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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小語

我有份參與的《雀躍薈》觀鳥訓練證書課程基礎班，剛舉行了第十五屆課程，首次

移師到本會荔枝角的辦公室舉行。對工作人員來說，課程預備工作變得更靈活方

便，免卻租用地方亦省回一筆費用；對參加者來說，會方的支援較為方便和全面，

不過環境就略為擁擠及設施未十分完備。期待日後的會員室內活動會辦得更為精彩

和順暢，為會員提供更好的活動！

〜 呂德恒

2013年第十一屆周年會員大會
　　大會於十月廿三日順利舉行，各委員亦順利選出，人選與上年度一樣，感謝各位會員繼續支持。

2013會員大會

本會職員 現場花絮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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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2014年度的續會
　　有效會員的人數截至12月初約為2002人，其中包括在

2012年11月至2013年10月入會的新會員共3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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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會員證
　　2014年度的會員證以鴝姬鶲為主題，新的會員

證已於11月下旬郵寄予5年會籍的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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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鴝姬鶲（雄鳥）—	陸一朝

　　　　鴝姬鶲（雌鳥）—	陳土飛

香港觀鳥會～ 
港島區『小小觀鳥大賽』

《雀躍薈》觀鳥訓練證書課程 
基礎班（第十五期）

　　第十五期的課程於2013年12月中完結，共有36

位會員及鳥友提供了基礎觀鳥訓練。

2013觀鳥領隊訓練計劃

紅耳鵯俱樂部
香港公園、九龍公園清晨觀鳥匯聚

香港公園	2013年3月至2013年10月	

參加人數：634人

九龍公園	2013年3月至2013年10月	

參加人數：854人	

香港濕地公園觀鳥導賞服務

2013年3-4月	

俱樂部共有106人次出席導賞活動。

觀鳥導賞及有關活動／服務

2012年11月至2013年3月

長者引領長者觀鳥活動	

共六個機構約一百四十多人參加

2013年3月16及30日

海防博物館觀鳥導賞

　　首次領隊訓練計劃的課堂及戶外考察部分已於

9月至12月期間舉行，共10名準領隊參加。在未來

的一年，他們將被指派參與各種觀鳥活動實習以完

成訓練計劃的要求。

準領隊在雨中進行 
林鳥觀察

　　本會首次舉辦的『小小觀

鳥大賽』於9月15日上午在港

島區舉行，共6隊參加。總冠

軍及隊際賽冠軍由「比比鳥」

隊以40鳥種勝出，個人賽則由

本會主席劉偉民先生以31鳥種

勝出。本會將繼續舉行同類型

的小型賽，為鳥友提供不同的

觀鳥比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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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香港漁塘生態保育計劃
　　約20位手作人精心製作的漁塘濕地作品已在本會展出及發

售，包括動物匙扣、雀鳥電話繩、羊毛氈擺設、雀鳥相架及輕便

布袋等，全部人手製作，獨一無二，作品部分收益更會回饋是項

計劃作保育用途。幾位鳥友更義務設計了一系列以漁塘為主題

的產品，歡迎到本會或網上討論區瀏覽。

　　計劃另一個重要項目是在南生圍設置一個漁塘及濕地保育

的「教育園地」，我們與漁民霍先生合作，在「有記漁塘」內外擺放一

些展覽板、養魚工具及設備、圖片、單筒望遠鏡及小遊戲，讓市民認識

淡水魚養殖業對濕地保育的貢獻，歡迎參觀。

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香港政府正在制定一套「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

