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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正港臺灣鳥？
淺談臺灣特有環頸雉與外來亞種
Which is the nativ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endemic Phasianus colchicus formosanus and other
alien sub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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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2012年11月24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野生動物急救站
收到兩對環頸雉，送來的民眾說因為不忍心牠們被囚禁販售，所以買下來預計野放，
但不知道牠們是哪種鳥類，也不敢隨意放生，便上網搜尋資料，經過比對，懷疑牠們
是保育類的臺灣亞種環頸雉，最後送來野生動物急救站請求協助。
之二：2013年1月9日，「嘟~嘟~」，野生動物急救站的電話響了起來，是不是又
有民眾發現受傷生病的野生動物不知如何處理呢？野生動物急救站的工作同仁接起電
話，一位民眾著急的詢問：「喂，急救站嗎？有個問題想請教，我這邊有一隻朋友送
的鳥，他因為沒辦法飼養所以送給我，但是有人告訴我這是保育類的環頸雉，要經過
申請才能飼養，可是我當初根本就不知道這個規定，請問現在我該怎麼處理？」
這些問題可把急救站同仁問倒了。環頸雉目前在全世界有30個以上的亞種，但是牠
們外形十分相似，還有亞種間互相雜交的問題，即便是研究鳥類的學者，都很難僅憑外
形正確地辨識環頸雉的亞種。因此，藉著以下文章探討臺灣特有環頸雉與外來亞種的問
題，希望增加民眾對環頸雉的認識，釐清一直以來對環頸雉亞種的誤解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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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頸雉(Phasianus colchicus)為廣泛分
布於歐亞大陸的雉科(Phasianidae)鳥類。由
於狩獵遊憩、食用及羽毛加工，使環頸雉
被引至世界各地，也有大量繁殖環頸雉的
養殖場。然而，因為逸出或其他原因使非
原生地，如北美洲、智利、澳大利亞、紐
西蘭及塔斯馬尼亞島都有環頸雉族群分
布，同時也導致環頸雉亞種的分類較其他
鳥類複雜許多。目前大多數的鳥類分類的
書籍列出環頸雉共包含31個或34個亞種。

被裝在網袋中販售的環頸雉，熱心民眾買下送來急救站。
( 黃筱婷 攝 )

一般而言，臺灣的鳥類觀察者較常接
觸到的環頸雉主要有4個亞種：臺灣特有亞
種(P. c. formosanus)、引入金門並擴張繁殖

有亞種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為珍貴稀

的華東亞種(P. c. torquatus)、再加上「臺灣

有野生動物)，亦使經營管理單位更能掌握

野鳥圖鑑」書末的外來鳥種中一張名為「高

臺灣特有亞種的生存及繁殖狀態，以及外

麗雉」的雉雞圖片，該圖片所指亞種不詳，

來族群的擴張狀況。

依繪圖推測較可能為東北亞種(P. c. pallasi)

依據Clements世界鳥類名錄6.6版(The

或河北亞種(P. c. karpowi)。由於環頸雉亞種

Clements Checklist of Birds of the World 6.6

間的形態差異就比其他鳥類複雜許多，再加

edition)與世界鳥類圖誌第二冊(Handbook of

上部分書籍的分類說明與學名標示不甚完

the Birds of the World Vol. 2)，環頸雉共分為

備，因而造成許多鳥類觀察者不清楚這3個

31個亞種，兩項文獻皆認定臺灣的環頸雉

亞種之間的亞種學名與形態差異，也因此，

為特有亞種。2012年Clements世界鳥類名錄

使得不少鳥類觀察者習慣將「非臺灣原生族

6.7版，將有「日本國鳥」之稱的日本特有

群」的環頸雉通稱為「高麗雉」。不僅如

種日本綠雉(原學名為Phasianus versicolor)全

此，臺灣與金門的環頸雉也因為外來族群的

部 的 3 個 亞 種 ( 原 學 名 ) ： 本 州 亞 種 ( P. v.

