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話鳥類學」 

鳥蛋外傳 
－ 白頭老翁 －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是一個自古以來爭論不休的話題，不過不管如何，總該要有個起頭，

今天就從鳥蛋開始談起。 

生蛋不是鳥類的特權，千百萬年來在脊椎動物裡面舉凡魚類、兩生類、爬蟲類、鳥類等都是以

「生蛋」的方式來繁衍後代（也就是卵生），早期的哺乳類也會生蛋，甚至直至今天，單孔目

（monotreme，如鴨嘴獸、針鼴之類）的哺乳類也還是採生蛋的方式來繁殖。卵生和一般哺乳類

的胎生不一樣，胎生是把胚胎懷在媽媽的肚子裡，讓胚胎在母體裡吸收母體所提供的養份，慢慢發

育為成熟的幼體後再生出來；卵生則是一次就把胚胎成長所需要的養份完全打包外帶，以蛋的方式

生出來，讓胚胎利用蛋內的養份自己發育長大，不像胎生動物還要媽媽挺著大肚子辛苦好一陣子。 

所有的鳥類都採卵生，畢竟把小寶寶懷在肚子裡飛起來實在不方便。平常雞蛋、鴨蛋看多了，

不覺得有什麼稀奇，但若認真來檢視各式各樣的鳥蛋，就會發現不同的鳥蛋各自有不同的大小、型

態、色澤及質感，千變萬化，實在是一種迷人的東西，鳥類學家們還為此特別發展出一個獨立的學

門，就叫做「鳥蛋學（Oology）」。 

 

一、蛋的構造 

蛋是由卵細胞發育而成，當雌鳥體內卵細胞發育成熟時，會從卵巢中釋放出來，在細長的

輸卵管中經過九彎十八拐的螺旋沉降，陸續包裹上由蛋白腺所分泌分來的蛋白和蛋殼腺所分

泌出來的蛋殼，並塗上色素分泌細胞所提供顏料後，從泄殖腔產出，就是一顆我們日常所吃的

蛋。若配合與雄鳥交配時間，從卵巢中釋出的卵細胞會在輸卵管的傘部和精細胞結合，形成受

精卵。和其他動物的蛋不同的是鳥類會生出一個具有硬殼的蛋，如果我們把蛋殼打開，可以看

到裡面有蛋黃和蛋白，就如同我們日常吃的雞蛋一樣。在不同的鳥種間蛋黃和蛋白的比例各自

不同，極富變化。下面我們就由外而內一一來介紹。 

從事科學研究的人，經常會寫一些艱澀難懂的論著，叫人難以下嚥，而他們卻樂此不疲，就如同醫師們總喜

歡寫一些大家都看不懂也看不清楚的病歷及處方簽，因為這才顯得出學問。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宣示

領域的表現，而他們正在為捍衛他們的領域而努力。 

「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本白頭老翁自己不懂得科研，但仍抱持著「以鳥學興亡為己任，置個人臉皮於度外」

的態度，努力地把手邊的資料整理成「白話鳥類學」，以期提供給鳥友們鑑別以外的遨翔空間。特別要強調的是本

「白話鳥類學」裡所寫的資料，完完全全地來自他人文章，完完全全地拾人牙慧。東抄西抄，實不敢掠人之名，

只能說是集諸子百家之大成，這或許也能和 Mr. Confucius的「述而不作」千古輝映一下下吧。 

換個說法，也就是說本專欄內若有任何謬誤，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概與本人無關，冤有頭，債有主，隨

人造業隨人擔。不過話說回來，有時難免也會有翻譯或打字錯誤的情況發生。所以，若真發現本專欄內資料有任

何謬誤，煩請務必告知，以便更正，以免自誤誤人；若有其他可以討論的鳥類學話題，也歡迎大家一起來討論，

當然若有其他鳥類學大作願與大家分享，也歡迎來信與我聯絡，目前我借有屏東鳥會的信箱聯絡，歡迎大家共同

來討論「白話鳥類學」。 



蛋殼－堅硬的蛋殻是蛋最外層的保護，蛋殼的主要成分是由碳酸鈣參上少許的蛋白質所形成，

再細分的話還可分成角質層、柵狀層、乳頭層。 

蛋殼厚度差異很大，跟種類、營養、季節、年齡甚至蛋殼的位置都有關，某些藥物、疾

病、污染、環境變化或營養失衡也會影響蛋殼的厚質、在同一個產蛋週期內先生出來

的蛋，蛋殼也會比較厚，主要是因為在產蛋後期，產出的蛋會比較大，母鳥體內的鈣

質補充無法跟得上所致。 

俗話說「雞蛋再密也有孔」，其實不只有孔，簡直跟篩漏差不多。一個雞蛋大約有 10,000

個氣孔，但分佈並不均勻，鈍端會較銳端來得多。蛋殼的多孔結構對發育中的胚胎極

為重要，胚胎所需的氧氣就是通過這微孔擴散進來，胚胎代謝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和水

