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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尾鷗
李偉仁
米埔

Black-tailed Gull
Andy Li
Mai  Po

18.03.2010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黑尾鷗
黄卓研
米埔

Black-tailed Gull
Cherry Wong

Mai  Po

14.03.09
DSLR Camera, 400mm f/4 lens + 2x tele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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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鷗
Allen
米埔

Mew Gull
Allen
Mai  Po

19.03.2010
DSLR Camera, 500mm f/4 lens

海鷗
黄理沛 江敏兒

米埔

Mew Gull
Michelle & Peter Wong

Mai  Po

10.01.2010
DSLR Camera, 800mm f/5.6 lens 



細嘴鷗
Dreamcat
米埔

Slender-billed Gull
Dreamcat
Mai  Po

06.03.2010
DSLR Camera, 800mm f/5.6 lens + 2x teleconverter

細嘴鷗
黄理沛 江敏兒
米埔

Slender-billed Gull
Michelle & Peter Wong
Mai  Po

06.03.2010
DSLR Camera, 800mm f/5.6 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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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躍薈」－第九屆觀鳥證書課程基礎班

日期：2010年11月15日至12月13日
(詳情請參閱附上的單張)

香港觀鳥大賽2010捐款者芳名
(補遺)

蘇麗華　港幣$200.00

　　本人經常在本欄呼籲讀者投稿通訊，不論是

文章、照片、繪圖均無任歡迎，希望讀者多多

支持通訊出版。不過當中照片部分卻出現了問

題－－由於我們編輯小組會為每期封面、封底及

中間頁的鳥類照片訂下主題，因此有讀者主動電

郵鳥類照片給我們，卻因著不合主題，一直沒有

刊登。為了讓讀者給我們的鳥類照片有機會刊

登，我們便在今期封底內頁，加插一版「讀者作

品分享園地」。希望這版遲來的欄目，不會讓以

往曾電郵鳥類照片給我們的讀者失望，亦繼續希

望各位讀者多多支持！

　　我在想，這版不一定是照片，讀者會否給我

們一些意想不到的作品呢？　　　　　　　

〜	呂德恒

編輯
小語

會 訊 及 項 目
〜 羅偉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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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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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耳鵯俱樂部

香港公園、九龍公園清晨觀鳥匯聚

香港公園2010年5月至7月參加人數：194人 

九龍公園2010年5月至7月參加人數：39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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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購買望遠鏡優惠計劃
(至2010年10月31日)

　　本會得到『瑞士維氏鋼刀香港

有限公司』的支持，會員可以優惠價

購買『Steiner』望遠鏡，公司更會捐
出銷售額約10%予本會，訂購方法如

下：

1. 望遠鏡型號及售價可參閱附上的訂
購表格；

2. 優惠只限會員，本會負責收集訂購
表格及費用，會員需要在約定時間

到本會辦事處領取望遠鏡；

3. 請填妥訂購表格，連同支票  (抬
頭：香港觀鳥會有限公司) 寄回本
會，會員亦可直接到本會辦事處辦

理訂購手續；

4. 以下型號可在本會試用：SkyHawk 
Pro 8x42, SkyHawk Pro 10x32 及 
SkyHawk Pro 10x26。

會 訊 及 項 目
《天地變何處安心》 林超英　 

　　「今天的人類是由億萬年無數生靈成就的

業，但人類最近二百年走了一條通往懸崖的岔

路，必須及早回頭。」──林超英

新書內容簡介：

　　你可知道香港所處的緯度跟撒

哈拉沙漠一樣？我們的氣候本來應

該是乾旱的，卻因為印度板塊推撞

出喜馬拉雅山脈和青藏高原，形成高山屏障，引

導印度洋濕暖氣流來到中國，使香港得到充裕的

雨水滋潤，季候風的雨水也有利中國農業，間接

造就中國古文明的出現與成長。

　　大自然生機與殺機並存，印度板塊和歐亞板

塊推撞同時引發無數地震，2008年四川的大地

震，約二十萬人喪生，觸動人心，但是相對於季

候風養活中國十多億人，再想到天地萬物養活地

球六十多億人，你說天地是無情？還是有情？

✽ 林超英先生將會把本書的版稅全數捐贈香港觀

鳥會作自然保育用途，本會謹此致謝。

弔　唁

中國鳥類學會理事、水

鳥專家組組長王岐山教

授因病不幸逝世。

王岐山教授是中國鳥類

學會的創會會員，長期

擔任學會的理事和常務

理事，並主持水鳥專業

組的工作。他把一生獻

給了我國鳥類學事業，

為祖國鳥類學的發展做

出了突出貢獻。他的逝

世是中國鳥類學會和我

國鳥類學事業的重大損

失。

本會謹向王教授的逝世

表示深切的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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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編號	 銷售品	 會員價目	 非會員價目

SOU0006 X型望遠鏡背帶 港幣$60 港幣$80
B0001 林地觀鳥  港幣$30 港幣$38
B0002 田野觀鳥 港幣$30 港幣$38
B0003 濕地觀鳥 港幣$30 港幣$38
B0009 Butterflies & Moths of Hong Kong 港幣$150 港幣$160
B0010 Birding South-east China 港幣$240 港幣$240
B0011 生機處處 港幣$46 港幣$58
B0012 上海水鳥 港幣$80 港幣$90
B0015 香港鳥類 (兒童版) 胡活天 張詩雅 (中英文) 港幣$60 港幣$60
B0016 香港鳥類圖鑑 港幣$240 港幣$270
B0017 探索鳥類 呂德恒 陳燕明著 港幣$30 港幣$38
B0018 Ecology of the Birds of Hong Kong (published by KFBG) 港幣$200 港幣$200
B00019 香港及華南鳥類 港幣$135 港幣$158
AV0002 百鳥集DVD 港幣$66 港幣$88
SOU0001 香港觀鳥會“人鳥和諧自然長存”首日封 港幣$200 港幣$250
SOU0002 香港候鳥首日封 (一九九七年四月廿七日) 港幣$25 港幣$25
SOU0003 香港觀鳥會迷彩帽 港幣$20 港幣$30
SOU0005 中華秋沙鴨領帶 港幣$200 港幣$300
B00020 天地變何處安心 林超英著 (新) 港幣$65 港幣$78
B00021 中國鳥類野外手冊 港幣$110 港幣$130
B00022 台灣的貓頭鷹 (新) 港幣$155 港幣$170

