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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訊 及 項 目

編輯
小語

本會上一任主席張浩輝博士辭去了在香港任職的

大學教席，前往新疆、雲南「浪遊」兩年。我們

一班資深會員在六月初與張博士晚飯餞行，得知

張博士想過一些自由的生活，趁現在有條件，便

去實行。張博士說他會在這段時間撰寫中國的鳥

類圖鑑，亦會不時上香港觀鳥會網上討論區留

言，所以在現在通訊發達的年代，大家仍然可以

和張博士通訊交流的！祝願張博士找到自己理想

的自由生活，可以開心愉快地觀鳥！

〜	呂德恒

我們一班鳥友與－張浩輝博士	
餞行合照（譚耀良攝）

銷 售 品
《香港雀鳥貼紙》

　　全新的《香港雀鳥貼紙》，一套

5張包括翠鳥、猛禽、水鳥、林鳥及

市區雀鳥5個系列，歡迎鳥友到本會

選購。本會非常感謝眾攝影師借出雀

鳥照片製作此套貼紙。

《兩岸三地50種柳鶯辨識》
　　單張以不透水/防水紙質印製，方便鳥友在戶外使用。印制費用由陸維先

生贊助，銷售單張的收入將用以支持本會的運作及保育工作。

	 銷	售	品	 會	員	價	 非	會	員	價

	 《香港雀鳥貼紙》一套5張	 HK$20-	 HK$25-

	 《兩岸三地50種柳鶯辨識》單張	 HK$20-	 HK$30-

香港鳥類報告2011
　　香港鳥類報告2011	的印刷版及電子版光碟已於6月中寄出予

會員。本會再次感謝紀錄委員會的籌劃，協助翻譯、校對及郵寄

等義工的幫忙，以使此年報得以順利出版。

2013年度的續會
　　有效會員的人數截至5月

底約為1900人，其中包括在

2013年度入會的新會員共250

名。在新的會籍有效日期制度

下，續會程序全年進行，續會

信會在會籍到期前約兩個月左

右寄出，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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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猜尋呈232」香港觀鳥記錄比賽 2013
　　今年的觀鳥記錄比賽於4月6日下午4時至4月7日下午4時舉行，比賽完滿結束，結果見後頁。

　　是次比賽獲得興華拓展有限公司贊助Minox雙筒望遠

鏡共6台及LensPen	Sidekick螢幕清潔器作為「最佳紀錄」

的獎品及頒獎晚會的抽獎禮品，另施華洛世奇香港有限公

司贊助比賽Polo恤，本會謹此感謝兩贊助商鼎力支持。

　　此外，比賽得以順利進行亦有賴以下	

機構及人士提供協助，特此鳴謝：

•漁農自然護理署

•香港警務處落馬洲分區警署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會員李國誠先生（網上紀錄提交系統）

比賽結果

「猜尋呈232」最佳紀錄

百靈隊：東方鴴

優 異 獎

	 優異獎**	 得獎隊伍	 鳥種數目

	 米埔強隊	 野鳥隊2013		 79

	 塱原強隊	 六小鳳	 37

	 大埔滘強隊	 鳾科特工隊		 31

	 看得多隊	 熱血走米雞		 126

	 聽得多隊	 開心鳥		 24

**根據4月7日下午5時前於網上雀鳥紀錄系統輸入的資料

「猜尋呈232」會長盃

	 隊伍名稱	 評審比賽結果的	
	 	 鳥種數目

1	 野鳥隊2013	 129

2	 烈火鳳凰	 53

3	 小海鳩	 127

4	 大山雀	 82

5	 客貨車厘子	 134

6	 蘇肥鷗	 133

7	 柯氏鵯	 139

8	 開心鳥	 111

9	 愛鵯標	 144	(冠軍)

10	 鳾科特工隊	 140	(季軍)

11	 熱血走米雞	 141	(亞軍)

12	 Happy	Birding	 120

13	 六小鳳	 78

14	 水鳥隊	 137

15	 百靈隊	 108

16	 Pratincole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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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參賽隊伍名單及照片 隊	名	 隊員姓名

烈火鳳凰	 何健華	 何韻清	 潘美鳳

小海鳩	 李德倫	 林肇庭	 杜振南

	 朱喬珺	 張家桁	 郭建邦

客貨車厘子		 劉善鵬	 麥智鋒	 羅文雪

	 周毅龍	 楊智羽	 陸妍

開心鳥	 胡景雄	 揭紫琪	 陳瑋珊

	 路藹欣	 黎思雅

鳾科特工隊		 梁嘉善	 呂德恆	 卓宇媛

	 戚英育	 劉美玲	 劉兆強

蘇肥鷗	 鍾潤德	 許天欣	 蘇英健

	 溫俊軒	 盧碧玲	 林惠玲

大山雀	 陳嘉豪	 江俊茵	 葉紫盈

	 趙明浩	 何沛琳

柯士鵯	 柯嘉敏	 勞丕禮	 梅家瑋

	 方海寧	 張家駿	 邢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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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隊	名	 隊員姓名

熱血走米雞	 林傲麟	 任永耀	 周鳴謙	

	 張國良

愛鵯標	 何少杰	 謝偉麟	 劉苑容

	 沈鼎榮	 蘇樂軒	 黃筑君													

Happy Birding	 洪敦熹	 袁佩瑜	 傅詠芹

	 馬翠盈

水鳥隊	 張浩輝	 李美鳳	 黃偉媚

	 鄧美玲	 吳家茵	 陳佩霞

六小鳳	 林柏佳	 鄭雅明	 賴友文

	 梁婉貞	 邱麗雙	 麥又文

百靈	 林超英	 吳祖南	 陳明明

	 李偉基

Pratincole	 何應浩	 何志剛	 梁頌賢

	 黃勵燕	 朱君令	 蘇惠林

野鳥隊2013	 方健華	 區俊茵	 鍾振傑

	 馬嘉慧	 何文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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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2012-2015塱 原 自 然 保 育 管 理 計 劃

