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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與人類的關係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林育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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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主要是靠視覺生活，生活在多采多姿的世界裏，這一
點和大多數依賴嗅覺過夜生活的哺乳動物不相同，但卻和
人類相同。此外，鳥類是生態系中重要的一環，為高級的
消費者，牠的生存影響整個自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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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自古以來在許多表現上我們仍不及鳥類，例如最傑出
的音樂作品，仍不如春天鳥兒們自然流轉的鳴叫；繪畫、
陶瓷和彩色玻璃中最偉大的作品，也往往在鳥類燦爛奪目
的羽毛前大為遜色。

綠繡眼 五色鳥

現代飛機的速度與耐航力固然遠超過鳥類，但是這種人造
的飛機能夠像捕食中的燕子那般靈活的翻轉嗎？或像信天
翁那樣毫不費力的御風而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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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上，人類的運輸也得靠機械零件與船隻的支援及許多
工程人員才能辦到，而企鵝每天都能來去自如的潛水幾十
趟。

對人類的生活而言，鳥類也是一項重要的資源，鳥類提供
食物，在農業上捕食害蟲，羽毛有保暖和裝飾功能。



55

在精神上，鳥類的美麗外形和鳴聲，可供人娛樂，更給藝
術家許多想像的空間。

綠繡眼 繡眼畫眉

鳥類的羽翼構造，對人類創造飛行器械和導航系統，有重
大的貢獻。

另外，鳥給我們的靈感和啟示是不計其數的，以下就鳥對
人類的種種影響及直接或間接的效益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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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鳥類的價值

鳥類是野生動物的重要組成部份，也是生態系統中的重要組
成部份。它在商業、旅遊、美學、文化、科學和生態上都有
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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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鳥類也是人們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中國有句俗話「任吃
飛禽四兩，不吃走獸半斤」，充分表達了人們對鳥肉的喜
愛。

1. 經濟價值

(1). 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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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飼養的家禽都是來自野生的祖先，家雞是從原雞
馴化來的，家鴨是從綠頭鴨、斑嘴鴨以及白眉洋鴨馴化來
的，家鵝是從鴻雁、灰雁和埃及雁馴化來的，家鴿是從原
鴿馴化來的，火雞是從美洲的吐授雞馴化來的，鸕鶿 (魚
鷹) 是從野生鸕鶿馴化來的。還有許多鳥類已經逐漸成為
養禽業的重要對象，例如鵪鶉、環頸雉、花尾榛雞和鴕鳥
等。在我國近年來又開展珍禽的飼養如褐馬雞、黃腹角雉
等。

原雞 斑嘴鴨 鸕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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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馴養某些鳥類做為家禽，可提供禽肉和蛋供人們食用，
例如雞、鴨、鵝等就是常見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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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所消耗的動物性蛋白質中，約有 15% 是來自鳥類的肉
和蛋，雖然家禽佔了絕大部分，但其他鳥類的肉和蛋也在人
類食物中佔有相當的份量。

人類飼養雞已有 4500 年的歷史，除了狗之外，雞是全世界最
普遍的動物。雞的體型小，非常容易飼養，幾乎什麼都吃，
而且抵抗力強，即使是最窮的人家只要有一小塊地方就能養
雞，對貧困的人而言，雞可能是最重要的動物性蛋白質來源。

http://triccsegg.pixnet.net/album/photo/47215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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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也馴服了其他的鳥類，早在哥倫布到達北美洲之前，人
們就已經開始飼養火雞，現在牠們已普遍被飼養，並且成為
許多節日的重要食物，例如聖誕節和感恩節的火雞大餐。

此外，鴨和鵝也是非常普遍的家禽；鴕鳥不僅其羽毛和皮革
可供利用，牠的蛋也是全世界最大，最豐盛的早餐了。

野生鳥類給世界各地
的人提供相當數量的
食物，如禿鼻鴨和鴿
子肉所做的派是歐洲
鄉間的傳統美味，至
今歐洲南部的人仍常
捕食遷徙中的小形鳴
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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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不但吃海鳥的蛋，也吃牠們的肉，例如居住在北大西洋
兩側島嶼上的居民，數百年來，一直有獵取暴風穴鳥、北極
角目鳥、海鴨等為食的習慣。

暴風穴鳥 北極角目鳥 海鴨 鲣鳥

北蘇格蘭外海的蘇爾斯葛利，每年夏天仍有人獵取鲣鳥的幼
鳥；生活在聖其塔島的居民，則在夏天獵捕暴風穴鳥，並將
牠們醃製或風乾後儲藏，做為冬天的食物。

http://tupian.hudong.com/s/%E7%BA%A2%E8%84%9A%E9%B2%A3%E9%B8%9F/xgtupia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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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的蛋和幼鳥，可以給那些買不起肉類的人提供重要的動
物性蛋白質。如果能夠適當地經營管理，只要人類食用的蛋
和幼鳥數目不會超過自然死亡數目，這種食物資源便可以源
源不斷的供應，但若捕殺過量，則會對鳥的族群和整個生態
環境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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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在古代就已發現鳥類羽毛卓越的絕緣性，並且也利用了
許多世紀。因此，鳥類的羽毛用途頗廣，如鴨絨可製成被服
保暖；天鵝的羽毛可做羽毛球和其他裝飾品。

鴨絨

(2).羽毛時尚與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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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的羽毛除當擺飾外，也可做羽毛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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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冠長尾雉和金雞的長尾羽可提供平劇或戲曲演員作為冠飾。