香港觀鳥會聚雀店 

金黃色的稻穗

©深藍

　　在過去五年的管理中，我們在塱原嘗試種

植不同的水生植物和農作物，例如馬蹄、慈

菇、稻米、菱角、睡蓮、茭白荀等等，各種植

物都發揮作用，吸引不同雀鳥。當中以稻米的

成效最高，除水鳥之外，稻米更吸引了大批吃

種子的雀鳥，如文鳥、鵐等。不但如此，稻米

種植更在環境教育和連繫社區上擔任著重要角

色：由插秧、收割、打

穀、磨穀成糙米，這些

程序都是安排環境教育

活動的好機會，讓生

活在石屎森林的巿民和小朋友體驗農耕的苦與樂，感受

粒粒皆辛苦的道理；而農友和附近的村民看到參與活動

的參加者和一片片金黃色的稻田時亦不禁分享他們多年

前種稻米的經驗，懷緬一番，打開了管理人員和他們的

話題匣子。正因為稻米的多元化價值，我們希望日後可

以增加稻米田的面積，亦期望一些隨著稻米種植沒落而

銳減或消失的雀鳥，如鳳頭鵐、黃胸鵐、繁殖的栗葦鳽

等，可以重臨香江。

　　今年七、八月，我們安排了數次稻米收割活動，將

早造稻米收割好，然後再整田，預備種植晚造稻米，為

秋季遷徙作好準備。我們將會安排更多不同類型的教育

活動，請密切留意網上討論區。

「塱原自然保育管理計劃」(2010－2012) 〜 楊莉琪

最新修訂香港鳥類名錄 
　　紀錄委員會最近剛剛完成修訂香港鳥類名錄，名錄

已上載本會網上討論區的「香港鳥類名錄」一欄，名錄

亦加上最新修訂的中文名字及之前通用的名字及排列次

序作比較。

稻田吸引了大批文鳥	©深藍

稻米種植的各個程序都是舉
行體驗活動的好機會

調查、
　 研究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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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后海灣泥灘的 
紅樹幼苗

　　每逢秋季，基金會便會清除生長在

觀鳥屋前方45公頃潮間帶泥灘的紅樹幼

苗，目的是確保水鳥在廣闊的泥灘上棲

息及覓食，以及讓遊客觀賞無邊際的泥

灘景觀。預計工程將於10月底（即冬季

水鳥到來前）完成。自80年代始，基金

會便進行這項常規工程，估計每年可清

除250,000棵幼苗。

　　另外，漁農自然護理署繼續清除生

長在鄰近深圳河口的外來種海桑屬紅樹

(Sonneratia spp.)。這項工作是非常重要

的，可確保紅樹林長期在自然及健康的

狀況下生長。

清除18號基圍水道的淤泥

為確保米埔基圍繼續正常運作，以及達至最佳的生態水平，基金會

每年至少修復一個基圍。

　　今年秋季，本會將使用浮動挖泥機清除18號基圍內的淤泥，這些沉積

物已存在超過10至20年。淤泥不單減少水流量，更會引致不必要的植物（如

蘆葦）生長令水道阻礙。預計工程將於十月底（即度冬水鳥到來前）完成。

　　淤泥實在是管理的難題，可嚴重威脅拉姆隡爾濕地的生物多樣性。海

外現正使用新的沉沙槽方法來清除淤泥，成效各異。基金會正考慮在米埔

基圍系統採取這

方法及探討其可

行性。

加強8a號塘的生態功能

　　筆者執筆撰稿時，工作人員正忙於在8a號塘內鋤耕及推土，目的是擴大淺水區面

積，吸引更多過境涉禽和度冬黑臉琵鷺到來棲息；還有重整部分島嶼，為黑翅長腳鷸提

供更多的築巢地點。閣下閱讀這篇文章時，工程應已完成，並且可能引來了不少及不同

種類的水鳥。

　　在策劃這項工程期間，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下稱基金會）獲得一位本地觀鳥

者所提供的有用資料，令魚塘設計更臻完善。資料指出，近年一小群大麻鳽在靠近海的

位置的大片灌木叢內活動，牠們通常在築巢期之前及黃昏出現。基金會依據這些資料，

決定保留生長在8b號基圍蘆葦叢附近的莎草（這群大麻鳽離開莎草後，便在蘆葦叢棲

息），並在鄰近地方預留位置擴大原有的莎草叢。

　　在管理決策的過程中，基金會

重視觀鳥或攝影等人士提供的寶貴

意見。如閣下收集到的有用的觀察

資料，歡迎將資料傳遞給基金會管

理隊任何一位成員。

米
埔
近
況

鳴謝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提供相片

已修復的淺水生境

鳴謝	Neil	Fifer	
提供相片

在淺水區的紅腳鷸及
彎嘴濱鷸

〜 施百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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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命之「途」
　　故事開始在2006年的11月，在元朗十八鄉（元朗市以南）一條新的公

