學

(Oregon State University)的 Daniel Roby 教授提出了利用假鳥(decoy)誘引燕鷗到

安全的復育地的社會招引(social attraction)技術，會後並由大會決議將應用此技術

在黑嘴端鳳頭燕鷗的繁殖族群恢復工作上。韭山列島與伍峙山列島的社會招引工

作先後在 2013 年與 2015 年展開，並在 2015 年吸引到大量的個體進駐兩座目標

島嶼(Hurrell 2015)。2016 年，韓國生態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logy)在全

羅南道省靈光郡近海的島嶼上，發現了 5 成 2 幼的黑嘴端鳳頭燕鷗混群在約兩萬

隻的黑尾鷗(Larus crassirostris)繁殖群落中，是目前已知最北的繁殖地(Song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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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998 年以前黑嘴端鳳頭燕鷗的歷史記錄與 2000 年後確認之繁殖地位置 

依年分排序：(1)1861年在印尼哈馬黑拉島(Halmahera)的Kao；(2)與(3)為1981

年在馬來西亞砂拉越(Sarawak)的 Baram 與 Buntal；(4)為 1896 年在山東省的煙

臺；(5)為 1903 年在山東省的青島；(6)為 1905 年在菲律賓的馬尼拉灣(Manila Bay)；

(7)為 1916 年在福建省的福州；(8)為 1923 年在泰國的 Pak Phanang；(9)為 1937

年在山東省的滄口與沐官島，以上皆為標本採集記錄；(10)為 1978 年在河北省的

北戴河；(11)為 1991 年在黃河口三角洲自然保護區，以上兩筆為目擊紀錄(Collar 

et al., 2001)。灰色圓圈處為目前已知的五處繁殖地：(a)為馬祖列島，發現於 2000

年；(b)為韭山列島，發現於 2004 年；(c)為澎湖群島，發現於 2006 年；(d)為五

峙山列島，發現於 2008 年；(e)為南韓靈光郡外海的島嶼，發現於 2016 年(Song 

et al., 2017)。 

以現況而言，黑嘴端鳳頭燕鷗目前在浙江省韭山列島與五峙山列島的繁殖個

體數量最多，2018 年在這兩座島嶼上共有 77 隻黑嘴端鳳頭燕鷗成鳥，並成功孵

育出 25 隻幼鳥。加上該年在馬祖、澎湖與南韓的族群量，其世界族群量已突破

100 隻(Lu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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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分類地位 

黑嘴端鳳頭燕鷗屬鴴形目(Charadriiformes)、鷗科(Laridae)、燕鷗亞科(Sternini)

鳥類。在過去的觀察紀錄中有發現多次外型介於黑嘴端鳳頭燕鷗與鳳頭燕鷗

(Thalasseus bergii)的疑似雜交個體(Chen & He, 2011)，根據 Yang et al. (2018)的研

究，黑嘴端鳳頭燕鷗與鳳頭燕鷗應屬旁系群(sister group)，分化時間約在 75 萬年

前，兩者間的遺傳距離略低於 Thalasseus 屬中的其他物種。該文作者認為兩者的

雜交問題是過去黑嘴端鳳頭燕鷗保育工作上被忽視的一個威脅，但也指出以兩者

族群量的差異與生活史的重疊程度，幾乎無法避免雜交的發生。 

 

 

 

 

 

 