計劃」，作為實踐「生物多樣性公約」的一部分。制

定中的計劃將有系統地列出本港現行的生物多樣性保

育政策和措施，以及推行其他相關工作以配合「策略

及行動計劃」的需要(http://www.afcd.gov.hk/tc_chi/

conservation/con_bsap/con_bsap.html)。香港觀鳥會

已加入四個專題小組，	包括狀況和趨勢與紅色名錄專

題小組、陸地影響評估專題小組、陸地生境專題小組

及海洋生境專題小組。我們會提供有關保護雀鳥的意

見，包括保護狀態、海鳥的重要領域、對鳥類的影響

及管理重要的鳥類棲息地。

洪水橋新發展區規劃
　　洪水橋新發展區規劃已進入第二階段社區參與活

動，並會提出主要土地的規劃用途。雖然新生新村鷺

鳥林被規劃為「綠化地帶」，但我們作擔心圍繞着鷺

鳥林的房屋發展，會對鷺鳥林帶來大量的干擾。

2012-2015塱 原 自 然 保 育 管 理 計 劃

　　為期五星期的塱原生態導賞員基礎訓練證書課

程在11月中完成，33位學員通過評核正式成為導賞

員，他們接著會帶領巿民和學生到塱原參觀，肩負

傳遞濕地生態和保育訊息的重任。

自然保育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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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國際鳥盟與中國鳥類學會簽署諒解備忘錄
　　國際鳥盟行政總裁

Dr.	Marco	Lambertini與中

國鳥類學會理事長劉迺發

教授於11月8日在浙江杭

州市舉行的第十二屆全國

鳥類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

簽署諒解備忘錄。簽署儀

式由我們的主席劉偉民先

生，以及500位在場的鳥

類學家、鳥會代表見證。

這標誌着國際鳥盟和中國

開展正式合作的新里程。

保衛郊野公園聯盟
　　由二十多個環保團體組

成的「保衛郊野公園聯盟」

正積極倡議保護香港的郊野

公園「不包括土地」。本會

亦建議在白臘、海下及鎖羅

盤的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增加

「自然保育區」的面積，

並減少「鄉村式發展」的

面積，特別是位於偏遠地區

的「不包括土地」，更應該

納入其鄰近的郊野公園範圍

內。

　
　
　

消
息

中
國
項
目

中國鳥類學會理事長劉迺發教授（左） 
國際鳥盟行政總裁 Dr. Marco Lambertini（中） 

在第十二屆全國鳥類學術研討會上簽署諒解備忘錄 
（©傅詠芹）

栗斑腹鵐保育項目消息
　　藉過去兩年的經驗調整所得的新調查方法，以及在香港觀鳥會、國際鳥

盟、英國皇家鳥類保護協會、東方鳥類俱樂部及國際鳥盟防止滅絕計劃下的

「物種支持者」─	Birding	Beijing	的支持下，北京觀鳥會帶領並完成了本年度

於內蒙古興安盟地區的栗斑腹鵐繁殖分佈調查，在6個地點（其中3	個為新記錄

地點）記錄到最少70隻栗斑腹鵐。這是近年調查所得的最高紀錄。

　　為了加強栗斑腹鵐的保育工

作，我們在11月1	日在內蒙古興

安盟首府烏蘭浩特召開了第二次

栗斑腹鵐保育研討會，這次會議

邀請了興安盟政府、林業局和

幾個有栗斑腹鵐記錄的保護區管

理局局長及工作人員出席。會議

檢討了去年會議訂下的工作成效

（詳情見通訊225期），其中大

部分工作已經執行。在會上也討

論了合作方案，包括林業局提供山杏林分佈地點資料、明年「愛鳥週」中推動

栗斑腹鵐的宣傳工作，以及給予保護區及志願者有關調查及宣教的培訓。我們

相信，只要有適度的資源和當地人民的持續支持，我們能夠把栗斑腹鵐從滅絕

邊緣拯救過來。

　　如果您希望支持本項目，國際鳥盟設立了一個為栗斑腹鵐的保育工作籌款

的網站：https://www.justgiving.com/Jankowskis-Bunting

英國著名生態紀錄片製作人大衛艾登堡祿爵士 
也支持栗斑腹鵐的保育（© Terry Townsh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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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落馬洲瞭望台遠眺，Mr.	 Keith	