分也是通過這些微孔排出。剛生出來的蛋氣孔會被角質層封閉，隨著產出的時間慢慢

敞開，以作為氣體交換及水氣散出的管道。 

蛋殻膜－蛋殻膜介於蛋殻與蛋白之間，主要是由蛋白質絲構成緊實的網狀構造，可分為外殼膜

及內殼膜兩層。蛋殼膜除可過濾微生物的侵入，保護蛋白避免受污染外，更是塑成蛋

的形狀的主要關鍵。 

氣室－蛋在產出體外後，由於蛋黃及蛋白的冷縮現象，空氣經由氣孔進入，使內外殼膜分離，

形成氣室。由於鈍端的氣孔較多，氣室也都在鈍端形成。剛生出的蛋氣室較小，隨著胚

胎的成長，消耗蛋內的養分，氣室也逐漸增大。一般的市場賣的雞蛋沒有胚胎發育問題，

但如果放太久，氣室也會因水分的蒸散而增大，也就是說氣室如果太大，就表示這顆蛋

不新鮮了。  

蛋白－蛋白是一種透明的半液態物質，具有防震、保濕…等保護胚胎功能。蛋白依濃度差異，

可分為內濃蛋白、內稀蛋白層、外濃蛋白層及外稀蛋白層等四層。蛋白中含有胚胎發育

所需要的酵素及無機鹽類，可提供胚胎發育之所需。蛋白中的溶菌酵素並可延長蛋的保

存期限。 

繫帶－在蛋黃長軸的兩邊各有一條繫帶，繫帶是由蛋白質絲所組成，蛋在母體內形成之初並沒

有繫帶，滾落沈降到輸卵管末端時，由於蛋的轉動才形成。在蛋黃兩端的繫帶扭轉的方

向相反，所以也不會轉過了頭。繫帶具有固著蛋黃的功能，好讓蛋黃懸浮在蛋白中間，

避免沾黏。如此一來蛋黃就可以轉動，即使親鳥翻動鳥蛋，蛋黃上的胚盤仍可以朝上承

受親鳥孵蛋的溫度。繫帶除了可以固著蛋黃外，連接鈍端的那一條連接著氣室，也扮演

著交換氣體的功能。 

蛋黃－蛋黃就是當初從卵巢釋放出的成熟的卵細胞，我們看到（吃到）的蛋黃絕大部分是為供

胚胎發育的營養物質，細胞核和大部分細胞質集中在蛋黃表面的小白點；而外面包裹具

彈性的卵黃膜就是細胞膜。我們吃鹹蛋黃時若稍加注意，可發現它是一層一層的，若放

大來看，可得知蛋黃是由較厚的黃色層及較薄的白色層交替重疊包覆而成，核心是含脂



量較低的白色層。這說明了蛋黃雖然都是由極富營養的卵黃素所組成，但由於卵巢裡的

蛋黃在形成之初，母鳥攝取食物的不同，造成所儲存的色素及油脂量也有所不同。日間

母鳥進食，所形成卵黃層較厚，葉黃素的沈積也較多；夜間不進食，所形成卵黃層自然

較薄，葉黃素的沈積也較少，就這樣形成色澤深淺相間的層狀構造。如果母鳥所攝食的

葉黃素或類胡蘿蔔素較多，卵黃層的層次也就越明顯，蛋黃的層數也就像樹木的年輪一

樣，可用來測定蛋黃形成所需的時間。 

 

二、產卵 

以一般飼養的母雞為例，一顆蛋從卵子離開卵巢進入輸卵管，到從泄殖腔排出大約需要

24-26 小時。輸卵管蜿蜒曲折，大略可分成五個不同部位，各有其功能，茲分述如下： 

喇叭口─卵細胞發育成熟後受體內黃體成長激素的影響，刺激從卵巢裡排出，第一站是喇叭

口（又稱「漏斗部」），主要作用在於接收由卵巢排出的卵子（即蛋黃）。如果母

雞和公雞交配，卵細胞便會在漏斗部與精細胞結合受精（一般市售雞蛋並未受

精），卵子停留通過在喇叭口的時間大約 30 分鐘。 

蛋白腺部─喇叭口下方的就是蛋白腺部，這是輸卵管中的最膨大的部分，所以又被稱為「寬

部」，蛋白腺部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分泌蛋白，卵子大約要花上 3 個小時在這裡裹