圖 2 2015 年在浙江省伍峙山列島拍攝到的疑似黑嘴端鳳頭燕鷗與鳳頭燕

鷗雜交個體，該隻個體為雌性並與鳳頭燕鷗交配產下一顆卵，但並未孵化。 

第二節 繁殖與生活史 

根據張壽華(2008)調查顯示黑嘴端鳳頭燕鷗於 5 月初便與鳳頭燕鷗抵達馬祖，

且與鳳頭燕鷗共用繁殖巢島，一巢只產一枚蛋，孵化期約 25-30 天，雛鳥約孵化

後 30-40 天便可飛行(僅有一巢的持續追蹤資料)。Chen et al. (2011)在浙江省五峙

山與韭山列島的觀察也指出，黑嘴端鳳頭燕鷗在浙江的繁殖地也與鳳頭燕鷗共用

繁殖島嶼，一巢僅產一顆蛋，孵化時間為 22-28 天，雛鳥孵化後至飛羽階段約 31-

35 天，與張壽華先生的觀察紀錄雖有出入但差距不大。兩篇研究都指出黑嘴端

鳳頭燕鷗與鳳頭燕鷗一起繁殖時，都是將蛋直接產在有短草的土坡地面上。參考

林于凱(2007)在澎湖小白沙嶼對鳳頭燕鷗的研究，鳳頭燕鷗主要是利用平坦(坡度

小於 15 度)的短草地繁殖，顯示植被高度與地形可能是鳳頭燕鷗選擇繁殖棲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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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因素。 

洪崇航(2019)在馬祖與五峙山列島收集鳳頭燕鷗與黑嘴端鳳頭燕鷗巢位資

料，發現鳳頭燕鷗偏好在坡度較緩、植被覆蓋度低且高度較高的位置繁殖，黑嘴

端鳳頭燕鷗僅偏好在鳳頭燕鷗巢位密度較高的區域繁殖。另根據 Chen et al. (2011)

在浙江省五峙山與韭山列島的研究結果，6 巢黑嘴端鳳頭燕鷗中有 5 巢與鳳頭燕

鷗混群繁殖， 6 巢都是位於坡度低於 30%、低植被覆蓋度的位置，與洪崇航(2019)

的研究結果相似。 

食性的部分，Chen et al. (2011)在五峙山列島曾分析黑嘴端鳳頭燕鷗育雛的

食物來源與覓食範圍，發現黑嘴端鳳頭燕鷗主要在繁殖島嶼周圍 5 公里的範圍內

覓食，以海洋上層小型魚類為食，主要為鳳鱭(Coilia mystus, 21.9%)、龍頭魚

(Harpodon nehereus, 18.7%)、其他鱭魚屬魚類 (Coilia spp. 15.6%)與小帶魚

(Eupleurogrammus muticus, 15.6%)等。 

第三節 族群趨勢 

根據張壽華(2008)與台北鳥會在 2008-2019 年的觀察紀錄，黑嘴端鳳頭燕鷗

每年於 5 月底至 6 月初抵達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與鳳頭燕鷗共用繁殖島嶼行群

聚繁殖。繁殖的地點每年並不固定，2000-2019 年間除了距離較遠的雙子礁外，

保護區內的其他 7 座島嶼都有繁殖群落出現的紀錄(表 1)。 

由於調查頻率、人員的變動，2000-2007 與 2008 年後馬祖的調查數量有較大

的差異，但在兩個時期中發現的黑嘴端鳳頭燕鷗成鳥數量雖有年間波動，但並無

顯著變化(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在幼鳥的部分，依據每年繁殖季末期觀察

到具飛行能力的黑嘴端鳳頭燕鷗幼鳥數量，發現近年的繁殖狀況較差，且在 2012-

2014 連續 3 年沒觀察到幼鳥(表 1)。 

表 1 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鳳頭燕鷗與黑嘴端鳳頭燕鷗成幼鳥年度觀察最大量

與繁殖島嶼 

年分 
鳳頭燕鷗 黑嘴端鳳頭燕鷗 

繁殖島嶼 
成鳥 幼鳥 成鳥 幼鳥 

2000 2440 8 4 中島 

2001 590 1 0 進嶼 

2002 2130 6 3 蛇山 

2003 2150 2 0 劉泉礁,進嶼 

2004 3400 6 3 白廟，鐵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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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1823 2 0 三連嶼 

