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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我们希望通过这项专题作业，让 13 至 16 岁的青少年可以： 

1）对燕窝有更深入的了解 

2）了解如何挑选燕窝 

3）了解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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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燕窝专题的研究方法 

 

我们针对 89 名华中中一生对燕窝的了解进行了问卷调查（请看附录

5）。以下是问卷调查得出的一些结论： 

1）近半数对燕窝的益处一无所知。 

2）多数担心燕窝价格昂贵，所以不会购买。 

3）他们不晓得怎么挑选燕窝。 

4）他们表示不会煮燕窝。 

 

我们将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脸书来向青少年介绍燕窝。之后，会再利用

问卷调查（请看附录 7）的方式验收成果。 

 

脸书: 

https://www.facebook.com/Project-Birds-Nest-

105972684556301/?modal=admin_todo_tour1 

 

  

 
1 页面在 8 月 19 日被脸书停用，暂时无法使用。吕鸿震已经通知脸书，现在正等待脸书回应。 

https://www.facebook.com/Project-Birds-Nest-105972684556301/?modal=admin_todo_tour
https://www.facebook.com/Project-Birds-Nest-105972684556301/?modal=admin_todo_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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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燕窝的历史 

 

燕窝是如何被带入中国的？有人说早在 1500 年前的唐代，中国人已经在

食用燕窝了。燕窝是被中国航海的水手们从南洋（今天的东南亚地区）一

带带回，当作御膳供奉给皇上。在那个年代，食用燕窝是皇帝与皇族的特

权。2 

 

另据权威史书记载，中国人食用燕窝距今已有 500 多年的历史，明代郑和

是中国食用燕窝的第一人。3早在郑和下西洋时，远洋船队在海上遇到了

大风暴，停泊在马来群岛的一个荒岛处，食物紧缺。他们无意中发现了藏

在悬崖峭壁上的燕窝。于是郑和命令部属采摘，洗净后用清水炖煮，用以

充饥。数日后，船员个个脸色红润，中气颇足。回国时，郑和带了一些燕

窝献给明成祖。从此，燕窝成了中国人割舍不掉的珍馐补品，郑和也成为

中国史料记载中最早食用燕窝的人。每年雨季来临以前，从亚洲大陆南飞

越冬的金丝燕飞抵南中国海和印度尼西亚的一些荒岛上建巢产卵，来年孵

化幼鸟，飞返北国。 

 

https://zhuanlan.zhihu.com/p/67498736 

 
2 燕窝的历史故事 
3 谁是第一吃燕窝的人、燕窝的历史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90bc8fc812bbc8f653640ca5.html
https://zhuanlan.zhihu.com/p/2247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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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此之前，元代贾铭(公元 1279 年———1368 年)的《饮食须知》一

书中，有“燕窝，味甘平，黄黑霉烂者有毒，勿食”的记载。清康熙年的

《调鼎集》记载的数十种“上席菜单”中，名列首位的就是燕窝。有文字

记载可查证，燕窝输入中国大约在 17 世纪后期。据悉，那时候，每年约

有 12.5 万磅约 400 只燕窝从爪哇的巴达维亚(现称雅加达)运往中国。这

与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和经过的国家是吻合的。不少史学家也认定是郑和

将燕窝及东南亚烹食燕窝的方法带入中原。由此可推断，从那时起燕窝在

中国久已相当风行。燕窝位列中国四大传统名贵食品———燕、鲍、翅、

参之首，被全球华人奉为食补极品和名贵药材。4 

 

在《本草纲目拾遗》中更是对燕窝有着详细的说明！“海滨石上有海粉，

积结如苔，燕啄食之，吐出为窝，累累岩壁之间，岛人俟其秋去，以修竿

接铲取之。海粉性寒，而为燕所吞吐则暖；海粉味咸，而为燕所吞吐则

甘，其形质尽化，故可以清痰开胃云。凡有乌、白二色，红者难得，盖燕

属火，红者尤其精液。一名燕蔬，以其补草木之不足，故曰蔬。榆肉产于

北，燕窝产于南，皆蔬也”。 

 

由此可见，燕窝不仅有着很高的历史地位，更是人类不可替代的身份象

征！在清朝，燕窝被作为筵席档次高贵的标志，最有名的当属满汉全席四

大碗之首的——一品贡燕。清康熙年的调鼎集记载的数十种，上席菜单，

名列首位的就是燕窝。据史料记载，光绪十年十月七日慈禧早膳，一桌

30 多样的菜中，用燕窝的就有 7样。乾隆南巡，每日清晨，御膳之前，

必空腹吃冰糖燕窝粥。 

  

 
4
 燕窝的历史文化_中国 

https://www.sohu.com/a/272828733_99915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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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什么是燕窝? 燕窝是如何形成的? 