路——十八鄉路正式完工，打橫割開了一大片的鄉郊地區，為了阻隔行車

時的噪音，路政署在沿路築起隔音屏障，同時也成了雀鳥的陷阱。

那些隔音屏障平均有一層樓的高度，寬2.8米，以綠色透明材料造成，沿著

十八鄉路兩旁有民居的位置而起，在恆香餅廠至元朗體育路一段共有200多

座。由於隔音屏障是透明的，很多雀鳥在經過時誤以為可以通過，便容易

撞上，輕則撞暈，重則頸部折斷，一命嗚呼。

　　由於路旁附近仍有不少鄉郊的環境，村屋、渠道、果園、路旁植樹和草叢。

因此雀鳥物種以市區及灌木叢鳥種為多。

　　死者包括，留鳥︰白腰文鳥、暗綠繡眼鳥、樹麻雀、黑臉噪鶥、白頭鵯，噪鵑、

普通翠鳥等，其他候鳥包括︰紅點頦、灰背鶇、黃眉柳鶯、褐柳鶯、冕柳鶯、灰紋鶲

等，亦有難得一見的藍歌鴝（香港每年只有3~4個記錄）和矛紋蝗鶯（幸運的牠只是

暈倒）。由此可見在這段路出現的雀鳥以灌木叢及市區雀鳥為主，而且大部分有貼近

地面飛行的習性（除了暗綠繡眼鳥）。

　　死者通常面向隔音屏障地躺在地面，身上沒有其他傷痕，有時嘴角會有血跡，而撞

暈的雀鳥通常會呆在路旁，有人走近也不會飛走，即是說捕獵者可以輕易捕捉到牠們。

　　直至2010年7月止，在這段路上發現因撞上屏障而死的雀鳥共64隻，來自25種雀

鳥，由於雀鳥屍體會被清理，或者撞擊後掉到看不到的地方，甚至被其他動物吃掉，

實際傷亡的應該比實際所能記錄的還要多。

　　事件持續地發生，傳媒及路政署也有跟進，路政署終於在全段的隔音屏障的透明

部分加上猛禽剪影的貼紙，在其他不少路段猛禽貼紙是比較有效的防止鳥類誤撞的方

法，可惜的是在這段路上也未能見效，之後依然有雀鳥誤撞而死亡，但所記錄到的數

量比之前少，而跟據觀察在隔音屏障上貼紙越多，雀鳥誤撞的機會越低。

　　類似事件也不只發生在元朗十八鄉路，筆者曾經收到有鳥友分別在沙田多石村、

屯門深西通道的隔音屏障也發現過有雀鳥誤撞而死的報告。而香港市區滿佈的玻璃幕

牆和玻璃窗也是雀鳥的陷阱。但現在香港還沒有系統地研究這些「隱形殺手」，而且

也很難去定時定量地進行研究，唯一比較有效的方法是靠民眾舉報，然後才會找到比

較高危的地段，建議進行改善。

　　如果大家發現有雀鳥死亡，而又懷疑是因誤撞而死的話，請記錄時間、地點、鳥

種名稱等（請參考香港觀鳥會網頁討論區中「請呈交「鳥撞」紀錄」一貼），於香港

觀鳥會網頁討論區中發表，這些記錄有助減少日後其他雀鳥受害的機會。

相關討論︰
新雀鳥殺手 - 隔音屏障
http://www.hkbws.org.hk/BBS/viewthread.php?tid=405&extra=page%3D1

港深高速公路的鳥撞︰
http://www.hkbws.org.hk/BBS/viewthread.php?tid=11157&extra=page%3D1

請呈交「鳥撞」紀錄︰
http://www.hkbws.org.hk/BBS/viewthread.php?tid=10179&extra=page%3D2

隔音屏障能為民居
阻擋噪音，	

但也是雀鳥的大型
陷阱。

即使貼上猛禽貼紙
亦未必完全可避免

	

意外發生。

玻璃幕牆能反射天
空景像，	

造成雀鳥誤撞。

誤撞後受傷的雀鳥
很易成為	

獵物。

〜 圖／文：林傲麟



灰翅鷗
鄭諾銘
米埔

Glaucous-winged Gull
Cheng Nok Ming
Mai Po

14.05.2009
DSLR Camera, 300mm f/4 lens+ 1.4x teleconverter

灰翅鷗
余柏維
米埔

Glaucous-winged Gull
Yue Pak Wai
Mai Po

16.04.2009
DSLR Camera, 100- 400mm lens



遺鷗
陳土飛
米埔

Relict Gull
Thomas Chan

Mai Po

03.02.2010
DSLR Camera, 800mm f/5.6 lens 

紅嘴鷗
莫志堅
南生圍

Black-headed Gull
Eric Mok

Nam Sang Wai

16.12.2009
DSLR Camera, 5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遺鷗
吳敏
米埔

Relict Gull
Mike Kilburn
Mai Po

20.02.2010
Digiscoping



漁鷗
林卓源
米埔

Pallas’s Gull
LAM C.Y.
Mai Po

22.03.2010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漁鷗
陳土飛
米埔

Pallas’s Gull
Thomas Chan

Mai Po

01.03.2009
DSLR Camera, 800mm f/5.6 lens 

灰背鷗
黄理沛 江敏兒

米埔

Slaty-backed Gull
Michelle & Peter Wong

Mai Po

20.02.2010
DSLR Camera, 800mm f/5.6 lens 



黑嘴鷗
孔思義、黃亞萍

米埔

Saunders’s Gull
John and Jemi Holmes

Mai Po

19.02.2010
DSLR Camera, 800mm f/5.6 lens 

黑嘴鷗
施文漢
南生圍

Saunders's Gull
Sze Man Hon
Nam Sang Wai

31.01.2010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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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觀|鳥|軼|記| 〜 蘇毅雄