McDougall	以水彩繪畫出1954年的

落馬洲及邊境一帶的景色，深圳河

蜿蜒橫過，只有一間小屋，米埔位

於圖的左方，但看不見。

Sir John Chapple 來函
1.	 本會榮譽會員	 Sir	 John	Chapple	

響應我們呼籲，提供幾張后海灣

一帶的老照片及圖畫給我們。

2.	 此高空圖片攝於1959年，圖中

建築物群是位於新田附近的潭

尾軍營	Tam	Mei	Barracks	 (中文

舊名為牛潭尾軍營，英文原名	

Norwegian	Farm	Camp，後改為

Cassino	 Line/Camp)，圖上方樹

林為新田村。

敬請繼續提供新界西北

地區的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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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文鳥名委員會」的成立

　　隨著保育意識的提高和科技的進步，人類對鳥類以至鳥種有更深入的認識，新的鳥

種不斷被發現或從現有的鳥種分辨出來。香港觀鳥會現時是採用國際鳥類學議會(IOC)

的世界鳥類名錄作為鳥種分類的依據，可惜名錄上祗有鳥種的拉丁學名和英文名稱，中

文名稱就有賴我們華文社會自行制定。有見及此，張浩輝博士及幾位志同道合的鳥友黃

集祥、蔡美蓮及勞浚暉於2010年6月舉行了一個香港鳥類中文名稱討論會，構成「中文

鳥名委員會」的雛形。

　　2012年3月，一群有熱誠和有承擔的鳥友包括黃卓研、馬志榮、陳韞詩及王維萍加

入了中文鳥名討論的行列，並邀請了林超英榮譽會長及李錦昌醫生擔任顧問，正式成立

了「中文鳥名委員會」，訂立了下列目標：

　　短期目標：為香港每一種鳥類制定一個適切的中文名稱

　　中期目標：建立一套有系統的鳥類中文命名原則

　　長遠目標：聯繫中港台鳥友共同研究制定統一的鳥類中文名稱

2.	委員會工作回顧

　　過去兩年，中文鳥名委員會與紀錄委員會合作無間，為香港的新發現鳥種制定適切

的中文名稱；委員會亦與有份參與中台鳥類命名人士溝通互動；有個別委員亦在鳥會之

會員通訊內發表了「關於一些鳥類名稱的粵語讀音」及「有趣的鳥類中文名稱－有音無

字的鳥名」，引發會員對中文鳥名的興趣及關注。

3.	委員會未來工作方向

　　中文鳥名委員會之成立，有助加强香港觀鳥會的權威地位，委員會於未來數年，將

致力增進與中台鳥類命名單位之溝通，有利於今後兩岸三地與鳥類有關的科學與文化廣

泛交流。委員會亦會將交流過程及成果，透過香港觀鳥會網頁及會員通訊，公諸同好。

4.	名與情「萬物之有名，恐怕是由於人類可愛的霸道……命名者是偉大的開創
家，正名者是憂世的挽瀾人，而問名者只是一個與萬物深深契情的人。」——
撮錄自張曉風《問名》

　　中文鳥名委員會的健康發展，不能缺少香港觀鳥會會員之支持與指正；畢竟今天的

香港觀鳥會，亦是五十五年前一群與雀鳥深深契情的人夢想的實現；今天的香港觀鳥會

會員，可愛如昔，創新如昔，憂世如昔，深情如昔……。

認
識
【
中
文
鳥
名
委
員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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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更換通往南部浮動觀鳥屋的木板橋