白冠長尾雉

金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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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毛可做成雞毛撢子撢塵；甚至歐洲早期以羽毛當做筆桿。

此外，利用羽毛製造釣魚用的假餌，也是羽毛的商業用途，
主要是採用鳥類色彩鮮豔的外部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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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澤豔麗的天堂鳥、犀鳥、鸚鵡、吸蜜鳥等的羽毛用於頭飾
或製造羽毛披風。

天堂鳥

犀鳥

鸚鵡

吸蜜鳥



1919

水鴨大多會扯下胸部柔軟的絨毛墊襯在巢中，這種絨毛是填
充被子和禦寒衣物的最佳材料。冰島人飼養的歐絨鴨，就是
為了採收牠們的羽毛。

水鴨 歐絨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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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千年來，人類一直都被羽毛的裝飾價值所吸引，幾乎全世
界所有民族，都有把羽毛當做裝飾的傳統。

綠頭鴨

在歐洲和北美，男人的帽子至今還是以松鴨或綠頭鴨的鮮豔
羽毛來裝飾。

以前北美印地安酋長的頭飾是以鷹和鷲的羽毛做成的；今天
中南美洲的許多部落仍然使用耀眼的鸚鵡和金剛鸚鵡的羽毛
做頭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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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典的羽毛飾品是以白領翡翠的寶藍色羽毛製成的。

肯亞人將粉紅鸛的羽毛做成假花賣給觀光客。

馬賽族和祖魯族戰士以鴕鳥的羽毛做頭飾。

白領翡翠 粉紅鸛 鴕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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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的島民使用犀鳥的黑白羽毛做成舞衣和頭飾。

新幾內亞森林中的土著，用天堂鳥和鳳頭鸚鵡的羽毛，編成
精巧而引人注目的頭飾。

犀鳥

天堂鳥
鳳頭鸚鵡

http://zh-yue.wikipedia.org/wiki/File:Doppelhornvogel-09.jpg
http://tnews.cc/035/ADOShowBigPhoto.asp?file=../5011___/20063201529_42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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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最富麗堂皇羽毛裝飾品的地方，非夏威夷莫屬，酋長的
羽毛斗篷下擺寬達四尺，都是以當地吸蜜鳥的羽毛編織而成。

吸蜜鳥

卡美哈美王一世的長袍，是黃色的馬莫吸蜜鳥和少數紅色的
鐮嘴吸蜜鳥的羽毛所做成的，這件長袍至少用了八萬隻馬莫
吸蜜鳥的羽毛，其中有一些鳥是拔了幾根特殊的羽毛後便放
生，但大多數的鳥都成了腹中物。

鐮嘴吸蜜鳥

在夏威夷，羽毛不僅是裝飾品，同時也是一種稅金，這是鳥
類一直和王室有著密切關係的部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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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醫藥

在醫藥方面，我國古代便以鳥類當做醫藥用品，如華南人常
用鴉鵑浸泡成「毛雞酒」，當作婦科良藥，而老鷹的腦髓可
用來醫治痔疾、頭昏、抽搐等疾病；又如麻雀可治療小孩百
日咳。

鴉鵑 老鷹 麻雀 烏骨雞

中醫學上認為，烏骨雞對各種虛症均有良好的補益功效，燕
窩為我國的珍貴捕品。即使在醫學發達的今天，人們仍時常
借牠們做為實驗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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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維生的工具

利用經過訓練的獵鷹捕獵，原本是為了獲得食物，後來卻演
變成一種捕獵遊戲。完全為實利來利用訓練過的鳥，在中國
和日本是由來已久，例如漁人訓練鸕鶿在河川和湖泊中捕魚，
鸕鶿的頸子被套上圈套以防止牠們將魚吞下。

另外，白翅浮鷗常成群在沿海低飛，隨魚群南下，是魚民測
知魚群的一種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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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的旅遊價值在世界各國都很重視。觀賞動物都會使
人心曠神怡，在工作或勞累之餘恢復精力或使人振奮精神。
與此同時又欣賞大自然的美麗風光，並增加對大自然熱愛，
從中吸取科學知識的營養。

(5).旅遊型態

近年來，來我國旅遊者中有許多是觀
鳥團。許多人是野生動物的業餘愛好
者，來到我國的自然保護區觀賞鳥類。
他們把野生動物觀賞與欣賞美麗的風
景結合起來，使精神得到最大滿足，
據美國 1975 年調查，參加野外觀賞
動物的人數達 4930 萬，收益達 58
萬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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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各地放鷹活動已大半被打獵所取代，打獵活動帶給地主、
旅遊業者和旅館經營者的經濟利益遠在捕獲的獵物之上。

在歐洲和北美洲射鳥和其它方式的狩獵，已成為一種主要的
土地利用形態，因而大大的影響整個地區的自然景觀，例如
蘇格蘭的雷鳥狩獵場和獵鹿林地便是明顯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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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學價值和文化價值

通過鳥類的行為、生態和羽毛顏色及優美的體型等，給人們
靈感，並通過音樂、詩歌、繪畫和文學藝術作出有貢獻的價
值。例如許多世紀以來全世界文化中，天鵝曾經激發詩人和
藝術家的靈感，成為優美雅緻裝飾的象徵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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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人類即把對鳥的觀察表現在全世界不同角落，不
同種族的文化藝術上，透過鳥的行為、歌聲、體態、色彩，
給予人們不同層次，方向的靈感，再由這些靈感引導出人類
昨日、今日、明日的文化，所以鳥類對人類文化的影響，是
自古至今永不歇止的。