上蛋白。 

狹部─接著蛋白腺部的是狹部，在這一段主要是形成內、外兩層的蛋殼膜，需時約 1 小時。

蛋殼膜形成後，蛋的形狀及大小大概就確定了。 

蛋殼腺部─接在狹部下方的是蛋殼腺部（或稱「子宮」），這是整個雞蛋生成過程中的最長

階段，需逾時約 20 小時。蛋殼腺部會分泌出碳酸鈣包裹在蛋殼膜外形成蛋殼，

因蛋殻的基質是碳酸鈣，所以蛋殻主要是白色的。色素分泌細胞一般存在蛋殻

腺的較後段，受到卵子的擠壓刺激，色素分泌細胞會分泌色素為蛋殻上彩妝。 

泄殖腔─鳥類消化系統和生殖系統的最末端匯合形成「泄殖腔」，產蛋的最後一站就是泄殖

腔。在這裡，雞蛋的外殼上會被包裹上一薄層黏液，乾掉後就是蛋殻上的角質層，

能將蛋殼的孔洞塞住，具有阻止水分蒸散及防止微生物的侵入的功能。母雞在產卵

前，會站立且尾部貼近地面，此時泄殖腔內膜已成半圓狀突出，奮力收縮，雞蛋逐

次露出越多，最後用力將整顆蛋推出。此一過程每種鳥類所花的時間不同，母雞大

約會在 30 秒內完成，如果加上就巢等前置動作，大約要 10 幾分鐘。天鵝、火

雞、禿鷹或及其他大型鳥，則可能得要 1-2 個小時或更久來產一顆蛋。托卵性鳥

類要搶快闖空門，生個蛋只要花幾秒鐘。 



蛋雞產蛋後約 30 分鐘，卵巢就會再次排卵，而排卵受到黃體成長激素的影響，而

黃體成長激素又受到晝夜節律影響。所以一隻產蛋高峰期的蛋雞平均約間隔 28 小

時產下一顆蛋。 

每一種鳥生蛋的時間不一定一樣，不過大多還是以大清早生蛋居多。為什麼要選在一大早

就生呢？現在還沒有固定的說法，有人認為可能跟蛋殼的硬化有關，也就是說早上生出來的蛋

有一整個白天的時間使蛋殼充分硬化。當然在早晨生蛋還有另一個好處，清早出門前把蛋生下

來，飛起來總是輕鬆些。但是鳩鴿科選擇在午後生，雉類則會在晚上生。 

母鳥產卵期間需要補充足夠的營養，因為他們無法貯存形成一整窩蛋所須要的營養，因此

一母鳥每生一個蛋，就必須得要出去飽餐一頓（有些體貼一點的老公會帶東西回來給母鳥吃），

才能繼續產下較大的一窩蛋。除了日常的食物外，產卵期間還必須特別注重鈣質的攝取，通常

他們會去找一些蝸牛殼或貝殼來增加鈣質的攝取，有些鸚鵡還會去挖白堊土來吃，就是為了補

充蛋殼所需的鈣質。一般蛋雞場的主人也會以骨粉或硯殼來補充蛋雞的鈣質，否則可能會生下

軟殼蛋。 

小型鳥會隔天產卵，一些大型鳥類間隔的時間可能更久，例如加拿大雁會間隔 36 小時以

上才會產下第二個蛋，天鵝則要間隔兩天以上，雨燕以飛行中的昆蟲為食，卵的間隔大約是兩

天，但如果天氣不好，昆蟲捕食不易，則可能延至三天；水薙鳥與海燕因為要出海去找尋食物，

所以隔間時間更可能長達兩週。 

 

三、蛋的形態 

蛋的形態主要取決於蛋殻膜的塑成，蛋殻則是在蛋殻膜成形後才加上去的保護層。我們習

慣將蛋的形態稱為「卵形」，也就是一端較尖而另一端較鈍的圓錐球形，不同的只是兩端尖鈍

的比例不大一樣而已。但事實上差一點就差很多，從最極端的梨形、橢球形、橄欖形到近圓球

形都有，變化極大。蛋的形態是容量、結構強度、窩卵數…等因子長期演化相互妥協的結果。

圓形的蛋可以以較少的蛋殼材料組成較大的容量，蛋殼強度及保溫效果也都還不錯，對精打細

算的鳥媽媽來說，是比較經濟的選擇；但較不好孵，一窩擺不下幾個，希望多子多孫的鳥就不

會選擇這種形態。梨形的蛋剛好相反，三、四個梨形的蛋圍成一窩，親鳥孵起來應該滿舒服的，

就是成本高了些。涉禽類通常會產下一窩四個的梨形的蛋，並以尖端（銳端）朝內，鈍端朝外

的方式排在巢內，如此可有助於蛋集中於巢內，不四處滾動，並可均勻接受親鳥抱卵的溫度，

而且這樣的形態可以擺得比較密集，想要多生幾個也還可以。另外，梨形的蛋還有另一個好處，

一端尖一端鈍，如果親鳥在翻卵時，不小心太用力，也僅會在原地轉圈，不會滾太遠，否則親

鳥還得老遠去把蛋撿回來，也有可能會因滾動跌落而摔破，很是麻煩。2017 年由普林斯頓大

學和劍橋大學共同的研究甚至認為蛋的形狀是和鳥類的飛行能力有關。 

採用那一種鳥蛋形態比較好，青菜蘿葡各有所好，也沒個標準的答案。亞里斯多德還曾認



為尖長的蛋是母的，圓潤的則是公的。一般來說穴居性巢的鳥（包括樹洞鳥和土洞鳥，例如鴟

鴞、魚狗、蜂虎之類），因為居家空間有限，在洞穴裡又沒有滾動落巢的問題，通常蛋比較圓。

大部份的海鳥都很混，連個像樣的家都沒有（或者說是過著比較簡樸的生活吧），在海邊的峭

壁上隨便扒兩下，再撿幾支樹枝擺一擺就算是他們的新房了，有的甚至連巢的樣子都看不出來，

就直接在峭壁的岩架上產卵。這一類的鳥有的鳥蛋的尖鈍端的差異都很大，就是為了避免一不

小心使鳥蛋滾動掉落了懸崖。一般的鳥類蛋的形態就介在這兩個極端形態中間，該圓一些或該

尖一些，端看自己的條件及需求而定。 

 

