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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偉仁會 訊 及 項 目

編輯
小語

　　以往觀鳥界的圖鑑和鳥類作品都是正正經經的，但近年喜見開始出現「漫畫化」

的跡象。最受鳥友注意和歡迎的要算是近年的一本新書《非實用野鳥圖鑑》，作者以

卡通手法點出雀鳥辨識的要點。今期通訊我們也有Reiko的作品，以獨特的繪畫風格

介紹紅耳鵯，希望大家也喜歡這些饒富趣味的作品。

〜 呂德恒

2012年度會員續會及入會申請
　　去年底所收到的會員續會及入會申請已

陸續處理，2012年度的會員咭及會費收據亦

於12月分批寄出，已提交申請的會員如仍未

收到會員咭及會費收據，請即與本會聯絡。

　　另續會及入會的處理得以順利按時完

成，實有賴數位義工熱心的幫忙，本會謹此

致意。

2012年度會員證
　　本年度的會員證以一雙小仙鶲

為主題，本會非常感謝以下會員作

主題設計及借出相片：

主題設計：卜玉燕

攝影師：陳家華、黄理沛	江敏兒

新會員迎新活動
　　本會將會於2月底初舉行新會

員的迎新活動，為2012年申請入會

的新會員介紹觀鳥的熱點、觀鳥及

鳥攝注意事項及守則，合資格的新

會員稍後將會收到詳細資料。

香港觀鳥會聚雀店

 編　號 　　銷　售　物　品 會員價目（港幣） 非會員價目（港幣）

	 B0025	 香港觀鳥手冊	 $70	 $88	
	 	 –	水邊鳥類篇	<全新推出>	

	 B0026	 香港觀鳥手冊	 $70	 $88	
	 	 –	陸地鳥類篇	<全新推出>	

香港觀鳥手冊－陸地鳥類篇

　　繼水邊鳥類篇之後，「香港觀鳥手冊	–	陸地鳥類篇」	

也正式出版，歡迎選購。

紅耳鵯俱樂部

香港公園、 
九龍公園清晨觀鳥匯聚

香港公園　2011年9月至11月	

參加人數：269人	

九龍公園　2011年9月至11月	

參加人數：370人		

香港濕地公園 
觀鳥導賞服務

2011年10月至11月，	

俱樂部共有98人次出席導賞活動。

觀鳥導賞及有關活動／服務

2011年10月22及29日

為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服務家庭	

提供講座及濕地公園導賞

香港觀鳥會更改名稱 
　　香港觀鳥會有限公司已獲「公司註冊處」簽發特別許

可證，准許無須加入『有限公司』一詞，並已藉特別決

議通過更改名稱，但本機構仍為有限公司，根據《公司條

例》註冊的名稱現正式更改為『香港觀鳥會』。

　　由於本會更改名稱已正式生效，由即日開始，所有與

本會的通訊及繳付費用的支票抬頭請用：『香港觀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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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綠洲長者生態大使計劃
日期：2011年3月至12月