　　今年夏季，米埔其中一項重要工程就是更換通往南部浮動觀鳥屋的木板橋。原有的

木板橋因定期受到大潮潮水浸沒而破爛。另外，這道木橋板過於狹窄，令前往及離開觀

鳥屋的遊人難於同時通過。尤幸香

港觀鳥大賽所籌得的善款足以用作

更換木橋板，我們在此感謝各位支

持。新木板橋保持在原本位置，而

設計改變，跟邊境禁區紅樹林內固

定木板橋相若。所用的木材料來自

可持續發展樹林，經美國森林管理

委員會(FSC)認證。該木板橋於今

年夏季關閉，現已重開。關閉期

間，感謝各位的忍耐。

通往南部浮動觀鳥屋的木板橋已於2013年夏季完成
（照片提供柯袓毅 / WWF-Hong Kong） 

米
埔
近
況
〜	柯袓毅

颱風天兔破壞浮動觀鳥屋

　　颱風天兔於2013年9月近距離吹襲香港期間，后海灣出現大暴風潮，以及吹強烈西

風。四座浮動觀鳥屋與支撐點分離，沖至支撐柱，引致嚴重破壞。隨後，所有浮動觀鳥

屋立即關閉，並進行緊急維修以保障遊人安全，同時亦須待潮漲時將觀鳥屋浮回原位。

因此，位於南部的觀鳥屋在完成夏季工程後仍然關閉，要順延兩周才重新開放。因觀鳥

屋關閉而帶來不便，我們感歉意，並在日後儘量減少關閉觀鳥屋。

9號魚塘工程已完成

　　9號魚塘工程原定於2012年展開（見通訊第224期），惟資源匱乏，工程延遲。直至

2013年，我們籌得足夠資金，工程終於本年九月完成。遊客前往三層觀鳥屋，可看見屋

外的9號魚塘較以往開闊。未來數月，預料蘆葦重新生長，並於在來年夏季，濕蘆葦叢大

片伸延，期望在2014年吸引蘆葦叢雀鳥到來棲息。

2013年白頸鴉數量創新高

　　白頸鴉是國際鳥盟評定為全球近危的雀鳥，其數量在其分佈範圍的大部分地方已下

降，唯香港尤其是后海灣是主要集中地。香港（甚或全球）的最大群落正在米埔邊境禁

區內的紅樹林棲息。近數年，基金會在該棲息地進行普查，結果顯示數量不斷上升。今

年夏季，其數量持續上升，在2013年7月更錄得167隻，是香港（甚或全球）的最高紀

錄。雖然這是好消息，但卻暗示其他棲息地可能出現異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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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鳥|軼|記|

小紅鸛的大啟示
圖／文		蘇毅雄

　　觀察鳥類，除了可以認識身邊各種生物之間的關係之外，如果我們可以比較一下不同

季節和不同時代的觀察，也可以讓我們增加對環境變化的敏感度。	

　　2001年因工作關係，我第一次到訪東非肯尼亞，其中一站是考察位於大裂谷地區的

納庫魯湖（Lake	Nakuru），與當地的研究人員一同進行鳥類調查以及水質監測等交流工

作。

　　猶記得工作當日，天還沒亮我們便開

車前往觀察點，並在下車後繼續沿岸步行

向湖邊。藉著破曉前天際的冷冷光線，

已可以見到湖面有著深淺分明的兩大區

域。當東方天色漸明，從觀察地點極目

遠眺，眼底盡是粉紅色，湖中的淺色區

域，原來是由數以萬計的小紅鸛（Lesser	

Flamingo）所組成。眼前的小紅鸛以各種

的形態，化成了一片由粉紅羽毛所組成的

海洋，在日出的金光之下，陪伴著我欣賞

了最熱鬧的日出，也讓我見證了大自然的

一個生態奇觀。

覓食中的小紅鸛

群聚的小紅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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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大，就是美。當親眼目睹數量龐大的