無無無無無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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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在音樂、舞蹈等方面的題材就更多了，例如我國民樂
中的「空山鳥語」、「百鳥朝風」，西方歌曲中的「小杜
鵑」、「雲雀」等，傣族的孔雀舞、白族的白鶴舞鳳鷺鷥
舞、哈尼族的白鷴舞、藏族的金雀舞、西方著名的芭蕾舞
劇「天鵝湖」等，都是借鳥類來歌頌英雄和美德，歌頌善
良戰勝邪惡，或者人們響往鳥類自由自在的生活，對未來
美好生活的響往之情。

天堂鳥舞 天鵝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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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類的文化寶藏中，鳥類幾乎涉及文學與藝術的各個領域，
例如我國苗族和印度阿薩姆土著的神話中，都說太陽是被雞
叫出來的。

希臘的太陽神阿波羅，手中也常捧著雞；雞更是我國的十二
生肖之一；在道教中，仙人往往乘鶴而來，鶴代表著長壽和
吉祥；喜鵲表示有喜事；關於鳥的文學作品、畫作、刺繡、
雕刻等更是琳琅滿目。

http://user.ooopic.com/pic_73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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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個民族像中國人一般愛鳥成癡，睡的是鴛鴦枕，畫的
是山水花鳥，吟的是「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中
國人對鳥類的應用也很早就開始了。

(一) 中國文化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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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在「山海經」就有以鳥類作為藥用和飼養鳥類供為食用
的記載。

唐中宗時代就有以訓練隼做為捕食其他鳥獸工具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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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亦曾記載著鳥可做為藥用；
羽毛可作為裝飾品等的記錄。

在杜甫黃山谷的詩裏頭有很多以鳥為主的詩歌；清朝康熙時
代就有人從事鳥類進出口的生意。鳥在中華文化中的地位由
此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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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中國文化中，對鶴有著特殊的感情，在詩畫中都有充
分的描述和表達，如松鶴的繪圖，象徵著松鶴延年，人們長
壽不老的美好願景。「鶯歌燕舞」已成為人們歌頌美好生活
的比喻。在世界文化寶庫中，鳥類幾乎涉及文學與藝術的各
個領域，很多傳世的佳作都是以鳥類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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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詩 詞

 琴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1) 杜鵑鳥

李商隱有一首詩「琴瑟」：

無無無無無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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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詩中提到「望帝春心託杜鵑」，引起了千百年後世人對
「望帝化鵑」的神化故事產生極大的興趣。

周朝末年蜀王杜宇是位勤政愛民的君主，七國稱雄時，杜宇
為帝，號望帝。有一年，水害帶來了慘重的災情，望帝決定
禪位給丞相虌靈，以求助於他解除水患，從此隱居西山。

傳說望帝死後化為杜鵑，每天淒
厲的叫著「不如歸去、不如歸
去」，這位愛民如子的望帝，千
百年後仍念念不忘祖國，至今仍
不停悲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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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白鷴

產於中國大陸各地，姿態優雅，羽色似雪的白鷴，也是古代
供人玩賞、吟詠的對象，說起來這種貴族鳥類，就會使人想
到李白的「白鷴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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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詩人李白，因官場失意，憤然離開長安，浪跡名川大山。

李白遊覽黃山時，聽說山腳下有位名叫胡暉的老翁，家中養
了一對十分馴良的白鷴。李白專程前往觀賞，怦然心動之下，
意欲高價求購。胡翁久慕李白詩才，心中暗想：大家都覺得
白鷴很美，可惜無人能用詩文訴諸筆端，這回大詩仙來我家
觀賞白鷴，乃天賜良機，我何不要他以詩換取。

寫首詩對詩仙來說自然不成問題，
李白聞之欣然，適會夙意，授筆
三叫，文不加點，稱興揮就一首
贈「黃山胡公求白鷴」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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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雙白璧，買君雙白鷴。
白鷴白如錦，白雪聇容顏。
照影玉潭里，刷毛琪樹間。
夜棲寒月靜，朝步落花閑。
我願得此鳥，坐之玩碧山。
胡公能輟贈，籠寄野人還。

宋代的梅堯臣也酷愛白鷴，曾作一首非常美的白鷴詩：
喬木暗青山，晴川下白鷴。
春雲生嶺上，積雪在岩間。
綠草張新翳，柔冠總翠鬟。
時哉養文素，不羨雉斑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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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燕子

家燕

在生活中，鳥禽中燕子會築巢於人類的住所附近，也正由於
這份親近的關係，燕子成為容易被人類觀察到的鳥類，於是
歷代以其為吟詠、描繪體材的作品便不斷出現。

燕子年來年去，具有返舊
巢的習性。因此，唐任宗
妻郭紹蘭，因夫經商久不
歸，借燕足繫詩傳訊的傳
說，常藉以表達思慕的感
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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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詩經」的「關關雎鳩，在河之舟。窈窕淑女，君
子好逑」，就是人們借鳥類配偶行為來抒發青年男女的思戀
之情。詩人白居易、文天祥、李白等都有以鳥類作比喻的絕
世佳句。

紅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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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 畫

鳥在中國藝術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不
一定具有象徵意義，也不一定與宗教世
俗有關。通常是因為其羽色姿態而被畫
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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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翠鳥與古畫

翠鳥又稱翡翠，其羽色燦爛耀眼，又因其捕食的特性，還獲
得了魚狗、天狗、水狗、魚獅、魚虎、川翡翠、柳翠、釣魚
郎、釣魚翁等別名。翠鳥在獵食前，常棲息在水畔的樹枝上
等待小魚出現，是不是很像垂釣的老翁呢？