 

燕窝是指雨燕目雨燕科的部分雨燕和金丝燕属的几种金丝燕分泌出来的唾

液，再混合其他物质所筑成的巢穴。
5
 

 

金丝燕在每年三、四月份产卵。 产卵前，它们会摄食昆虫、海藻、银鱼

等食物，消化后钻进峭壁裂缝, 在洞穴深处，吐唾筑巢。一个燕窝大约要

20 多天才能筑成。6 

 

食用燕窝是由食用燕窝，印度燕窝和其他燕窝使用凝固的唾液制成的燕

窝，这些燕窝被收获供人类食用。由于它们的稀有性，蛋白质等营养成分

的高营养价值和丰富的风味，它们在中国文化中尤为珍贵。食用燕窝是人

类消费的最昂贵的动物产品之一，根据等级的不同，燕窝的售价高达每公

斤 8700 美元。7 

 

  

 
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7%95%E7%AA%9D/94799 

6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d5a880ebe4f9f013f047cc5a.html 
7 https://www.qingerhealth.com/yanwo/988.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7%95%E7%AA%9D/94799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d5a880ebe4f9f013f047cc5a.html
https://www.qingerhealth.com/yanwo/9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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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燕窝的成分 / 营养价值 

 

洞燕的成分和营养价值如下8： 

• 蛋白质 （63%） 

• 燕窝的蛋白质比鸡蛋多四倍 （鸡蛋的蛋白质约 12.6g/100g） 

• 碳水化合物 （27%） 

• 燕窝酸 / 唾液酸（10%） 

• 钙、磷、铁、钠、钾及对促进人体活力起重要作用的氨基酸 （微

量） 

• 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1 (微量) 

• 水分 （7-9%） 

• 脂肪 （微量） 

 

  

 
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7%95%E7%AA%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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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燕窝的种类 

 

洞燕的品种有：毛洞燕、草洞燕、红洞燕、白洞燕、黄洞燕、金丝燕。 

无可否认，山洞燕窝价格比较贵。
9
 请看附录 2。 

 

 

  

 
9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070289/answer/210098376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070289/answer/210098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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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培植燕窝法 (燕子屋） 

 

过去，燕窝都是从天然山洞（石灰岩山洞）里采集的。采燕人都得冒着生

命危险，在没有专业保护下从悬崖峭壁间采摘燕窝，所以采集难度非常大。

也因为没人控制燕窝质量，所以当采燕人大量采摘燕窝时，也间接破坏了

自然生物资源。10 

http://www.yanzilin.com/baike/1505006677225.html 

https://kknews.cc/news/j65j5ge.html  

 
10 https://kknews.cc/news/j65j5ge.html 

https://kknews.cc/news/j65j5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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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燕子屋 

 

世界上最早的燕子屋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在印尼东爪哇被发现的。11一位

长期在外谋生的农民，在他再回家后发现金丝燕竟然在他破旧的屋子里造

窝。于是他便继续让金丝燕在他的屋子里造窝，而这些燕窝也为他带来了

财富。 

 

渐渐的，人们便开始建造燕子屋，引燕子入屋造窝。燕子屋养燕就这样成

了一门可以带来财富的生意和行业。 

 

 

https://read01.com/O5Rzd4.html#.XzKDPCgza70 

 

  

 
11
 https://kknews.cc/news/j65j5ge.html 

https://kknews.cc/news/j65j5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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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燕窝需求的增加，养燕业已经不能再靠运气:盼燕子入屋。技术已经

成了增加燕窝质量的主要因素。进入 21 世纪，人们不断地研究金丝燕，

熟悉它们的天性和居住习惯，养燕技术便一直不断地提升进步。燕子屋周

围的环境，燕子屋的设计和屋内的环境都会影响燕子入屋造窝的质量。 

 

燕子屋周围的环境 

 

燕子屋最好建在远离空气污染的工业区外，附近最好有海、池塘、稻田、

河流或湖泊。金丝燕一般在早上 5 时会飞出燕子屋，到稻田，森林或园区

觅食，到河流，湖泊等地方捕捉昆虫。傍晚 7 时才回燕子屋造窝繁殖。
12
 

https://kknews.cc/news/j65j5ge.html 

 

  

 
12 https://kknews.cc/news/j65j5ge.html 

https://kknews.cc/news/j65j5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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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屋内的环境 

 

燕子屋的基本结构和人类所居住的房屋类似。燕子屋是密封的，四周的墙

壁上的数排小孔是用来通气的。燕子屋里面一片漆黑。金丝燕是通过屋顶

的小阁楼进出燕子屋的。13 

 