朝鮮半島西面沿海黑臉琵鷺普查
　　香港觀鳥會與朝鮮大學（日本）鄭鐘烈教授合作

於朝鮮半島西面沿海開展的黑臉琵鷺年度普查已經完

滿結束。該普查於2012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於朝鮮境

內進行了兩次調查，共覆蓋32個調查點，包括黑臉琵

鷺於朝鮮境內的繁殖地點。經過為期三周的調查，最

後於其中17個地點發現總共292隻黑臉琵鷺，比2011年

的年度普查減少了35%（2011年共449隻）。是次調查

促進了本會及朝鮮方面黑臉琵鷺研究人員的合作，希

望將來可以與有關方面有更多的合作機會，共同保育

瀕危的黑臉琵鷺。

　　是項計劃由旅行家有限公司（HKTraveler.com	

Ltd）慷慨贊助，本會謹此致謝。

香港漁塘生態 
保育計劃

　　新一期計劃得到一百三十多位漁戶

支持及參與，覆蓋后海灣內超過九成面

積的漁塘。今年暑期將會舉辦第二屆漁

塘導賞員訓練，課程內容包括漁塘文

化、濕地生態及保育、漁塘考察及導賞

技巧訓練等，如有興趣，請留意討論區

發佈有關消息。

　　另外，我們現正製作漁塘文化主題

的教材和展覽板，如	閣下擁有香港漁

塘舊照或新界西北舊貌的照片，歡迎提

供給我們，請聯絡職員鍾先生（電郵：

fishpond@hkbws.org.hk）。謝謝！

　　從社交網站看到一份有關本港漁農業的統計資料，以1957-58年度為例，米產49萬擔 1、蔬菜123萬擔、荔枝83

萬斤、橙40萬斤、黃皮20萬斤、菠蘿11萬斤、雞100萬隻、豬10萬隻、鴿3萬隻，還有其他農作物、漁獲和牲畜，

未能盡錄。香港曾經是一個物阜民豐的地方，耕地出產多元化，但相隔半個世紀的今天，香港的農地正面臨不同的

威脅，棄耕、非法傾倒建築廢料、被收購進行發展等等。農地面積由1960的1.4萬公頃跌至2010年的不足6,000公頃

（當中有4,000公頃為棄耕地）。香港需要農地嗎？我們需要農地嗎？

　　塱原屬少數倖存的農地，仍然維持活躍的農耕活動，更

有長春社和香港觀鳥會進行保育管理，最近錄得的雀鳥數量

和種類仍有輕微上升趨勢，可是，背後仍然存著隱憂。最

近，一直在塱原運作水滋紅蟲養殖的農友因為巿場需求低，

加上政府早前在古洞北新發展區的建議發展大綱圖中，收回

塱原的農地並規劃為自然生態公園，因此該農友決定改為種植其他利潤較高的農作物，而在過

去數十年每天早上都在塱原收集水滋紅蟲來餵飼熱帶魚的熱帶魚繁殖者，亦只有提早退休。曾

在香港蓬勃一時的水滋紅蟲養殖業，還有收集水滋紅蟲的技術，將隨著時代變遷而成為歷史。

　　一項技術的失傳，或許對我們沒有影響，但塱原又承受得到多少項技術的失傳呢？

註1:	1擔相當於100斤，1公斤約等於2斤

每天早上到塱原都會見到
兩位伯伯拿著工具在水滋
紅蟲塘撈來撈去，你知道
他們在做甚麼嗎？

收集水滋紅蟲的技術
即將失傳

辛苦收集得來的紅蟲，還要多次清洗才
可以用來餵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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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2013/14年度「香港觀鳥會中國自然保育基金」
今年我們共資助三個項目。結果如下：

	 省份	 項目名稱	 負責人	 所屬機構

	 雲南	 雲南大理州紫水雞分佈與種群數量調查	 韓聯憲	 西南林學院觀鳥會

	 遼寧	 盤錦濕地黑嘴鷗的保育與調查	 張明	 盤錦市觀鳥協會

	 江蘇	 2013年江蘇學校鳥類保育主題藝術創作	 李靜	

中國自然保育基金－中華秋沙鴨保育計劃的撥款項目包括*：

	 省份	 項目名稱	 負責人	 所屬機構

	 重慶	 2013-2014冬季綦江江津段	 危騫	 重慶觀鳥會	

	 	 中華秋沙鴨分佈現狀調查及保護宣傳計劃

*此計劃經費由中華秋沙鴨領呔義賣所得。

　
　
　

消
息

中
國
項
目

浙江省象山縣中華鳳頭燕鷗保育工作坊

　　2013年3月4-6日我代表香港觀鳥會參加了在中國浙江省象山縣舉行的中華鳳

頭燕鷗保育工作坊（註：象山縣距離一個中華鳳頭燕鷗的已知繁殖島嶼只有25公

里）。工作坊主題是改善極危的中華鳳頭燕鷗繁殖族群的質量，討論如何透過招引

及繁殖地恢復提高繁殖成功率。工作坊聚焦於收集浙江的燕鷗的繁殖生理及生態環

境的基本資料，並借鏡美國保育燕鷗的成功經驗，為東海島嶼恢復棲息地的開展工

作提供建議。會後我們到中華鳳頭燕鷗招引計劃的選定地視察。

　　帶領工作坊的是浙江自然博物館的陳水華教授、美國俄勒崗州立大學的Prof.	