四、蛋的大小 

在已知的鳥蛋中，最大的是產於馬達加斯加島的象鳥蛋，雖然他們在 16 世紀就已經滅絕，

但由蛋殼的遺骸測量出他的蛋長短徑約 35cm×14cm，足足有八公升容量，這比目前已發現

最大的恐龍的蛋還更大。從前馬達加斯加的漁民會把象鳥的蛋殼拿到船上當裝淡水的水缸，在

和阿拉伯漁民交易時，阿拉伯漁民看到了巨大的鳥蛋，引發了許多神奇的聯想，相傳「天方夜

譚」中大鵬鳥傳說也是由此產生的。 

在現今存活的鳥類中，以鴕鳥的蛋最大，它的長短徑大約為 18×14.0cm，重可達 1.5kg。

飛行鳥類中則以漂泊信天翁長短徑約為 14.5cm×9cm 的蛋最大，加洲兀鷹長短徑約為

11cm×6.5cm 的蛋大概可以名列第二；最小的蛋不用說也知道是蜂鳥的蛋，在諸多蜂鳥中，

又以產在牙買加的小吸蜜蜂鳥長短徑約為 1.3cm×0.8cm，僅有 0.3g 重的小蛋為最小。和象

鳥的巨蛋比起來，小吸蜜蜂鳥的蛋，可稱得上是超級迷你，象鳥巨大的蛋殼，足足可以裝下

30,000 粒小吸蜜蜂鳥的蛋！ 

若純就大小來說，當然是鴕鳥蛋最大，蜂鳥蛋最小。但鴕鳥蛋不及他本身體重的 2％，蜂

鳥蛋約可達體重的 10％。這還沒什麼了不起，紐西蘭的鷸鴕的蛋重逾約 0.5kg，超過母鳥體

重量的 1/4，這是與身體比重最大的蛋，還好他一窩只生一個蛋。斑胸秧雞一窩可產 12 卵，

總重量為母鳥的 1.25 倍，當然生這一顆一顆的蛋是有時間間隔，不是一次產出這麼多蛋的，

否則母鳥早就掛了。 

一般而言，在同一分類群內，鳥蛋的大小通常會和體型的大小成比例，但就不同分類群來

說，鳥蛋的大小差異就沒那麼規律了。而且相同的分類群，蛋的大小會比較相近，不同分類的

蛋差異就比較大。例如，同屬鸌形目的海燕而可以產下重達母鳥體重 25％的大型蛋，水薙鳥

蛋重也可以達母鳥體重的 16％；而同屬雞形目的鵪鶉蛋約為母鳥體重的 9％，松雞蛋更僅達

母鳥體重的 3％；雁形目的鴨蛋大約是母鴨的 7-8％，但天鵝蛋則約為母天鵝體重的 4％。 

同一物種也會有蛋大小的差異，通常第一次繁殖的年輕媽媽生的蛋會比熟女阿桑生的來

得小一些。而在同一窩蛋裡，第一顆生出來的蛋會比較小，等輸卵管被撐開了，後來生的就會

大些。有時後也會有最後一蛋比較小的情況發生，海鷗、猛禽、鷺鷥等都有類似的記載，這可



能和產卵期間的食物供應有關。一般而言，較小型的蛋所孵出來的幼雛會比較弱小，在食物缺

乏的時候，成活率也比較低。 

我們到市場買零售雞蛋時，還是會發現有大有小。蛋雞每日產下雞蛋後，蛋農會依照雞蛋

大小分尺寸，以決定雞蛋銷售與加工方式。平常消費者購買的零售雞蛋多比較大的，略小的就

作為洗選蛋或賣給團膳業者，更小的就賣給食品加工廠，製成滷蛋、溫泉蛋、水煮蛋或蛋糕，

方便消費者立即食用。 

早熟型鳥類的蛋通常比晚熟型的來得大，例如環頸鴴的蛋可達母鳥體重 18％，跳鴴類的

蛋可達母鳥體重 12％。較大的蛋可能有助於早熟型的雛鳥提早在卵期的發育，也可能有助於

他們在離巢後保持體溫。他們的蛋內卵黃所佔的比例也比較大，以提供更多胚胎發育所需要的

養分。相較之下，晚熟型的蛋就小了許多，蛋黃比例也比較小，他們晚成型的幼鳥也得花多一

點的時間在巢中長大。但是鴨子、秧雞雖然也是早熟型的鳥類，但他們的蛋並不特別大。托卵

性鳥類往往會托卵在小一號的寄養家庭中，所以他們的蛋也小得不像話。 

關於鳥蛋大小的問題，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有研究指出銀鷗在面臨較大的四方形假蛋和

他自己的真蛋時，寧願選擇孵那顆較大的四方形蛋，他可能認為能生下一顆比較大的卵是一件

值得驕傲的事情。但孵一段時間後，他就會發現不大對勁，回頭他來的蛋（方形的蛋起孵起來

可能也不大舒服？）。 

 

