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地常見四種鶯科鳥類概況評估 
從平地到低海拔常見的鶯科有四種，分別為褐頭鷦鶯、灰頭鷦鶯、棕扇 

尾鶯及黃頭扇尾鶯，後兩種又俗稱為「錦鴝」，民間鄉土則統稱這四種鳥 

類為「芒噹丟仔」。其實這類稱呼大都以褐頭鷦鶯為主，因為牠的數量較 

多，常活動於低海拔一些不適合耕作的畸零地，或被長草植被所覆蓋的休耕 

地；常於菅芒草叢中穿梭，飛行時不斷的上下擺動尾羽狀極可愛，尤其菅芒 

花開時恰逢其繁殖季，活動能力更甚，因喜停棲菅芒枝頭而得名。文、圖／李文化 

 

壹.四種鶯科鳥類簡介…………………… 

●褐頭鷦鶯(Prinia subflava) 

體長約 15cm，雙翼展開長約 14cm，雄鳥較

雌鳥大些。夏羽，雄鳥嘴幾乎全黑，雌鳥嘴尖部

也有黑色但較短。背至尾羽大致褐色但有灰黑斑

條紋，腹部較白黃色；臉頰、胸側淡黃褐色，尾

羽很長但較冬羽時短，是否與繁殖期進出巢位有

關尚待查證。冬羽大致同夏羽，但雄鳥的嘴黃褐

色只尖部微黑，雌鳥則幾乎看不見黑色，尾羽較

夏羽長但不見灰色，腳赤肉色。振翅飛翔時常有

「嗶波…嗶波」的聲音出現，常發出單音「啼…

啼…啼」 的鳴叫聲。 

●灰頭鷦鶯(Prinia flaviventris) 

體長約 14cm，雙翼展開長約 13cm，雄、雌

鳥沒有明顯差異。頭頂灰黑色，背部暗褐色，腹

及尾部覆羽較接近污黃色，尾羽長但較褐頭鷦鶯

短，黃褐色，有不明之橫斑紋。臉至喉部污白色，

眼先暗灰色有細條白眉斑，嘴黑色，腳橙黃色。 

●棕扇尾鶯／錦鴝(Cisticola juncidis) 

小型鳥，體長約 10-12cm，雙翼展開長約

13cm。背部黑褐色，羽緣及腰黃褐色；夏羽縱斑

較冬羽不明顯，尾羽末端灰褐色內側有白黑節

斑，冬尾羽較夏羽長。臉到腹部為黃白色，有過

眼線，嘴淡褐色，腳淺黃褐色。飛翔時常發出似

「嘁嚓、嘁嚓…..嘀嘀」的鳴叫聲，尾羽張開呈扇

形，作波浪狀飛行。 

●黃頭扇尾鶯／白頭錦鴝 (Cisticala exilis) 

體長約 9-10cm，雙翼展開長約 12cm，在這

四種鶯科鳥類裡，以牠的雌雄體色差異較大，也

只有黃頭扇尾鶯的雄鳥不幫忙抱蛋、育雛。繁殖

季時，雄鳥頭頂至後頸乳白色，類似冠羽，背羽

暗褐色有黑條紋斑點，尾羽灰黑色，尾端白褐色，

有黃白色過眼線，腹、胸黃白色，兩側顏色較濃，

嘴灰褐色但下唇顏色明顯較淡，腳為肉褐色。雌

鳥顏色與雄鳥大致相似，但頭頂黑褐色條紋像西

瓜皮紋路較特殊。雌鳥比雄鳥略小，雄鳥冬羽似

雌鳥。 

貳.築巢環境的比較……………………… 

●褐頭鷦鶯(Prinia subflava) 

褐頭鷦鶯在南台灣的繁殖期為 3-8

月，築巢於離地 0.5-1.2 公尺的芒草或矮樹叢中，

利用草莖固定，並用芒草撕成細條狀編織成橢圓

灰頭鷦鶯 

褐頭鷦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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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形巢，出入口在頂端的側面，因狀似麻布袋，