  燕子屋内 

  燕子屋内 

http://swiftlethousedesign.blogspot.com/2009/01/gong-xi-fa-cai.html 

  

 
13 https://kknews.cc/news/j65j5ge.html 

https://kknews.cc/news/j65j5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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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入屋 

 

 

燕子窝 

https://www.bahaubirdnest.com/faq-

items/%E5%B1%8B%E7%87%95%E6%98%AF%E5%A6%82%E4%BD%95%E5%88%B6%E9%80%A0%E7%9

A%84%EF%BC%8C%E5%92%8C%E6%B4%9E%E7%87%95%E6%AF%94%E5%93%AA%E4%B8%AA%E5%

A5%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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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内设有用来测量湿气和温度的仪器。由于低湿度和低温度不适合金丝燕

繁殖，屋内可以放置加湿机将湿度维持在 80%至 95%之间。温度也最好设

在 28℃。14 

 

  

测量湿气和温度的仪器 

https://kknews.cc/news/j65j5ge.html 

 

  

 
14
 https://kknews.cc/news/j65j5ge.html 

https://kknews.cc/news/j65j5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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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金丝燕天敌，比如老鹰，猫头鹰等等进入燕子屋，屋里也安装了

捕捉金丝燕天敌的捕捉器。如果金丝燕天敌进入燕子屋，它们会攻击金丝

燕，燕农将损失惨重。15 

 

 

天敌 (老鹰，猫头鹰, 蝙蝠) 

 

 

捕捉 

https://kknews.cc/news/j65j5ge.html  

 
15
 https://kknews.cc/news/j65j5ge.html 

https://kknews.cc/news/j65j5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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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燕农会在燕子屋的出入口播放燕子鸣叫的声音来诱引金丝燕进

入燕子屋定居造窝。16 

 

播放燕子鸣叫的仪器 (屋内) 

http://www.yanzilin.com/baike/1505006677225.html 

 

 

播放燕子鸣叫的仪器 (屋外) 

  

 
16
 https://kknews.cc/news/j65j5ge.html 

https://kknews.cc/news/j65j5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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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丝燕一般在夜间造窝，一个完整的窝需要 30 至 40 天才能完成17。 

https://kknews.cc/news/j65j5ge.html 

 

 

金丝燕须要再等 3 至 7 天后才会下蛋。 

 

  

 
17
 https://kknews.cc/news/j65j5ge.html 

https://kknews.cc/news/j65j5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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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丝燕每次只下两粒蛋，孵化过程又需要 21 至 28 天。 

https://www.shutterstock.com/search/swiftlet+n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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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鸟在接下来的 45 至 60 天里会待在窝里，直到飞离燕子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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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燕窝的益处 

 

燕窝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对促进免疫功能特别有效。 

 

传统中医认为燕窝能强健身体，增强免疫系统。燕窝能润肺，对缓解呼吸

道问题，化痰止咳均有效。 

 

研究发现，燕子的唾液含丰富的抗氧化物质，能促进细胞的增长与修复，

达到滋肤养颜的功效。 

 

燕窝也有保健的作用，人人都适合应用。孕妇产前使用，可以增加胎儿的

营养，增强体质。老人使用，可以补中益气，有助治疗肠道消化问题和呼

吸系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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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挑选燕窝 

 

首先，要购买燕窝时，最好到新加坡信誉良好的店购买。这样就不会购买

到假燕窝。 

 

其次，必须注意燕窝的颜色。真燕窝看起来是半透明的，质地十分精细，

可以看到一些又整齐，又繁复的网状机构。自然的燕窝(洞燕和屋燕)即使

在人工挑毛后，还会有一些燕毛。每片自然的燕窝像我们的指纹，有自己

的纹路。自然的燕窝有不规则的细缝，反而假燕窝的细缝是有规则的。有

些假燕窝是使用淀粉制造出米粉似的物品，所以每片燕窝都长得一模一

样，色泽也都是相同的。所以真燕窝绝对不可能长得一模一样，只有假燕

窝才会长得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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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烹饪方式 

 

食用燕窝最著名的用途是燕窝汤，这是中国菜的美味佳肴。当溶解在水中

时，燕窝具有在汤或甜汤中使用的良好凝胶状质地。除非提到中餐中的咸

汤或甜汤，否则通常将其称为燕窝。根据清代美食手册，燕窝被认为是一

种精致的食材，不能用任何过分的或油腻的味道调味或烹制。尽管它既稀

有又昂贵，但必须大量投放。否则，其质地将无法充分体验和享受。 

 