觀鳥‧隨緣
〜 圖／文 蘇毅雄

　　記得剛接觸觀鳥這項活動的時候，常會隆而重之的安排觀鳥之

旅。清晨摸黑出門，轉乘三至四種交通工具到達目的地，依循可能

曾經由前輩帶領而行的既定線路，在熟悉但又充滿驚喜的米埔沼

澤穿梭，並以兼職所賺來的舊式日本牌子單筒望遠鏡學習辨認各種

水鳥，自得其樂。要不就是在早課之後，根據平時登山遠足時所累

積的對路線的經驗，在龍虎山、薄扶林和大埔滘的山林之間尋覓鳥

蹤，每有觀察到不認識的鳥種，便以圖鑑比對，一點一滴的建立自

己的觀鳥記錄。

　　當年的每一次觀鳥之行，總希望能在一天之中看見最多的鳥

種，觀察到珍稀的鳥類，更希望遇到自己還沒見過的新記錄。要在

各種鳥之間找到到稀有種類，需要仔細觀察野外所遇到的每一隻

鳥。專注觀察的好處是可以將注意力放在找尋鳥蹤及仔細的觀察其

一舉一動。仔細的觀察之下，即使是遇見常見鳥種，往往亦會得到

許多除了「名字」之外的許多有趣記錄：麻雀三五成群的進行沙

浴、噪鵑進食榕果之後吐出食繭的行為、鳳頭鷹模仿紅嘴藍鵲的叫

聲、過境季節時紫背葦鳽與栗背葦鳽雙雙於學校荷花池覓食……不

經不覺之間，培養了觀察及欣賞的態度，鳥種反而變得不重要了。

久而久之，不論是上班下課、乘車坐船，甚至在家中或辦公地點，

皆可以成為觀鳥地點。

　　我們逛書店時可能會漫不經心的經過放置不同類別圖書的地

段，隨心翻閱各類作品（俗稱「打書釘」），沒有既定主題的作品

非讀完不可，亦不需要撰寫書評或讀書報告，可以完完全全、輕輕

鬆鬆的投入在閱讀的樂趣之中。這樣的閱讀方式，可以讓我們超越

自我設置的桎梏，接觸平日不會接觸的範疇，發現平日不會發現的

文章的吸引力。我們亦會在逛商場時在不同的商戶橱窗前駐足，品

評一下當中產品，或比較各產品的性能和價格，就算未能擁有，亦

可以在當中獲得極大的樂趣，沒有那種「非買不可」的消費壓力

（這可能是不費分文的「Window-

Shopping」的最高境界）。這種大

家都可能曾進行過的行為和態度，

其實亦可以套用在觀鳥活動之中。

觀鳥活動，也可以這般隨心。不論

所遇到的是常見的鳥種，或是地區

新記錄的鳥類，只要投入在欣賞的

過程之中，觀鳥絕對是令人愉快的

活動，怪不得台灣朋友將「觀鳥」

稱為「賞鳥」。

　　香港位於熱帶地區，三面環海，生態環境類
型豐富，草地、灌叢、樹林、耕地、濕地、海岸
等，為各種鳥類提供棲息、覓食及繁殖的地方。
另一方面，位處南華地區的香港不僅是候鳥的度
冬地點，亦是長途遷徙鳥類的中途站，每年為數
以十萬計的候鳥提供補給資源。對於喜愛觀鳥的
朋友來說，香港豐富的鳥類資源實在令人充滿驚
喜。

　　鳥類位處食物鏈較頂層的位置，是反映生態
系統建康的指標。Ecology of the Birds of Hong 
Kong 滙集多位專家，包括生態學者、鳥類研究
人員及自然保育工作者，配合大量研究工作的文
獻及數據，讓讀者從鳥類的生活習性入手，了解
鳥類和環境的關係，並進一步展示出鳥類在生態
系統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全書共分為十二章
節，第一章節介紹香港的自然生態概況，隨後的
八個章節以生態環境類型作為分類，詳細的剖析
生境與鳥類生態之間的關係；第十章節以香港的
果食性鳥類作為主題，探討其對於本地生境恢復
及植被演替的重要性；最後兩個章節探討全球氣
候變化對鳥類的潛在影響，以及香港在區域以至
全球的鳥類保育重要性。

　　鳥類觀察及攝影漸漸流行，除了追尋珍稀鳥
類及拍得照片，大家在觀察和欣賞鳥類之餘，在
鳥類名字及一幀幀的照片背後，其實蘊含了更多
意義。當對於鳥類生活點滴有更全面的了解，或
許我們亦可以更進一步的顧及鳥類的需要。

　　Ecology of the Birds of Hong Kong所探討的
雖然是嚴肅的生態學議題，但全書行文簡潔，並
配合精彩的照片和一目了然的圖表，所以就算讀
者本身並非科研人員，亦可以輕鬆閱讀。另一方
面，書末所列的超過二百六十份參考文獻，羅列
了近一百五十年來關於香港及華南地區的鳥類觀
察及研究的重要記錄，為有意進一步研讀相關資
料的讀者提供了重要的訊息。

　　有意者可於辦公時間內親臨香港觀鳥會辦公
室或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購買。海外讀者亦可以
登入http://www.nhbs.com/ 進行郵購。

由嘉道理農場			

　暨植物園出版，	

全書230頁 

HK$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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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少少的四十八種，不過，到了第六日，數目肯
定不只此數，甚或過之。」

　　自說自話時，正單獨處於酒店房間用不費分文、由網
站下載的雀鳥名單核對看過的雀鳥數目。

　　好奇心驅使下，行過去查看類思錄得的數目。是七十
上下，我不由得不說句：「不錯。」

　　時值第四日下午，上午所受的暑氣還未全消退，晚上
决定不去找鶚，甚麽夜鳥都不看，立心來得怪自然容易。
坦白說，對於數目，我已不再輕燃野心，放在心頭首位的
決不在此。到菲律賓，就是為了使人嘖嘖稱奇，讚我觀鳥
多？決不是。使我大開眼界、事前沒預料的景象倒有一
種，就是樹。

　　「看看它們多高！」說話時類思在我身側。直是神奇
二字。身處它們之間，感覺就是如此。粗畧計，轟立右邊
的一棵，有十五層樓高之譜，或高之，是我倆的共識。印
象中差可擬的，倒有位於香港動植物公園、明愛中心對面
下入口處的一株、名為白蘭(Michelia xalba)的樹。 心中這
株樹，每逢路過時總會再三打量，賞其偉直之狀。最近一
次、就是由此步行半小時、到半山波老道、找米高借取菲
律賓之鳥一書。再者，三十分鐘向山行，慣了。小時，在
爹爹引領下，就算如小兒心中山嶺小道般大兵頭的斜道，
上上下下、全都闖過！

　　白蘭這棵花樹足有七十多呎高，直徑加高度在香港是
我心中之最，但跟眼前這一棵比，高下立分，就像蹣跚學
步的小兒，踮着腳伸盡手、才得以觸到眼前這樹最低垂下
的樹枝梢，像手掌尖般搭住白蘭這小兒的手端。「是終身
難忘的印記。」

　　高大的樹，只此一棵？絕不！區內周圍多的是，大樹
林中、小的樹叢間、單獨挺立於空地上、甚或足十五多米
寬的大道兩旁，都有它們的踪影。

　　到正題講雀鳥了。

　　首先要說的，莫過於赤道熱帶雨林通常見到的犀鳥。
這裡是呂宋犀鳥(Philippine Hornbill)。犀鳥是嘈吵的一
羣？在樹頂上越過時，通常是這樣。不過，在樹上進食、
棲息間，卻可以是靜寂無聲的。每日都與牠們踫頭，有
雌、雄成鳥，亞成鳥都有。飛速頗快，先是在視覺邊緣處
掠過，有些失望，但不多時，憑頭的樣子顏色給確定了，
接着是尾部。一天過後，整隻展現眼前，算滿意了。反正
類思有的是相片，開眼界是走不了。

　　成熟的林，總有啄木鳥，這個經驗在中國領畧過。最
初是特有鳥種黑啄木(Sooty Woodpecker)。領前的類思，
着着先鞭，是他首先遇上，其餘的也多是如此。我暗忖，
下次總會是我吧。事後證明我的猜測準確，或說是如願以
償也可。一朝早，兩人差不多同時看到，黑身的啄木鳥身