此種等待觀察的情景，和翠鳥發現食餌、迅速起飛、捕
捉，再回到原位的飛行情景，均是繪畫中常見的畫面，並有
詩云：「有意蓮葉間，瞥然下高樹；擎波的潛魚，一點翼光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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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雁與古畫

古人讚美雁有四德：「信、禮、節、智」。雁每年定時遷徙
是為信；雁群編隊飛行是為禮；終生固定配偶是為節；啣蘆
避繳是為智。其中以固守配偶之習性最為人樂道。

金朝文人元好問赴試途中，遇人捕
雁，捕雁人說：「今日獲一雁，殺
之矣，其脫網者，悲鳴不能去，竟
自投於地而死」。

元好問感動之下，寫出千古名詞：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
許---」，因雁侶情深，故成雙成
對的雁成為情侶夫婦恩愛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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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畫雁多取其特色之美，或表達某種寓意。在文人畫雁觀
念盛行之後，最重要的寓意是「隱逸」。

北宋時期畫蘆雁逐漸風行，文人藉著描繪往來江海湖澤之野
雁，喻為歸隱者浪跡江湖，遠離塵囂之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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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燕與古畫

在繪畫中，由於燕子為候鳥，
春來冬去，每到春日來時，往
往成群結隊，隨飛隨鳴，輕快
而流暢，令人目眩神馳，因此
畫燕多襯以春天的景物如柳、
杏、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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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裝飾器物

鳥類做為器物紋飾、雕塑、建築和裝飾上的題材，是自古至
今為人類所喜好的。好多出土文物或文物上的紋飾都有鳥類
的圖案，如「梟尊」就是以貓頭鷹造型的。春秋時代的「蓮
鶴萬壺」、漢代的「馬踏飛燕」，都是以鳥類為主題而設計
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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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翠

清朝的新嫁娘箱中常有的首飾是「點翠」，這類的頭簪是用
金或鍍金的金屬做成不同圖案的底座，再把翠鳥背部亮麗的
羽毛，整齊的鑲貼在座上。這種飾品的製作，需要十分精巧
的手藝，才能把一根一根的羽毛整齊地鋪滿要覆蓋的圖形。
做好的成品，不仔細看並不能看出是羽毛鑲的，很多人還以
為是用土耳其玉鑲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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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木雕、木刻

鷹是猛禽類的鳥，人們給牠們的標籤是英勇、兇猛，尤其是
兀鷹，更是邪惡之魔。但牠的飛行姿態，卻是人類生活經驗
中極特殊的美感。當牠們展翅時，有狂涓之士的稟然風格；
當牠們翱翔時，有傲骨之狹的氣魄；當牠們定點盤桓時，則
充滿了敵軍壓境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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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鷹的孤傲已突破了心理上的感覺，許多藝術家便將牠化
成一種視覺上的實體。如范康龍先生的木雕，將自身的遭遇
投射在蒼茫孤寂的老鷹上，栩栩如生的表現出牠的命運。

何華仁先生則運用木刻版
畫，貼切的表現了自己對
台灣鳥類的關懷與疼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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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郵票

為喚起國人認識野生鳥類，進而愛護和保育野生動物及其棲
地環境。交通部郵政總局自民國五十六年起，先後多次將台
灣本土鳥類的美姿倩影，藉專業攝影師的鏡頭或藝術家的畫
筆搬上郵票畫面。

帝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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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民國八十年八月發行的「台灣溪流鳥類」以紫嘯鶇、
河烏、鴛鴦、夜鷺、小白鷺、鉛色水鶇、小剪尾、灰鶺鴒、
翠鳥、白鶺鴒等十種鳥類為主題印製了一組郵票。在此之
前，也曾印製過一組「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的郵票，
其中包括藍腹鷴、黑長尾雉等。另外，為介紹我國古典精緻
藝術，特別選定了故宮博物院珍藏的清郎世寧孔雀開屏圖古
畫為題材，於民國八十年十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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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髮飾、剪紙到紙幣中，都不乏其暹秀靈動的身影，由此可
知，中華文化對鳥的欣羨與尊崇，無一不表現在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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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攝影、刺繡、貝雕、冰雕等也有以鳥類為題材，不乏
其例。古今中外，鳥類已成為人們熟知而加以利用的佳品，
成為人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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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方文化

在宗教傳說中最早出現的鳥是葛魯達，
牠是翅膀上扛著太陽亞洲天神。

1. 宗教象徵

(1) 扛著太陽的鳥---葛魯達

到了十三世紀，根據佛教寺院中的畫象，牠已具有人的
身體。隨著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遷徙，對於牠的信仰由
東遠傳到日本，如今牠是印尼回教省分的標誌；牠的雕
像仍然佇立在安可瓦特的荒廢廟宇中，而且牠亦受到婆
羅門的崇拜，在婆羅門，牠的形象是紅翼白面，和在印
度很普遍的栗鳶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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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埃及聖鹮

埃及聖鹮，昔日在埃及
極其尊貴，不可褻瀆，
因奉之為神聖鳥類而著
名。關於此鳥類於五千
年前已記錄於象形文字
中，亦畫於壁畫。



5858

古非洲地區國王去逝時，以此鳥類培葬，約和木乃伊同時出
土。

據說波斯王比薩斯進攻
埃及時，在盾牌上雕刻
了埃及聖鹮的圖騰，使
守備的埃及軍深怕傷了
埃及聖鹮，波斯這一戰
即不戰而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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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兀鷹和貓頭鷹