除了在汤中使用外，食用燕窝还可以用作其他菜肴的配料。可以将它们与

大米一起煮成燕窝粥或燕窝煮饭，也可以将它们添加到蛋等甜点中。燕窝

果冻可以通过将燕窝放在装有少量水和糖的陶瓷容器中制成。 

 

虽然燕窝可以热或冷饮，但传统中医建议热饮。因为这样燕窝的温度比较

接近人的体温，人体比较容易吸收燕窝的营养。中医也建议早上空腹使用

燕窝，这样吸收燕窝的营养成分最快，最完整。 

 

 

10.1 适合与燕窝一起烹煮的食材 

 

烹煮燕窝时可以考虑加入冰糖、枸杞、花旗参、姜、红枣、银杏果。 

详情可参考附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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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传统煮法 

 

燕窝可以用炖盅与蒸锅隔水炖。以下冰糖燕窝的食谱是最简单有益的炖

法。炖过的燕窝只需存放在冰箱中，就能保存 1 周。 

 

冰糖燕窝 

食材: 

· 燕窝 (一到两片) 

· 热水 (两碗) 

· 冰糖 (三茶匙) 

· 也可加入任何适合与燕窝一起烹煮的食材： 

· 红枣 (六颗), 枸杞（1 茶匙), 花旗參（十片） 

 

处理过程: 

1. 把燕窝放在冷水里泡半到一个钟头，变软为止.  

2. 使用厨房镊子挑出细毛。 

3. 冲洗后用细筛沥干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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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法（炖盅与蒸锅）： 

1. 将处理过的燕窝和热水倒入炖盅。 

2. 准备一个较大的蒸锅。 

3. 将炖盅放入蒸锅里，并在蒸锅里加水，隔水小火蒸炖 1 小时。 

4. 加入冰糖，红枣和花旗參片调味并盖上锅盖再炖 5 分钟，使冰糖完全

溶解便可使用。您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将燕窝放入碗中冷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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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燕窝产品 

 

燕窝水 

  

燕窝水在新加坡 90 年代以前非常受欢迎。燕窝水是用燕窝的碎片（碎

燕），班兰叶，冰糖和水自成的，可以冷饮或热饮。18卖燕窝水的小贩最

常使用推车到新加坡各处举行庙会，大戏和歌台的地方贩卖。 

 

https://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photographs/record-details/615b8aa4-1162-11e3-83d5-

0050568939ad 

 

  

 
18
 Misstamchiak，https://www.misstamchiak.com/hock-kee-birds-nest-drinks/ 

https://www.misstamchiak.com/hock-kee-birds-nest-dr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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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车上都会挂上一个白色的大招牌，上面附有燕子的图案和燕窝水的字, 

告知顾客他们所售卖的饮料。 

  

 

https://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photographs/record-details/2915f2b9-1162-11e3-83d5-

0050568939ad 

 

当时，一杯小杯的燕窝水才五分钱，大杯才一毛钱。在天气炎热的新加坡，

燕窝水既便宜，也可以清凉解渴，去油腻。人们也相信喝了燕窝水后，皮

肤会更光滑，所以这种价廉物美的饮料当时非常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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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售卖燕窝水的小贩已经寥寥无几了。拥有 70 年历史的福记燕窝水

现在已经传给第三代接班人，在后港的邻里商店继续售卖燕窝水。他们烹

煮燕窝水的秘方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接班人希望可以把这种历史悠

久的饮料介绍给年轻的一代。 

 

  

 

福记燕窝水所使用的燕窝是碎燕，并不是像很多年轻一代以为的燕菜

（Agar-agar）。年轻一代常误解燕窝水只是糖水加燕菜，其实用的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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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燕窝，19碎燕。每样材料都是他们每天亲自准备的，单单清理碎燕就

需要很长的时间。 

 

 

 

 

  

 
19 Misstamchiak，https://www.misstamchiak.com/hock-kee-birds-nest-drinks/ 

https://www.misstamchiak.com/hock-kee-birds-nest-dr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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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燕窝水喝起来甜甜的，带有班兰叶的香味。每口都可以尝到细细的碎燕。

碎燕虽然口感比燕菜硬一些，但很爽口。燕窝水很清爽，很适合在炎热天

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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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窝粥20 

食材: 

· 燕窝 （15 克） 

· 米（150 克） 

· 枸杞（适量） 

· 莲子（适量） 

· 水 

  

做法： 

1. 把燕窝放在冷水里泡半到一个钟头，变软为止. 