和微黄的嘴，再加上白眼睛落在雄鳥紅色的面上，不是牠
是那？趣事出現了，看牠抓住樹幹，不回旋不向上，卻向
下碎步退，動作細而慢，凝神觀看，卻頗清楚。面對此情
此景，我們不禁欣然認同這是人生的機緣小巧合。

　　每天往林走，三種啄木鳥是少不了，有黑啄木、白腹
啄木(White-bellied Woodpecker)，以及全程最大的大火背
啄木(Greater Flameback)。至此要提的、是此國最小的侏
儒啄木(Pygmy or Philippine Woodpecker)。一共遇上兩
次，第一次是兩隻，後來見到三隻，又倒像是四，孰是孰
非，倒考起我。弱憶者，非SLT莫屬。

　　雖然只得四吋半的長度，這種啄木鳥卻不用考眼力，
兩次都在禿樹上找到，首先指出來的，是我不是類思。雄
鳥背上的橫線是個辨識的好幫手，不過每次都不發聲，靜
悄悄在找食物。眾啄木鳥中，有一樣忘不了的體驗。要講
的是大火背，這種鳥給摺合的翼蓋住的背，橫看豎看，紅
是紅，決不是火般的紅，英文名Flameback像有點誇張，
納悶間，忽然展翅飛躍，同時間眼前一亮，展現的是火般
的紅，比林間看到鳳凰木(Flame-of-the-forest)樹上的紅花
還要耀目，不禁醒悟，是語意上的差誤，是背羽的背，不
是有翼覆蓋的背。

　　鳥的報道，決不可少了赤胸拟啄木鳥(Coppersmith 
Barbet)的份兒。屬Megalaima這類鳥中最細的一種，這猜
測看來錯不到那兒去。樣子蠻可愛，個子細而嘴大，腹部
微黃卻有暗的縱斑作對比，頭黑卻配上小紅斑。希望這個
描述沒有受記憶所累。

　　這種鳥是午飯後、順道在冠頂山(Crown Peak)逛遊一
刻時發現的。指引我們的，是一隻雌鳥低音的兩節叫聲。
找牠們並不困難，方法是沿路找杉般的樹，加上細心聽就
可以了。

　　可以一提的其他鳥類，不下數十。有一隻卻不說不
可，是林徑的開揚盡頭處、時至六月尾還留連忘向北返
的灰紋鶲(Gray-streaked flycatcher)。類思說，既然是
我首先發現，又是所見唯一的鶲，不如升格為全程之最
(Bird of the trip)。這個建議是抵港後在機場提出的。在候
車間我撥電話給他，說我的選擇是大耳夜鷹(Great-eared 
Nightjar)，非灰紋鶲，亦非第一夜所見、黃褐型的菲律賓
蟆口鴟(Philippine Frogmouth)。問原因？緣由是一個大
清早，天還昏暗，甫下車，便看到兩隻，在我們不遠處快
速來回飛行中邊覓食、邊鳴叫。不旋踵，一隻停棲在粗大
的木杆上，淺色的項圈再上是兩隻兔子般高聳頭頂上的耳
朵，頗具吸引力，正待盡情細看，突然第一度的日光橫灑
大地，一剎那黑暗消失的同時，兩隻夜鷹、飛的、橫卧的
一齊消失得無踪無迹，正是：「央牠返，卻賞你一個絕然

回拒，影都不留一個！」            

片言隻語話蘇碧——觀鳥行的雜憶
〜 撰文：S@L6TO

圖片：張勇



1�

我的觀鳥日誌
〜 撰文及繪圖：余秀玲 (Wendy YU）

2009年4月23日（星期四）

　　一雙八哥在大廈外牆中空的鋼架內築巢。巢在那條鋼架的中間， 

出入口僅能容納一隻鳥通過，旁邊有大樹作掩護。牠們很機警， 

每次都會先停在巢邊的大樹，視察一下周圍的環境，才迅速地跳進通往

巢室的通道。聰明的八哥能想到在那裏築巢，實在別具心思。 

其實，去年同一位置亦有八哥營巢育鶵，不知今年的住客是否就是 

去年的那對八哥。近日，牠們頻頻出外覓食，看來小寶寶已經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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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零 年 四 月 至 六 月