擴張與分類歸屬的認定，在保育與經營管理

versicolor)、島嶼亞種(P. v. tanensis)、佐渡亞

上產生諸多難處與問題。

種(P. v. robustipes)歸屬於環頸雉的亞種，使

因此，本文目的在於協助讀者與鳥類

環頸雉的亞種數增加為34個亞種，日本地區

觀察者瞭解我國較常接觸到的3類環頸雉，

也因此硬生生的少了一種特有種。環頸雉的

說明其分類歸屬與形態差異，使讀者能妥

分類群中，亞種數量最多的為灰腰雉群(the

善運用分類依據與亞種學名明確指稱各類

torquatus group)，主要分布於東亞地區，共

不同的環頸雉。同時，也讓民眾避免持有

包含19個亞種，其中12個亞種的雄鳥具有白

保育類的環頸雉亞種而不慎觸法(臺灣的特

色頸圈(表1中的亞種學名末註記*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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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環頸雉(Phasianus colchicus)各亞種之亞種學名、參考俗名、分布與可能被引入地(亞種學名後
方註記*號者為灰腰雉群the torquatus group，黃底為本文提及之亞種)。
亞種學名

參考俗名

P. c. septentrionalis

北方亞種

P. c. colchicus

指名亞種

分布
喬治亞東部至亞賽拜然東北部、亞美尼亞
南部、伊朗西北部

P. c. talischensis

高加索亞種

外高加索東南部

P. c. persicus

波斯亞種

外高加索西南部

P. c. bergii

鹹海亞種

鹹海中的島嶼

P. c. turcestanicus

哈薩克亞種

哈薩克

P. c. mongolicus

准葛爾亞種

P. c. principalis

土庫曼斯坦東北部
土庫曼斯坦Amudar'ya河上游

薩馬爾罕亞種 薩馬爾罕

P. c. zarudnyi

土庫曼斯坦Amudar'ya山谷

P. c. bianchii

土庫曼斯坦Amudar'ya三角洲

P. c. shawii

莎車亞種

P. c. tarimensis

塔里木亞種

P. c. hagenbecki

新疆北部
新江中東部
蒙古西北部、科布多河谷

P. c. edzinensis

弱水亞種

蒙古中南部、戈壁中部

P. c. satschuensis

祁連山亞種

祁連山北部

P. c. vlangallii*

青海亞種

青海北部

P. c. alashanicus

賀蘭山亞種

賀蘭山西側

P. c. sohokhotensis

阿拉善亞種

Sohokhoto 綠洲、賀蘭山南部

P. c. pallasi*

東北亞種

西伯利亞東南部、滿州中部、河北北部

P. c. karpowi*

河北亞種

河北東北部、朝鮮半島、濟州島、對馬島

P. c. kiangsuensis*

內蒙亞種

P. c. strauchi*

甘肅亞種

P. c. suehschanensis* 川北亞種

甘肅、陝西中部、四川東北部
岷山南側、四川西北部

川南亞種

四川西南部、緬甸北部

貴州亞種

四川東部、湖北西部、雲南東北部、貴州

P. c. torquatus*

華東亞種

黃河以南至越南東北

P. c. rothschildi*

滇南亞種

雲南東南部到越南北部

P. c. takatsukasae*

廣西亞種

諒山、越南東部

P. c. formosanus*

臺灣亞種

臺灣

P. c. versicolor

本州亞種
島嶼亞種

P. c. robustipes

佐渡亞種

北海道、本州、九
州、臺灣

河北西部、山西北部、陝西北部、蒙古東

P. c. elegans*

P. c. tanensis

臺灣

南部

P. c. decoll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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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北美、紐西蘭

土庫曼斯坦南部、阿富汗北部

P. c. chrysomelas
P. c. zerafschanicus

可能被引入地

北高加索

九州、本州、四國

北美、歐洲、紐西
蘭、金門、臺灣

北美洲

伊豆半島、三浦半島、伊豆群島、種子島
和屋久島
本州北部的佐渡島

夏威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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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P. c. septentrionalis
P. c. bergii