　　計劃的第三階段－「公園生態同樂日」已於

10月至12月期間完成，感謝各位訓練班同學的支

持及參與，令社區人士也有機會享受公園生態的

樂趣。我們亦於12月15日舉行閉幕禮，以感謝各

機構及人士的參與及支持。最後感謝陳琚瑋小姐

熱誠工作，令計劃順利推行。

「第二屆亞洲賞鳥博覽會」有感

第十二屆學界觀鳥大賽
訓練日：2011年11月5日及12月3日

比賽日：2011年12月10日

　　本會繼續與香港濕地公園

合辦第十二屆學界觀鳥大賽，

今年共有40隊中學生參與，在

此謹向所有協助的義工致意。

　　隨著世界對環境保育及綠色消

閒的認識加深，觀鳥活動在亞洲各

國日漸普及，以觀鳥為主題的交流

活動亦應運而生。

　　2011年10月15至16日在台灣台南市舉行了「第二屆

亞洲賞鳥博覽會」，這個由台灣中華鳥會、泰國鳥類保育

學會、馬來西亞自然學會、新加坡自然學會、菲律賓野鳥

學會和台北市野鳥學會共同構思的活動，旨在透過博覽會

的形式，增進亞洲鳥類組織間的聯繫、強化彼此在賞鳥活

動及生態旅遊推廣上的互助合作、分享與支持環境保育的

經驗，以及推廣主辦城市的生態旅遊活動及自然歷史。香

港觀鳥會作為香港地區的觀鳥組織代表，連續兩屆均有參

展。今年，我們有幸代表香港觀鳥會參與這項盛事，跟一

眾中國、台灣、亞洲各國以至世界不同觀鳥組織的朋友，

一起分享觀鳥的體會和樂趣。

　　今年博覽會的主辦城市是台南市。這兒不僅是古蹟處

處的台灣古都，更是到訪台灣度冬的黑臉琵鷺，以及其他

水鳥的重要補給站。於2009年成立的「台江國家公園」，

便是為了保護這片濕地，使其生態得以永續發展而成立。

黑臉琵鷺也自然的成為今屆博覽會的主角，會場內各式各

樣的宣傳品和佈置都可以找到牠的蹤影。

　　觀鳥除了可以作為欣賞自然的消閒活動、保育及科學

研究的主題，亦可以作為推廣環境保育的起點，大會今年

的主題也特別訂為「快樂賞鳥、自然保育」，希望可以集

合不同地方觀鳥者的力量，為自然保育作出貢獻。

　　在一連兩天的會期

內，來自不同地區的鳥會

均設有攤位，展示各自的

觀鳥熱點和售賣特色記念

品，其中最「搶手」的便

是不同地方的鳥類圖鑑和

裝飾擺設。大會還安排了

不同的講座，邀請當地著名的鳥類研究學者，以及不同地

方的鳥會和保育機構代表輪流演講，主題包括觀鳥旅遊、

保育報告以至科研結果，覆蓋面十分廣泛。我們也就香港

的觀鳥熱點及鳥類保育遇到的問題，作出了簡單的講解！

　　另外，大會亦別出心裁的邀請了不同的表演團體，為

在場人士獻上歌舞，也設立親子攤位，透過遊戲和手工

藝，向小朋友灌輸觀鳥和自然保育的訊息。會場內當然少

不了大量觀鳥周邊商品如望遠鏡、相機及旅行用品公司的

參展，為參加者以至不同鳥會的代表提供了「血拼」的機

會！

　　大會借鑑嘉年華會的形式，把博覽會的對象推廣至普

羅大眾，而不只局限於鳥友和學者。以不同形式向一般市

民灌輸觀鳥、保育等議題及資訊，實在值得我們借鏡。

　　我們最高興的還是認識了不同地方的鳥友，雖然大家

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但因著相同的喜好而聚集一起。博覽

會能把不同地方的鳥友團結起來，共同為推廣觀鳥活動以

至鳥類保育的薪火相傳而努力，這個也應該是大會當初舉

行「亞洲賞鳥博覽會」的目的。

〜 余秀玲、許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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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自然保育消息

〜 鄭諾銘 自然保育主任

　　近日政府提出增加土地供應策略，特別提

及以填海及發展岩洞來增加土地儲備。本會於

諮詢會上要求政府在提出填海前，應先善用

「棕地」如新界的露天貨櫃場或重建工業區。

本會亦特別強調反對於東涌進一步填海的建

議。

　　另一方面，焚化爐的環境評估報告重新開

始公眾諮詢。本會在日前一直與環保署討論我

們對石鼓洲上一對白腹海鵰的憂慮，當局亦在

新一份環評報告作出一些小改善。本會欣賞環

保署在環評過程中為了加強公眾參與所作出的

努力，但本會仍認為現時這份環評報告未有盡

力減少或補償對白腹海鵰的影響，擔心白腹海

鵰因為興建焚化爐棄巢而去。

　　政府正加快為「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引入規劃管制，並考慮將大浪西灣納入郊野公

園範圍。本會歡迎政府的措施，希望政府盡快

為剩餘地點引入規劃管制，並考慮將當中一些

有高生態和景觀價值的地點納入郊野公園。

　　這個鳥季發現不少魚塘設置魚鈎，本會呼

籲各鳥友多加留意，如發現有魚塘設置魚鈎、

或發現有農地設置霧網（特別是農曆新年期

間），請即致電1823向漁農自然護理署報告，

並且報告予本會作記錄。

台北國際賞鳥博覽會
　　2011年11月5日至6日本會會員事務主任陳芳玲小姐及教育及推廣委員會委員林傲麟先生代表本會參加

於台北關渡自然公園舉行的第13屆『台北國際賞鳥博覽會』，與東南亞各地的觀鳥組織交流、分享觀鳥及

保育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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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莉琪 高級項目主任

　　隨著秋季遷徙展開，塱原的鳥種漸漸上升，今年有

一些較特別的鳥種如亞穆爾隼、中華攀雀、雀鷹、山麻

雀等等在塱原出現，吸引不少鳥友和攝影者，我們特此

提醒各位到塱原觀鳥和攝影時，為與農友維持良好關係

及避免發生不愉快事件，敬請遵守以下守則：

1.	塱原大部分屬私人土地，請尊重村民和農友，切勿破

壞任何物件及農作物；

2.	農友會在農田的四周種植農作物，所以在塱原行走時

請小心不要踐踏農作物，亦請不要走到農田中，如遇

路窄或有阻礙物，請繞路而行，不要嘗試跨過，以免

造成損失；

3.	請愛惜郊野環境，切勿亂拋垃圾，吸煙或喧嘩；

4.	駕駛者請勿將車輛停泊在村屋附近，阻塞居民出入，

並且應將聯絡電話放置在車頭當眼處，以便聯絡。

　　我們已於十一月收

割部分稻米，剩下的稻

米田都不會收割，讓

雀鳥在整個冬天都有充

足的糧食。另外，數數

「鵐」活動在11月底結

束，今年秋天最高記錄到12隻黃胸鵐

和7種鵐，包括：黃眉鵐、黃胸鵐、黑

頭鵐、栗耳鵐、小鵐、灰頭鵐和鳳頭

鵐，你猜得對嗎？

2010-2012
塱原自然保育管理計劃

(�長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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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勺嘴鷸保育項目近況
〜 傅詠芹

