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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馬祖列島燕鷗保護區」已於八十九年一月二十六日在連江縣
馬祖列島成立，包括三連嶼、中島、鐵尖島、白廟、進嶼、雙
子礁、劉泉礁、蛇山等八座島嶼陸域、及其低潮線向海延伸
100公尺內之海域保護區，面積共計71.6166公頃。



保護區主要保育對象涵括：保護區主要保育對象涵括：

島嶼生態、棲息之海鳥及特殊地理景觀。島嶼生態、棲息之海鳥及特殊地理景觀。

主要保護的鳥類包括主要保護的鳥類包括::

白眉燕鷗白眉燕鷗 ((Sterna anaethetusSterna anaethetus))、、

紅燕鷗紅燕鷗 ((Sterna dougalliiSterna dougallii))、、

蒼燕鷗蒼燕鷗 ((Sterna sumatranaSterna sumatrana))、、

鳳頭燕鷗鳳頭燕鷗 ((Thalasseus bergiiThalasseus bergii))、、

黑尾鷗黑尾鷗 ((Larus crassirostrisLarus crassirostris))、、

岩鷺岩鷺 ((Egretta sacraEgretta sacra))、、

叉尾雨燕叉尾雨燕 ((Apus pacificusApus pacificus))等七種鳥類，等七種鳥類，

以及其他棲息的鳥類（農委會網頁）。以及其他棲息的鳥類（農委會網頁）。



本區的燕鷗種類族群量調查，歷來皆由連江縣政府負
責，近年來在保護區繁殖的燕鷗數量已達上萬隻。

其中白眉燕鷗、蒼燕鷗為保育類鳥類，
鳳頭燕鷗數量則為全國之冠，
黑尾鷗及黑嘴端鳳頭燕鷗 (Thalasseus bernsteini)之繁
殖紀錄更為全國唯一發現地區。



然而，一般在保護區中針對保育鳥類族群的學術研
究，主要都在於增進對族群調控機制的瞭解。

在兩性族群研究，一般都假設親代以均等的投資比例
方式給兩性的子代。

但是在自然界物種族群其性比例的變動，顯然對族群
的後續發展趨勢有顯著的影響。



因應馬祖列島生物多樣性保育計畫，本研究冀由分子
生物學技術與族群生物學理論，針對本區燕鷗的族群
與生態做有系統的研究。

利用非侵入性地收集保育區內的鳥類的檢體，試圖建
置保護區內鳥類的基因庫，以作為馬祖列島燕鷗保護
區永續經營與管理的生物多樣性指標。



燕鷗乾屍 1     燕鷗乾屍 26  燕鷗乾屍 51 燕鷗乾屍 76             蛋殼 20050810-10

燕鷗乾屍 2     燕鷗乾屍 27  燕鷗乾屍 52 燕鷗乾屍 77             蛋殼 20050810-11

燕鷗乾屍 3     燕鷗乾屍 28  燕鷗乾屍 53 燕鷗乾屍 78             蛋殼 20050810-12

燕鷗乾屍 4     燕鷗乾屍 29  燕鷗乾屍 54 燕鷗乾屍 79             蛋殼 20050810-13

燕鷗乾屍 5     燕鷗乾屍 30  燕鷗乾屍 55 燕鷗乾屍 80             蛋殼 20050810-14

燕鷗乾屍 6     燕鷗乾屍 31  燕鷗乾屍 56 燕鷗乾屍 81             蛋殼 20050810-15

燕鷗乾屍 7     燕鷗乾屍 32  燕鷗乾屍 57 燕鷗乾屍 82             蛋殼 20050810-16

燕鷗乾屍 8     燕鷗乾屍 33  燕鷗乾屍 58 燕鷗乾屍 83             蛋殼 20050810-17

燕鷗乾屍 9     燕鷗乾屍 34  燕鷗乾屍 59 燕鷗乾屍 84             蛋殼 20050810-18

燕鷗乾屍 10   燕鷗乾屍 35  燕鷗乾屍 60 燕鷗乾屍 85             蛋殼 20050810-19

燕鷗乾屍 11   燕鷗乾屍 36  燕鷗乾屍 61 燕鷗乾屍 86             蛋殼 20050810-20

燕鷗乾屍 12   燕鷗乾屍 37  燕鷗乾屍 62 燕鷗乾屍 87             蛋殼 20050810-21

燕鷗乾屍 13   燕鷗乾屍 38  燕鷗乾屍 63 燕鷗乾屍 88             蛋殼 20050810-22

燕鷗乾屍 14   燕鷗乾屍 39  燕鷗乾屍 64 燕鷗乾屍 89             蛋殼 20050810-23

燕鷗乾屍 15   燕鷗乾屍 40  燕鷗乾屍 65 燕鷗乾屍 90             蛋殼 20050810-24

燕鷗乾屍 16   燕鷗乾屍 41  燕鷗乾屍 66 燕鷗乾屍 91             糞便 050809-2

燕鷗乾屍 17   燕鷗乾屍 42  燕鷗乾屍 67 蛋殼 20050810-1 糞便 050809-3

燕鷗乾屍 18   燕鷗乾屍 43  燕鷗乾屍 68 蛋殼 20050810-2 糞便 050809-4

燕鷗乾屍 19   燕鷗乾屍 44  燕鷗乾屍 69 蛋殼 20050810-3 糞便 050810-4

燕鷗乾屍 20   燕鷗乾屍 45  燕鷗乾屍 70 蛋殼 20050810-4 羽毛 050809-4

燕鷗乾屍 21   燕鷗乾屍 46  燕鷗乾屍 71 蛋殼 20050810-5 羽毛 050809-1

燕鷗乾屍 22   燕鷗乾屍 47  燕鷗乾屍 72 蛋殼 20050810-6 羽加蛋殼 050810-4

燕鷗乾屍 23   燕鷗乾屍 48  燕鷗乾屍 73 蛋殼 20050810-7

燕鷗乾屍 24   燕鷗乾屍 49  燕鷗乾屍 74 蛋殼 20050810-8

燕鷗乾屍 25   燕鷗乾屍 50  燕鷗乾屍 75 蛋殼 20050810-9



Combination of CHD (chromo-helicase-DNA 
binding protein)-specific PCR with electrophoresis 
is the most common avian molecular sexing 
technique but it is lab-intensive and gel-required. 

Gender determination often fails when the 
difference in length between the PCR products of 
CHD-Z and CHD-W genes is too short to be 
resolved. 



圖十四. 白眉燕鷗(編號88號)的CHD-W與CHD-Z序列概圖。



An improved PCR method for gender 
identification of eagles.

Accepted in Molecular and Cellular Probes





The beauty of imperfect





M 46
55

49
66

49
68

51
51B

ZW-common primers

100bp
200bp

49664655

testis

♂ ♂

4968 5151

ovary

♀ ♀M 46
55

49
66

49
68

51
51B

W-specific primers

100bp
200bp
300bp

M = 100bp marker, B = Blank



High-throughput avian molecular sexing 
by SYBR green-based real-time PCR 
combined with melting curve analysis

BMC Biotechnology, minor revised.





Real-time PCR & Melting curve assay



Re-designed primers



Melting curve assay 
by re-designed primers





High-throughput gender identification of 
eagles by real-time PCR using TagMan 
probes

Sub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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