2. 使用厨房镊子挑出细毛。 

3. 冲洗后用细筛沥干备用。 

4. 将米，燕窝和水放入锅里用大火煮滚。 

5. 加入枸杞和莲子，再换小火熬成粥。 

 

 

 

  

 
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7%95%E7%AA%9D%E7%B2%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7%95%E7%AA%9D%E7%B2%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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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窝蛋挞21 

食材: 

· 炖好的燕窝 （适量） 

· 蛋挞 （一个） 

 

做法： 

1. 将炖好或存放在冰箱中炖好的燕窝放在蛋挞上就可以吃了。 

 

https://bbs.tiexue.net/post2_13400289_1.html;%20https://www.xiachufang.com/recipe/102962174/ 

 

  

 
21
 https://bbs.tiexue.net/post2_13400289_1.html;%20https://www.xiachufang.com/recipe/102962174/ 

https://bbs.tiexue.net/post2_13400289_1.html;%20https:/www.xiachufang.com/recipe/10296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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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窝火龙果布丁22 

食材: 

· 炖好的燕窝 （适量） 

· 红肉火龙果 （一个） 

· 牛奶 （200ml） 

· 吉利丁 （一片，用冷水浸泡至软化） 

· 糖   （适量） 

 

做法： 

1. 将牛奶和糖放入小锅中加热至糖融化。 

2. 把软化的吉利丁放入牛奶中，用牛奶的余温融化，搅拌均匀。 

3. 把红肉火龙果放到料理机里面打成果泥。 

4. 把果泥放到牛奶里面，搅拌均匀。 

5. 把混合好的果泥牛奶液过滤后装入器皿。放入冰箱冷藏 2 小时。 

6. 布丁凝固后，将炖好的燕窝和火龙果丁放在布丁上面就可以吃了。 

 

 

https://www.xiachufang.com/recipe/102962174/ 

 

  

 
22
 https://www.xiachufang.com/recipe/102962174/ 

https://www.xiachufang.com/recipe/10296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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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窝奶昔23 

食材: 

· 牛油果 （半个） 

· 香蕉 （1 个） 

· 牛奶 （适量） 

· 炖好的燕窝 （适量） 

 

做法： 

1. 用料理机把牛油果、香蕉和牛奶搅拌均匀成奶昔。 

2. 将炖好或存放在冰箱中炖好的燕窝放进奶昔中就可以喝了。 

 

 

https://www.douguo.com/cookbook/1437505.html 

 

  

 
23
 https://www.douguo.com/cookbook/1437505.html 

https://www.douguo.com/cookbook/14375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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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饮用燕窝，现在也开始流行使用燕窝面膜来敷脸。燕窝面膜可以为肌

肤补充水分，也可以增强肌肤弹性。24 

 

 

燕窝面 

https://beautymnl.com/products/10282-bird-s-nest-essence-mask-sheet?taxon_id=60 

 

  

 
24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09ea3eded94eb481afde396b.html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09ea3eded94eb481afde396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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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迷思/误解 

 

以下是一般人对燕窝的迷思与误解。我们通过这次的调查，为大家一一破

解。 

 

1） 血燕窝是燕子吐血染红的。 

血燕窝不是血染红的。在山洞里会有自然产生的化学物质，比如

铁质会渗入燕窝，才会把血燕窝染成红色。 

2） 使用燕窝会导致或引发哮喘。 

有哮喘病的人也可以使用燕窝，只要在清理燕窝时更加小心，尽

量去除所有的燕毛才煮。 

3） 使用燕窝能治脸上的暗疮？ 

研究发现，燕子的唾液含丰富的抗氧化物质，能促进细胞的增长

与修复，达到滋肤养颜的功效。所以常使用燕窝能治脸上的暗疮。 

4） 燕窝可以每天吃？ 

燕窝可以强健身体，增强免疫系统，可以天天吃。 

5） 燕窝应该空腹吃。 

中医建议早上空腹使用燕窝，这样吸收燕窝的营养成分最快，最

完整。 

6） 燕窝一定要热饮，还是可以冷饮？ 

其实，热和冷饮燕窝都可以。但是，最好尽量热饮。因为这样燕

窝的温度比较接近人的体温，所以人体比较容易吸收燕窝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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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问卷调查验收结果 

 

我们通过脸书介绍燕窝给中一学生，再邀请他们进行问卷调查（请看附录

7 问卷调查验收结果）。42 名学生接受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现在他们比

之前更了解燕窝了。 

 

- 76.2%了解燕窝的益处是增强免疫系统，美容养颜和生津润肺。 

- 81%了解燕窝那么贵是因为采收非常危险和需要人工挑毛。 

- 78.6%了解挑选燕窝时要注意燕窝的颜色要半透明，有不规则的细缝。

每片燕窝都应该长得不一样。 

- 92.9% 知道隔水炖燕窝是最好的煮法。 

- 88.1% 知道血燕窝不是燕子吐血而染红的。 

- 92.9% 知道燕窝可以天天吃。 

- 88.1% 知道燕窝可以冷热饮用。 

- 85.7% 知道燕窝应该空腹吃。 

- 90.5% 知道使用燕窝能治脸上的暗疮。 

- 78.6% 知道有哮喘病的人也可以使用燕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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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局限 