　　去年十月，一則令人振奮的消息引起了保育界和觀鳥者的注

意：10月20日，中國沿海水鳥同步調查組的成員董文曉在江蘇省

如東小洋口觀察到103隻勺嘴鷸—接近三分之一的勺嘴鷸種群數

量！雖然是次記錄足以證明如東正是這隻極危鳥類遷飛的重要驛

站，但如東現時並未受任何法規保護，而入侵種互花米草迅速蔓

延的狀況亦令人擔憂。更讓人憂慮的是，如東小洋口已被劃為省

級經濟發展計劃的重點發展區，意味這片珍貴的泥灘將會受到進

一步的破壞。

　　香港觀鳥會在 2 0 1 0

年開始支持如東的勺嘴鷸

調查，而在 2 0 1 1年初，

由香港觀鳥會和國際鳥盟

合作，並與上海野鳥會和

福建省觀鳥會共同推行的

《拯救勺嘴鷸在中國的濕

地家園》項目，得到由華

特迪士尼公司主辦的《迪

士尼攜手改變：綠色環保計劃》資助，在江蘇省的如東和福建省

的閩江口展開了勺嘴鷸的保育活動。今年八月，我們在兩地為當

地教師各舉辦了有關環境教育的培訓，並在如東為志願者舉辦了

一次以培訓生態導賞員為主的工作坊。這將有助推動宣傳濕地的

重要性，以及勺嘴鷸和其他水鳥的保育。這次培訓中,	我們邀請

了英國皇家鳥類保護協會的Barrie	Cooper先生、本會前任中國項

目主任張嘉穎小姐和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梁恩銘先生為我們

作培訓導師。除舉辦培訓工作坊外，我們也召開了圓桌會議，與

當地政府官員講解濕地對勺嘴鷸和其他候鳥的重要性，並商討以

濕地和鳥類作為

發展生態旅遊的

主題之可能性。

　　家鴉是一種臭名遠播的外來鳥

種，在亞洲很多地方都可見到牠們

的踪影。牠們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

到達香港，十年後數目估計已到達

300多隻。漁農自然護理署於2003

年開始實施各種方式控制牠們的數

目。雖然繁衍的速率已大大得到控

制（現時數量在200隻以下），但要

牠們完全在香港消失似乎還有一段

時間。因此有必要繼續努力。

　　今年香港觀鳥會受漁農自然護

理署委托進行家鴉巢搜尋及清除

行動。在四月至八月期間共找到及

處置了280個家鴉巢（包括重築的

巢）；家鴉的繁衍因而得以控制。

這次行動涉及不少後勤準備工作、

技術的運用及專業的判斷，有賴周

家禮的統籌策劃，以及張振國及林

傲麟的前線配合，令行動得以順利

進行。

　　控制家鴉數量，清除外來物

種，是保護本地生態多樣性的重要

行動。我們認為清除家鴉巢是最有

效的方法。希望未來繼續可以與漁

農自然護理署合作控制家鴉數量，

維持本地生物多樣性的平衡。

香
港
的
家
鴉

　

	

項
目

中
國

為當地教師舉辦環境教育培訓工作坊 
(© 傅詠芹)

與當地政府官員會面
並商討濕地重要性及
可持續發展之可能性
(©陳承彥)

〜 香港觀鳥會

(�呂德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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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田試驗結果