P. c. turcestanicus

P. c. hagenbecki
P. c. edzinensis

P. c. chrysomelas
P. c. shawii
P. c. tarimensis

P. c. zarudnyi
P. c. colchicus
P. c. talischensis

P. c. persicus
P. c. principalis

P. c. pallasi

P. c. mongolicus

P. c. zerafschanicus
P. c. bianchii

本州亞種 P. c. versicolor

P. c. karpowi

P. c. satchuensis

P. c. alashanicus
P. c. sohokhotensis
P. c. kiangsuensis

P. c. vlangallii

P. c. strauchi
P. c. suehschanensis
P. c. decollatus
P. c. torquatus

P. c. elegans

P. c. formosanus

佐渡亞種 P. c. robustipes
島嶼亞種 P. c. tanensis
P. c. rothschildi

P. c. takatsukasae

1. 環頸雉分布圖，綠色為原生族群分布，紅色為外來族群分布，黃色為資料不足之區域。( 林大利
2. 環頸雉各亞種分布圖，其中綠色為灰腰雉群之分布。( 林大利 繪 )

臺灣的環頸雉：臺灣特有亞種 P. c.
formosanus
環頸雉臺灣特有亞種的觀察紀錄，首

繪)

Daniel G. Elliot 於1870年認定臺灣的環頸雉
為特有族群，命名為P. c. formosanus，模式
標本典藏於倫敦自然史博物館(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次於1863年由英國的博物學家斯文豪

目前主要的鳥類分類相關文獻，皆認

(Robert Swinhoe)發表於期刊"Ibis"，並由

定臺灣的環頸雉族群為特有亞種。關於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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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環頸雉族群是由三國時期(約西元200

takatsukasae)的雄鳥的白色頸圈，會在喉部

年)後引入之華東亞種或其他亞種的說法，

中斷。斯文豪(1863)認為臺灣的環頸雉除了

其可能性相當低。1940年前後，嘉義農學

腹部側邊羽毛顏色為白色帶黑斑，其餘特

校學者諭吉田茂於魚寮地區(今嘉義縣太保

徵幾乎與中國的環頸雉相同。蜂須賀正氏

市魚寮聚落西側)發現魚寮遺址。2002年，

和羽田川龍男(1951)在臺灣省博物館季刊第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研究人員何傳坤與劉

九卷第四期“Contribution to the Ornithology

克竑試掘魚寮遺址，發現許多史前文物，

of Formosa”彙整臺灣鳥類相關研究資料，

透過碳十四年代判定時間約為新石器時代

對環頸雉的描述如下：「…福爾摩莎亞種

晚期。出土的兩件鳥類骨骸，其中一件經

與中國的亞種主要的不同之處在於中斷的

鑑定為環頸雉右橈骨末端。由此可見，臺

白色頸圈與腹部側面相當淡的顏色」。但

灣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即有環頸雉存在的紀

是，中國大陸地區包含10餘個亞種，兩項

錄。如果環頸雉為三國時期漢人引入臺

文獻皆未詳細說明是中國哪一個亞種與臺

灣，是否能在斯文豪發表之前(約1,600年)

灣亞種比較。如果比較對象為華東亞種，2

演化為特有亞種，仍有待商榷。臺灣特有

個亞種的白色頸圈皆會在喉部中斷，但臺

亞種的形成機制，應與臺灣其他特有生物

灣亞種的腹部側側面顏色為帶有黑點與些

相似，於16,000年前更新世冰河期自然播遷

微金屬光澤的米白色，華東亞種則為帶有

至臺灣。冰河退卻、臺灣海峽形成後，因

黑點的紅棕色。此外，外來亞種的體型較

為與亞洲地區的族群隔離，而使其逐漸異

臺灣特有亞種大，體重較重，頭長、頭

域分化為特有亞種。

寬、喙長、喙寬、中趾皆顯著的較長(陳美

臺灣亞種、華東亞種與廣西亞種(P. c.