故有人稱之為布袋鳥。 

●灰頭鷦鶯(Prinia flaviventris) 

灰頭鷦鶯的棲息地環境比褐頭鷦鶯更低，在

南台灣很少在海拔 600 公尺以上見到牠，生活環

境大都選擇在草叢中，入侵農耕地則還沒觀察有

此記錄。擁有似羊叫聲「咪…咪…」的單音調，

更有急切抖動的鳴叫，而且連續多次重複。在南

台灣的繁殖期同是 3-8 月，築巢高度與習性類似

褐頭鷦鶯，但巢材不一樣，牠較習慣使用花絮混

草葉相互搭配，巢的形狀也沒有褐頭鷦鶯那般長

條，但同開口於上方側面。這種鳴叫聲及求偶期

的特殊行為，在繁殖季結束時同時消失，故繁殖

期好像數量蠻多的，到了秋冬季因行為改變，發

現較不易，頓時數量好像減少許多。 

●棕扇尾鶯／錦鴝(Cisticola juncidis) 

每年 3-8 月為繁殖期，築巢位於草叢及剛收

割稻田抽新芽之稻稈中間，巢材大都為芒草葉、

花絮及蜘蛛網，巢為橢圓形，巢口朝天。 

●黃頭扇尾鶯／白頭錦鴝 (Cisticala exilis) 

每年 3-8 月為繁殖期，雄鳥會高飛急速俯衝進

入草叢或停棲高點鳴叫以引誘雌鳥，另則宣示領

域。通常大約 100 坪左右會有一隻雄鳥及 3-4 隻

雌鳥，領域內只允許雌鳥加入，不准其牠雄鳥進

入，否則會馬上追逐出域。雄鳥會幫雌鳥築巢、

獻食物、交配，其它家事全交給雌鳥，雄鳥則努

力在領地內固守遺傳基因。大都築巢於草叢中，

巢材比棕扇尾鶯更喜好花絮及蜘蛛網夾雜草葉編

織而成，離地都不超過一公尺，巢似棕扇尾鶯但

巢口較頂側。 

參.針對食物供給比較蛋數……………… 

●褐頭鷦鶯(Prinia subflava) 

褐頭鷦鶯每巢下 3-5 顆蛋，但以 4 顆最多，

蛋水綠色有黑褐色污斑，大小約 10×15mm。抱蛋

期約 10-12 天，幼鳥破殼到開眼大約 3-4 天，而

離巢則大都 10 天左右。曾記錄最早 9 天幼鳥數 1

隻，最遲 14 天幼鳥數 4 隻，由此可見幼鳥的多寡、

食物量及天候因素，都影響幼鳥成功與否及離巢

天數、數量，當然天敵也不能排除在外；入侵耕

地繁殖不確定因素就更多，幾乎常與時間賽跑，

其中以棕扇尾鶯的狀況最明顯，因巢位大部分是

棕扇尾鶯                                                      黃頭扇尾鶯♂       褐頭鷦鶯的巢狀似麻布袋

灰頭鷦鶯的鳥巢 



 

     

換作的稻田耕地。褐頭鷦鶯通常棲息於低海拔以

下的草叢、稻田作物間，不停地在稻莖或草叢間

跳來跳去，有時會停棲電線、牆上或枝頭上。以

昆蟲為主食，繁殖期記錄到的食物有蜻蜓、蝗蟲、

蛾及蝶類的幼蟲、蟬、蛛蜘…等，以蛛蜘為最多，

這可能與蜘蛛數量較多且容易捕食有關。 

●灰頭鷦鶯(Prinia flaviventris) 