兀鷹自古以來受到印度祆教徒的膜拜，這些祆教徒是七世紀
時，因回教侵入伊朗而流亡到印度的祆教徒後代，他們仍然
不將死者埋葬或火化，而是將屍體放置在塔上供兀鷹食用。

http://tupian.hudong.com/s/%E9%B8%9F/xgtupia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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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臘和羅馬時代，兀鷹的羽毛被接生婆當作吉祥之物。

在猶加敦的馬雅族中，兀鷹是生育的象徵。

古埃及人的妮可哈特女神，也是以兀鷹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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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頭鷹在民間傳說中則
形象不一，有時被視為
不祥之兆，有時又以智
慧見稱。

希臘的智慧女神雅典娜，
就是以貓頭鷹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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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精神象徵

掠食性的鳥類，在人類早期的精神生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
地位。傳說中有一種眼睛閃爍著光芒，能夠乎風喚雨，振
翅即可吹起強風的巨鳥，這就是美洲印地安人所謂的「雷
鳥」，也就是中美洲的「伏克」。

http://blog.liontravel.com/resserver.aspx?blogId=611&resource=710521-30_%e8%aa%bf%e6%95%b4%e5%a4%a7%e5%b0%8f+.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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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騰的遺跡幾乎在每個有人類居
住的大陸上都可以找得到，很快
地猛禽也開始成為勇武的象徵。

鷹或牠的羽毛常被用為軍徽或皇
室的標誌，例如自公元前六世紀
的巴比倫人、北美洲大草原上的
印地安人、墨西哥蒙地祖瑪王朝
時的阿芝特克人、羅馬的軍團、
查理曼和神聖羅馬帝國的軍隊，
乃至今天的美國公民，都使用這
類的標誌。

http://tupian.hudong.com/s/%E5%BF%8C%E6%8D%95%E9%B9%B0%E9%9B%95/xgtupian/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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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軍人上戰場時都會帶著銅鷹或金鷹標誌的軍旗，不過他
們是否交戰，則要看隨軍攜帶的雞占卜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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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阿芝特克人國王的安全由猛禽保護，這隻鳥可能是被
飼養在寺廟籠中的老鷹，同時老鷹和美洲虎更是他們兩支精
銳部隊的圖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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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家的象徵

許多國家將特產的、珍貴稀有的、大型美麗的或人民最喜愛
的鳥作為國家的象徵，定為國鳥。有些國家在國旗或徽上以
鳥作為標誌。

白頭海鷲

(美國)
希威鳥

(紐西蘭)

嘟嘟鳥

(模里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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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藝術

西方早期的藝術中，人類對動物的
尊崇實在是一種古老的宗教崇拜。

歐洲和非洲石器時代的人所留下的
洞穴壁畫大多畫的是動物，動物對
於當時的人而言，除了具食用價值
外，更具有許多意義。

有史時代之後，歐洲的藝術大多被
教會所主宰，於是宗教和藝術就結
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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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文藝復興時代，藝術家才重新以自由而富創意的方式來
詮釋他周遭的世界。

在這之前，藝術上所出現的鳥類通常為宗教意義的象徵，例
如遷徙的燕子代表復活；金翅雀由於具有紅冠且喜歡吃刺和
薊，於是代表基督的受難；孔雀的肉以前被認為是不會腐敗
的，因此常出現在基督誕生和天使報喜的繪畫中；鴿子則長
久以來被認為是純潔和和平的象徵，並且常和聖母瑪麗亞一
起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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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書、樂、劇

文學大師莎士比亞顯然是一個熱愛鳥的人，在他的作品中提
到六十種以上的鳥類，其中雲雀是他的作品中出現頻率最高
的鳥種，他在十五部戲劇、兩首詩和一首歌中提到雲雀。

「仲夏夜之夢」是取材於民間，描寫貴族、市民、精靈三者
之間交錯夢幻的戀愛喜劇。劇中用雲雀來比喻女子美妙的聲
音和萬物之甦醒，同時也用雲雀和貓頭鷹來表示白天、夜晚，
並間接隱喻純真和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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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聲為單調「咕、咕」聲的布穀鳥，則在「亨利六世」中形
容為愚不可及的人。

許多神話，傳說也是得自於鳥類，如德國民間傳說「天鵝
湖」，敘述少女奧潔塔，被惡魔施法後變成天鵝，因與王子
真誠相愛，而佔勝魔法恢復人形。後來柴可夫斯基以此傳說
為藍本，創作出家喻戶曉、永垂不朽的天鵝湖芭蕾舞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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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的姿態、歌聲也常被音樂家編作成詞曲。法國作曲家聖桑
巔覆傳統樂曲旋率的「動物狂歡節」，十四個組曲中就有四
首是因鳥而產生的靈感。

第二首「公雞和母雞」，用鋼琴和小提琴此起彼落的模仿母
雞下蛋前的叫聲。另外，又用鋼琴和單簧管模仿公雞報曉的
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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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首「林中杜鵑」，聖桑用單簧管模仿杜鵑的啼叫，而以
鋼琴用最簡單的合聲樂句，栩栩如生的描繪出陰暗幽靜的森
林背景。

第十首「大鳥籠」與林中杜鵑的孤寂相對比，動物園的大鳥
籠，是個十分熱鬧的地方。長笛的快速樂句與鋼琴的裝飾奏，
描寫各種鳥類的叫聲和飛翔的姿態；弦樂器則利用顫音製造
翅膀振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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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狂歡節中最優美的樂章非「天鵝」莫屬，聖桑用大提琴
來表現天鵝悠游湖中的優雅姿態。另外，兩架鋼琴的起伏音
型是在模仿水波的蕩漾，並且襯拖出天鵝主提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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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育樂價值