五、蛋的顏色 

除了復活節的彩蛋是人工畫上去的之外，鳥媽媽也會幫蛋上一些顏色。有些種類鳥蛋是蒼

白色或只有單一顏色，例如鶇科的蛋常為藍綠色，雁鴨科的鳥蛋常為淡綠色，或淡橄欖色。有

一些種類的蛋除了底色外，還有複雜的斑點或線條圖案。 

鳥蛋的顏色色素來源主要有二，一個是原卟啉，另一個膽綠素。這兩種色赤都是來自血紅

素，原卟啉能與空氣中的鐵鹽反應，形成多種鳥蛋殼上帶棕褐色的斑點；膽綠素則是蛋殼藍綠

色澤的主要成分。膽綠素通常構成蛋殼的底色，由色素的深淺，蛋殼呈現出白色、淡藍色至藍

色等不同程度的底色。原卟啉所形成的紅棕色則主要沈積在蛋殼的表面，形成斑點或條紋，從

黃、粉紅、褐色到黑色都有。從這兩種基本色素的結合，又可調出從紫色到橄欖色，真的是變

化無窮。由於現今其他陸域帶殻的卵生動物（主要是爬蟲類）的蛋都是白色的，所以在過去很

長的一段時間裡，科學家一直認為「彩蛋」這樣的特徵只有鳥類才有。不過近年來古生物學家

在部分獸腳類恐龍的蛋殻化石上也發現有原卟啉和膽綠素的有機化合物，顯示這種生存於晚

白堊紀的部分獸腳類恐龍已能夠產下具有藍綠色澤與棕褐色斑點的蛋 

色素分泌細胞存在於輸卵管蛋殻腺部（子宮）壁上，當蛋經過輸卵管時，管壁上的色素分

泌細胞因受到蛋的擠壓而分泌色素。色素分泌時，如果蛋停留不動，則斑紋呈點狀，若蛋處於

滑動狀態，斑紋就會呈線條狀。蛋通常是鈍端先生出來，鈍端對輸卵管壁的擠壓較大，停留時



間也較久，所以一般來說鈍端的色澤較深，斑點也較多；相對的尖端因滑行的速度較快，斑紋

都呈線條狀。 

另外，鳥類因色素分泌細胞所在位置的差異，其色素沈積的深度也不一樣，在蛋殻腺比較

上端的色素色細所分泌的色素沈積在蛋殼的海棉層，相對的比較末端的色素就沈積在蛋殼的

表層。例如許多鷲鷹科和鴴科鳥類的蛋殼僅在表層有色素沈積，但產於澳洲的食火雞蛋表層並

無顏色，內層卻是綠色的。大多數的鳥蛋在最外層還有一層角質層的保護層，可使蛋的顏色不

易褪掉，但猛禽、鵪鶉及鷸科的蛋則缺乏保護層，色素直接曝露在表面，易因日晒雨淋或母體

摩擦而褪色。 

一般認為蛋的顏色及斑紋的主要功能是為了擾亂掠食者成耳目，與保護色的發展有明顯

的關係，例如小環頸鴴或小燕鷗生在礫石堆中的蛋，即使我們就站在旁邊，也不一定就能發現。

為避免讓掠食者輕易發現，蛋的顏色通常會和營巢點的背景色系類似，例如築在枯草或落葉環

境的地面巢，蛋色就傾向褐色系，築在沙灘礫石或沙漠地區的地面巢，蛋殼上就會有較多的沙

點狀的斑點，築在在樹上的開放性鳥巢，鳥蛋上就會有較多看起來像枝條影子的斑點線條，而

在澳洲及南印度洋地區的紅土環境中，偏紅色系的鳥蛋就特別的多，黑腹走鴴在火災基地上築

巢時，甚至會生出暗黑色的蛋。有些蛋的顏色對人類來說似乎是太過顯眼，但對他們的天敵來

說可能就會很困惑，例如在歐洲有一些在地面巢的鶇科蛋呈藍綠色，一點都不像所謂的「保護

色」，看起來似乎很明顯，但在草叢裡藍綠色的蛋看起來就像地面上的一個小洞，倒也不容易

引起或掠食者的興趣。換個角度來說，大部份在洞穴中繁殖的鳥類，就沒什麼保護色的問題，

例如海燕、海鸚、貓頭鷹、魚狗、蜂虎、佛法僧、啄木鳥、雨燕、毛腳燕、褚紅尾鴝及河烏等

洞穴繁殖鳥類的蛋是白色，椋鳥、麥鶲、斑鶲等的蛋為淡藍色。這些明亮一點的蛋色可能有助

於親鳥們在洞穴中可以看到它們，以降低不小心踩破它們的風險，否則可就真的「一失足成千

古恨」了。 

事實上，除了鳥蛋需要良好的保護色外，鳥巢的隱密性也很重要。因為巢比蛋大上許多，

掠食者通常是先發現鳥巢，而不是鳥蛋，所以如何增加鳥巢的偽裝及掩飾，或把巢儘量築得隱

密些，遠比裝扮鳥蛋來得要緊。例如有一些鷺科、鳩鴿科和雉科的鳥蛋幾近白色，他們雖然不

住在洞穴中，鳥蛋也沒有很好的保護色，但是因為它們在孵化前幾乎完全被孵卵的親鳥所蓋住，

所以也可以不用什麼保護色。另外，雁鴨類及鷿鷈類的親鳥離巢時會以巢材或植物枝葉覆蓋鳥

蛋，所以也不需要特別的保護色，塚雉科直接把蛋埋起來，就更不需要保護色了。 

有些蛋的顏色斑點還有另一項功能，就是鳥媽媽做為確認自己寶貝的依據。例如海雀就必

需學習從整個岩架的濃密繁殖集團中認出自己的蛋來，否則「進錯房門孵錯蛋」可是很容易引

起家庭糾紛的。海鴉也是一種群居但不築巢的海鳥，他們能夠生出各種不同顏色的蛋，如深藍

綠色、淡紅色、黃紅色、藍灰色、土黃色甚至白色，而且他的蛋上面還可能會有線段狀、彎曲

狀、雜斑狀或點狀等各式的斑點花紋，他們就是憑借蛋上不同的顏色及花紋認出自己的蛋來。

假若我們將兩個海鴉的蛋位置交換，他們的親鳥將不會孵這個蛋，而是立即分頭找尋他們自己



的蛋。喜歡一大伙擠在的棕櫚樹上集體營巢的大尾擬八哥也有這種會認鳥蛋的記載。另外有些

鳥媽媽不見得會認得自己的蛋，卻可以認出不同類的鳥蛋（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

得不特別小心），特別是常被托卵的鳥類若能先認出入侵的鳥蛋並能加以排除，就可避免落入

「飼老鼠，咬布袋」下場。當然，杜鵑科等托卵性鳥類也會模仿寄主的鳥蛋色澤與花紋以避免

被認出，這是另一個有趣的話題，我們留待以後再找機會來討論。 

 