每巢下 3-5 顆蛋，大多 4 顆，顏色為橙紅色

無斑點，大小約 11×15mm。抱蛋期 12-14 天左右，

幼鳥破殼到開眼同為 3-4 天，但離巢則記錄到的

最快 12 天幼鳥 3 隻，最遲 15 天幼鳥 4 隻(這巢碰

巧遇到六天連續下雨，是否有影響不知？)因其巢

數記錄不多較難比較天候、時間、月份，只能單

純做觀察記錄。繁殖期記錄到的食物也是以昆蟲

為主，蛛蜘最多，但較少蝶類與蜻蜓，是剛好周

圍環境缺少這些食材或是另有覓食偏好，只能留

待後續觀察再補足。 

●棕扇尾鶯／錦鴝(Cisticola juncidis) 

築巢位於草叢及剛收割稻田抽新芽之稻稈中

間，因巢材大都為芒草葉、花絮及蜘蛛網，若雨

量較多，巢材吸水量高，蛋受不了長時間潮濕及

淹水而壞死、棄巢，繁殖成功率就明顯下降。蛋

產量約 3-5 顆，通常 4 顆較多，94 年曾記錄到 8

顆，但後來因豪雨而棄巢沒完整記錄。蛋乳白色

有似血色污斑，大小約 15×10mm。棕扇尾鶯雌雄

較難分辨，曾針對 6 個巢位以產卵時去分辨雌

鳥，但都沒有可證明的特徵，如第二對雌鳥腹部

較雄鳥白，但一、三、四對則沒有此情況。 

棕扇尾鶯係雄、雌鳥共同築巢、孵卵、育雛，

孵蛋期從下第一顆蛋開始大約 11-15 天，但從破

殼天開始，會因數量、食物及干擾情況約 10-16

天離巢。以捕食草叢間昆蟲為主食，如蜘蛛、小

甲蟲、蝶類等。餵食大都會平均餵食，曾有一次

離巢日，五子登科同棲於一枝頭上，餵食五回合，

均依順序餵食，而且雄、雌鳥不同時回來餵食，

卻從沒有跳過順序或重複。但在食物充裕的情況

下，索食愈兇的幼鳥則會獲得愈多食物，然因幼

鳥本身較小，很難去比較體重及成長上的差異。

離巢會因干擾程度及天候因素有所改變，好比氣

候不佳，雖然幼鳥有能力離巢，但也會被迫延後；

或是農民於田青(綠肥)過於茂盛有所動作時，則

會視親鳥警覺情況提前 1-2 天離巢，因礙於離巢

後幼鳥很難掌握，無法比較存活率；也有可能因

巢內有 4-5 隻幼鳥，但因巢位太小而提前離巢，

但大都會找離巢位最近的枝頭或稻稈停棲，以方

便親鳥餵食。幼鳥一旦離開巢位後，白天幾乎不

可能回巢，夜裡雖有停棲巢位的情況，一有狀況

即各自穿離現場；會短暫飛行，但大部分是在草

叢中急速穿行，讓天敵不易察覺行跡，是存活的

致勝關鍵，幾乎台灣鶯科留鳥都大同小異。 

錦鴝較其牠鶯科鳥類有較明顯差異的行為是

在「停棲行為」，如係軟質草稈，常有雙腳開岔抓

住不同稈材的習慣。其它諸如餵食結束，會為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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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清理糞便及視糞便的可利用價值自行吞食或攜

至遠處拋棄，則與其牠鷦鶯等沒有兩樣。 

●黃頭扇尾鶯／白頭錦鴝 (Cisticala exilis) 