 

由于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和马来西亚封锁，我和组员必须取消我们本来想到

马来西亚参观燕子屋的计划。位于新加坡的燕窝博物馆也因为阻断措施停

止装修，无法如期竣工，所以我们也无法亲自参观博物馆。如果我们可以

亲身参观燕子屋和博物馆，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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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总结 

 

总的来说，如果担心价格太昂贵，可以考虑选择购买碎燕，功效是一样

的。 

 

购买燕窝时，最好到新加坡信誉良好的店购买。这样就不会购买到假燕

窝。真燕窝看起来是半透明的，可以看到一些又整齐，又繁复的网状机

构。因为真燕窝是天然的，它是不可能和第二片燕窝长得一模一样的。只

有复制的假燕窝才会长得一样。 

 

煮燕窝需要用最少一个小时浸泡，再用大概一小时用慢火隔水炖燕窝。如

果你真的不会煮或想要省时省事，你也可以购买瓶装浓缩燕窝使用，功效

其实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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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附录 

16.1 附录 1：工作时间表 

 

项目 进度表 组员 

阅读文章和书籍，游览网站，

收集资料 

05/03 – 02/07 全体 

准备问卷调查问题和进行问卷

调查 

03/04 – 10/04 陈松泽 

分析，总结问卷调查 10/04 – 12/04 全体 

准备采访问题 08/04 – 15/04 许力仁，吕鸿震 

采访中药行老板 01/06 许力仁，吕鸿震 

参观《世界燕窝博物馆》 维修中，等待重开 全体 

设计网页和课堂呈献 02/06 – 01/08 陈松泽，赵浩喆 

问卷调查验收成果/改进 02/08 – 14/08 陈松泽，赵浩喆 

总结：建议和结论 15/08 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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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附录 2：燕窝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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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燕 

 

在它们的自然栖息地，金丝燕在海洞的石灰岩墙壁上筑巢。这些巢穴经常

受到风，雨和风暴的影响。慢慢的，金丝燕了适应恶劣的生活条件，学会

用更粗的的燕丝做成非常牢固的巢穴。25金丝燕为了让幼鸟的巢穴更加坚

固，不停的用唾液和羽毛堆积厚厚的巢穴。因此，洞燕看起来非常粗糙。

洞燕非常坚固，因此它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煮炖，大约 2 小时而不是 30

分钟的时间。煮熟后，燕窝变软，但仍具有一定的韧性。此外，燕窝有序

分离而不是聚集在一起。 

 

http://www.hcyw138.com/xingyexinwen/201.html 

 

  

 
25 https://www.yawo.xyz/6465.html 

https://www.yawo.xyz/64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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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洞燕:  

 

http://cuulong.net/category/2017119204736.html 

 

 

http://www.hcyw138.com/xingyexinwen/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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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洞燕窝是从野外山洞直接采摘下来，和高品质燕窝差异极大。毛

燕(窝) 因无法分离杂质和燕丝，以前是用丝袜包着煮溶食用，多用

以入药，现在则打碎后再去毛加工成燕饼或燕碎，且由于杂质多、

颜色不好，或者要重新黏合，需要使用化学添加。
26
因此，毛燕(窝) 

的营养价值和经济毛燕价值都较低。现在所称的“毛燕”含义与此

不同，泛指未加工的燕窝原料，包括屋“毛”与“净”相对应，前

者指未加工，后者指已加工。燕和洞燕原料。 

 

  

 
26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070289/answer/210098376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070289/answer/210098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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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洞燕:  

 

http://cuulong.net/category/2017119204632.html 

 

 

http://www.hcyw138.com/xingyexinwen/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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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洞燕窝是燕子叼取草丝混合唾液筑造的窝巢。27因此，草燕所筑的

窝巢质地较差，表面都布满了碎草丝，有些草燕窝内甚至有尼龙、

塑料，是燕子食后不能消化所致。所以，辨别草燕较其他种类燕窝

容易，基本上“有草便是”。这种燕子在菲律宾南部的苏禄海一带

为多，所以也称为“菲律宾草燕”。高品质的草燕(窝) 以燕丝为

主，劣质草燕窝 则多有杂质及粒状物体，口感粗糙。草燕窝的加工

相较毛燕(窝) 简单。在加工厂，工人把草丝、杂物从燕窝里挑出

来，才能进一步处理。之后，再按市场的需求编排成各种形状。 

 