﹣ Richard Lewthwaite

【本文所登載紀錄仍有待確認，請會員盡量以記錄卡或電子檔案提交所有觀鳥記錄。】

四月

 鳥況甚佳的上半月並沒有帶來罕有鳥種的報告。除了大量赤腹鷹湧現創下新紀錄和明顯的大鳳頭燕鷗遷徙活動外，下半月鳥

況較平靜。

 15日，在洶湧澎湃的季候風影響下，兩小時共錄得一千四百四十隻赤腹鷹低飛越過蒲台對開海港（GW）。這是香港首個錄

得超過千隻的紀錄，更是過往最高紀錄的一倍。其後數天在不同地點的報告包括：16日米埔村出現四百四十隻（WWF）；

17日尖鼻咀錄得一百零五隻、寶馬山有四十七隻及在大嶼山西南岸見到三十一隻（MDW, DS, JAA）；18日流浮山錄得

二百四十隻、一百隻在担竿洲路出現、龍虎山有一百二十隻和西貢看見六十四隻（MH, DT, BK, AH）。

 這四月另有六個數量創新高紀錄的鳥種，2日最少有四千隻白頭鵯沿赤門海峽向東北方向飛（MDW），同一天東坪州有十七

隻在繼續遷徙前唱歌的紅尾歌鴝（EMSK）；3日米埔錄得八百二十六隻黑翅長腳鷸（YYT）；8日新田出現一百隻灰背椋鳥

（PJL）；11日米埔浮橋泥灘錄得三千七百隻紅胸濱鷸（YYT）；21日蒲台離岸見到三十三隻大鳳頭燕鷗，翌日有二十七隻

（GW）。另外在11日米埔浮橋泥灘錄得八千八百隻彎嘴濱鷸的第二新高紀錄（YYT）。

 政府因懼怕禽流感威脅，在遷徙水鳥到訪米埔及內后海灣濕地的高峰期四月的首三個星期把米埔自然保護區包括浮橋邊境

禁區暫停開放，只有少數人士可在區內工作。儘管如此，其間錄得有趣的記錄包括在10日再看見在個多月前發現的棕頸鴨

和一隻黃眉鵐（KJ）；10-18日不多於十三隻栗喉蜂虎（WWF）；13日錄得一隻小田雞、一隻稻田葦鶯以及一隻鈍翅葦鶯

（PJL）；16及18日出現單隻勺嘴鷸；17日有五十一隻半蹼鷸（WWF）。

 在保護區重新開放後的報告有：23日有兩隻小濱鷸及七十六隻半蹼鷸（ＲＷＬ）；26-29日一隻黃嘴白鷺及一隻水雉

（WWF）； 30日有新一浪約五十隻的赤腹鷹湧入、另有六隻栗喉蜂虎及七隻斑胸鶲（JGH）。

 在米埔自然保護區暫停開放其間，鳥友轉到米埔鄰近及后海灣其他地區觀鳥，較多人前往的地點包括：發現引至禽流感

恐慌家燕屍體的青山公路米埔段附近的魚塘（担竿洲路兩旁）。 4-5日出現兩隻紅胸鴴（MY）；7日有二百九十隻鷗嘴噪

鷗（JGH）；8日四十隻灰沙燕（淡色崖沙燕）及一隻栗耳鵐（PJL, GJC）。普通燕鴴在這些魚塘的遷徙活動明顯可見，由

4日看見十一隻，到19日錄得高峰的一百零二隻（JAA），及至28日下降至只有三隻（WWF）。后海灣其他地區月初的報

告包括：3日輞井出現四十隻灰山椒鳥（RWL, EMSK），5日度冬的水雉仍在沙埔出現（JGH），8日落馬洲有一隻硫黃鵐 

（PJL）。

 蒲台再成為受歡迎的觀鳥點，首半月雖然沒有極之罕有的鳥種出現，但有穩定的鶲類及其他春季遷徙鳥的報告。黃喉鵐的

遷徙由三月尾開始直到本月11日，在2-4日高峰期最多出現四隻（GW, PW, MK）。遷徙鳥中 1日及10日有單隻燕雀（GW, 

CC）；4日及14日有單隻鷹鴞（MT, GW）；4日至10日有不多於三隻小灰山椒鳥（MH, CC）；8日發現兩隻雙斑綠柳鶯及

一隻硫黃鵐（GW, SYH, PCC）；10日至13日有不多於兩隻白眉鵐及黃眉鵐；13日有一隻棕腹杜鵑；14日出現一隻短嘴金絲

燕； 期間島上經常有的灰臉鵟鷹報告，包括在8日有三十四隻（GW）。 除了那不尋常的赤腹鷹數量，蒲台和其他觀鳥點一

樣四月後半月比較靜，其間較精彩的報告有：在24日四隻硫黃鵐（PCC）、25日一隻北椋鳥（GW, GJC）以及27-30日出現一

隻十分遲的紅褐鶲（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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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零 年 四 月 至 六 月

 首半月較特別的報告有：2-3日一隻棕腹杜鵑在白沙澳出現（PJL）； 3日深水灣發現一隻港島十分罕見的綠頭鴨（KK），同

一天，出現可能是南丫島首個小雲雀的記錄；6日鳳園有二十五隻灰山椒鳥（RWL）；在7日的報告：石崗引水道發現一隻

白喉針尾雨燕及兩隻灰喉針尾雨燕、鉛礦坳報告有十二隻灰山椒鳥和四隻灰卷尾（SLT）、長洲錄得首隻春季遷徙的黑卷尾

（MDW）、塱原有一隻黃頭鶺鴒（SYH）及大帽山有一隻白眉地鶇（RWL）；9日紅花嶺見到十二隻灰臉鵟鷹、五隻灰喉針

尾雨燕和兩隻大草鶯（GJC）；11日東坪州錄得一隻赤腹鶇（JAA）；12日長洲錄得首隻島上的白眉鵐（MDW）；14日林村

可能有一隻大杜鵑（EMSK）。

 15-17日在赤腹鷹湧現附近的日子，較顯眼的報告有：在塱原發現一隻小杓鷸和二十二隻長趾濱鷸（DAD）；16日長洲有遲

到的北紅尾鴝、一隻可能是綠背姬鶲、一隻白眉鵐和一隻可能是離島首個記錄的橙腹葉鵯；17日香港灣仔峽發現一隻白眉地

鶇（CR）；龍虎山出現十隻灰臉鵟鷹（BK）；18日 落馬洲錄得兩隻硫黃鵐（PJL）。

 19-25日長洲有趣的報告包括一隻褐魚鴞；23日發現的兩隻栗喉蜂虎可能是長洲的首個記錄；另外一隻唱歌的黑枕黃鸝在老

地方出現（MDW）。

 24日水雉仍在沙埔；有同一群九隻栗喉蜂虎先現輞井, 後再現尖鼻咀；豐樂圍發現四隻有守衛領土行為的黃葦鳽和一隻遲到

的普通鵟在山貝出現（EMSK, RWL）。

 海鳥記錄包括：1日蒲台渡輪看見一隻中賊鷗及一隻大鳳頭燕鷗（GW）；3日赤門海峽出現一隻中賊鷗（MDW）；4日香港

南面水域看見八隻長尾賊鷗、六隻短尾賊鷗、六隻中賊鷗和五隻大鳳頭燕鷗（HKBWS）；19日蒲台離岸見到一隻可能是灰

鸌，翌日20日看見一隻白額鸌、兩隻短尾鸌、一隻長尾賊鷗、五隻短尾賊鷗、兩隻中賊鷗及一隻扁嘴海雀，在20-22日則錄

得八十二隻大鳳頭燕鷗（GW）；25日南丫島附近發現一隻白斑軍艦鳥（HKBWS），同一天蒲台渡輪上那看見一隻扁嘴海

雀（GW, GJC）。

五月

 一個比較平靜的春季結束了，五月的亮點是29-30日在塱原出現一隻藍喉蜂虎（GHo），這是香港第六或第七個記錄，比春

天錄得最遲記錄還遲了十天。

 這個月份出現了另外六個破了春季最遲的報告：在蒲台一隻遲了九天的棕尾褐鶲在四月尾出現後逗留至五月二日（CC）；3

日貝澳錄得一隻遲了三天的朱雀（HL）；6日米埔報告有藍翅八色鶇（LKY），遲了一個星期；13日蒲台有一隻遲了五天的

黃眉柳鶯（GW）；而4-25日米埔出現一隻遲了十三天的鳳頭鸊鷉（WWF）；最後在蒲台錄得一隻遲了二十四天的煙腹毛腳

燕（GW）。

 除此以外，首半月較特別的報告包括：1-2日西博寮海峽有單隻扁嘴海雀出現；2日南面水域有三隻短尾鸌、三隻短尾賊鷗、

二十隻白腰燕鷗、十隻普通燕鷗、七隻黑枕燕鷗、五隻褐翅燕鷗及五隻白翅浮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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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零 年 四 月 至 六 月