2006 3180 6 3 三連嶼 

2007 3070 10 5 蛇山，三連嶼 

2008 3000 15 5 鐵尖 

2009 2556 14 3 三連嶼 

2010 5500 10 3 中島 

2011 3090 500 13 1 中島，鐵尖 

2012 1130 5 4 0 蛇山 

2013 3500 200 15 0 蛇山，鐵尖 

2014 4900 50 7 0 鐵尖，白廟 

2015 4803 1000 13 4 鐵尖 

2016 2600 50 15 0 蛇山，鐵尖 

2017 4730 1000 16 1 蛇山，鐵尖 

2018 1500 0 5 0 蛇山，鐵尖 

2019 4000 1000 11 3 鐵尖 

備註：假鳥誘引計畫開始於 2011 年，2011 年假鳥放置在中島與鐵尖，2012

年放置於蛇山與鐵尖，2013 後僅放置在鐵尖。2000-2007 年資料來自張壽華(2008)

與 Chen et al., (2009)，2007 以後資料來自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圖 3 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 2000-2019 年世界黑嘴端鳳頭燕鷗成鳥數量變

化趨勢(資料來源: 張壽華，2008；Song et al., 2017；洪崇航，2019；Lu et al., 2020) 

自 2011 年起，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與台北鳥會合作在馬祖列島燕

鷗保護區以鐵尖島為主要目標島嶼，執行社會招引與監測計畫，利用模型假鳥誘

引鳳頭燕鷗與黑嘴端鳳頭燕鷗到已佈置好監測器材並做好棲地營造的島嶼上繁

殖(洪崇航等，2016)。結果顯示除了 2014 與 2018 年外，主要的燕鷗繁殖族群都

位於假鳥放置的島嶼(表 1)，顯見社會招引技術對燕鷗繁殖地的選擇具有影響力。

在歷年的觀察中，鳳頭燕鷗與黑嘴端鳳頭燕鷗的混合繁殖族群大多僅在保護區中

的一個島嶼形成繁殖群落，但有幾年分散在兩個島嶼繁殖。其中 2011, 201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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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7 年在繁殖初期發生不明原因的大批棄巢，隨後在其他島嶼發現新的繁

殖群落。 

為了瞭解影響黑嘴端鳳頭燕鷗繁殖情形的因素，Hung et al. (2019)分析燕鷗

繁殖群落分散的特殊事件與每年襲擊馬祖的颱風頻度，加上保護區周圍的環境因

子(海水表面溫度與海水表面葉綠素濃度)，利用廣義線性模式(generalized linear 

model)分析 2004-2017 年期間，各項因素對黑嘴端鳳頭燕鷗每年的成幼鳥比例的

影響程度。模式顯示群落分散與颱風頻度是降低黑嘴端鳳頭燕鷗成幼鳥比例的重

要因子，而且，在 2008-2017 年間，群落分散與大批棄巢事件的高度相關

(Spearman’s r = 0.82, p = 0.004)，黑嘴端鳳頭燕鷗的成幼鳥比例在有發生群落分

散的繁殖年中顯著較低(t-test, p = 0.019)。Hung et al. (2019)推論燕鷗繁殖群落在

繁殖初期(5-6 月間)可能遭受干擾後移動至其他島嶼重新繁殖，新的繁殖群落在

時程上的推遲導致幼鳥孵化的時間恰好在颱風頻繁發生的 7-8 月期間，毛羽未豐

的幼鳥無法存活過颱風的強風與暴雨，間接導致繁殖成功率的低落。 

 

圖 4 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 2004-2017 年黑嘴端鳳頭燕鷗成幼鳥比例實際

值(實線)與 GLM 預測值(虛線)，模式預測參數包含截距、群落分散與颱風頻度(p = 

0.007, AICc = 48.11, weight = 0.37, Hung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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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威脅因素 

第一節 颱風與人為干擾 

Chen et al. (2015)在浙江的研究結果指出，人為撿蛋與颱風是過去造成黑嘴

端鳳頭燕鷗繁殖失敗的主因，且因人為撿蛋而在第一窩繁殖失敗的燕鷗，因再次

繁殖使得繁殖季延後，幼鳥孵化的時間與颱風頻繁發生的七八月重疊，導致繁殖

再次失敗。陳水華博士認為人為干擾與颱風為協同效應(synergistic effect)，且人

為干擾屬於觸發因素，若可控制干擾情形，應可有效降低颱風對燕鷗繁殖族群的

影響。 

同歷史威脅，類似陳水華博士研究中的協同效應情形也在馬祖發現，Hung et 

al., 2019 分析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 2004-2017 的黑嘴端鳳頭燕鷗繁殖情況，發現