每巢下 3-4 顆蛋，蛋淺水藍有褐色污斑，大

小約 11×15mm。抱蛋期約 12 天，破殼同樣 3-4

天，雛鳥張開眼晴約 13 天離巢。繁殖季發出「咪—

鬼哩」似的叫聲，冬天則不鳴叫，黃頭扇尾鶯與

棕扇尾鶯的尾羽，冬羽都比夏羽長，這可能與繁

殖季進出巢位的方便性有關，食物也大致相同。 

從以上四種鶯科鳥類我們可歸納幾點：牠們

大都活動在草叢及休耕農地中，食材、習性相同，

最重要是在牠們的食物中，昆蟲與蜘蛛的比重相

當高，故農耕地裡鶯科鳥類愈多，將有助於抑制

有害昆蟲的成長，對農民也有所助益。 

肆.天氣與破殼存活率之分析………… 

因四種鳥就屬褐頭鷦鶯與棕扇尾鶯的族群體

較多，所以 2007 年與 2008 年依繁殖的高峰期 5

月 15 日至 6 月 15 日，同期找六個巢位來做比較。 

褐頭鷦鶯 
年份 雨天數 總蛋數 破殼數 離巢數

2007 16 天 23 顆 18 顆 14 隻 
2008 10 天 22 顆 17 顆 15 隻 

棕扇尾鶯 

年份 雨天數 總蛋數 破殼數 離巢數

2007 16 天 24 顆 12 顆 8 隻 

2008 10 天 22 顆 18 顆 12 隻 

同期，灰頭鷦鶯巢位各一離巢，2007 年 2pc、

2008 年 3pc。黃頭扇尾鶯各找兩個巢位，2007 年

1pc、2008 年 2pc，離巢雛鳥都是個位數。 

巢材確實在天候因素下，會對巢內的蛋與已

破殼的雛鳥有所影響，而選擇巢材似乎在物種演

化過程中，對族群數量有決定性影響。 

 

 

 

整理／楊玉祥、謝季恩

秧 雞 科 (Family Rallidae) 屬

於鶴形目(Order Gruiformes)，其共同特徵是體型

圓胖，尾羽短，常上翹，腳略長、趾甚長，善於

水邊行走或游泳、潛水；但秧雞科的鳥類通常飛

行能力較差，活動時以地面行走或水面游動為主

要的方式。 

秧雞科的鳥類習性極為機警羞怯，受驚擾時

除快速奔跑藏匿外，亦常採低飛方式逃逸；繁殖

期時，通常築巢於水岸邊的草叢中(白腹秧雞築於

水邊樹上)，幼鳥為早成性。 

雖然許多秧雞科的鳥類在日間亦會活動覓

食，但大部分均以夜行性為主；牠們的食性為雜

食，經常於水邊啄食植物種子、嫩葉，或在上頭

尋覓昆蟲、螺類為食，亦會捕食魚類。在野外辨

別上，體型較大的紅冠水雞、白腹秧雞和白冠雞

辨識起來並不難，但其牠種類則因為習性較隱

密，或有一些是稀有過境鳥、迷鳥，十分不容易

見到，建議鳥友可依整體顏色先將秧雞分為三大

類，然後再仔細比對嘴喙、腳部和背、腹的顏色、

斑塊或紋路。 

體藍紫帶有光澤 

Porphyrio porphyrio  
體型 45-50cm；迷鳥 

‧嘴及額板紅色 
‧頭側、喉灰白色，略帶藍色 
‧全身藍紫、尾下覆羽白色。 

‧台灣僅有一筆記錄，可能為迷鳥 
‧於非洲、東南亞至澳洲皆有廣泛分布。

小撇步



 

    