1

惠等 2004)。

2

3

1. 臺灣亞種雄鳥的白色頸圈，會在喉部中斷。( 林大利 攝 )
2. 華東亞種雄鳥的白色頸圈，會在喉部中斷。( 林大利 攝 )
3. 臺灣亞種的腹部側面顏色為帶有黑點與些微金屬光澤的米白色。
( 林大利 攝 )
4. 華東亞種的腹部側面顏色為帶有黑點與些微金屬的紅棕色。
( 林大利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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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於 2013 年 1 月觀察花東地區 11 隻次環頸雉雄鳥，腹部側面皆具臺灣亞種的特徵。( 林大利

如果以環頸雉雄鳥下腹兩側的羽色為

攝)

字第0981700180號公告)。

分辨臺灣亞種(米白色帶黑斑)與華東亞種

世界各地的環頸雉自古一直是人類狩

(紅棕色帶黑斑)的辨識依據(鄭作新 1964；

獵捕食的對象，在狩獵技術快速發展之前，

Johnsgard 1999；洪心怡等 2009)，本文第

環頸雉的繁殖能力尚能承受獵捕壓力。在

一筆者於2013年1月觀察花東地區的環頸雉

1960-1970年間，臺灣嘉南平原地區的狩獵

雄鳥(卑南1隻次、光復3隻次、志學2隻次及

愛好者，釋放大量外來引進的環頸雉以進行

東華大學校園內5隻次，共11隻次)，發現所

狩獵活動(王穎等 1989；李志宏 1991)。再

有觀察到的雄鳥，下腹兩側的羽色皆為米

加上從食材與羽毛加工原料的環頸雉養殖場

白色帶黑斑，也就是臺灣亞種的特徵。

(多為華東亞種及河北亞種)中，因颱風或其

依據斯文豪(1863)的描述，19世紀時環
頸雉普遍分布於福爾摩莎全島的平原與丘陵

他人為因素逸出，使大量的外來環頸雉在野
外擴張(王穎等 1992)。

地帶。蜂須賀正氏與羽田川龍男(1951)則描

隨著外來亞種的擴張，並與臺灣原生

述環頸雉除了臺灣西北部不容易見到之外，

亞種雜交，使臺灣原生的特有族群面臨基

其餘地點皆非常普遍。然而，這個曾經廣布

因污染與特有基因流失的威脅。國立屏東

於臺灣平地的大型雉雞，如今卻面臨過度獵

科技大學陳美惠副教授的博士論文發現僅

補、棲地減少與劣化，以及基因污染等生存

有臺中市清泉崗與臺南市善化區的族群沒

壓力，族群量已經大幅下降，甚至難以確定

有發現外來亞種的基因型，其餘包括臺南

目前野外是否仍有未受基因污染的族群。行

市山上區、臺南市新市區、花蓮縣鳳林

政院農業委員會於2009年依據野生動物保育

鎮、臺東縣池上鄉、屏東縣社頂等地區的

法將環頸雉公告為珍貴稀有野生動物(林務

族群，多多少少都含有外來亞種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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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也就是有與外來亞種雜交
並產下後代的現象發生(陳美
惠 2003)。

金門地區的環頸雉：華東
亞種 P. c. torquatus
關於金門地區的環頸雉族
群，過去認為亦屬於臺灣特有
亞種P .c. formosanus。但是，
就金門當地居民及鳥類觀察者

1

的觀察經驗，環頸雉是最近20
幾年才開始在金門地區出現，應該不是從

進的族群。經研究支持金門地區的環頸雉屬

臺灣自然播遷至金門的族群。因此，金門

於外來亞種之後，金門相關管理單位也將其

的環頸雉受到野生動物保育法的保護而人

從保育類名單中排除，以利執行野生動物的

為獵捕的影響大幅降低之下，在金門地區

經營管理計畫。

快速的繁殖擴張，造成農作物損毀與農民
經濟損失的狀況也日益嚴重。
2009年，李壽先博士及其研究團隊透

高麗雉：一張難以確認亞種的雉雞
圖片

過粒線體DNA分子遺傳標記鑑定其亞種歸

1991年，亞舍圖書有限公司所出版的

屬：設定日本綠雉為外群，並將東北亞種、

「臺灣野鳥圖鑑」書末的籠中逸鳥，畫了1

華 東 亞 種 、 河 北 亞 種 、 內 蒙 亞 種 ( P. c .