　　米埔自然保護區於2011年試驗種植稻米，實施整項計劃並

不容易，我們所經歷的，好壞參半。最初，這個新計劃設定建造

0.4公頃稻米田，但員工質疑能否成功。另外，成功關鍵在乎各

方因素，包括稻米來源、結實土質、高鹽度水分，以及大雨後須

調低水位。最終，我們於九月種出一片小稻田，為計劃帶來一線

曙光。

　　這片稻米田雖未能吸引文鳥及鵐（計劃受益群組），但卻很

快成為秋季涉禽的理想潮漲棲息地，包括白腰杓鷸、不同鳥種的

鷸科雀鳥、林鷸及金斑鴴。同時，這片稻田亦獲得研究員垂青，

成為保護區內環誌涉禽的新地點。

　　這項試驗計劃令我們得益良多，基金會快將決定會否將計劃

伸延至2012。本人的最大期望是計劃能伸延至更長遠。

米
埔
近
況

〜	施百納

23號基圍試行淡水運作

　　曾於2008年11月刊載短文，介紹23號基圍試驗計劃，將鹹

淡水池轉為淡水池。該年秋季，遲來的颱風帶來暴風潮，令試驗計劃

擱置。今年冬季，我們再作嘗試，轉化23號基圍為淡水池，並監測

雀鳥數量及水質，計劃預期於2012年春季完結。現階段，未能確定

夏季儲備的雨水量能否足以維持至明年雨季。

　　計劃完成後，所得的資料及數據將用作長期規劃，轉換米埔南部

的基圍及魚塘。締造淡水池的原因甚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為保護區提

供多元化生境，以及減少依賴后海灣作淡水來源。環保署水質報告顯

示，該區水質非常惡劣。

改善觀鳥屋通風設施

　　今年夏季及秋季，五間

觀鳥屋（包括#1，#3，#5，#7	及	

#8）已加強通風設施。地面鋪上金

屬格，引入清涼空氣；後牆高處裝

上天窗，排出熱氣。另外，屋頂下

備有松木板，隔絕太陽熱力（跟后

海灣漁夫小屋類同）。這些簡單設

施利用天然對流，能有效排熱，又

符合環保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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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鳥|軼|記|

后海灣的約會
〜	圖／文	蘇毅雄

　　清晨時分，當多數人仍然在夢鄉的時候，我己經屏息靜氣，小心翼翼的打開米埔自然保護區泥灘

觀鳥屋的窗子了，為的是能夠見證世界上其中一個生態奇景──候鳥遷徙。觀鳥屋之內守候了一批全

副武裝的觀鳥愛好者，他們胸前掛著雙筒望遠鏡，座位邊架起了三腳架及單筒望遠鏡，而面前則備有

鳥類圖鑑及筆記簿，其中不乏由外國專程來到香港的觀鳥者。透過窗子，在依然微弱昏暗的光線之

下，泥灘上佈滿密密麻麻的小黑點。這時海灣的潮水尚未上漲，鳥兒仍然在離岸稍遠的地方，驟眼看

來像極了一粒粒的黑芝麻。我架起望遠鏡，一邊緊盯著這些小黑點，一邊在冀盼之中守候。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隨著朝陽初升，霧氣漸散，海灣的潮水亦悄悄地上漲起來。泥灘正在一寸

又一寸地被潮水淹沒，我的心情也漸漸地緊張起來。上漲的潮水繼續迫近遠方泥灘上的鳥兒，忽然之

間，在沒有任何預兆之下，鳥兒們萬翅齊展，在一片的拍翼聲和鳴叫聲之中，種種大小不一、形態互

異、各具特色的水鳥在朝陽金光的映照之下，浩浩蕩蕩的由泥灘的邊緣向較近陸地的紅樹林飛來，並

降落在觀鳥屋正前方那片尚未被潮水淹蓋的泥灘。這時候，鳥兒和我相隔只有不足一箭之距，雖然未

達鼻息相聞的程度，但剛才看起來尚如黑芝麻般的小鳥，此刻卻容許我分辨得一清二楚：嘴巴有如彎

刀的白腰杓鷸（Curlew）、有如塗了口紅般的紅嘴鷗（Black-headed	Gull），以及黑

白分明兼嘴型獨特的反嘴鷸（Avocet）等鳥兒都可以一一憑肉眼分辨開來。

而珍稀瀕危的黑臉琵鷺（Black-faced	 Spoonbill）和碩大無朋的卷羽鵜鶘

（Dalmatian	Pelican）此刻正趁著水位上升，在海灣之中忙碌的捕食水

中的細小魚蝦。在這上萬隻鳥兒之中，其中一隻最吸引我注意的是

嘴短腿粗、身上像穿上了白領襯衣的環頸鴴（Kentish	Plover）。只

見牠搖頭晃腦、三步兩跳的把握時間在泥灘上覓食，其專注和忙

碌的樣子，彷彿是上班一族辛勤勞碌的寫照。

黑臉琵鷺與琵嘴鴨

基圍中的水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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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水繼續上漲，這時海灣已經容不下這群只能涉水的鳥兒了，

牠們紛紛的飛往內陸的淺水地區棲息，而我也亦步亦趨，轉移陣

地，繼續對這群長途旅行家進行追蹤觀察。當年米埔的16及17號

基圍（當時大家稱其為「大池」（Scrape））是水鳥絕佳的棲息地，

當后海灣漲潮後，成為了一眾觀鳥者繼續觀察的好地方。佇立在人

工島上的鳥兒非常有默契的分批站立：黑翅長腳鷸（Black-winged	

Stilt）和青腳鷸（Greenshank）各踞一方，井然有序，看來就如在列

隊歡迎專程前來一睹牠們風采的人們；黑臉琵鷺則趁著有其他鳥兒

作「守衛」時，爭取時間小睡片刻，為日後的長途旅程養精蓄銳。

各觀鳥者與鳥兒亦相敬如賓，他們只是透過望遠鏡作出觀察，絕不

驚動正在休息的鳥兒，人鳥之間，相安無事，和平共處，一片和諧

的景象。

　　我一方面觀察和拍攝候鳥，另一方面也點算牠們的數量作為參考。經過了一整天的對候鳥

的觀察和追蹤，不經不覺已到了黃昏時段。這時只見一排一排的樹上站滿了正準備迎接黑夜來

臨的鸕鶿（Cormorant），在落日的映照之下，本來一身黑色羽毛的鸕鶿這時更添上了幾分神秘

的色彩，而迷人的落日景致更為我這趟收獲豐富的觀鳥之行錦上添花。

　　近年后海灣的景觀已起了極大的變化，濕地生境不斷縮小及退化，雖然黑臉琵鷺的全球數

量較20年前有所上升，而且來香港度冬的數量亦極為可觀，但卷羽鵜鶘已成為稀客中的稀客，

而紅樹泥灘與藍天白雲連彊接壤、一望無際的壯闊景觀更成為歷史，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高