背面暗／黑褐色，或全身都為暗／黑褐色 

Amaurornis phoenicurus 

體長 29cm  
留／普 

‧嘴黃綠色，上嘴基部紅色 
‧臉至腹部白色、腳黃綠色 
‧背灰黑、腹面白，下腹至尾下覆羽栗

褐色，對比明顯、容易辦認。 

‧出現於平地至低海拔稻田、沼澤…等

水域，記錄顯示分布上限約為 800 公尺。

‧常於夜間或黃昏發出重複且似「苦哇、

苦哇、苦哇…」的叫聲，響亮而持續。

Gallicrex cinerea 
體長 35cm  
夏／不普 
 

‧嘴黃，有紅色、突出額板，腳黃綠色

‧雄鳥額板紅色，後方自頭頂突起似雞

冠。覆羽、翼羽的羽緣褐色。 
‧雌鳥較樸素，背黃褐色、具鱗狀斑，

腹面較淡，有暗色細斑紋。 

‧夏季常單獨或成對出現，繁殖於平原

稻田、草澤等長草區域。 
‧隱密性極高，繁殖季會於晨昏發出響

亮、似「董─ 董─」或「扣、扣」的鳴

叫聲。 

Gallunula phoenicurus 

體長 33cm；留／普 

‧嘴連額板為紅色、嘴端黃色。 
‧腳黃綠色、背暗褐色，腹面深黑色。

‧脇有白色側帶、尾下覆羽有白色大斑

‧群居性，常小群活動水域或附近的草

叢地帶。善泳，浮游於水面時常翹動尾

羽。採合作繁殖策略。 

Fulica atra 
體長 40cm；冬／不普 

‧頭冠連嘴喙為白色，腳暗綠色。 
‧通體灰黑色，初級飛羽末端白色(僅飛

行時可見)。趾間有半蹼 

‧常於冬季成小群或單獨出現於低海拔

至平地之池塘、湖泊及魚塭…等開闊的

水域，善潛水。 
嘴鉛黑色、背綠褐色、臉部至胸為栗紅色 

Porzana fusca 
體長 20cm 留／普 

‧腳紅色。 
‧背呈橄欖綠，額至前臉、頸側至上腹

栗紅色，尾下腹羽有黑白細橫斑。 

‧通常單獨或成對出現於低海拔水田、

河畔、蘆葦叢等環境。 

Rallina eurizonoides 
體長 25cm 
留／稀，特有亞種 

‧腳灰綠色，頭、頸至上胸紅褐色。 
‧下胸至尾下腹羽具黑白橫紋。 
‧常於夜晚發出「呼．呼．」的鼻音聲，

似黃嘴角鴞。 

‧生活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之森林邊緣

底層、灌叢與山溝，常於黃昏或陰天活

動。為台灣少見主要分布於山區的秧雞。

背面綠褐色，腹面鼠灰色或不帶紅色 

Rallus aquaticus 
體長 29cm 過、留／稀 

‧嘴亮紅色、略長，嘴鋒黑色。 
‧背部成橄欖褐色，帶有黑色細斑，臉

藍灰色，尾下腹羽具黑白橫斑。 

‧常單獨出現於稻田、沼澤，性隱密，

通常於晨昏出沒。 
‧僅蘭嶼有繁殖留鳥族群。 

Gallirallus striatus 
體長 25cm  
留／稀，特有亞種 

‧嘴桃紅色、略帶暗色，略長。 
‧頭頂至後頸紅褐色；背灰褐色有白斑

‧臉至胸、頸灰色，略帶藍色，胸以下

暗色有白色細紋路。 

‧單獨或成對活動於水田、埤塘或紅樹

林潮溝邊緣。 
‧善泳，飛行能力弱，拍翅緩慢。 

Porzana pusilla  
體長 18cm；迷 

‧嘴黃略短，腳黃。背褐色，有黑白 雜斑

‧臉至上腹鼠灰色，有褐色過眼線。 
‧腹至尾下覆羽有黑白橫斑。 

‧迷鳥，野外記錄甚少，多單獨出現於

稻田、埤塘濕地等近水草及灌叢間。 

Porzana cinerea 
體長 20cm 
過／稀 

‧嘴黃色、略細長，基部有紅色斑點。

‧背橄褐色，具黑色斑紋。 
‧臉至頸側、胸灰色，過眼線黑色，上、

下各有白線。腹以下土黃色，脇黃褐色

‧通常單獨出現於埤塘、沼澤、菱田等

水域之草叢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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