隻雉科鳥類，並註明為「高麗雉」，但是

kiangsuensis)及指名亞種(P. c. colchicus)的同

並未註明學名或亞種名。因此，這張插圖

段序列進行比對，其中24個樣本來自臺灣、

的真實身分不僅耐人尋味，更使不少鳥類

13個樣本來自金門。分子鑑定的結果顯示，

觀察者習慣認定所有非臺灣原生的環頸雉

金門地區的環頸雉與臺灣特有亞種分別屬於

都是「高麗雉」，但卻也不清楚「高麗

不同的系群，親緣關係與華東亞種最為接

雉」究竟與臺灣的環頸雉分屬不同物種還

近。就形態特徵來看，金門的環頸雉下腹羽

是不同亞種。

色為紅棕色、肩羽栗色，亦與華東亞種相

就圖片的特徵來看，較寬且未中斷的

符。由遺傳多樣性分析的結果來看，金門的

白色頸圈、腹側金黃色的羽毛、尾羽黑色

環頸雉族群低於臺灣的環頸雉族群(洪心怡

橫紋較粗且間距較窄，很可能是環頸雉東

等 2009)。由於外來種通常由少數個體建立

北 亞 種 ( P. c . p a l l a s i ) 或 河 北 亞 種 ( P. c .

族群並逐漸擴張，因此遺傳多樣性會偏低。

karpowi)。此2亞種的雄鳥皆具有較寬且完

此項結果也支持金門地區的環頸雉為外來引

整的白色頸圈，形態特徵幾乎相同，惟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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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亞種的翼長(248-270mm)較河北亞種略長

的特徵(下腹羽米白色帶黑斑)。外來的基

(240-260mm) (鄭作新 1964；Johnsgard

因型會污染特有亞種的基因庫，因此，現

1999)，但是此特徵無法從該圖片判斷。筆

行重要的經營管理目標，是必須妥善管理

者查閱各相關圖鑑，發現「臺灣野鳥圖

外來亞種，使其無法與特有亞種雜交，不

鑑」書末所繪的高麗雉，與"A Field Guide

讓基因污染的狀況持續惡化。如此一來，

to the Birds of Japan"一書中所繪的河北亞種

在臺灣特有族群的基因庫中，外來的基因

相當相似。河北亞種也是唯一分布於朝鮮

型會隨著世代交替與個體的死亡逐漸消

半島的亞種，較有可能被稱為高麗雉，且

失。雖然所需時間甚長，但是在妥善的管

曾有輸出至日本與臺灣的紀錄。但是，東

理外來亞種之下，終究能降低基因污染的

北亞種亦有輸入過臺灣的紀錄，因此，

影響。

「臺灣野鳥圖鑑」所謂的「高麗雉」究竟
所謂何物？仍然難以斷定。

臺灣可能已經沒有純種的環頸雉？
臺灣地區的環頸雉除了特有亞種，亦
包含許多外來圈養亞種。對於環頸雉受到
基因污染的狀況，不少論述指稱臺灣恐怕
已經沒有「純的」臺灣特有亞種。雖然相
關研究報告指出，臺灣地區的大多數的環
頸雉或多或少都帶有外來亞種的基因型，
但是臺灣原生的特有亞種，仍保有特有的
基因型，從雄鳥的外形也可看見特有亞種

2
1. 引入金門地區的環頸雉屬於華東亞種，下腹羽毛為紅
棕色，白色頸圈在喉部中斷。( 林兆鴻 攝 )
2. 臺灣亞種環頸雉尾羽橫斑通常較粗，此特徵是否可做
為辨識外來亞種及雜交個體的可靠依據，仍需進一步
確認。( 林大利 攝 )

故事的結尾
之一：這兩對環頸雉從外觀研判，確定不是保育類的臺灣亞種，因此無法將牠們
野放，為了不讓原生的臺灣亞種環頸雉遭受基因汙染，野生動物急救站最後將這兩對
環頸雉轉送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鳳凰谷鳥園生態園區長期收容。
之二：致電來的民眾最後將環頸雉交由專家學者鑑定，鑑定結果確定不是保育類
的臺灣亞種，這位民眾從此放心繼續飼養這隻環頸雉，並保證不棄養。
在此呼籲民眾，若是遇到野生動物物種鑑定的問題，最好的解決辦法是通知各縣
(市)政府野生動物專責單位會同專家學者處理，才不會觸犯野生動物保育法中不得擅自
飼養保育類野生動物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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