Dan	Roby	及國際鳥盟的陳承彥先生。參加者包括：全國鳥類環誌中心、浙江省環

保廳生態處、浙江省海洋與漁業局環境處、寧波市和象山縣海洋與漁業局、韭山

列島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象山縣農林局、浙江省林業廳等官員,	臺北野鳥學

會、福建省觀鳥會、廈門觀鳥會及日本山階鳥類研究所代表。會議不但成功為中華

鳳頭燕鷗保育工作制訂年度計劃，更得到官方代表注目，支援保護這極危鳥種的行

動。按計劃，招引工作會在今夏進行（本通訊發表時應已展開），包括使用燕鷗模

型和播放叫聲來吸引燕鷗到選點築巢，在築巢點清理植被和滅鼠，改善繁殖環境。

整個燕鷗繁殖期內，研究員都會定期到選點進行檢查。

　　是次工作坊得到日本環境基金及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資助，國際鳥盟、香港

觀鳥會、浙江野鳥會、象山縣農林局及象山共青團委支持。

中華鳳頭燕鷗保育工作坊(攝影：陳承彥)

在鐵墩島上考察(攝影：陳承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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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中國南部勺嘴鷸分佈調查
　　近期的調查證實，江蘇省如東縣一帶的潮間泥灘是勺嘴鷸遷徙

的主要中途站，但是勺嘴鷸在中國南部的相關數據卻十分貧乏。本

會得到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贊助，於2012年9月至2013年5月在中

國南部包括福建、廣東、廣西及海南四個省份進行調查，以進一步

確定在中國南部有哪些是勺嘴鷸的重要地點。

　　是次調查在兩個新地點發現了勺嘴鷸：一是在廣東雷州市附城

鎮，由調查隊成員Richard	Lewthwaite及Jonathan	Martinez於2012年

12月17及18日發現四隻以上勺嘴鷸；另一紀錄是2013年1月24日，余

日東、方海寧及傅詠芹在廣西北海市發現一隻勺嘴鷸。

　　是次調查亦顯示一些地區捕捉野鳥的情況嚴重，對勺嘴鷸及其他大小水鳥構成嚴重威脅，情況以廣

東省尤甚。以廣東西部為例，調查期間，調查員共點算到460個霧網，長度達11.5公里。返港後，調查隊

馬上將情況向廣東省林業局提交詳細報告。雖然問題現時已得到改善，但仍需要持續監察。

　　是次調查計劃的合作夥伴包括：福建觀鳥會、廈門觀鳥會、北侖河口自然保護區及嘉道理中國

保育。此外亦感謝Richard	 Lewthwaite,	 Jonathan	Martinez,	 John	and	 Jemi	Holmes協助在廣東省進行	

調查。

廣東省雷州市附城鎮泥灘上所設霧網
（箭嘴代表霧網竹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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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號基圍及16b號池塘清除沉積物

　　塘底沉積向來是米埔自然保護區的重要議題。后海灣水質含有大量沉積物，屬典型

河口水文情況。當水流進入米埔基圍，物質在基圍底部沉澱，並慢慢阻塞基圍周遭的水

道。今年夏季，16/17號基圍將進行工程，挖走周邊水道內的多餘沉積物，以提升水道的

深度，改善水流，以及防止蘆葦及草叢蔓生至這片重要的雀鳥棲息地。

　　16b號池塘是淡水棲息地，並無后海灣水質所引致的沉積問題，但陸生草叢從池塘周

邊蔓生至池塘內。因此，該處將於夏季進行類同16/17號基圍的工程，挖深及加闊周邊的

水道，以阻止陸生草叢入侵。

15號池塘於2013年夏季重新開放

　　15號池塘（位於教育中心旁）已封閉多年，

禁止遊人進入，現正準備於2013年夏季重新開

放。池塘周遭將種植樹木及灌木，吸引蝴蝶及雀

鳥，以提高公眾地方的生態價值。該池塘將於夏

季開放，並於冬季關閉，以減少對造訪池塘的水

鴨帶來騷擾。

米埔保護區生境管理、監測及研究計劃最新情況

　　米埔保護區計劃將於2013年進行更新，範圍包括未來五年的生境管理，監測及研

究。監測及研究工作可提供重要資料，有助決定生境管理的策略。此乃首次將監測及研

究合併管理，可望提升米埔保護區的管理效益。

　　米埔保護區未來五年計劃中，除了訂下常規的管理目標，包括調整水位，修剪草叢

及管理樹木之外，還有針對保護區內特定地點的計劃，以提升生態價值至最高水平，重

點有：

•繼續提升整個保護區的蘆葦床生境價值（工程已於2013展開）；

•將18/19號基圍轉化為淡水生境，並連接保護區南部的淡水區，促進淡水物種的流動；

•改善8/19/21號基圍內的棲息島嶼，減少受海浪侵蝕；

•清理特定基圍的周邊水道，減少沉積物帶來的問題；

•提升24號水塘的淡水沼澤生態價值。

　　實行以上所有工程所需的費用不菲，管理保護區內的生境、觀鳥屋及木板橋每年耗

資6百萬元，當中的大多數大型工程可望由觀鳥大賽每年籌得的大約一百萬元善款支付，

常規的管理工程及部分較大型工程則由漁護署支助。我們希望現有的捐助人士繼續支持

本會。

　　五年計劃不包括保護區內的中心管理及基建工程（觀鳥屋及木板橋），但我們會考

慮制定計劃去管理。我們歡迎閣下繼續提供意見，尤其是觀鳥屋及木板橋。

米
埔
近
況
〜	柯袓毅

嗚謝柯袓毅/WWF-Hong	Kong提供相片。
15號池塘已安排於2013年夏重開，供遊人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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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鳥|軼|記|