野生動物井然有序的群聚盛況，所產生的視

覺衝擊是即時的反應，心靈的震撼則是一生

的銘記。在那一刻，我與徐志摩文章之中所

表達的那種「數大就是美」的讚嘆，有了真

切的共鳴。當天所見所聞，那一刻的激動心

情，亦讓我對肯尼亞這個奇妙國度魂牽夢

縈，回香港後常常透過觀看當年拍攝的幻燈

片，聊慰我對肯尼亞的思念。

　　2012年我因為帶領活動關係三度考察納

庫魯湖。與2001年相比較，路況及鳥況有所

變化，車子能夠一直在湖邊行進，而各種水

鳥就近在咫尺：鵜鶘、野鴨、鷺鳥、鸕鶿、

鸛類、猛禽及各種的涉禽，都可以在近距離

之下觀察到，但小紅鸛在哪裡呢？這兒是我

當年所到的同一個地方嗎？是開闢了新的行

車道路嗎？

　　嚮導見我有一連串的疑問，連忙向我指出這些變化皆與湖水變化

有關，上升的湖水把湖畔改頭換面了。舊地重遊，我對地形的變化沒

有太大概念，但單從鳥類種類及數量的變化便可以明顯感覺到環境的

變化：火烈鳥較十一年前少了，但卻多了許多其他各種水鳥。上升的

湖水可能是由特長的雨季所引起的，期間注入的大量淡水以及新形成

的淡水沼澤，亦為許多濕地鳥類營造了覓食環境。取食生長於鹼性湖

的藻類的小紅鶴，則因為水位以及食物數量的改變，遷移到其他的地

區了。而我亦因為在出發前做足了資料蒐集，有幸和同行隊友在其他

地區找到了我多年來朝思暮盼的粉紅色奇觀。

在湖邊拍照的遊人

雨後的彩虹與小紅鸛互相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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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我再因為工作關係三度到訪納庫魯湖，有了2012年的經驗，我對於湖邊的路況以及

水位的變化更為留意。當我在兩星期之內重訪同一位置，發現水位似乎不降反升，但卻在另一

些新形成的淺水區域分佈有一群一群的小紅鸛，似乎有的地區正漸漸回復當年的景觀。大自然

有著奇妙的調節能力，納庫魯湖的生態平衡將會有何長遠變化，將會是生態及環境學家長期關

注的課題。

　　納庫魯湖的水位上升及水質變化所帶

來的改變，若然單純從觀鳥者及攝影師的

角度來看，因為水質改變而出現的其他外

種水鳥、因為水深變化而變得更接近路邊

的水鳥覓食環境，這兩種變化都令觀察和

拍攝變得更容易，除了少了壯觀的火烈鳥

群聚景觀之外，似乎沒有大損失。然而當

我以生態學及環境學的角度去分析這種變

化時，心情卻變得更加複雜：鳥類的數量

及種類變化，反映了氣候的變化，而這個

變化是急速而劇烈的。

　　大裂谷湖區的水位大幅上升，反映了大範圍的生境變化，其中原因可能是降雨量大幅上升

大關。以往當我們談及環境變化時，常常會使用「全球暖化」	（Global	Warming）這個詞語。

有許多數據都顯示出全球平均氣溫正在以高於以往的平均速度上升，「暖化」甚為明顯。除了

「暖化」，近年常用的詞語是「氣候變化」（Climate	Change），意思更為廣泛，反映了各地區

出現更多的極端天氣。

　　鳥類在地球生活的時間遠較人類長，經歷了各種的大變化而生存繁衍至今。沒有人知道氣

候的變化所引致的環境以至對野生動物的改變還可以有多劇烈，看著水中的一抹粉紅色身影，

我只希望小紅鸛這些古老而獨特的生物，可以繼續在天與地之間，找到其可以容身的一角。

　　更多生態協會總監蘇毅雄的文章及攝影作品，可以瀏覽其Facebook〈Eco	 Institute	生態協

會〉及〈Samson	So	Photography〉

水位上升令納庫魯湖許多沿樹林及陸地被淹沒

肯尼亞鹼性湖中群聚的火烈鳥



Zeiss



黑枕黃鸝
麥江帆
蒲台

Black-naped Oriole
Kfmak
Po Toi

08/09/2013
DSLR Camera, 5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松雀鷹
Vivian Cheung
西貢

Besra
Vivian Cheung
Sai Kung

21/09/2013
DSLR Camera, 400mm  lens 



阿穆爾隼
何碧霞
尖鼻咀

Amur Falcon
Irene Ho

Tsim Bei Tsui

11/10/2013
DSLR Camera, 300mm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松雀鷹
蘇志偉
塱原

Besra
So Chi Wai
Long Valley

20/09/2013
DSLR Camera, 5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三寶鳥
陳錫能
蒲台