六、窩卵數 

「窩卵數」就是指母鳥在一窩中生幾個蛋，每種鳥的窩卵數都不大一樣，例如一般的猛

禽可能一窩生 1-2 顆，信天翁類一窩只生 1 顆（而且可能隔年生殖），鶇科一窩可能生 3-4

顆，而山雀類有時會生 8-10 顆，雁鴨類可生 10-20 顆，鶉雞類更可觀，有些鶉雞類最多可

達 25 顆以上。 

為什麼窩卵數會有這怎大的差距呢？先總統蔣公說「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

命」，生得越多就顯得人生（鳥生）越有意義。天擇也使繁殖行為傾向生產最多的子代，以

保留自己優秀的遺傳特性（孩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如果能生產大量的子代，子代也

能順利的大量繁殖，則此遺傳特性蓬勃發展將主導整個族群的遺傳性狀，這也就是所謂的

「演化」。但繁殖最多的孩子卻也必須面對另一個棘手的問題─有沒有能力照顧餵養？如果因

幼雛太多，無法妥善照養，而造成小鳥的死亡，則反而不如少生幾個，妥善照顧遺傳特性保

留機會大一些（這就是繁殖策略上「k 選擇/r 選擇」理論）。俗話說「老大照書養，老二照

豬養」，要照顧一大窩幼雛，光是要把他們餵飽就已經是一項沈重的工作，跟本談不上照顧

品質（老朽一家三個小鬼，感受頗深）。一般來說，窩卵數較多的幼雛體重通常較窩卵數較

少的幼雛來得輕一些，成活率也會比較低。該以量取勝亦或以質取勝？各鳥心中自有定見，

繁殖策略的選擇也就是造成窩卵數差距的原因。不過，如果照顧得來，通常他們還是會想辦

法儘量多生一些。 

各種鳥不只各有不同的「窩卵數」，就連他們的計數方式也不大一樣。有些鳥認為從泄

殖腔生出來就算數，有些鳥則認為要在窩裡的才能算。所以有些鳥生了定額的蛋就不生了，

但也有一些鳥沒「滿窩」就會繼續生。這也是籠養的蛋雞為什麼每天都生蛋，因為一生下來

就被人類收走了，從來沒有「滿窩」過。有研究指出麻雀也會補蛋，甚至有補到將近 50 顆的

功力。談到這裡，倒是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難道這些鳥媽媽懂得數數嗎？否則他怎麼會知

道蛋產足了沒呢？ 

除了不同種之間差的異造成窩卵數不同外，同種內也可能因成熟年齡、覓食條件、天候

狀況、產卵季節、緯度差異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首次繁殖的新手菜鳥媽媽會生比較少的

蛋，這些小夫妻缺乏養育幼雛的經驗，幼雛的育成率也較有經驗的老媽媽為低，所以不用生

太多（反正生多了也養不活）。同一種鳥在低緯度地區產的卵會較高緯度地區的親戚為少，



因為高緯度地區白晝較長，有比較長的白天可覓食餵養小孩；低緯度地區白晝較短，食物競

爭的壓力也比較大。在同一繁殖季內，過早或過遲產卵者產卵量也會較少，這可能也與食物

量有關。 

對大多數的鳥類來說，窩卵數的大小是過去繁殖成功及長期天擇演化的結果。理論上親鳥

在繁殖之初並無法準確地預知在這一繁殖季裡是否能找到足夠的食物來餵幼雛，一切掌握在老

天爺的手上，生多？生少？要不要賭一把？真是叫鳥媽媽掙扎。但某些種類似乎有這種特異功

能，在天候惡劣或食物短缺時，某些鳥媽媽也會調整產卵數，這可能和鳥媽媽本身的營養健康

狀態有關。例如有一些鴟鴞科鳥類是以田鼠、旅鼠等小型哺乳類為食，他們的窩卵數似乎會隨

著獵物的豐富度而變化。灰林鴞通常會產 2-3 顆蛋，但在某些田鼠豐產的年份，他們可能會生

第 4 顆蛋，而在欠年則有可能停止繁殖；長尾林鴞也能立即回應在同一繁殖季裡的田鼠變化，

來維持對幼雛食物供應的穩定。另外，長尾賊鷗在旅鼠繁殖率很低的年份會停止繁殖。 

 