廈，以及逐漸蠶食濕地的廢鐵棄土。

　　即使面對如許的環境挑戰，候鳥們不受地域的限制，為了生命的繁衍，繼續年復一年穿洲

越洋。這些長途旅客在上路時需要合適的環境歇息。香港的國際大都市形象早已深入民心，身

處在這個大都會之中，我有幸能夠在后海灣與自然約會，和成千上萬的候鳥們同處一地，讓我

感受到澎湃的生命力，並對候鳥的堅毅不撓為之肅然起敬。

　　我衷心的希望可以每年都與候鳥們約會。約定了，就在后海灣。		

卷羽鵜鶘

鸕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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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南觀鳥札記
〜	陳燕明

　　相信不少鳥友也到過泰國觀鳥，筆者喜歡到泰國觀鳥，既因便宜方便外，又欣賞泰國當局對國家公園的管理做得甚

好，當然最重要是可以在此看到很多色彩繽紛的林鳥。這次泰南之行已是第三次到當地觀鳥，相信不少鳥友也曾聘用過

我的鳥導	Par，因著我們都是基督徒，大家以主內弟兄姊妹相稱，每次到泰國觀鳥，感覺就像探望老朋友一樣。加上同行

三位友人盡是玩得之人，五人坐在車裏說盡天南地北，製造了一個笑不停玩不停的觀鳥旅程。

|為|鳥|訪|天|涯|

第一天乘坐早機由香港飛抵泰國布吉機場，甫下機便立即驅車前往第一個目的

地——	Si	Phang	Nga	國家公園，由布吉市沿公路向北駕駛兩小時便可到達，公

路沿著泰南海岸線興建，一路上風景如畫。駛至中途，我們停車到珊瑚灘上尋

找水鳥，看見一些香港常見的水鳥。下午三點到達國家公園，職員先帶我們溯

澗找尋栗枕燕尾	(Chestnut-naped	Forktail)，一來到便要溯澗，對於拿著沉重相

機裝備而又無準備的我們，著實十分困難，而且更需要橫過河道四次呢！幾經

辛苦來到燕尾喜愛的覓食地靜待她的出現，燕尾還未看到卻來了螞蝗造訪，還

真被牠嚇呆了；幸好天父不負有心人，最終也看到和拍到這隻漂亮的燕尾。

　　看完燕尾後，天色漸晚，我們返回國家公園入口的大草地，尋找站在樹頂的飛

鳥。首先出現雙角犀鳥	 (Great	Hornbill)，說時遲那時快，正在看犀鳥時，突然看

見一隻隼科雀鳥從樹林中飛出來，Par	立即大叫是「好嘢」，原來這是食蝠鳶	 (Bat	

Hawk)，牠在天色低沉時出來覓食，只見牠俯衝了數次捕捉正在空中盤旋的蝙蝠，

Par	說他當鳥導的這些年間，只曾遇見四次，我們還真幸運！

　　日落西山當然是晚飯時候，享受過正宗地道泰菜後，就是夜行的時間，我們只

在住宿的小屋旁邊走一會，卻讓我們見到褐林鴞	 (Brown	Wood	Owl)，牠還站

在一個開闊的位置企定定讓我拍照！第一天的收穫已甚豐富！

第二天全日都留在	Si	Phang	Nga	國家公園，早上六點起來先到食晚飯的地

方找馬來八色鶇	(Blue-winged	Pitta)，看見有很多隻在飛來飛去，但卻因為

環境開闊，不容易拍得好的照片。接著回到國家公園草地旁的樹林，找到

橫斑翠鳥(Banded	Kingfisher)、黑黃闊嘴鳥	(Black	and	Yellow	Broadbill)、

綠胸八色鶇	(Hooded	Pitta)，其中黑黃闊嘴鳥更站在樹梢上給我們有很長的

時間為牠拍照。然後，竟然下起大雨來，這使我們退回房間，但卻因大雨

的關係，讓我們在停雨後，找到了馬來漁鴞	(Puffy	Fish	Owl)、黑喉縫葉鶯	

(Dark-necked	Tailorbird)	的巢。又是精彩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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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的早上，我們繼續留在	 Si	 Phang	Nga，先在公園停車場這個較