善鳴的鳥類常變成珍貴的籠鳥，例如畫眉、八哥、九官鳥、
黃雀和雲雀等，外形美麗的鸚鵡和雉科鳥類，也是人們所喜
愛的觀賞鳥。

畫眉 八哥 九官鳥 黃雀

雲雀

http://tupian.hudong.com/s/%E5%B0%8F%E4%BA%91%E9%9B%80/xgtupian/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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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鳥的羽色鮮豔，體態優美，自古以來就是供人玩賞的
對象。我國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就已飼養白鷴供人玩賞。

唐代的散文家肖穎士，在他所著的「白鷴賦序」中，對白鷴
作了不一樣的描述：「白鷴，羽族之幽奇，素質黑章，爪嘴
純丹，體備冠距，頗類雞。翟，神貌清閑，不與眾禽棲，心
遐深，與人境罕接，固莫得而馴狎也。」可見，在那時，白
鷴是極珍貴的觀賞鳥。

白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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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於鴿子具有返航能力，鬥雞有功擊性，因此也發展
為娛樂和比賽的用途。

鴿子

鬥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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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大陸常有鳥禽表演卦算，在馬戲表演中也常看到鳥類表
演溜冰、溜滑梯、盪鞦韆、走鋼索、唱歌等。

 此外，鳥也常是棒球中的吉祥物，職棒中的時報鷹、日本的
養樂多燕子隊、美國的多倫多藍鳥隊 (實為橿鳥，也就是國
人所說的松鴉)、巴爾地摩的金鶯隊 (實為朱鸝) 皆是以鳥
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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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鳥是拜訪鳥兒們最友善、最自然的休閒。很少有其他戶外
活動，能像賞鳥一樣保有不具傷害性的友善精神，而以透過
望遠鏡的觀賞，表現對大自然的讚美和尊重。

賞鳥本身也是一種藝術鑑賞，野鳥本身即是大自然的精心傑
作，在賞鳥活動中也同時接受自然美感的薰陶。

賞鳥更是最佳的人格教育，日
本、歐美等國，將觀察自然狀
態下的野鳥生活，列為重要的
人格基礎教育。讓孩童學習尊
重鳥類遠比傷害鳥類，有助於
降低他們對萬物的傷害與敵意，
而善待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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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兒是有靈性的，鳥兒的靈性需要山水的氣息聲響才能滋養，
並淋漓盡致的表現出來。靈性是再昂貴、再堅固的鳥籠所關
不住的，我們並不鼓勵籠中鳥，失去自由的鳥，就像離開水
的魚兒一般，空有一身美麗，而無法隨心所欲的鳴唱飛翔。

賞鳥以和平、知性、愛和了解為出發點，讓我們以禮相待，
抱著虔誠的心走入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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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訊息傳遞

南太平洋島嶼的居民利用白斑軍鑑鳥在島嶼間傳遞訊息；信
鴿則利用於平時或軍事上傳信。

白斑軍鑑鳥 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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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軍事用途

人類常訓練猛禽類打獵，在軍事上也成為攻擊對方傘兵的祕
密武器；美軍更曾以白鵝看守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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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鳥 藏

有些鳥類嗜食腐肉，為自然界的清道夫。例如西藏人有鳥葬
的習俗，人死後將遺體置於山上的天葬場，舉行宗教儀式後，
由天葬師解剖，供神鷹 (禿鷹) 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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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儀 式

我國有時為了取信於人，有在神明面前斬雞頭發誓的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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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提供土壤肥沃力

海鳥的糞便富含有機質，為極佳的有機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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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報曉計時器

在未發明計時器以前，人類除依賴天色判斷日常作息時間外，
農家多飼養一些雞，以便公雞啼暁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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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植物傳播的媒介

有些鳥類具有傳播和授粉的作用，如太陽鳥喜食花蕊、種子
和昆蟲等，可傳播花粉；蜂鳥和紅胸啄花鳥在花樹叢中活動
時，常用其特殊的舌頭和嘴喙吸食花蜜，因此牠們的嘴、頭
或羽毛沾染花粉，無形中也替植物傳粉。食種子的鳥類會傳
播種子，擴散樹種。

蜂鳥 紅胸啄花鳥太陽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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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植物種子為食的鳥類，如北方普遍分佈的鳩鴿、鶇、鳾、
松鴉和星鴉等，對於許多樹種的擴散，森林的更新都起到積
極作用，它們都是自然界「植樹造林」的能手。研究證明某
些硬殼的植物種子，在通過鳥類的消化道之後更容易萌發。

紅鳩

松鴉

星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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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給予人們的間接利益比直接的利益更為重要而深遠。有
人說：假如沒有鳥類的存在，所有植物的生長更新將會顯得
緩慢甚至停頓。因為天然植物的更新，常須借助鳥類來傳播
種子和授粉。農作物收獲量的增加，鳥類也有極大的貢獻，
例如鳥類控制昆蟲族群的增加，減低昆蟲對農作物的危害，
甚至對危害農作物的小型哺乳類亦有制衡的作用，這些都直
接、間接的促進農作物的增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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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許多國家將保護鳥類做為衡量科學、文明
和社會進步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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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科學研究