 米埔的棕頸鴨最少逗留至十六日，1日及9日大埔滘有兩隻棕腹杜鵑；2日蒲台出現一隻灰山椒鳥，同一天長洲錄得八隻極

北柳鶯、兩隻黑枕黃鸝。 2-8日米埔有一隻黃嘴白鷺；3日貝澳出現一隻黑冠鵑隼；4日塱原出現一隻燕隼；6日米埔報告有

十隻北鷚；7-13日蒲台有一隻黑冠鳽。8日報告包括：米埔有一隻栗喉蜂虎；林村有六隻三寶鳥長洲對開海面有十隻黑枕燕

鷗、五十隻白翅浮鷗。9日蒲台對開海面有三百隻白翅浮鷗，另在大埔滘首次發現黑冠鳽（SLT）。11日蒲台錄得二十五隻紅

尾伯勞、五隻灰紋鶲；14日米埔發現一隻小杓鷸和五隻頗遲的中華攀雀。15日報告包括：蒲台有一隻鷹鴞、離岸有一隻白額

鸌；另米埔及塱原均有單隻水雉出現的報告。

 五月中浮鷗的遷徙活動持續，担竿洲路兩旁魚塘出現最少有六十隻鬚浮鷗和白翅浮鷗，同一期間梅窩也錄得一群二百隻的白

翅浮鷗。

 隨遷徙較弱的四月過後，由15日開始在米埔出現第二浪鼓舞人心的小青腳鷸，在29日錄得最高七隻的記錄。

 同期米埔其他報告包括：21日有一隻長嘴半蹼鷸、23日及25日有一隻黑鳽、27日兩隻赤頸鴨、一隻斑嘴鴨和一隻鳳頭潛鴨；

黑翅長腳鷸在在米埔再次繁衍成功，28日在十六及十七塘錄得十七隻幼鳥，另外有一對嘗試繁殖的反嘴鷸。

 其他地方報告有：19日蒲台離岸看見十三隻白額鸌和一隻短尾賊鷗；23日塱原有單隻黑鳽，以及30日大嶼山沙螺灣出現一隻

黃嘴白鷺。

六月

 18-19日在赤門海峽出現的一隻上鏡的紅腳鰹鳥，不容置疑地成為六月的亮點（Yau, GT, PWMK）。

 在這一貫以來鳥況十分平靜的月份收到的報告包括：1日塱原出現一隻遲了三星期，是在春季錄得最遲的短嘴金絲燕紀錄

（KJ）；3日蒲台有一隻紫背葦鳽（GW）；4日涌尾報告有一隻棕腹杜鵑和一隻褐漁鴞（KJ）; 6日蒲台出現一隻春季最遲

紀錄還遲了十天的赤腹鷹（FS），同一天蒲台海上有一隻大鳳頭燕鷗（DY）；12日龍虎山有一隻比春季最遲紀錄還遲了

十七天的北灰鶲（BK）；以及尖鼻咀出現一隻遲得有點像在來度夏的鳳頭鸊鷉（MH）；19日甲龍報告有兩隻橙頭地鶇

（TJW）；25日米埔出現一隻燕隼（JGH）。

 度夏鳥況：8-10日在米埔有十五隻黑臉琵鷺、兩隻普通燕鴴、六隻白腰杓鷸和兩隻紅嘴巨鷗（WWF）。

 1-8日在米埔及塱原錄得最多十五隻灰椋鳥的成鳥和幼鳥（KJ, JAA, WWF）。長洲（MDW）和汀角（RWL）再有絲光椋鳥出

現的報告。 

 二零零九年在大帽山發現的一隻褐林鴞雛鳥在嘉道理的照顧一年多後，於今年五月歸放自然，從追蹤器路徑顯示，該鳥在六

月份十分活躍，極少在同一地點逗留多於兩天。主要活動範圍在大帽山山腰及山腳，但該鳥曾在八仙嶺山腳一帶溜達，不幸

地在七月初發現該鳥已死亡，死因不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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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觀 鳥 會 活 動 行 程 表 2 0 1 1 年 1 月至 3 月

 野 外 觀 鳥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 集 合 地 點 及 時 間 難 度 (1…3) 目 標 鳥 種

1/1/2011 (六) 0800 - 1300 尖鼻咀 (紅耳鵯俱樂部領隊)
(08:00天水圍天澤邨廣場門口，近輕鐵天逸站)  水鳥

2/1/2011 (日) 0800 - 1200 塱原
(08:00上水港鐵站C出口的士站)  田鳥及水鳥

9/1/2011 (日) 0800 - 1200 大埔滘
(08:00 大埔滘公園仔停車場)  林鳥

16/1/2011 (日) 0800 - 1200 大欖涌水塘
(08:00 小欖路路口)  林鳥

23/1/2011 (日) 0800 - 1600
米埔自然保護區
(08:00九龍塘港鐵站(根德道出口)或09:00 米埔停車場集合， 
15:00 乘巴士回程，16:00 回到九龍塘。)

 水鳥

30/1/2011 (日) 0800 - 1200 石崗引水道
(08:00 錦上路西鐵站C出口)  林鳥及田鳥

5/2/2011 (六) 0800 - 1300 南生圍 (紅耳鵯俱樂部領隊)
(08:00元朗西鐵站G2出口，囍慶大酒樓外)  水鳥

6/2/2011 (日) 0800 - 1200 城門
(08:00荃灣港鐵站B出口恒生銀行)  林鳥

20/2/2011 (日) 0800 - 1200 百搭日 (詳情將於2月18日於網上討論區公佈)
(08:00九龍塘港鐵站(根德道出口)) 