邂逅貓頭鷹 
圖/文		蘇毅雄

　　不論閣下對鳥類的認識有多少，有一些

鳥類總是可以讓人一眼便認出，而且每一次

見到總是印象深刻。然而在這些鳥類當中，

有一些雖然令人一見難忘，卻總是十分難於

觀察。貓頭鷹便屬於這一類。

　　夜行的習性為這些鳥類加添了神秘感，而不論古今中外，對於貓頭鷹都有各種

傳說，希臘神話之中是雅典娜的使者，童話故事常常以貓頭鷹代表智者，而近代風

靡小說界及電影界的魔法故事《哈利‧波特》，亦有貓頭鷹的戲份。

　　我人生中在野外觀察到的第一隻貓頭鷹是在1995年8月20日，這是一個值得我

記念的日子。當年我正在擔任米埔自然保護區的自然解說員，星期天參觀米埔的遊

人多數是一家數口的家庭組合，或者是幾位朋友組隊參加。

　　當年觀鳥活動或自然攝影尚未如今天流行，雖然同行的團隊當中有的是戶外活

動愛好者，但甚少是對鳥類有所認識的。

　　當日我如常地在週日清晨六

時起床，如常地由九龍轉換三次

交通工具，如常地在早上九時與參觀團隊集合。經過點名及出發前簡

介之後，我帶著由米埔保護區提供的單筒望遠鏡（當年甚至有解說員

願意在夏天扛著這東西連三腳架在米埔的烈日之下擔任解說工作），

與一行三十人展開了米埔的探索之旅。

　　早上十時，我們到達了米埔地區一個觀察黃胸織布鳥的熱門地

點，這種外來鳥類在九十年代在米埔地區建立了族群（近年已在香港

消聲匿跡），在米埔白鶴洲停車附近魚塘數株大樹上可以欣賞到牠們

以長草織成的壼形鳥巢，鳥巢下方還有一條長形隧道作為出入口。我

如常的在魚塘的小路，透過單筒望遠鏡的協助之下，向參加者講解織

布鳥的習性、鳥巢的結構，以及外來物種的潛在影響等。

肯亞之行在日間遇到藏身在
建築物的倉鴞一家

肯亞之旅拍攝的乳
黃鵰鴞是全球體型
最大的貓頭鷹

進行鳥類環誌時在米埔遇到的斑頭
鵂鶹，不知是否當年我遇到的貓頭
鷹的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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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解過後，在預備繼續前進之前，我如

常地再一次以望遠鏡觀察樹冠，希望找到其

他物種。忽然之間，在望遠鏡的有限視野之

中，我展開了觀鳥人生新的一頁──我終於

在野外找到了貓頭鷹。

　　細小的身軀，渾圓的頭部，在圖鑑之中

已見過許多次了，我看到的是斑頭鵂鶹。想

不到原來有貓頭鷹在大白天仍然雙目烱烱有

神。透過望遠鏡與貓頭鷹四目交投的那種震

撼，每次回想，仍然在令我激動。

　　儘管貓頭鷹的形象深入民心，真正在野

外遇到過的人卻不多。近年有貓頭鷹營巢地

點成為攝影的熱門場地，而在通訊發達的今

天，甚至曾出現過有人發現貓頭鷹之後，短

時間之內已有數十人圍拍的場面。對於可以

盡情飽覽神秘的貓頭鷹的機會，許多人都不

會錯過，而能夠在光線充足的情況下盡情近

距離拍攝，也是不少攝影者夢寐以求的機

會。

　　多年以來的野外觀察，讓我在香港及境外有許多發現與觀察貓頭

鷹的機會，每一次都令我印象深刻，每一次遇到貓頭鷹的日子都是觀

鳥生涯的特別紀念日。雖然近年在香港拍攝貓頭鷹變得更為容易，但

我始終喜歡那不期而遇所帶來的驚喜與震撼。

　　由於貓頭鷹的神秘以及難以觀察的原因，令其成為動物園或籠養

鳥市場中的寵兒，甚至在一些保護區或森林公園，亦以籠子囚禁野生

動物作為展示。野味販子常常吹噓食用貓頭鷹的神奇功效，例如那一

雙大眼睛可以讓人增進視力云云。在現今社會對常識的認知，大眾當

然不會再相信這種誇張失實的神奇功效。然而在虛榮心、無知或迷信

的心態之下，每年仍然有許多野鳥包括貓頭鷹被人類捕捉以供應野味

市場。

　　期望在資訊發達的今天，大眾除了掌握貓頭鷹出沒的訊息之外，

亦可以多加傳遞保育資訊，讓更多人關注鳥類保育訊息。

筆者在星加坡一個墓地
進行夜間生態調查時遇
到的領角鴞

婆羅洲之行用單筒望遠鏡	
遠距離拍攝到的	
貓頭鷹幼鳥

攝於海南鸚歌嶺的領鵂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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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腹大仙鶲
房遠榮

京士柏公園

Fujian Niltava
Fong Yuen Wing

King's Park

06/03/2013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白眉鵐
Andy Cheung
元朗大棠

Tristram's Bunting
Andy Cheung

Tai Tong, Yuen Long

09/02/2013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栗鵐
梁美薇及程威信
蒲台

Chestnut Bunting
Peggy & Wilson Dring
Po Toi

14/04/2013
DSLR Camera, 800mm f/5.6 lens + 24mm extension tube



燕雀
陳美蓮
蒲台

Brambling
Mandy Chan

Po Toi
01/04/2013

DSLR Camera, 400mm f/5.6 lens 

北椋鳥
陳巨輝
沙田

Daurian Starling
Sam Chan

Shatin

15/04/2013
DSLR Camera, 300mm f/2.8 lens+ 

1.7x teleconverter



鴝姬鶲
陸一朝
石崗

Mugimaki Flycatcher
L-mike
Shek Kong

11/12/2012
DSLR Camera, 800mm f/5.6 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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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凱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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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凱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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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鳥|訪|天|涯|

