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脫羽問題之管理 
 

防範。 採取所有預防性措施（請參考此指南的指示）。 

探究。查出可能的原因。畜舍設置、例行操作或飼料成分是否改變了？該族群與之前飼養

的群體有何不同之處？環境之豐富度是否能充分刺激蛋雞？長期記錄動物脫羽的狀況，將

有助於您在飼養不同批次間做比較。 

諮詢。諮詢您的獸醫、外務員或飼料業務員。若您是英國土壤協會 (Soil Association) 或 自
由食品 (Freedom Food) 的會員，可撥打 0117 314 5174或來信 

animalwelfareadvisor@assurewel.org與福利成效顧問 (Welfare Outcome Advisor) 聯絡。 

緊急情況。諮詢您的獸醫。作為最下策，可考慮調暗空間亮度、使用有色燈泡或將現存燈

泡染色（研究顯示綠色將有助於改善）。這些應僅為暫時對策，且須搭配採用其他可行的

解決方案。 

 

剪喙：生產者被敦促於 2016年起全面禁止雞隻剪喙（英國環境、食品暨鄉村事務部 (DEFRA) 已提出落日條

款），且愈早愈好。參考此指南及其他資源，將能幫助不剪喙雞隻維持良好羽毛被覆及其動物福利。10日齡

以上的蛋雞，僅在基於動物福利相關的緊急原因，如：嚴重啄羽行為、同類相食等，並在獸醫師的授權下得

合法剪喙。在有機飼養型態下，例行剪喙則是被禁止的。 

  
 
 
 
 
 

羽毛被覆 

(Feather Cover) 
 

 重要性 
羽毛被覆可幫助： 
體溫調節、抵禦紫外線、沙浴及理羽。 

脫羽可能導致： 
緊迫、疼痛、外傷、同類相食、飼料需求量增加

以及生產效率降低。 

 

脫羽 (Feather Loss) 的成因 

 

有害啄羽行為 (Injurious Feather Pecking)（異於侵略行為） 

拔羽、啄肛及同類相食。 

可導致任何部位的脫羽，特別是背部及臀尖處。 

 為脫羽最常見的成因。 

 異常行為，普遍認為是重導覓食行為 (redirected foraging behaviour)。 

 該群體可能有緊迫或疾病跡象。 

 可能意味著缺乏覓食機會或飲食不足。 
 
請遵照此指南的指示。一旦雞群開始發生有害啄羽行為，將難以阻止。因此，須盡一切

可能預防及控制此行為。 

 
 

侵略行為 (Aggression) 

打鬥、攻擊性啄羽及追逐其他同伴，通常伴隨響亮的鳴叫聲。 

特別導致頭頸周圍的脫羽。 

 為了建立啄序 (pecking order) 的一個正常行為，疑慮在於其過高的發生頻率。 

 可能增加有害啄羽行為的風險，包含同類相食。 
 
請遵照此指南的指示，尤其著重在降低個體間競爭並維持穩定的族群。 

 

其他造成脫羽的成因包含與畜舍設施摩擦造成的羽毛受損（頭頸部最為常見），以及過

高的產蛋率。 
 

 

 

  
查看更多相關資訊： 

 FeatherWel – 將科研成果應用至實務，提升家禽福利：www.featherwel.org 

 AssureWel – 與農場動物福利相關之評估系統及指示：www.assurewel.org  

 英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 (RSPCA) – 蛋雞與小母雞之動物福利標準：www.rspca.org.uk/welfarestandards 

 英國土讓協會 (Soil Association) – 蛋雞與小母雞之飼養標準：www.soilassociation.org/organicstandards 
 放牧蛋雞啄羽及同類相食行為之實務飼養指南：www.defra.gov.uk 

 英國蘇格蘭農業大學 (SAC) 出版之有機飼養技術總結報告 – 啄羽防治與處理：www.sac.ac.uk 
 

 
 

 

 

 

 

>>>    蛋雞飼養進階指南 FREE-RANGE, 

BARN & ORGANIC 
 
 

評估您的鳥群 

作為場內動物健康與福利計畫的一部分，請定期監控並記錄蛋雞羽毛被覆程度及侵略行為，再與您

的獸醫、飼養/食品認證計畫 (assurance scheme) 與公司外務員一同評估雞群。  

 

羽毛被覆評分  從畜舍/放牧區各處挑選至少 50隻蛋雞，並針對其身體兩部位評分： 

  -背部/臀尖（通常與有害啄羽行為有關） 

  - 頭頸部（可能為侵略行為或畜牧場設施損壞） 
 
 

0    無/極微 

1    輕微 

 
2    中度/嚴重 

=     無皮膚裸露、無或極微的外傷、僅脫落單根羽毛 

=     輕度外傷及羽毛破損、 兩根以上的鄰近羽毛脫落，並連帶 5公分以內的

皮膚裸露 

=     5公分以上的皮膚裸露 

 

 

 

 

 

所有蛋雞 

終其一生 

皆能且應有 

良好之羽毛被覆 

 

         

此指南由英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英國土壤協會與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共同主持之 AssureWel 計畫，以及布里斯托大學發展之 FeatherWel計畫製作；

資訊內容參考布里斯大學之 Bristol Pecking計畫；經費由英國雞蛋產業委員會贊助。 
 
此中文指南在歐洲 COST Action GroupHouseNet 計畫下翻譯製作。GroupHouseNet（CA15134計畫）是由歐洲科技合作單位 (European Cooper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ww.cost.eu) 所屬，並由 EU Framework Programme Horizon 2020 贊助經費。 

英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幫助英格蘭及威爾士地區的動物，於英國慈善機構註冊編碼為 219099。 