冬候鳥和
過境遷徙鳥

27/2/2011 (日) 0800 - 1200 鹿頸
(08:00 粉嶺港鐵站，C出口)  水鳥

5/3/2011 (六) 0800 - 1300 南生圍 (紅耳鵯俱樂部領隊)
(08:00元朗西鐵站G2出口，囍慶大酒樓外)  水鳥

6/3/2011 (日) 0800 - 1200 大埔滘
(08:00 大埔滘公園仔停車場)  林鳥

13/3/2011 (日) 0900 - 1700
米埔自然保護區
(09:00九龍塘港鐵站(根德道出口)或10:00 米埔停車場集合， 
16:00 乘巴士回程，17:00 回到九龍塘。)

 水鳥

27/3/2011 (日) 0730 - 1600

蒲台及香港南面水域
(07:30香港仔公眾碼頭，近逸港居)
注意：由於路程頗長，所經之處都是開闊海域，風浪較大， 
部分人士可能感到不適。


海鳥和

過境遷徙鳥

 會員：免費 非會員：免費 (不用預先報名)

 會員：免費 非會員：港幣$30 (19歲以下學生港幣$10) (不用預先報名)

 會員：港幣$40 (學生會員港幣$20) 非會員：港幣$70 (請用下頁表格報名)

 會員：港幣$160 非會員：港幣$200 (請用下頁表格報名)

室 內 講 座
日 期 時 間 題 目 講 者 地 點

15/12/2010 (三) 1900 - 2100
香港的陸鳥普查報告
(粵語，免費入場)

何維俊先生 香港童軍中心901室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

20/1/2011 (四) 1900 - 2100 西藏山南地區觀鳥之旅
黃天華先生
李錦昌先生

香港童軍中心901室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

2/3/2011 (三) 1900 - 2100 鶲的辨認 (粵語)
張浩輝博士

[暫定] 香港童軍中心924室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

3/2011
(稍後公佈)

1900 - 2100
水鳥普查計劃公眾講	暨
香港觀鳥會研究小組報告
(粵語，免費入場)

余日東先生
各鳥類研究小組

香港童軍中心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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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欲報名以下香港觀鳥會活動：（請在適當地方þ） 

米埔活動 [車費：會員港幣$40　學生會員港幣$20　非會員港幣$70]

(會員不使用旅遊車無須繳付車費；非會員不論是否乘坐旅遊車都需要繳交港幣$70)

o 2011年1月23日(星期日) (       位會員       位非會員) 使用旅遊車總人數為                       。)

o 2011年3月13日(星期日) (       位會員       位非會員) 使用旅遊車總人數為                       。)

蒲台及香港南面水域 [船費：會員港幣$160　非會員港幣$200]  

o 2011年3月27日(星期日) (       位會員       位非會員) 總人數為                       。)

** 本會將於活動舉行前約一星期通知報名者，一旦被確定，參加者無論能否出席，都必須繳付所需的交通費用。如果是次活動
因惡劣天氣或特殊情況取消，本會將會退回所繳交之費用。

按照香港警務處和漁農自然護理署的規定，所有米埔活動參加者需於當日進入米埔自然保護區前提供香港身份證號碼(或護照號
碼)，以便登記進入后海灣禁區（米埔浮橋道）及米埔自然保護區。

參加者詳細資料

日期 活動地點 姓名 會員號碼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費用*

*	每項活動均獨立處理，請以獨立支票支付

現付上劃線支票港幣                                  元 (支票抬頭：香港觀鳥會有限公司)

姓名：                                                     會員號碼：                               電郵：                                                  

手提電話：                                               日期：                                     簽署：                                                 

請將填妥的訂座表格連同劃線支票寄：九龍油麻地彌敦道480號	鴻寶商業大廈14樓

注意：	• 請於活動舉行最少兩星期前報名，名額先到先得，所有活動本會會員有優先參與權利。

 • 活動如有更改，將於本會網頁內(http://www.hkbws.org.hk/BBS)公佈，敬請留意。

 • 惡劣天氣安排：如活動當天早上7:00天文台仍然懸掛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訊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

訊號」，當日活動將會取消。如活動進行中天文台發出「雷暴警告」，領隊會視乎情況決定是否繼續或取消其餘

行程。如活動當日遇上有關天氣問題，可致電 9457 3196 向當天領隊查詢。

免責聲明	任何人士因參與本會活動而導致任何經濟或其他方面的損失或損害，香港觀鳥會不會承擔任何財政或其他方面的責任，參加者須自行
承擔所有責任及宜購買適當保險。

香港觀鳥會 活動報名表格



烏灰銀鷗
張冠南
南生圍

Heuglin’s Gull
K.N.Cheung

Nam Sang Wai

12.01.2009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烏灰銀鷗
陳志光
米埔

Heuglin’s Gull
Daniel CK Chan
Mai Po

20.03.2010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黃腳銀鷗
施文漢
南生圍

Yellow-legged Gull
Sze Man Hon

Nam Sang Wai

17.11.2009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黃腳銀鷗
鄭諾銘
米埔

Cheng Nok Ming
Yellow-legged Gull
Mai Po

05.02.2010
DSLR Camera, 300mm f/4 lens+ 1.4x teleconverter



黑翅長脚鷸(幼鳥)
賈洪生
濕地公園

Black-winged Stilt (Juvenile)
Ka Hung Sang
Wetland Park

16.6.2010
DSLR Camera, 500mm f/6.3 lens, ISO200

西伯利亞石即鳥
賈洪生
濕地公園

Siberian Stonechat
Ka Hung Sang
Wetland Park

3.3.2010
DSLR Camera, 500mm f/6.3 lens, ISO200

草鷺
文權溢
濕地公園

Purple Heron
Man Kuen Yat, Bill
Wetland Park

14.10.2007
DSLR Camera, 300mm lens + 1.7 x teleconverter

2�

|讀|者|作|品|分|享|園|地|Readers’ Contributions|



西伯利亞銀鷗
Andrew Hardacre

米埔

Vega Gull
Andrew Hardacre

Mai  Po

30.03.2010
DSLR Camera, 800mm f/5.6 lens 

西伯利亞銀鷗
Andrew Hardacre
米埔

Vega Gull
Andrew Hardacre
Mai  Po

30.03.2010
DSLR Camera, 800mm f/5.6 l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