 自然科學的發展，在很多方面也受到鳥類的啟示，其中最顯
著的例子莫過於飛機了。當我們的祖先看到鳥類自由自在地
在天空翱翔的時候，他們就從看到的一種神秘現象中逐漸產
生了模仿鳥飛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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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的飛行提供人類想像的空間，探討其飛行原理和身體構
造，啟發人類製造出飛機和導航系統。

飛行器的發明

人類自古以來，就極欲模仿鳥類的飛行。從
希臘羅馬文化中的迪達拉斯和依卡若斯兩人，
將羽毛貼在手臂上，製成翅膀逃離監禁開始，
到達文西設計人力推動的飛機，以至十九世
紀的利利安所設計的奇特裝置，人類都想要
憑藉著本身肌肉的力量來帶動人造的翼，以
達到飛行的目的，但這些設計並不能比依卡
若斯更成功 (依卡若斯墜海而死)，而迪達
拉斯在神話中成功的用翼來飛行，仍只是個
不能實現的夢想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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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 年前，我國就有人把羽綁在一起做成翅膀，能夠滑翔
百步以外。

 400 年以前，義大利人達文希根據對鳥類的觀察和研究，
設計了掛翼機，試圖用腳的蹬動來掛動飛行。後來，經過
許多科學家的試驗，弄清了鳥類定翼滑翔的機理，終於在
1903 年發明了飛機，實現了人類幾千年來飛上天空的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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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現代的引擎，卻使得各種飛機能夠模仿鳥類的飛行情形，
例如直昇機可以震耳欲聾模仿蜂鳥的定點鼓翼；噴射戰鬥機
挾帶著超音速的呼嘯是模仿紅隼俯衝的原理，但是不論在飛
機的設計上有怎樣的成就，我們對於鳥類輕而易舉的完美飛
行，仍只有欣羨感嘆的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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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的螺旋漿、雙翼和鳥的翅膀、飛羽的橫斷面相同，通常
前端較厚，然後逐漸變薄，尾端形成尖端；底面平直，表面
則較彎曲，這種形狀，一般稱為螺旋漿翼，普遍地出現在飛
禽與飛機上，因為飛行皆是利用同樣的氣體動力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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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翼在空氣中向前推進時，或是當空氣迅速的通過翼時，經
過上層突出面的空氣比通過下層扁平面的空氣速度來的快，
移動距離也較遠，這使得翼上方的壓力減低，而下方所受到
的壓力則相對地較高，於是翼便可上升。上升力量的方向永
遠與翼的平面垂直。因此，當一隻鳥把翼平面向下和向後拍
撲時，可以同時產生垂直上升和向前推進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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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翼與螺旋漿翼的形狀略有不同，鳥翼下方是凹入而不是平
的，向下彎曲的前緣使氣流順暢的流到後緣，翼端的每一隻
羽毛都是一個螺旋漿，能在急速通過的氣流中扭曲而產生推
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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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鳥類的翅膀有許多形狀，如生活在樹林中的鳥翼大多
寬而短；而信天翁的翼則非常細長，但是牠們的剖面都是同
樣的下凹螺旋漿翼形。

冠羽畫眉 信天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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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中，飛行器不僅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提供
了各種文化的交流和加速文明的發展。當我們在享受種種高
科技產品時，別忘了鳥類是這項創世紀發明的最大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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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電子光學技術的發展，使我們有可能研究一種類似鷹眼
的系統，幫助飛行員識別地面目標，同時可以控制導彈。利
用鴿眼的結構，仿製出一種鴿眼電子模型，有助於圖象辨認
的研究。利用鴿眼發現定向運動的性質，可以裝備一種警戒
雷達，佈置在國境線或機場，可以監視飛來的敵機或導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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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鵝的啟示下，人們設計了新型汽車---「企鵝」牌極地
越野汽車。這種汽車用寬闊的底部貼在雪面上，以輪勺推動
前進。這樣不僅解決了極地運輸的問題，而且可以在泥濘地
帶行駛。

根據啄木鳥啄樹取食，頭部不斷震動而不受傷害的道理，研
究設計防震碰撞的頭盔，為建築工人或煤礦工人所使用的安
全帽。



101

鳥類的最大科學價值末過於鳥類的遺傳信息，鳥類是一個
巨大的遺傳基因庫。保護鳥類就是保存鳥類的基因庫。這
些基因物質有些已為人們所認識，還有很多沒有被認識，
隨著科學的發展，將逐漸被人們所認識和加以利用，只有
很好地保護鳥類，才能在將來為人類所利用，這才是保護
鳥類的真正科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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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種生物在生物群落中都起著必不可少的作用，鳥類是生態
系統中很重要的環節，在維持生態平衡上起著重要作用。

小雲雀 埃及聖鹮

13. 生態平衡作用

現今世界上大約有 9000 多種鳥，約有 1000 億隻，絕大多數
都是食蟲鳥或雜食的鳥類，遍佈在多種多樣的環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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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業和林業上，如猛禽類捕食鼠類、昆蟲等小動物，可消
滅害蟲、害獸和維持自然界的生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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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在研究林業蟲害與鳥類控制作用時，把一棵樹用網罩
上，一棵不罩，被罩上的樹由於害蟲增多而致死，另一棵卻
生機盎然。原因是被罩上的樹，鳥類不能落上，不能啄食害
蟲所致。經科學家研究，食蟲鳥類有控制森林害蟲的作用。
認識到這一事實後，林業工作者為森林食蟲鳥類提供巢箱，
招引食蟲鳥消滅害蟲，這種例子在果園栽培中已廣泛被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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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中的猛禽 (鷹和貓頭鷹類) 大多數是專以囓齒為食的鳥
類，對於農林害獸有控制作用，曾有人在 360 隻鵟的胃內
查出總計 1348 隻老鼠的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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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給予人們的間接利益比直接的利益更為重要而深遠。有
人說：假如沒有鳥類的存在，所有植物的生長更新將會顯得
緩慢甚至停頓。因為天然植物的更新，常須借助鳥類來傳播
種子和授粉。農作物收獲量的增加，鳥類也有極大的貢獻，
例如鳥類控制昆蟲族群的增加，減低昆蟲對農作物的危害，
甚至對危害農作物的小型哺乳類亦有制衡的作用，這些都直
接、間接的促進農作物的增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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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的鳥類是自然界中害蟲最大的天敵，大多數的鳥類幾
乎完全以昆蟲為主要食物。這些鳥類中有些是留鳥，如啄木
鳥科、雨燕科、卷尾科等，有些是冬候鳥，如鶇亞科、鶲亞
科等。