七、孵卵 

蛋被生出來後，親鳥就必須孵卵來促使胚胎的發育，孵化期的長短，因種類不同而各自不

同，例如家鴿孵化期是 18 天、家雞 21 天、家鴨 28 天。孵化期最長的是信天翁，通常要 75—

82 天，皇帝企鵝的孵化期約要 65 天，最短的鳥可能是蠟嘴鳥，只要 9—10 天。托卵性的杜

鵑科孵化期也大約 10 天，他們得趕著孵出來，以即早把其他小室友推出巢外。 

孵卵時親鳥必須提供孵卵的熱量，但親鳥無法透過羽毛來傳導熱量，所以他們在腹下發展

出一塊特別的「孵卵斑」。產卵後由於體內荷爾蒙的刺激，親鳥腹下羽毛脫落形成了孵卵斑，

在孵卵斑區真皮層會增厚，且具有豐富的皮下血管，可直接提供孵卵的熱量。雁鴨類更勁爆，

他們不會脫毛，母鴨直接用拔的，並且把拔下來的羽毛拿來當巢的襯裡，用來保持蛋的溫暖，

真是偉大媽媽。海鳥生活在海裡，為避免體熱散失，有些發展出小塊的裸區，例如海鷗就有三

塊獨立的小裸區。 

雌雄公同孵卵的鳥類，雌雄都會有孵卵斑；若僅雌鳥負責孵卵，則僅有雌鳥會有孵卵斑；

另有少數種類是由雄鳥負責孵蛋，例如水雉、彩鷸、斑鷸就屬這類的新好男人，孵蛋的工作全

由雄鳥一手包辦，所以只有雄鳥有孵卵斑。住在南極大陸的皇帝企鵝也是由雄企鵝負責孵蛋，

母企鵝產卵後要在 2 分鐘內快速把蛋轉移到雄企鵝的腳背上，以免寶貝蛋被凍成冰蛋。雄皇

帝企鵝就用位在下腹靠近腳背的孵卵斑來孵蛋，再蓋上下腹厚厚的皮褶，以確保在冰天凍地的

環境裡能順利孵化成功。順便補註一下，在 18 種企鵝裡，只有皇帝企鵝是由雄鳥孵卵，其他

企鵝都是雌雄鳥輪流孵卵。 

有些鳥沒有孵卵斑，如鸕鶿、鵜鶘和鰹鳥，他們是直接將蛋踩在蹼下來孵蛋，靠蹼部的血

管熱量的孵蛋。塜雉把蛋埋在堆肥裡或火山灰裡加熱孵蛋，不需要孵卵斑；托卵性鳥類不自己

孵蛋，也不需要孵卵斑。 



鳥蛋開始孵化後，胚胎開始發育，就需要長時間保持一定的溫度才能孵化。每種鳥類的孵

化溫度略有差異，以家雞為例，大約要保持在 37.5-38℃左右，若一顆雞蛋長時間持續暴露在

40℃以上，或 35℃下，就胚胎很容易受損無法孵化。所以如果在寒冷的天氣裡親鳥離巢太久，

可能導致胚胎死亡。但仍有一些鳥蛋可以抵禦寒害，如水薙鳥、海雀、雨燕等，這一類的親鳥

有時不容易在惡劣的天候裡覓食，所以他們被迫有時必須離巢一段很長的時間來找尋食物。孵

蛋的溫度不能太冷，當然也不能過熱，鴴類及燕鷗在裸露的灘地上築巢，遇大太陽時會張開雙

翅為蛋遮陽，有時甚至得讓身體浸到水中把身上的羽毛沾濕，再回巢幫鳥蛋降溫。斑眼塜雉雖

是把蛋埋在枯枝落葉層裡靠堆肥的熱量孵蛋，不用自己坐巢，但他們還是得時時注意堆肥堆的

溫度，溫度過高時要趕緊趴開一些堆肥來透氣散熱，以免把蛋給燒壞了。 

大多數種類鳥會等到整窩的卵生齊了以後才開始孵卵，這可以讓雛鳥同步孵化，某些種類

是否能同時離巢是很重要的（特別是早熟型的雛鳥），因為親鳥無法同時照顧在巢外及在巢中

的雛鳥。相對的，有某些種類在卵還沒產齊之前就開始孵卵，這些種類的雛鳥就不會同時孵出

來，例如倉鴞他在生下第一個蛋後就開始孵卵，但是母鳥大約每隔兩天才再生另一個蛋，所以

這些雛鳥也大約的隔兩天孵化一隻。在這種狀況下，一窩幼雛大大小小，老大就比較佔便宜，

當親鳥餵食不足時，老大可能吃撐了，最小的還分不到一塊肉屑。這看起來似乎不是什麼好的

繁殖策略，因為如果真的要餓死幾隻小的，那幹嘛要生那麼多顆蛋呢？但換個角度來說，這是

確保可以養成最多子代的好方法，因為什果食物充足時，整窩子代都有機會成活；當食物短缺

時，晚出生的幾隻雛鳥早夭，並不影響兄姊們的活潑強壯。如果大家都同時孵出，大家一起搶

食，可能大家都吃不飽；如果食物更少或遇到其他災害，則可能會沒有一隻幼雛活得下來。所

以這被認為是一種比較進步的繁殖策略，因為食物的豐欠無法預測，而鳥類也不容易立即回應

食物的數量來調節產卵數，所以分期孵化不失為一個好方法。鷺鷥、鸕鶿、鵜鶘、鷲鷹、鴟鴞、

雨燕、魚狗、蜂虎等就是採這種繁殖策略。 

親鳥除了要維持蛋的溫度外，還必須維持鳥巢的隱密性。但親鳥仍然需要吃東西，所以他

們仍然需要進出鳥巢。雙親共同孵卵的種類覓食的問題比較少，至少他們可以輪流孵卵，或一

隻負責孵卵而另一隻負責覓食。單親家庭就比較麻煩些，他們勢必不能離巢太久，以免鳥蛋受

到寒害。至於雌雄分工的狀況各不相同，有些很接近的種類也會有不同的分工，例如灰沙燕、

毛腳燕和金腰燕就是雙親共同孵卵；而家燕和岩燕則只有雌鳥孵卵。不過即使是雌雄共同孵卵，

還是母鳥孵得比較久，通常他們會孵整晚，白天還得和老公輪班。少數種類雙親會每半個小時

就輪班一次，不過大多數種類來說一天只輪一次或兩次。水薙鳥和海燕只有晚上才回巢孵蛋，

他們大約兩三天才輪班一次，但在特殊情況下，一隻鳥可能必須值班上八至九天，沒人代班。

極地的雁鴨和雉類母鳥可能好幾天都不能離開卵，母金雞甚至整個孵卵期沒離巢過。有許多種

雉類母鳥每天只離巢便便一下下，所以春天時如果在林地裡發現一大坨雉類的便便，就可以得

知母雉就在附近孵蛋。 

當雛鳥孵化後，大都數的親鳥會把蛋殼清理掉，尤其對露天式巢來說，這個動作尤其重要，

因為蛋殼內側的白色部份遠比具有保護色的外側更容易吸引掠食者的注意，所以有些親鳥會



把蛋殼啣到離巢很遠的地方去丟棄。 

 