不一樣的聖誕——雲南之旅
（22/12-27/12/2012）

文章：Jones	Ho,	編審：Joanna	Ho,	攝影：Lego	Ho

　　十二月二十二日早上，一行九人在香港國際機場啟程先飛往昆明，再轉機前往雲南省的西雙版納和另外兩位

團員會合，加上兩位司機兼導遊，全團共十三人。抵步西雙版納已是黃昏時分，天朗氣清，相比香港，不十分寒

冷，各人在下榻的賓館安頓後，在一所傣族式餐廳晚飯。一般餸菜都偏辣，還有其特色是偏甜的菠蘿糯米飯，可

惜並不是我心目中的泰式菠蘿炒飯般的惹味！

　　第二天早上，六點鐘就要起床，我們吃過地道早餐，其實是炸油條、蛋炒飯和米粥，完全不是我的心頭好，

只好硬哽！我們行車約一小時便抵達第一個目的地——野象谷，雖然那裡是野象的棲息地，但我們一頭野象也沒

遇上，我們遇見的是一些香港罕見的雀鳥朋友如：白腿小隼、大盤尾、赤紅山椒鳥、斑姫啄木鳥等等。我只懂用

望遠鏡和牠們打招呼，其他攝影專家當然抓緊牠們每一刻飛躍的動作攝入鏡頭！

　　午餐後，我們繼續前往另一個目的地望天樹，在途中，我們在湄公河附近停下來去尋找新的雀鳥朋友，沒有

令我們失望的，我們遇見的家燕、金腰燕、斑腰燕、普通鵟等等都是在香港偶然可以看到的！

　　這裡的地道食物都少不了米飯和青菜，味道偏辣，而每次點餸都要自行到大雪櫃中選擇餸菜，而不是看餐單

點菜！

　　第十一個年頭的聖誕，見到的不是五光十色、金光燦爛的高樓

大廈，不是人頭湧湧、色彩繽紛的購物商場，也不是數不勝數美食

當前的聖誕大餐，而是衝出香港，飛抵中國的雲南省，揭開自己觀

鳥的新一頁！也是自己第一次在中國大陸尋找雀鳥的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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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晚飯後隨即要召開觀鳥統計會議，各人要滙報當日所看到的雀鳥名稱和

數字，作一記錄和統計。	

　　一天的勞累就在會議後結束！	

　　第三天早上，如常早餐後，便起程前往望天樹，是一個熱帶雨林區，那裡的

樹木參天，每棵樹均有三至四層樓宇高度，所以有望天樹之稱，若想感受在樹頂

遠眺的凌空 feel，在其中數棵樹木之間有一條的吊橋，踏上去搖搖晃晃，令人心

跳加速，膽量不大請勿上橋，當然畏高、有心臟病等症狀人士更不必考慮上橋！

樹木參天，在吊橋之間的樹上停下來有「大地在我腳下」的飄飄然，當然這裡也

少不了雀鳥的足跡，例如：藍喉擬啄木鳥、藍翅葉鵯等等。

　　花了一整天在望天樹下望天影雀，我們便繼續乘車往下一個目的地附近旅館

下榻，晚飯後依樣胡蘆齊齊數算雀鳥物種！

　　第四天，我們下榻的賓館是在郊野一帶，早上我們在賓館附近的保護區也尋

找到一些新雀鳥朋友，我們發現了鶲、鶥、太陽鳥、和香港偶見的燕子鳥種！

　　下午我們前往植物園，其實是一個植

物保護區，分東西兩面，前者是熱帶雨林

自然區，後者則是人工開發的園林地區！

但我們向西面走，因為據說那裡有鉗嘴鸛

的足跡，牠們是會在某一時段在同一地方

出現，終於不負有心人，我們就在黃昏時

段在指定的涼亭中看到牠們一共六隻在樹

上休息！鉗嘴鸛是二零零七至八年發現的

新鳥種，牠們的嘴巴像一把鉗子般，所以

看上去嘴巴不是完全合上！這是我首次見

到的其中一種雀鳥，當然好像雀鳥般雀躍

和興奮！

　　除此以外，我們也遇見啄花鳥和蟻裂

等罕見雀鳥！我們收穫豐富！當晚的數雀

會議自然非常冗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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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天早上，我們到東面的熱帶雨林觀看雀鳥，收穫也十分豐富，例如：長嘴