群落分散與颱風頻度是降低黑嘴端鳳頭燕鷗成幼鳥比例的重要因子，雖發現與群

落分散與棄巢有關，但詳細的棄巢原因與機制仍不明，可能與島嶼周圍的人類活

動有關。 

第二節 捕食者 

目前並沒有黑嘴端鳳頭燕鷗被捕食的目擊紀錄，基於對其共域物種鳳頭燕鷗

的觀察，其主要的捕食者可能是猛禽、蛇與鼠類(洪崇航等，2016；馬志軍與陳水

華，2018)。2017 年在馬祖曾有攝影者拍攝到游隼(Falco peregrinus)在鐵尖島捕食

鳳頭燕鷗幼鳥的畫面(袁孝維，2017)，在浙江的五峙山列島與韭山列島也曾有游

隼的捕食紀錄(陳水華，私人通訊)。此外，在浙江沿海也發現俗稱臭青母的王錦

蛇(Elaphe carinata)是燕鷗巢蛋的重要捕食者，在 2016 年曾造成韭山列島鐵墩島

上的燕鷗繁殖族群棄巢，使得該年的招引計畫失敗(Lu et al., 2020)。 

第三節 海洋污染 

Chan et al. (2010)發佈的保育行動綱領中曾提到海洋污染可能是對黑嘴端鳳

頭燕鷗的潛在威脅，有多篇報導指出中國幾個河川出海口於春夏季頻繁發生的赤

潮現象(齊雨藻等，2003)，馬祖海域近年亦有「藍眼淚」的現象發生，但尚未有

此現象對鳥類或是海洋生態系的影響。除此之外，根據袁孝維(2016, 2017)在馬祖

的研究結果，鳳頭燕鷗成鳥和幼鳥胸羽中的重金屬鋅和鉛濃度已經超過危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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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ger and Gochfeld 2004)，而幼鳥胸羽中的鋅和砷濃度顯著高於成鳥胸羽中的

濃度，顯示來源可能是繁殖島嶼周圍的海域，可能為馬祖地區潛在的污染物，應

持續監測污染物對燕鷗族群造成的影響。 

第四節 食物資源 

目前僅有間接的證據顯示馬祖周圍海域的葉綠素濃度和鳳頭燕鷗族群數量

有顯著的正相關，可能暗示燕鷗的繁殖族群數量受限於周遭海域的初級生產力

(Hung et al., 2019)。根據邵廣昭 2010 的研究，在馬祖海域採集到的魚類與過去的

紀錄相比有小型化的現象，顯示魚類資源量遭受破壞，且在該篇報告中也發現馬

祖海域大部分魚種之產卵期主要為春夏季(約 3-8 月)，與燕鷗的繁殖季節重疊。 

第五節 雜交 

過去在浙江、馬祖與閩江河口都曾有攝影人士拍攝到羽色較為黯淡的黑嘴端

鳳頭燕鷗，疑似為與鳳頭燕鷗雜交的後代。Yang et al. (2018)最新的研究指出兩種

鳳頭燕鷗的親緣相近，在研究中也發現第三代的雜交種，過低的族群量與雜交的

問題可能是未來黑嘴端鳳頭燕鷗保育工作上的一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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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保育行動 

透過分析黑嘴端鳳頭燕鷗現況、所受威脅、相關調查研究及歷年國內外文獻

等，以穩定黑嘴端鳳頭燕鷗的繁殖狀況，並以確保未來全球黑嘴端鳳頭燕鷗的繁

殖族群穩定成長等為目標願景，以下就：(1)法令管理與執法、(2)研究監測、(3)