八、孵化 

蛋產出體外後，蛋裡的胚胎在孵化過程中慢慢發育成長，在胚胎外部會發育出一系列的胚

外膜來維護胚胎的發育，包括羊膜、卵黃囊、尿膜及絨毛膜。羊膜包圍著胚胎，羊膜內充滿了

羊水可使胚胎維持在水中發育的環境；尿膜的主要功能有二，一是供作氣體的擴散，一是移除

胚胎代謝時所產生的廢棄物；卵黃囊則是提供胚胎發育所需之營養；絨毛膜包覆於上述的各層

膜外面，使其和外界隔離。絨毛膜之外是就是蛋白和蛋殼，它們除提供胚胎外層的保護外，還

可防止乾燥並供作空氣擴散作用傳抵胚胎的介質。 

在孵化初期，胚胎呼吸透過多孔的蛋殼和蛋白擴散進來的氧氣，並反向排出二氧化碳等代

謝產物。外部血液循環系統在尿膜囊形成後，氧氣就可以透過血液的攜帶而進入胚胎內。胚胎

發育的營養主要靠卵黃供給，隨著胚胎的發育，卵黃逐漸被吸收，室氣也會越來越大。到孵化

末期，雛鳥越長越大，透蛋殻孔和蛋殻膜擴散進尿膜囊的氧氣已不敷使用，雛鳥會用卵齒在氣

室的內殻膜戮個洞，把嘴喙直接伸到氣室裡呼吸。一旦雛鳥的喙進入氣室，即開始肺的呼吸，

此時雛雞尿囊和肺的呼吸並存，並逐漸由前者過渡到後者，外部血管也開始萎縮。 

雛鳥在破殻之前就對週遭環境的變化有所感應，大部份的雛鳥是在早上孵出，這顯示在孵

化末期，他們就已經有某種程度的週期性，這可能與親鳥間歇性地坐巢、離巢，或經常性的翻

蛋有關。雛鳥的嘴喙伸進氣室呼吸後，雖還沒破殻，但他們已可以開始鳴叫了，當蛋內的雛鳥

停止鳴叫時，親鳥也會呼叫他們，促使他們回應。這對某些集體繁殖的鳥類來說特別重要，例

如小海雀被孵化在擁擠的岩架上，尚需要親鳥的照顧與餵食，他們必須要能認得親鳥的呼叫聲，

反之亦然。這些雛鳥在破殻前就開始學習熟悉親鳥的鳴叫聲，同樣的，親鳥也在孵化前就開始

熟悉他的孩子在呼叫聲。曾經有實驗顯示，如果把親鳥的聽覺神經阻斷，可能會認不得自己的

小孩，而把他們驅離或啄死。有些鳥類的幼雛甚至在破殻前就會溝通串連，例如鵪鶉在某些狀

況下會經由彼此在蛋內的鳴叫聲協調他們的孵化時間，相鄰近的蛋會在相近的時間內同時孵

化出來，這可能和和雛鳥在蛋內鳴叫及聽力所及範圍有關。 

堅硬的蛋殻是蛋最外層的保護，麻煩的是他不能太堅硬，否則蛋內的雛鳥長大若無法

破殻，孵不出來，一切就白搭了。當然，他也不能不夠堅硬，若於親鳥孵蛋就被壓破，也是

白搭。還好，隨著蛋內雛鳥的慢慢成長，蛋殼的鈣質會被雛鳥骨骼的發育吸收而變薄，就比

較方便小雞破殻而出了。在破殻前，雛鳥的嘴喙和爪子都還沒完全發育好，有許多種鳥還會

在上喙長出「卵齒」來破殻（少數種類卵齒長在下喙）。這段時間他們的頸部肌肉也會發育

成特別有力，以支撐他們用卵齒來頂破蛋殻。雛鳥破殼時會用力伸長脖子用「卵齒」從鈍端

推頂蛋殼，雙腳也同時在用力伸展支撐，把蛋殼頂出裂縫，並持續頂出一個環形的缺口破殻

而出。雛鳥出世後數天，卵齒會自動脫落，有時我們會在一些會在死亡的蛋裡發現缺乏卵齒



的雛鳥，顯示這一小小的構造在孵化過程中的重要性。不過，鷸鴕沒有卵齒的發育，他們就

直接用嘴和腳來頂破蛋殻。 

從啄殻到出殻所需勗間每種鳥各自不同，大多數能在 1 天内完成，不過也少數會比較

辛苦，如鸌形目的雛鳥有可能上 3-4 天才能完全出殻，大概都累到虛脫了。不過可也別好意

幫他們剝殻，雛鳥出殼是發育過程不可缺少的環節，雛鳥在奮力出殼過程中使呼吸系統和肌

肉系統得以增強，並促進卵黃的吸收和臍部的收縮。若好意幫他們剝殻，可能導致雛鳥日後

發育不良，反而害了他們了。 

剛破殼出來的雛鳥全身被還被羊水浸濕，須待羽毛乾燥蓬鬆後，才有辦法站立活動。

雛鳥出殻後就結束蛋期的階段了，本篇的有關鳥蛋介紹的鳥蛋文也該到此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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