捕蛛鳥、黑枕王鶲等。

　　下午，天氣變得炎熱，我們各人便隨心所欲分開東西兩面走	，正當我們一班人

朝向西面步行的時候，一大陣烏雲正在我們頭上，知道大雨快要下來了，我們立即

趕快跑到涼亭裏避雨，起初都只是一陣大雨，後來竟然霹靂霹靂在我們耳邊響起，

嘩！不止是下雨，而是落雹！竟然響足長達半小時，我們真是又驚又訝！在陽光普

照氣温攝氏二十多度下雹是非常罕有的，而且是每粒雹都不小，我們這邊廂猜想那

邊廂其他團員會否被雹打中，因為東面沒有很多涼亭，就算有都是體積很小。

　　下雹後因温度差異，更出現一大陣的煙霞，在太陽照射下引起霞光，我們眼前

瞬息間煙霧四起，如在夢中仙境，據說這是三十年也未必看到的，團員和導遊都很

難忘記這奇景，因不是這旅程中可預計到看到的景觀！對於這份意外的白色聖誕，

當然心滿意足！

　　第六天我們要啟程回港了，早上匆匆忙忙把握剩餘少許時間往植物園東面再最

後一遍大搜尋便直接前往機場飛往昆明轉機返港！

　　在昆明機場等候轉機時，有一段小插曲，事緣正好有足夠時間讓我們吃午飯和

買手信，終於有機會品嚐不地道的食物——快餐店的漢堡飽！在超巿掃貨時，龍大

佬竟然慷慨地要 give	me	a	 treat，於是我好不客氣選了一杯細 size的Haagen	Dazs	

雪糕，誰知在 counter	時才知那細型號雪糕值三十塊人仔，這時在旁的爸爸想解圍，

龍大佬於是很豪氣地說：「不要緊，入公數便是！」大家都笑得合不攏嘴了！唉，

誰知花了三十塊人仔買的雪糕似乎已被雪藏了很久，竟然硬如冰山，我用盡九牛二

虎之力也沒有溶化的跡象，唯有千方百計沿著雪糕邊慢慢挖著吃，幸好我都在登機

前吃下這杯極高貴又有份量的甜品，否則十分破費又浪費呢！

　　想不到雲南之旅除了給我一份無價的白色聖誕禮物，更有不一般的經歷，除了

記錄得超過一百一十隻鳥種，也是我親眼首次看到風雲驟變的景象、在炎熱的天氣

千載難見的落雹奇景！真是一個奇妙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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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觀鳥日誌
〜	撰文及繪圖：余秀玲

燕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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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三 年 一 月 至 三 月

一月

	 另一個鳥況極好的月份，錄得數個令人眼睛發亮的報告：14日在白沙澳（GJC）及22﹣23日於香港仔水塘

（BK），發現單隻可能是香港首次紀錄的峨嵋柳鶯Seicercus	omeiensis的報告；5日荃灣出現可能是第二個紀

錄的銹胸藍姬鶲報告（AC），這紀錄是由二零零八年首次紀錄發現者巧合地在同一地點於今年再次發現同一鳥

種；15日塱原出現三隻褐頭鵐（MLC，AB）。基於15日的報告並覆核過往至二零零八年一月的褐頭鵐紀錄，這

鳥種已被調升為香港鳥種類別第 I類。同期間，13日在元朗大棠郊野公園出現的染色山雀已增加至四隻（GW）

	 鶇類和䳭類的分佈仍然廣泛，本月在林地和灌木叢地區有一連串良好的報告。單在首個星期的鳥況報告有：1日

及7日大埔滘有兩隻棕腹大仙鶲（CNM，MK）；1日大埔滘岬角有一隻雄性赤胸鶇及六隻黃雀（RB）；2﹣3日

大埔滘有一隻雌性日本歌鴝和5日一隻雄性（KPK，BK）；由3日開始有一隻栗頭鶲鶯（CNM）；3日城門一隻

雄性棕腹大仙鶲（JAA），同一天在城門鉛礦坳至大埔滘之間最少一百隻栗耳鳳鶥的新高紀錄（JAA）；

	 4日香港仔水塘有一隻棕眉柳鶯和一隻淡腳柳鶯（BK），大埔滘有一隻黑眉柳鶯（KPK）及在林村有一隻紅胸

姬鶲（DT）；翌日摩星嶺報告有兩隻紅胸姬鶲（BK）；6日大埔滘有一隻褐林鴞及一隻黃嘴栗啄木鳥（AB，

FC）；7日城門有一隻雄性白尾藍鴝（SLT），以上大部分的鳥類，至本月後期仍在。

	 另外大埔滘有以下的報告；9日一隻斑姬啄木鳥（KPK），23日大埔滘上空罕有地上現一隻鶚（SLT）；23﹣24

日報告有不多於三十隻黃雀（SLT，JGH）。

	 白沙澳發現峨嵋柳鶯後，較以前多了觀鳥者的到訪。15至19日期間有多種冬候鳥的報告（GJC，PMW，BK，

PJL，RWL，SLT，GT，KK）：有十分多的灰背鶇、紅脇藍尾鴝、紅尾歌鴝、北紅尾鴝、黃腰柳鶯和黃眉柳鶯；

另有單隻或小量的烏灰鶇、白腹鶇、懷氏地鶇、古氏[冠紋]柳鶯、雙斑柳鶯、銅藍鶲、鴝姬鶲、棕腹大仙鶲和

小仙鶲等；以及一或兩隻海南藍仙鶲和喜歡群組出現的藍翅希鶥和黑領噪鶥。

	 米埔的報告（主要WWF，JAA，MDW，YYT）：2日報告，東方白鸛仍然在保護區逗留，一隻冬天較罕見的栗

葦鳽及有七隻可能是冬季新高紀錄的翹嘴鷸；一隻短嘴金絲燕和本月出現保護區首次紀錄的一隻紅胸姬鶲，另

三隻則在其他地方錄得。8日開始第20號塘有一或兩隻青頭潛鴨；14至15日有一隻黃眉鵐；15日米埔浮橋觀鳥屋

前兩隻小青腳鷸和一隻織女銀鷗都令人精神一震；28日有二十二隻大濱鷸和五隻紅腹濱鷸。

〜	Richard	Lewthwaite

（本文所登載之紀錄仍有待覆核，紀錄委員會鼓勵觀察者使用電子檔案或記錄咭提交觀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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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三 年 一 月 至 三 月