  

 
27
 https://www.yawo.xyz/6465.html 

https://www.yawo.xyz/64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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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洞燕： 

 

http://www.hcyw138.com/xingyexinwen/201.html 

 

雨燕科飞禽动物金丝燕种为产卵孵育小金丝燕以唾液分泌物所筑的

窝巢，因其产量稀少，营养价值高，自古以来就是名贵的滋补品。28

由于金丝燕每次产卵前分泌唾液筑巢属于的周期性生理反应，因此

每年三次采摘到的燕窝品质并没有任何区别。 引血燕以泰国的罗兰

岩山、康士山、宋卡山等地出产为多，实非如传说因燕子呕出之血

所形成。根据资料显示，血燕质素其实比白燕稍逊，香气和浸发所

得成份亦不及白色的燕窝，血燕只不过是近年倍受推奉才名贵起

来。采摘时期是每年三次，产地在泰国的罗兰岩山等。它的特点是

它的营养价值高，因此很受欢迎。 

 

  

 
2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1%80%E7%87%95%E7%AA%9D/852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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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洞燕： 

 

 

最常見的一種印尼燕盞，完整燕盞經過挑毛處理後，乾淨、雜質

少，色澤好，特點腍滑。印尼白燕盞並不耐火，浸水後一般 30-45 

分鐘即可。如果燉的時間過長﹝超過兩小時﹞，燕窩會溶於水中，

消失不見。浸水後的燕盞體積會膨脹不少。食用燕窩的最佳時間是

早上空腹─早上 5 點至 7 點或離吃飯前兩小時空腹時食用吸收最

佳。建議成人進食燕窩每次 3—5克，兒童每次 2—3 克，每天或隔

天一次，連續食用三個月效果比較明顯。是指燕子在无色的岩洞所

筑的巢穴，故称洞白燕，其色泽鲜白，纯天然，没有污染，质地坚

韧，燕窝壁厚，膨胀力好，有发头，质地好。29 

 

  

 
29 https://www.pig66.com/zhifu/nc/2019/0325/4727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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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洞燕： 

 

http://www.hcyw138.com/xingyexinwen/201.html 

 

金丝燕所筑的巢，会因金丝燕所吃的食物氧化及筑巢地址的环境改

动而有所不同，虽是筑在同一个环境中，也会因燕巢构成的时间及

空气温度、湿度不同而呈不同的颜色。一般来说，燕窝存在的时间

久了，其颜色会由珍珠白色(白燕) 逐渐转变为珍珠黄色(黄燕)，这

是受氧化的作用，属天然现象，类似削了皮的苹果放久了，因接触

空气中的氧，发生氧化作用而变色相同。30大多数的金丝燕从筑巢、

产卵、孵化，到小金丝燕离巢，大约需求 90~ 110 天。是指燕子在

筑巢时，把巢筑在石洞的壁上，因为空气流通慢，石壁又潮湿，时

间一长，就慢慢从窝脚变成黄色，故名黄燕。黄燕的发涨力稍差，

但质地较好，纯天然，无污染。 

 

  

 
30
 https://www.douban.com/note/711952255/ 

https://www.douban.com/note/711952255/


CAT6-54 燕窝专题作业 

第51页 

金丝燕： 

 

 

 

http://mp.vinehoo.com/wapwine.php/Article/details/id/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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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丝燕窝是金丝燕属与侏金丝燕属燕子筑的窝巢，清洁后可食用。31

人们将从山洞或燕屋里采摘下来的带有羽毛的燕窝，称为“原

料”。原料进入各地加工厂，经手工清洁后，再分类包装销往世界

各地。 

 

 

  

 
31
 https://www.sohu.com/a/162889955_824235 

https://www.sohu.com/a/162889955_82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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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附录 3：适合与燕窝一起烹煮的食材 

 

 冰糖 

 

燕窝通常被当作甜点来食用，人们广泛预计它的味道会很甜。冰糖是烹饪

燕窝的重要成， 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适量使用。  

 

枸杞 

 

枸杞可清热明目，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适量使用。32 

  

 
32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43277071.html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432770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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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参  

  

花旗参已经在传统中药中使用了几个世纪。它被广泛用作能量补品，治疗

压力，提高警觉性和保持头脑清晰。33由于花旗参有提高机敏性和提神的

作用，如果打算在晚上食用燕窝，千万不可加入花旗参烹煮燕窝。 

 

红枣 

 

它有助于人体产生更多的红血球并增强免疫力。34红枣也有助潤嗓子。 

  

 
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A%B1%E6%97%97%E5%8F%82/326261 