保護區保育作為、(4)教育宣導、(5)國際交流，五大面向說明黑嘴端鳳頭燕鷗保育

作為的現況以及未來工作重點如下。 

第一節 法令管理與執法 

一、 檢討保護區範圍 

應針對黑嘴端鳳頭燕鷗於繁殖季期間所需進行經營管理之海洋資源與其範

圍，檢討目前以島嶼周圍 100 公尺為界之保護區範圍是否足夠該物種順利繁衍。 

二、 巡護執法 

目前馬祖燕鷗保護區之巡護工作，縣政府為避免燕鷗保護區遭受人為不法破

壞或干擾，經常性地委託民間機構於燕鷗繁殖季期間 5-8 月，調查燕鷗族群期間，

同時協助燕鷗保護區之巡護工作及通報，若有發現違反規護區規定事項，會立即

通報主管機關進行後續處置。 

此外，就現階段最優先須排除之人為干擾，海保署已協請海巡署儘量於勤務

許可狀況下，加強馬祖燕鷗保護區之巡護工作，後續評估夜間巡護之可行性。未

來將透過「海洋保育在地守護計畫」等方式，與馬祖地區適當之在地民間團隊，

共同合作於繁殖期間進行巡護工作。 

第二節 研究監測 

一、 繁殖地調查與保護區劃設 

確認馬祖、澎湖與金門等離島地區非保護區之無人島礁是否有黑嘴端鳳頭燕

鷗或鳳頭燕鷗繁殖，若有穩定之繁殖族群，則應設置保護區或規劃監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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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監測食物資源與海洋環境 

繁殖島嶼周圍海域的資源監測研究，包含魚類資源、海洋廢棄物與海洋物化

環境的長期變遷趨勢，評估氣候與漁業資源變遷對保護區的影響，並釐清繁殖失

敗原因。 

第三節 保護區保育作為 

一、 棲地改善與假鳥誘引 

馬祖的燕鷗誘引工作起始於 2011 年，由新竹鳥會的黃麟鳴先生參照鳳頭燕

鷗外型利用聚酯樹脂(polyester resin)製作假鳥模型，擺放島嶼的選擇主要依據為

2000-2010 年間繁殖島嶼使用次數、燕鷗數量與各島嶼距本島的距離(社團法人台

北市野鳥學會，2011)，模型假鳥的擺設可成功吸引鳳頭燕鷗前來目標島嶼繁殖，

進而吸引黑嘴端鳳頭燕鷗前來繁殖。此工作可持續進行。 

此外，2016 年在鐵尖島上發現鼠群已入侵繁殖地，應在其建立穩定族群前

儘速移除。 

二、 科技監控 

可使用無人機或即時影像監控設備，提升燕鷗繁殖量調查之準確率，並降低

人為干擾的機會。 

三、 擴充繁殖島嶼 

以目前基於假鳥誘引的保育策略而論，長期誘引燕鷗群聚於固定地點繁殖存

在吸引更多的天敵聚集與疾病傳染的潛在風險，未來應以分散或輪替的方式營造

其他適合保育經營的島嶼方可降低因天敵、天災或疾病引起的覆滅危機。 

第四節 教育宣導 

一、 推廣友善賞鷗守則 

近年來，臺灣各離島積極推廣賞候鳥之旅遊活動，其中與海鳥相關的主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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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燕鷗季（六至九月）及澎湖貓嶼賞鷗季（六至八月）。為了減少人類觀光活