	 其他地區報告：1日長洲一隻雌性灰林䳭（MDW），3日蒲台報告再有兩隻紅頭長尾山雀（GW），這些報告或

會增加把這鳥種分類調升的可能；15日雙魚河有一隻斑鶇（MLC）；17日沙螺灣有白喉磯鶇（CKW）；25日烏

蛟騰有兩隻綠翅短腳鵯和三隻普通朱雀；下半月塱原有一隻黃頭鶺鴒，最多四隻栗耳鵐和一隻鳳頭鵐（MLC，

MRL）；29日北大嶼山水域有一隻堪察加海鷗和一隻扁嘴海雀（KJ）。

二月

	 本月焦點無二，是在大埔滘拍攝得一隻首次在香港出現的藍鵐雌鳥（WT），10日及17日再有她紀錄（GC，

KPK）。12日米埔浮橋觀鳥屋出現一隻可能是歐金斑鴴（JAA，JGH），隨後的數天的鴴鳥群，雖被一一仔細檢

查，但無收穫。

	 隨去年九月在蒲台首先發現一隻染色山雀，其後由十二月至本年一月在元朗大棠郊野公園發現最多有四隻的

報告。9日在鰂魚涌再發現該染色山雀特定亞種（CYT），本月大棠郊野公園出現的染色山雀已增加至四隻

（9wi，WD，MRL等）。現較清楚看見染色山雀突然湧現於遠離其正常領域以外之地區，已擴展遠至香港。去

年秋季有觀察得大量染色山雀向南韓和日本地區西移，隨後在山東、江蘇、上海和淅江（Bird	Forum，China	

Birding，GW）均有單隻或群組報告。本年一月二十三日深圳報告發現一隻染色山雀。綜合以上觀察及報告，

有理據相信染色山雀在香港出現，是非常態之自然遷移現象，故把這鳥種調列入香港鳥種類別第 I類，這是一

年前未能預測的新增鳥種。

	 鶇類和䳭類的分佈雖沒一月的普遍，直至月中牠們在林地和灌木叢地區仍廣泛。本月，大埔滘持續有黃嘴栗啄

木鳥、斑姬啄木鳥和栗頭鶲鶯的報告，一隻雄性棕腹大仙鶲逗留至12日（IT）；在大埔滘岬角，4日有一隻白喉

磯鶇和19日錄得冬季紀錄最大群的十九隻黑短腳鵯（RB）；10日大嶼山黃龍坑發現一隻巨嘴柳鶯和一隻棕褐短

翅鶯（JAA）；19日白沙澳報告該隻越冬的峨嵋柳鶯再出現（GJC）。12日大埔滘（IT）和17日林村（DT）分別

有單隻褐林鴞叫鳴；至17日止（網站，DT）這兩地方有二十至四十隻的黃雀群出現的報告；26日大埔滘（BK）

出現冬季第二個紀錄的鳳頭蜂鷹報告。

	 2日米埔發現一隻鵲鷂；東方白鸛整月可見，兩隻青頭潛鴨報告至10日（WWF）；11日尖鼻咀有一隻翹嘴鷸和

二十八隻中杓鷸（BK）；后海灣偶有織女銀鷗和灰背鷗，以及單隻首次越冬堪察家海鷗的報告。

	 后海灣其他地方，其中一隻在塱原越冬的褐頭鵐在2日仍有報告（MK），10日再拍攝得鳳頭鵐相片（CT）；11

日南生圍有一隻雌性牛頭伯勞，這是冬季十分少見的報告之一（W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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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一個鳥況平穩的月份，首十天較顯眼的報告包括：2日米埔有十六隻普通燕鴴（JAA）；2及3日大棠郊野公園有

三隻染色山雀（KB，RB，RWL）；由2日至10日數碼港錄得港島首個粉紅椋鳥的報告；3日塱原出現不可忽視的

三十隻黑臉琵鷺的紀錄（HKBWS）；7日米埔一隻普通秧雞和一隻小蝗鶯（WWF）；9日沙田公園出現一隻雄

性藍喉太陽鳥（Justin	–	moniker,	ED）。繼續有黃嘴栗啄木鳥的報告，7日大埔滘岬角報告有一隻（RB）；10日

大埔滘發現一隻斑姬啄木鳥（KPK）；蒲台有明顯的海鳥及水鳥過境，2日有一百八十七隻黑尾鷗及兩隻織女銀

鷗；6日有一百九十四隻烏灰銀鷗；6日至9日最多有三隻扁嘴海雀；6日至10日有一或兩隻三趾鷗（BK，GW）。

	 月中的十天，鳥況清閒，只有米埔有三個較特別的報告。自去年七月便一直在港逗留的一隻東方白鸛，在本月

11日出現後，便跟另一隻東方白鸛離開了。13日最少有一百隻中華攀雀，是這季節的新高紀錄（WWF）；彎嘴

濱鷸的數量也不錯，17日有一千一百隻（YYT）。

	 由2日至14日京士柏公園拍攝得一隻雄性棕腹大仙鶲（SW），引起了鳥友熱烈討論，較有經驗鳥友的從不同特

點辨別為棕腹大仙鶲和棕腹仙鶲。在明瞭分辨特徵後，這鳥已被確認為棕腹大仙鶲（PJL）。

	 進入三月的月底，21日白沙澳聽到一隻霍氏鷹鵑（GJC）是春季最早的紀錄；蒲台出現一隻棕尾褐鶲（GW），

是春季首隻鶲鳥。22日米埔報告有不少於十六隻大麻鳽（JAA）；翌日網獲並環誌得一隻鈍翅葦鶯（JAA）。27

日蒲台出現二十一隻灰臉鵟鷹及一隻在遷徙的鶚（GW）；兩日米埔發現一隻小濱鷸（WWF）及在貝澳一隻白

腹姬鶲（EMSK）。

	 本月尾三天在蒲台春季遷徙活動，30日一隻赤腹鷹（LCF）；29日至30日最多有三隻小灰山椒鳥及不多於十四

隻灰山椒鳥、一隻冕柳鶯、一隻紅脇藍尾鴝、兩隻北紅尾鴝及一隻黃眉姬鶲（LCF，CNM等）；31日兩隻燕雀

（WD）；本月尾二那天在米埔的報告有一隻水雉、一隻半蹼鷸、一隻極北柳鶯（JAA）；月底最後一天，南生

圍一隻橙頭地鶇（CF）和一隻約十五年首次再現米埔的紫水雞（JAA）。

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三 年 一 月 至 三 月

室 內 講 座
日 期 時 間 題 目 講 者 地 點

20/8/2013
(星期二)