Oriental Dollarbird
Chan Shik Lang
Po Toi

01/10/2012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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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鳥|訪|天|涯|

沖繩風土鳥
2013年7月13至17日
撰文：吳敏

相片提供：Abdel	Bizid
	　　　　	(攝於另一行程)

　　七月中旬，抽空到日本沖繩旅遊。Carrie跟我由大版關西回來，每人機票只

1000港幣。此行目的，是前往沖繩北邊，森林林立的山原，觀察當地著名的風土

鳥物種。前往山原最佳方法是租自行車，駕駛約2.5小時前往。到達山原48小時之

內，我們已經能在酒店附近觀察了不少風土鳥物種，可惜還無緣遇上琉球山椒鳥。

很多觀鳥者主要居於位於海邊村落裏的伊賀宮城民宿，希望住得相對舒適，適合與

沒有觀鳥興趣的觀鳥者伴侶同行的家庭，可以選擇住在邊野喜水壩附近的ADA花

園酒店。

　　在沖繩首都那霸，觀鳥機會相對較少，反而琉球群島著名古蹟Shiro-Jo古堡則

是很好的觀鳥點。在那裏，我們觀察到五色鳥、東方斑鳩和藍岩畫眉。我們回程前

兩天，在那霸的晚上，在酒店附近會議中心裏，望著窗外，觀察到四十隻紅燕鷗。

那裏還有一雙太平洋燕子、幾隻棕耳鵯和很多藍磯鶇。最後一天，我們前位於島南

端的太平公園時，觀察到四隻岩鷺在崖邊出現。

　　我們在15日（星期一）往北邊出發，在沖繩最北方的國頭村，我們觀察到四隻

海龜於海岸邊向海中潛泳而去、一雙黑枕燕鷗在海上飛翔而去。數分鐘之後，一隻

中等身材，擁有深啡色翅膀的鳥種在路上方飛翔而過，我們於是回頭走去，突然遇

上沖繩啄木鳥，令我們驚喜萬分！在啄木鳥右方，我們遇上當地風土鳥：擁有啡色

頸項的硫球狐蝠，也是另一驚喜。

　　我們繼續走，遇上七隻沖繩秧雞在路邊走動著，牠們斗大的身體，用紅色的大

腳，扭動身體，拖著尾巴，特別極了！牠們擁有紅色的嘴，闊而白的眼影映照黑色

的臉，在黑色的身體上留著明顯的白色條紋。我們另外看見三隻身體細小的鳥，啄

食著路面地上的農作物，並在路上遊走，完全沒有理會路上的行車。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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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日（星期二），正在啄食死蛇的沖繩啄木鳥為