開闊的位置找鳥，看到小栗啄木鳥	 (Maroon	Woodpecker)，然後沿著

車路行回小屋，途中遇到很想見的綠闊嘴鳥	 (Green	 Broadbill)，好開

心又	 tick	多隻闊嘴鳥，就快可以儲齊一套！然後又有長嘴捕蛛鳥	 (Little	

Spiderhunter)	和有繁殖羽的壽帶	(Asia	Paradise	Flycatcher)，還有站在遠

處樹頂的鷹鵰	 (Mountain	Hawk	Eagle)。中午離開	Si	Phang	Nga	國家公

園，驅車前往	Khao	Sok	國家公園，在途經的河流，	拍攝肉垂麥雞	(Red-

wattled	Lapwing)	及距翅麥雞	 (River	Lapwing)	。約下午三點到達	Khao	

Sok	國家公園，走在公園內的停車場和行山徑，卻沒有什麼發現，樹林

內很靜，四處無聲，但卻有很多靜靜地爬上我們身上的螞蝗！這天初探

Khao	Sok	無功而回，只好折返旅館	Art's	riverview	lodge，這旅館建在有

河景的熱帶雨林裏，浴室是露天的，十分特別。在住宿的兩天期間，曾

經有一家十多口的馬騮在我們的屋頂玩耍，有些更站在浴室牆上，偷食

了友人的西瓜味沐浴露！住在這裏真的夠「野」！

第五天一早，我們離開這個坐擁河景的木屋旅館，驅車前往最後的目的

地	 Phang	Nga	Mangrove	Forest，在這個只有一平方公里的紅樹林區，

就可以找到色彩繽紛的紅樹八色鶇	 (Mangrove	Pitta)，而且還不止一隻，

有一隻八色鶇更帶著幾隻雛鳥！起初八色鶇感到有人在附近，不是太習

慣，雖看見牠的蹤影，但牠總是躲在紅樹茂密的位置底下覓食，後來牠

習慣了我們，更站在開揚的樹枝之上梳理羽毛、引腔鳴叫！八色鶇讓我

們拍了一個小時，休息後，我們再到附近的公園逛逛，找到赤胸擬鴷

(Coppersmith	Barbet)，為精彩的行程劃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第四天我們再探	Khao	 Sok，做好對付螞蝗的準備後，再走公園的行山

徑，Par	表示他友人說這個公園的情況差了很多，現在他相信了。真

的，我們在這裏看見的鳥種不多，有栗枕燕尾、橫斑翠鳥、三趾翠鳥

(Oriental	Dwarf	Kingfisher)，最精彩要數黑紅闊嘴鳥	 (Black	 and	Red	

Broadbill)，共有兩隻不停地在我們附近飛來飛去，讓我們可以拍個夠，

還在這裏看見了一群水獺	 (Otter)	從樹林跑到河裏。泰國天氣還真是太

熱，午飯過後，我們跑到旅館旁的河裏玩河流漂遊，消暑一番。下午

三點半，我們再度出發，這次改去了國家公園以外的林區，在這個午

後時間看見了海南藍仙鶲	 (Hainan	Blue	Flycatcher)、紅鬚夜蜂虎	 (Red-

bearded	Bee-eater)。多天以來為鳥兒走訪多處，趁著這個不太多鳥蹤的

午後，享受了一個泰式按摩紓緩疲累的身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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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觀鳥日誌
〜	撰文及繪圖：余秀玲

普通鵟 

2011年8月2日

　　這幅畫的構思來自岩石。一天等巴士之際，抬頭看看

遠處的山崗，土黃的岩石被夕陽映照得赤褐，美麗極了！

我心想要是此刻石上站一隻猛禽，畫面一定很美。普

通鵟粗獷的形象，看來是個不錯的配搭。就是這

樣，牠當選了這幅畫的主角。雖然牠叫普通

鵟，但是別以為牠是善類。單看樣子就

知道牠一點都不好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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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至 九 月