英國土壤協會積極遊說人道及永續的食品與農業，於英國慈善機構註冊編碼為 206862。 

Feathe rWe l
Prom otin g  b ird  we lfare

Feath e rWel
Prom oting  b ird  welfare

適用於放牧、平飼及有機飼養型態 

http://www.assurewel.org/
http://www.soilassociation.org/o
http://www.sac.ac.uk/


 

 

改善羽毛被覆之良好規範 

 

 

 

小母雞 您的設置 

品種 

 某些品種更易發展有害啄羽行為 – 揀選
沉穩、強健的品種，若為放牧飼養型
態，則同時考量適合放牧的品種 

畜舍與設施 

 良好的畜舍與配置能使家禽輕易走動
及使用設施 

 確認棲架高度及其他設施以避免啄肛
–推薦 50公分之垂直空間 

 考慮擴大空間或增添設施將有助於降
低個體間競爭，如：頂棚陽台 
(veranda)、飼料槽、飲水器、棲架及
巢箱等 

 避免設施使羽毛受傷 

小母雞育成期 

 與中雞場溝通並親自訪視您的小母
雞，或自行育雛 

 匹配中雞舍與蛋雞舍–飲水器、飼料
槽、棲架款式、墊料款式與品質、條
狀地板、不同階層的設施配置、光照
及餵飼時程、移動動物前的室內溫度 

 若為放牧飼養，則選購亦提供戶外空
間的小母雞 

 揀選優良小母雞–沉穩、強健、體型
一致、達標體重以及健康的個體 

 群體為單一品種來源 

中雞入蛋雞舍之安置 

 入雞前後，以及過程中，將緊迫降至
最低 

 各生產階段中，避免混群，以免將建
立好位序的穩定族群打散 

 儘早在前三天內使蛋雞開始有墊料可
用 

產蛋時間 

 避免母雞太早或太晚入巢產蛋 – 妥善
調整照明時間 

巢箱 

 若在巢箱內使用照明，則僅限於巢箱
訓練初期的早上時段 

飼料槽 

 降低飼料軌之轉速，尤其中午時分，
避免蛋雞進入室內 

放牧區 

 至少於前三週內儘早使蛋雞適應放牧
區，即使在適應初期只開放下午時段
（有些認證規範甚至更早） 

 提供足量且多樣的天然或人造植披
（約占放牧區面積的 20%），營造大
量的沙浴及覓食機會，並積極鼓勵所
有蛋雞至放牧區 

 可考量在放牧區提供乾淨飲水，但同
時須避免吸引野鳥 

Diet 
 Increase foraging – use mashed feed, 

scatter feed/grit on litter, provide 
extra fibre – whole wheat, corn, alfalfa, 
maize/barley/pea silage, carrots 

 Check nutrient content – particularly 
levels of sodium and balance of 
essential amino acids 

 Minimise, and make gradual, any 
changes to diet in content, taste, 
texture, energy level, changing from 
high to low protein 

Litter 
 Maintain dry, friable litter at all times 

– rotovate, rake, add fresh litter, use 
super absorbent pelleted bedding for 
problem areas. Ensure good drainage 
outside popholes 

Air quality 
 Maintain good air quality, low dust 

and humidity 

Health and biosecurity 
 Prevent and control disease and pest 

challenges including red mite 

 Avoid dirty puddles on range and use 
clean boot dips 

>>>    有害啄羽行為最常見的成因為改變 – 
逐步改變方為上針：畜舍、設施與飼料。
當有天候大幅轉變、突發噪音或過度明亮
的照明等情況發生，皆須特別留意您的鳥
群。 

>>>    被證實最成功的策略為數量–當搭配
使用愈多不同可行的解決方案，則有害啄
羽行為及脫羽的發生機率愈低。 

每日例行  

飼養管理與檢查 

 透過多樣的例行工事，頻繁且平心靜
氣地檢視鳥群，能降低動物緊迫與恐
懼 

 擁有良好的飼養管理技術，使問題能
在最短時間內被找出 

 與您的的獸醫討論如何避免脫羽，並
將脫羽防治列入動物健康與福利計畫
的一部分 

飲食 

 增加覓食機會 – 餵食粉料 (mashed 
feed) ，並將粒料、全穀物或砂礫平均
分散在墊料中 

 在飼料業務員或動物營養師的建議下
補充額外纖維 

 檢查飼料營養含量 – 特別是鈉含量以
及必需胺基酸之間的平衡 

 減少且漸進式地變動飼料：成分、氣
味、質地、能量含量、由高轉低的蛋
白質含量等 健康與生物安全 

 防範、控制疾病及寄生蟲，包含紅螨 

 避免放牧區積水，並使用乾淨的泡鞋
池 

 

豐富化 

 於室內提供物件，吸引蛋雞，如：懸
在空中或繫於條狀地板的啄食塊 
(pecking block)、結繩、蔬菜、塑膠瓶
罐、沙浴盆、稻草或木屑捆等 

 尤其是平飼，可考慮架設頂棚陽台 
(veranda)–在日照期間有更多空間、
更多自然光照以及良好通風 

 提供安全遮蔽處、休息區以及視覺障
礙物，如：棲架、隔板、不同高度變
化的區域，以及稻草捆 

空氣品質 
 維持良好空氣品質、低塵及低濕度 

墊料 

 隨時維持墊料的乾燥及鬆軟度極其重
要 – 旋耕 (rotovate)、耙整 (rake)、再
添加新鮮墊料，並在問題區使用超吸
濕粒狀墊料 

 確保蛋雞出入室外的門口 (pophole) 有
良好排水系統–使用石頭或網格墊清
潔雞腳，並避免雨水進入室內 

隸屬某些農場認證計畫的會員（包含有機認證），須同時查明所屬認證的飼養標準及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