動行為造成野生鳥類傷害，可透過宣導方式推廣友善賞鷗守則，讓民眾透過正確

賞鷗方式對於黑嘴端鳳頭燕鷗等海鳥更加認識與了解，進而產生愛護保護之心。 

二、 培訓地方巡守人員 

可與在地社區或是 NGO 共同合作辦理燕鷗保育工作坊，針對地方巡守人員

擬訂巡守人員培訓課程，培訓在地志工進行燕鷗繁殖調查巡守，工作坊可邀請國

內具燕鷗保育工作執行經驗的講師分享相關知識與經驗，透過課程讓參與民眾了

解燕鷗的生活史與目前遭受的威脅，室外課程安排前往戶外觀察解說與實際操作

調查方法，培訓人員能成為燕鷗巡守調查志工，課程內容可納入燕鷗生活史、燕

鷗繁殖族群調查方法、燕鷗繁殖族群野外調查與棲地復育實作等。 

第五節 國際交流 

一、 辦理及參與黑嘴端鳳頭燕鷗保育研討會 

黑嘴端鳳頭燕鷗為跨國遷徙物種，且為國際關注物種，目前僅於我國、中國

及韓國等地有繁殖族群出現，透過各國持續連繫、定期資訊分享，並輪流主辦相

關的研討會，促進各國保育經驗及共同合作，不但能提供實際研究人員參考，也

能透過相關資訊發布讓民眾關注黑嘴端鳳頭燕鷗保育的重要性，有助於黑嘴端族

群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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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黑嘴端鳳頭燕鷗保育行動方案 

工作

面向 
保育行動 

優先性

(1 最優

先) 

短中長

程/經常

性 

2022 2023 2024 2025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一、法令管理與執法 

檢討

保護

區範

圍 

檢討目前以島嶼周圍

100 公尺為界之保護區

範圍是否足夠該物種順

利繁衍。 

2 經常性     

連江

縣政

府 

海保

署 

巡護

執法 

於燕鷗繁殖季期間5-8月

進行巡護工作，若有發現

違反規護區規定事項，主

管機關應進行後續處置。

並加強馬祖燕鷗保護區

之巡護工作，須排除之人

為干擾。 

1 經常性     

連江

縣政

府 

海保

署、

海巡

署 

二、研究監測 

繁殖

地調

查與

保護

區劃

設 

確認馬祖、澎湖與金門

等離島地區非保護區之

無人島礁是否有黑嘴端

鳳頭燕鷗或鳳頭燕鷗繁

殖，若有穩定之繁殖族

群，則應設置保護區或

規劃監測計畫。 

3 長     

連江

縣政

府 

海保

署 

監測

食物

資源

與海

洋環

境 

繁殖島嶼周圍海域的資

源監測研究，包含魚類

資源、海洋廢棄物與海

洋物化環境的長期變遷

趨勢，評估氣候與漁業

資源變遷對保護區的影

響，並釐清繁殖失敗原

因。 

3 長     

連江

縣政

府 

海保

署 

三、保護區保育作為 

棲地

改善

與假

鳥誘

引 

利用模型假鳥擺設吸引

鳳頭燕鷗前來目標島嶼

繁殖，進而吸引黑嘴端鳳

頭燕鷗前來繁殖。 

此外，應在其建立穩定族

群前儘速移除潛在鼠害。 

1 經常性     

連江

縣政

府 

海保

署 

科技

監控 

使用無人機或即時影像

監控設備，提升燕鷗繁

殖量調查之準確率，並

降低人為干擾的機會。 

1 經常性     

連江

縣政

府 

海保

署 

擴充

繁殖

島嶼 

未來應以分散或輪替的

方式營造其他適合保育

經營的島嶼方可降低因

天敵、天災或疾病引起

1 經常性     

連江

縣政

府 

海保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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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覆滅危機。 

四、教育宣導 

推廣

友善

賞鷗

守則 

宣導推廣友善賞鷗守則，

減少人類觀光活動行為

造成野生鳥類傷害， 

2 經常性     

連江

縣政

府 

海保

署 

培訓

地方

巡守

人員 

與在地社區或是 NGO 共

同合作，培訓在地志工進

行燕鷗繁殖調查巡守 

2 經常性     

連江

縣政

府 

海保

署 

五、國際交流 

參與

黑嘴

端鳳

頭燕

鷗保

育研

討會 

透過具繁殖棲地之各國

持續連繫、定期資訊分

享，並輪流主辦相關的研

討會，促進各國保育經驗

及共同合作，並透過相關

資訊發布讓民眾關注黑

嘴端鳳頭燕鷗保育的重

要性。 

2 經常性     
海保

署 

連江

縣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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