七月
	 雖然七月是鳥況一般比較靜的月份，但並非完全沒有驚喜。2日米埔一群約六十隻的灰背椋鳥及絲光椋鳥當中發

現一隻灰頭椋鳥（BS）及在9日出現一隻紅翅鳳頭鵑（WWF）。

	 月內米埔其他有趣的記錄包括：6日一隻紅頸瓣蹼鷸，是這季節較罕有的記錄（BS）；	 12日報告有五隻黑臉琵

鷺、一隻紅嘴巨鷗、兩隻烏鶇及八隻黑尾蠟嘴雀（WWF）。

	 7日鳥友在飛鵝山觀賞植物其間發現一隻黃嘴栗啄木鳥，位置就在蠔涌對上；另在較高點有山鷚和高山短翅鶯

（KB，RB）。17日在沙螺洞出現一隻現今較少報告的黑冠鵑隼（KB，RB）

	 11日西貢發現一隻白斑軍艦鳥。20日香港南面水域燕鷗調查錄得二百九十二隻黑枕燕鷗	、一百六十七隻粉紅燕

鷗和八十五隻褐翅燕鷗（JAA）。近月底在長洲離岸及近索罟群島報告有小量燕鷗（MDW）。

八月
	 1日鳥友往大帽山觀鳥，收穫豐富：看見一隻在歌唱的白喉短翅鶇、四隻大草鶯、三隻矛紋草鶥、兩隻棕頭鴉

雀、六隻紅嘴相思鳥、十四隻強腳樹鶯當中有四隻幼鳥，以及兩隻山鷚（ML）。

	 由20日起開始有鳥類遷徙報告，在西貢出現一隻灰鶺鴒（PJL）。21日榕樹澳有一隻冕柳鶯（BK），另外同一

天米埔出現秋季首隻黃鶺鴒（PJL）。

	 22日馬已仙峽道發現一隻白斑軍艦鳥（PTH），至26日均有該鳥出現報告。

	 24日米埔有一隻蟻鴷（BS），比秋季紀錄早了四天。同一天西貢發現一隻純色啄花鳥（PJL）。

	 同是24日，錄得秋季首隻極北柳鶯（BS）。在最近的	 IBIS	刊物「極北柳鶯	 Phylloscopus borealis 一變三揭

秘」文章揭示這三個遠古時已經是外觀相似，而區別隱秘的獨立鳥種。Alstrom及其他認為前極北柳鶯組合

是三個獨立鳥種：1）極北柳鶯	 P. borealis 在歐亞大陸繁殖（除南堪察加）和阿拉斯加；2）暫譯為堪察加柳

鶯 Kamchatka Leaf Warbler	P. examinandus 在南堪察加、庫頁島、千島群島和北海道島繁殖；3）日本柳鶯	

Japanese Leaf Warbler	P. xanthodryas	在日本繁殖（除北海道島）。文章英語標題已顯示這三鳥種外觀十分相

似，但基因不同。可以歌聲、叫鳴聲及特定量度去辨別。現時這三個鳥種均納入香港鳥類名錄內，相信鳥友已

開始在野外辨別這三個鳥種，挑戰是要學習熟識及辨別牠們的歌、鳴聲。

〜	Richard	Lewthwaite

【本文所登載紀錄仍有待確認，觀察者使用電子檔案或	

記錄咭提交所有觀鳥紀錄與紀錄委員會是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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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至 九 月