34
 https://k.sina.com.cn/article_6902201017_19b673ab900100latx.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A%B1%E6%97%97%E5%8F%82/326261
https://k.sina.com.cn/article_6902201017_19b673ab900100lat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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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姜是一种催化剂，可以帮助燕窝汤中的抗氧化剂更好地被人体吸收。它是

碱性的，有助于人体消化食物，帮助血液循环，是治疗感冒的绝妙天然疗

法。35  

 

蛋白 

 

强力推荐加入一些蛋清。蛋白与生姜有助于增强燕窝的味道。 

  

 
35 https://www.sohu.com/a/413816123_162758 

https://www.sohu.com/a/413816123_16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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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兰叶 

 

它们具有极好的香气，经常在亚洲用于放大菜肴的香气。香兰叶可以与燕

窝一起在锅中煮，它有助于让燕窝散发出天堂般的香气！ 

 

银杏果 

 

他们有高水平的抗氧化剂，能有效地防止记忆力下降和早期阿尔茨海默氏

病恶化。36 

  

 
36
 http://www.ew9z.com/yinxing-guo-fuzuoyong.html 

http://www.ew9z.com/yinxing-guo-fuzuoyo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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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附录 4：反思 

 

赵皓喆 

我学到了: 

🠶 烹饪用途 

🠶 燕窝的历史 

🠶 培植燕窝法 

🠶 传统煮法 

 

陈松泽 

🠶 从这个专题作业，我更深刻的了解了燕窝是什么，也了解了工人怎么

采集燕窝和为什么燕窝的价钱那么高。 

 

许力仁 

🠶 我认为该项目工作非常有意义，因为它使我学习如何与他人合作。同

时，我也可以提高自己的中文书写能力。燕窝是一种健康的药物，通

过研究和工作，我了解更多有关燕窝的功效。 

 

吕鸿震 

🠶 我通过这项专题作业学到了很多有关燕窝的知识和它的益处。 

🠶 我获益不浅的是采访中药行老板。他非常了解燕窝，也很有耐心地灌

输我燕窝的知识。他回答了我所有的疑问，甚至还为我提供了其他有

关燕窝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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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附录 5：问卷调查结果（青少年与家人对燕窝的知识） 

 

1. 他们不晓得怎么挑选燕窝 

2. 多数担心价格昂贵，所以不会买 

3. 他们表示不会煮燕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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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附录 6：采访问题(中药行) 

 

您好，我们是四位来自华侨中学的中一学生，正在做一份关于燕窝的专题

作业。早前，我们通过了调查问卷，收集了 89 名华侨中学中一生对燕窝

的了解。调查显示学生们大多有以下的迷思： 

1）近半数对燕窝的益处一无所知。 

2）多数担心燕窝价格昂贵，所以不会购买。 

3）他们不晓得怎么挑选燕窝。 

4）他们表示不会煮燕窝。 

因此，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采访，了解中医如何以药用角度使用燕窝和破

解大家对燕窝的迷思。 

谢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采访。 

 

1. 燕窝有哪些种类？ 

2. 为什么燕窝那么昂贵？ 

3. 我们怎样分辨真假燕窝？ 

4. 我们应该如何挑选燕窝？ 

5. 燕窝是否有药用功效？ 

6. 燕窝的成分跟其他药材有什么不同？ 

7. 使用燕窝对人体有什么益处和坏处？ 

8. 碎燕窝的功效是不是比一整片的燕窝差？ 

9. 血燕窝的功效是不是比白燕窝好？ 

10. 野生燕窝（山洞）的功效是不是比培植燕窝（燕子屋）好？ 

11. 血燕窝是不是燕子吐血而染红的？ 

12. 使用燕窝会增强免疫系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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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使用燕窝能治咳嗽吗？ 

14. 使用燕窝会导致或引发哮喘吗？ 

15. 使用燕窝能治脸上的暗疮吗？对皮肤有好处吗？ 

16. 燕窝面膜（Bird Nest Face Mask）对皮肤有好处吗？ 

17. 有没有正确烹煮(不损坏营养价值)和使用燕窝的方式？ 

18. 燕窝可以每天吃吗？ 

19. 燕窝一定要热饮吗？我们可以冷饮吗？ 

20. 燕窝应该空腹吃吗？为什么? 

21. 浓缩燕窝(Bottled, Concentrated Bird Nest)的功效是否会因

为高压浓缩而导致功效没浓缩前有效？ 

22. 您可以为同学们介绍适合我们购买的燕窝吗？ 

23. 您可以教大家方便，简单烹煮燕窝的方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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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附录 7：问卷调查结果 (游览脸书后，验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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