大斑啄木鳥 小雨燕 大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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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研究指出，鳥的食物中有絕大部份是昆蟲，尤其在繁殖
期間，各種鳥類所需要的昆蟲量更為龐大。

戴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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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昆蟲捕食者是消除有害昆蟲的一大功臣。牠們不僅減低
了昆蟲的危害，也相對地增家農作物的產量，所以鳥類的存
在，的確對驅除害蟲、保護農作物和森林，有極大的貢獻。
此外，鳥類在食物鏈和能量流動上佔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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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質量可以通過研究鳥類進行堅測，在食物鏈頂部的鳥類
特別容易受到環境的污染，如對鷹、鴞和其他肉食性鳥類進
行了研究以測定殺蟲劑的作用和濃度。在生態系統的食物鏈
和食物網中鳥類都是重要環節，在生態錐體頂部的食肉鳥類
又是環境污染的指標生物。我們可能會做出這樣的結論，牠
們在自然生物群落中的作用是一切價值中最重要的價值。

鉛色水鶇 紫嘯鶇 河烏

14. 環境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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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遜女士在 1962 年出版的「寂靜的春天」書中對世人提出
警告，如果人們不斷地在環境中添加化學毒素，將會給人類
健康帶來嚴重威脅。她舉出的例子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些
鳥種的實例，尤其是對上萬隻的鳥在 1960 ~ 1961 年死於英
國鄉間各地的報導，更是震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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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是反應環境中毒素和殺蟲劑濃度的最好指標，因為鳥類
和人類接觸極為頻繁，牠們的行為、數量一旦有所改變，馬
上會被人發現，加上鳥類在生態環境中分佈極廣，也佔了食
物網中不同的部位，所以任何環境污染，都會影響到鳥種的
數量、習性而使人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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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極企鵝體內的 DDT，正足以證明 DDT 的污染，已遍佈
了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成為全球性污染第一個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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隼是全世界分佈最廣的鳥類之一，和其他位於食物鏈末端的
肉食性鳥類一樣，牠吃下含有毒素的獵物，這些有毒物質積
聚在牠體內的脂肪之中。

許多鳥類在生殖之前，會在體內儲藏許多脂肪備用，這些脂
肪在被使用時，其中所含的毒素便會流入血液之中，含量高
時，會損害神經系統，含量低時亦會導致不孕或胚胎死亡。

此外，牠們也會影響蛋殼的形
成，而使蛋殼變薄，導致母鳥
孵卵時將蛋殼壓碎。在 DDT
廣泛被使用以來，許多鳥的蛋
殼都逐漸變薄了，蛋殼的厚度
實是殺蟲劑污染的最佳指標。

阿德利企鵝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Manchot_Adelie_-_Adelie_Penguin.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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隼是全世界分佈最廣的鳥類之一，和其他位於食物鏈末端的
肉食性鳥類一樣，牠吃下含有毒素的獵物，這些有毒物質積
聚在牠體內的脂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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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與人類共同存在一個地球
上，鳥類的生存若出現危機，
表示我們的生存環境亦受到
了改變或惡化。「今日鳥類，
明日人類」，鳥類是我們環
境的最佳指標。

土地開發與環境污染破壞了
動物的棲地，在牠們無辜的
遭受環境的劇變，而反應在
生活習性和數量上之後，人
類才來收拾自己的罪孽，令
人不禁為鳥類這個名為「環
境指標」，而實為文明的實
驗品喊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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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僅部分在文化、藝術、民生、經濟和環境上扮演了極重
要的角色，而且直接的予人舒適的感覺。鳥類為山林原野添
加了許多繽紛的色彩，為整個世界添加了許多跳躍的音符。
生活在高度文明的今天，森林原野中這群大自然的精靈，用
牠們的清音倩影，喚醒我們久蟄的心靈，和對大自然永遠不
能磨滅的嚮往之情。

繡眼畫眉

五色鳥
小彎嘴畫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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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鳥類對人類的害處

栗頭蜂虎喜歡捕食昆蟲，尤其喜食蜂類，對養蜂者而言，是
一大害鳥。

栗頭蜂虎

麻雀常在農田啄食穀物，危害
農作物。

白鷺鷥多至海濱覓食，特別愛
吃活魚、活蝦和貝類，造成養
殖業者極大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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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雀多時會製造噪音擾人，中國大陸曾有集體驅趕麻雀的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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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排出的糞便隨時會污染建築物或名勝古蹟，難以清理
形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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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可能媒介人畜共同傳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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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中的鳥偶爾誤撞飛機，造成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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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和人類共同享用有限的生存空間，以人類的立場而言，
鳥類或多或少影響人類可利用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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