	 27日大埔滘出現秋季首隻紫壽帶（FC），而本季首隻白眉姬鶲則在米埔錄得(KJ)。	同一天米埔有一隻黑鳽及一

隻十分早到的紅隼（KJ，BS）。本月最後數天報告包括：28日在鹿頸、29日在鉛礦坳、30日蒲台均有單隻山鶺

鴒出現的報告（GT，SLT，GW）。另外同期在米埔的報告包括：28日有一隻黑枕黃鸝；29日一隻理氏鷚、黑喉

石䳭，英文新名	Stejneger’s Stonechat，華南地區廣泛出現的過境遷徙鳥和度冬鳥；31日有一隻鶚（WWF）。

九月
	 本月罕見的鳥類有：2至10日蒲台發現一隻的小杜鵑（CNM，GW，BK）；6日米埔有一隻北短翅鶯（PJL）；首

半月某日大埔滘有一隻褐胸鶲（HKBWS網站，按EMSK）。27日米埔發現一隻雄性紅尾伯勞亞種	confusus，這

亞種或許之前未有記錄（PJL）。

	 這個月有很好遠東葦鶯報告，6-30日在米埔、錦田和塱原的報告有最少有十二隻。	而藍歌鴝報告，由4-23日在

大埔滘、米埔和塱原共錄得最少七隻。26-30日米埔和塱原出現最少九隻北鷚	。

	 本月出現的新高紀錄的有：21日落馬洲的二十五隻灰斑鳩（PJL）及28日米埔錄得四隻鵲鷂（PJL）。另在秋季

早到的鳥類報告有：2日大埔滘有一隻早了三天的黑枕王鶲（PW／MK）；27日米埔錄得一隻早了十三天的雀鷹

（PJL）和28日米埔有一隻早了十一天的紅喉歌鴝（PJL）。

	 此外，在首半月其他較特別的鳥訊：2日落馬洲有兩隻鳳頭鸊鷉（PJL），是自2010錄得首個度夏後的記錄。3日

龍虎山有五隻壽帶（AB），同一天，大生圍出現六十隻鬚浮鷗（EMSK，RWL），而蒲台離岸有三隻大鳳頭燕

鷗（GW）。4日大埔滘有黃嘴栗啄木鳥（CNM）。6日米埔錄得十隻小蝗鶯（PJL）。7日摩星嶺出現四隻三寶

鳥，另外蒲台報告有一隻普通夜鷹（GW）。9日錦田發現一隻秋季罕見的大鷹鵑（JAA）。12日米埔有一隻栗

樹鴨（PW，MK）。14日蒲台錄得八隻黑枕黃鸝。15日塱原有一隻小田雞	、一隻水雉和一隻中杓鷸（BK）。

	 13日米埔16、17塘及旁邊新設的水稻田裡錄得多種水鳥，當中有四十一隻大濱鷸、三隻紅腹濱鷸和一隻白腰杓

鷸（EMSK，	RWL）。

	 隨了18日在大埔滘報告有一隻鳳頭蜂鷹和一隻橙頭地鶇（JAA）以及21日錄得蒲台首隻小田雞之外（GW），差

不多所有下半月較特別鳥類報告均在米埔發現。報告包括：22日一隻東方鴴；23日一隻中杜鵑和一隻虎紋伯勞

（KJ）；27日一隻紅胸田雞、三隻蟻鴷和十五隻小蝗鶯；28日一隻小杓鷸（BS）、七隻矛紋蝗鶯（PJL）。

	 后海灣其他地區的報告：21日塱原有隻小田雞（BK，KJ）；21日和26日最少有十隻紫背椋鳥（KJ，JAA）；30

日新田有一隻東方鴴（DS）。	

	 22日正午，元朗高速公路發現一隻雕鴞站在半透明的隔聲屏下的石屎台基上，該雕鴞有可能意外撞到隔聲屏後

停留該處。新界地區的高速公路旁邊，包括大埔—粉嶺公路，已豎立連綿不斷的隔聲屏。隔聲屏的設計或許有

更多可改善地方，以防止鳥類撞向隔聲屏死亡和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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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觀 鳥 會 活 動 行 程 表 2 0 1 2 年 4 月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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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012	(日) 1430	-	1830
塱原 
(14:30	燕崗村公厠旁的涼亭)  田鳥和水鳥

4/4/2012	(三) 0800	-	1200 百搭日	(詳情將於4月2日於網上討論區公佈) 過境遷徙鳥

7/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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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4/2012
	(日	-	一)

「猜尋呈215」－	香港觀鳥紀錄比賽2012
(詳情將於稍後公佈)

15/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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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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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2012	(日) 0800	-	1600

蒲台及香港南面水域
(08:00	西灣河港鐵站恒生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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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012	(六) 0800	-	1300
香港仔水塘	(紅耳鵯俱樂部領隊)
(08:00	中環港鐵站B出口恒生銀行)  林鳥

6/5/2012	(日) 0800	-	1200
大帽山
(08:00	荃灣港鐵站B出口恒生銀行)  高山草地鳥

12/5/2012	(六) 百搭日	(詳情將於5月10日於網上討論區公佈) 過境遷徙鳥

20/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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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012	(六) 0800	-	1300
城門	(紅耳鵯俱樂部領隊)
(08:00	荃灣港鐵站B出口恒生銀行)  林鳥

3/6/2012	(日) 0800	-	1200
南涌和鹿頸
(08:00	粉嶺港鐵站C出口，即綠色專線小巴站旁之港鐵站
出口)	

 林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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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用附上表格報名)
	會員：港幣$160	 非會員：港幣$200	(請用附上表格報名)

室 內 講 座
日 期 時 間 題 目 講 者 地 點

11/1/2012	(三) 1900	-	2100
海外鳥攝計劃與籌備： 
從挪威到厄瓜多爾

伍昌齡先生 香港童軍中心1105室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

15/2/2012	(三) 1900	-	2100
后海灣的環境質素 
(廣東話，中英文簡報)

張潤興博士 香港童軍中心901室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

7/3/2012	(三) 1900	-	2100
英國海鳥觀賞分享會： 
五月島及昔德蘭群島

關子凱先生	
關朗曦先生	
高偉琛先生

香港童軍中心1101室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

29/3/2012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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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室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

13/4/2012	(五) 1900	-	2100 海鳥的辨識 余日東先生 香港童軍中心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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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4月22日(星期日)	 (	 						位會員	 						位非會員)	使用旅遊車總人數為																							。

o 2012年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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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注意2個活動的集合時間及地點均不同

o 2012年4月15日(星期日)	 (	 						位會員	 						位非會員)	總人數為																							。

o 2012年4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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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香港警務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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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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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在活動舉行的四星期前報名，會員將優先參與，此後，名額先到先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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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麻雀
葉紀江
塱原

Russet Sparrows
Herman Ip Kee Kong
Long Valley

01/11/2011
DSLR Camera, 300mm f/2.8 lens+ 
1.4x teleconverter

北鷚
葉紀江
塱原

Pechora Pipit
Herman Ip Kee Kong

Long Valley

27/09/2011
DSLR Camera, 300mm f/2.8 lens+ 

1.4x teleconverter



栗樹鴨
黄理沛 江敏兒
米埔

Lesser Whistling Duck
Michelle & Peter Wong
Mai Po

12/09/2011
DSLR Camera, 5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藍歌鴝
黄理沛 江敏兒

蒲台

Siberian Blue Robin
Michelle & Peter Wong

Po Toi

18/09/2011
DSLR Camera, 5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阿穆爾隼
許志文
米埔

Amur Falcon
Stanley Hui

Mai Po

28/10/2011
DSLR Camera, 500mm f/4 lens + 1.7x teleconverter

阿穆爾隼
孔思義、黃亞萍
尖鼻咀

Amur Falcon
John and Jemi Holmes
Tsim Bei Tsui

24/10/2011
DSLR Camera, 800mm f/5.6 l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