1915-2115

米埔內后海灣水鳥普查	暨
香港觀鳥會各鳥類研究組	
報告
(廣東話,	中/英文簡報)

余日東先生及
各鳥類研究組代表

香港觀鳥會荔枝角辦事處
九龍荔枝角青山道532號偉基大廈7樓C室

香 港 觀 鳥 會 室 內 講 座 2 0 1 3 年 7 月至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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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觀 鳥 會 活 動 行 程 表 2 0 1 3 年 7 月至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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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2013	(六) 0830	-	1630

大鵬灣及西貢東部水域	(集合地點已更改)
(08:30	馬料水新碼頭	-	16:30	西貢舊碼頭完結）
注意：由於船程頗長，所經之處都是開闊海域，風浪較大，部分人士可能
感到不適。參加者可於午膳時在塔門提前離開，轉乘小輪(每小時一班)到
黃石碼頭，但船費恕不退回。

 海鳥	(燕鷗)

25/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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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2013	(六) 0800	-	1300 塱原	(紅耳鵯俱樂部領隊)
(08:00	港鐵上水站，美心快餐外)  林鳥

15/9/2013	(日) 0830	-	1200 城門
(08:30	城門水塘菠蘿壩小巴站附近的小食亭)  林鳥

22/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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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2013	(六) 0800	-	1600

蒲台島及香港南面水域
(08:00	香港仔公眾碼頭，近逸港居)
注意：由於船程頗長，所經之處都是開闊海域，風浪較大，部分人士可能
感到不適。

 過境遷徙鳥

5/10/2013	(六) 0800	-	1300 南生圍	(紅耳鵯俱樂部領隊)
(08:00	元朗西鐵站G2出口，彩晶軒酒樓門外)  水鳥

6/10/2013	(日) 0800	-	1200 塱原
(08:00	燕崗村公厠旁的涼亭)  田鳥和水鳥

13/10/2013	(日) 0800	-	1600
蒲台島
(08:00	香港仔往蒲台島小輪碼頭)
注意：參加者需自行購買來回船票，另外參加者亦可自行決定回程時間

 過境遷徙鳥

20/10/2013	(日) 0800	-	1600
米埔自然保護區
(08:00	九龍塘港鐵站(根德道/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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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013	(六) 0800	-	1300 大生圍	(紅耳鵯俱樂部領隊)
(08:00	元朗恆香餅店旁邊大家樂巴士站)  水鳥

3/11/2013	(日) 0800	-	1600
米埔自然保護區
(08:00九龍塘港鐵站(根德道/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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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2013	(日) 0800	-	1600
蒲台島
(08:00	香港仔往蒲台島小輪碼頭)
注意：參加者需自行購買來回船票，另外參加者亦可自行決定回程時間

 過境遷徙鳥

17/11/2013	(日) 0800	-	1200 大埔滘
(08:00	大埔滘公園仔停車場)  林鳥

24/11/2013	(日) 0800	-	1200 百搭日	(詳情將於11月22日於網上討論區公佈)

7/12/2013	(六) 0800	-	1300 尖鼻咀	(紅耳鵯俱樂部領隊)
(08:00天水圍天澤邨商場門口，近輕鐵天逸站)  水鳥

14/12/2013	(六) 0800	-	1200 百搭日	(詳情將於12月12日於網上討論區公佈)

22/12/2013	(日) 0800	-	1200 貝澳
(08:00	東涌港鐵站B出口) 

林中及田野的
冬候鳥

29/12/2013	(日) 0800	-	1200 大埔滘
(08:00	大埔滘公園仔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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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學生會員港幣$30)	 非會員：港幣$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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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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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埔觀鳥活動費用	 集合地：米埔停車場	 	 集合地：九龍塘地鐵

	 會員	 港幣30-	 	 港幣60-

	 學生會員	 港幣15-	 	 港幣30-

	 非會員	 	 港幣120-

使用后海灣浮橋的米埔觀鳥團，只限12歲以上人士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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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會將於活動舉行前約五天通知報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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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欲報名以下香港觀鳥會活動：	

參加者詳細資料

日期 活動地點 姓名
(首位參加者為聯絡人)

會員號碼 聯絡電話 費用* 米埔活動集合地	
九龍塘港鐵	/	米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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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人電郵：																																																	

申請人：																																																					日期：																																					簽署：																																																	

請將填妥的訂座表格連同劃線支票寄：九龍荔枝角青山道532號偉基大廈7樓C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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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參與由香港觀鳥會	 (下稱“本會”)	主辦的一般活動、戶外觀鳥活動或訓練課程	 (下稱“活動”)	所出現的個人或財產的損失、受
傷、死亡或損壞，無論是在活動過程中發生或活動完結後出現，本會不會承擔任何財政或其他方面的責任或義務。所有參與上述活動
的參加者，必須確保自己的身體狀況能夠適應活動的要求，如有疑問，應該在參與活動前諮詢合資格的醫務人員，本會建議參加者

應自行購買相關保險以保障自己。報名參與上述活動的人士即表示同意即使在活動過程中或活動完結後出現的損失、受傷、死亡或損
壞，本會的執行委員會委員、其他委員會委員、職員、僱員、義工、中介機構或人員及分判商均不會承擔任何責任。



紅頭長尾山雀
陳錫能
蒲台

Black-throated Tit
Godwin Chan
Po Toi

05/01/2013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烏鵑
葉紀江
龍虎山

Fork-tailed Drongo Cuckoo
Ip Kee Kong, Herman
Lung Fu Shan

23/04/2013
DSLR Camera, 300mm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Nikon



東方中杜鵑
李逸明
蒲台

Oriental Cuckoo
Lee Yat Ming

Po Toi

07/04/2013
DSLR Camera, 5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