我們的觀鳥日帶來一個美好的開始。我對沒有再遇上

沖繩秧雞有點失望，但我曾先後兩次聽到赤翡翠的叫

聲和再次觀察到三隻沖繩啄木鳥覺得驚喜。我繼續向

邊野喜壩出發，在走下坡的時候，預備走回頭路的時

候，我看見琉球綠鳩站在電線桿上。我停下數秒來看

看牠那獨特的特徵，憶起我曾經在蒲台島遇過牠。

　　回頭向南邊走著，我遇上生命中的第一隻琉球歌

鴝（女），站在路邊；在樹叢上，有三至四隻雜色山

雀對我的觀察出現反應；在遠方，我發現一隻沖繩秧

雞向泥地下消失去。我尋獲一些捉鳥陷阱，相信是用

作捉拿貓鼬之用（我看見有數輛車身印有貓鼬捉拿隊

伍字樣的小巴）。

　　繼續走著，我看見棕色的日本鴟，牠有長長耳朵，用

橙黃色的眼睛望著我。數秒之後，牠飛走了。之後，我

再聽到赤翡翠在路的上方叫，再看到蟻鶇的聲音。不像其

他雀鳥，蟻鶇是留鳥，我從不同角度看看牠，然後牠回望

我，再在我頭上飛過，讓我看到牠那暗淡的喉龍和淡色的

腹部。

　　回過神來，我終於在處理手上的工作。在觀察了幾個

鳥種之後，我挑中了一種大、黑色的鴿子，牠站在三百

米外的樹枝上，名叫黑林鴿。牠是我一個小時內第二個最

精彩的觀察。走回車上，另一隻鳥開始越叫越近，對我來

說，那叫聲很特別，牠開始時像低聲地叫（像鴿子打鼓

般），緊隨是靜止和一串低沉的嗚嗚聲，以及第二次靜

止，像是機器開始停頓般。我對這來自一種鳥的三種叫聲

感到很驚訝，這聲音由Des	Allen用Xeno-canto記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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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向前走，五隻沖繩秧雞在路面出沒。另一隻赤翡

翠我在附近唱歌，但沒有讓我看見，我只能留意到牠那紅

色的嘴和腹部。牠向著出谷另一面，向牠的伴侶飛去，雖

然牠站的位置較好，但仍無法令我看得滿意，我在旅程中

看到的第二隻琉球青鴿在區內另一樹上讓我看到。

　　在三米以外，另一隻琉球歌鴝出現在路面上，這隻男

性的琉球歌鴝該是剛剛洗過澡。另一隻看來較年輕的琉球

鶲在我的視線範圍內出現，但牠的父母並沒有出現，我對

此有點失望，因為我很希望能遇上女性的琉球歌鴝。

　　在水塘南岸的路上，我第一次遇見鷹。這隻擁有方尾

的日本松雀，正被一隻大嘴鴉攻擊，牠們一般都在琉球西

邊的地區繁殖。

　　在那裏，我聽到更多赤翡翠的叫聲。最後，我聽到一

隻在飛行中叫著，並看到牠向一隻獨木舟飛去，並於五十

米以外的樹上停著。牠起初比較隱閉，後來當我轉角度，

便能看到牠：美妙、橙紅色的鳥種，在林蔭中閃爍，是我

在旅程中最愛的鳥種。

　　當回程時間快要來時，我在一條有很多枯枝的斜路上

走著，我再遇上一隻琉球歌鴝和一隻我期望是沖繩種的棕

耳鵯。雖然棕耳鵯是山原和沖繩當地非常普遍的鳥種，但

當牠飛走，而我最後無法再重遇牠時，是有點失望。

　　我們最後回到那霸，乘飛機回大版，並於旅程最後幾

天往奈良旅遊。

　　下午，我抽時間在沖繩水族館中度過，我遇上的一雙

美洲海牛和三隻鯨鯊被放置於一個水族箱內。在旅途中，

我們在森林中徘徊，觀察到一隻男性的琉球歌鴝在路上飛

過，讓我們看到牠那黑色的胸膛和喉嚨。再繼續走，我們

遇上蠑螈在路上走，在由水族館回程到酒店的路上，我

們遇上七隻蟻鶇在森林中叫，有兩條鏈蛇（Ryukyu	Odd-

toothed	Snakes）把其中一隻在地上的蟻鶇吃掉。

　　7月17日（星期三），一群大嘴烏鴉成為我們當天首

天遇到的鳥種，牠們應該是當地非常普遍的鳥種。相對琉

球歌鴝，沖繩啄木鳥驚覺性極高，讓我們無法為牠拍照。

短翅樹鶯的出現，吸引我對牠行注目禮，牠是日本的留鳥

物種，牠在我面前來來去去出現了十五分鐘。牠的叫聲相

對平穩，爆發力較其他雀鳥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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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觀鳥日誌
〜	撰文及繪圖：余秀玲

阿穆爾隼（紅
腳隼）

2013年10月
13日

　　阿穆爾隼
是種小型的隼

，牠們僅於東
北亞繁

殖，度冬地卻
是遠在萬里以

外的非洲東南
部。要

在香港一睹牠
們的風采，只

能在春、秋遷
徙期短

暫的日子碰運
氣。阿穆爾隼

是名副其實的
長

途旅行家，假
如可以向牠們

借一點飛行

里數的話就好
了，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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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三 年  七 月 至 九 月

七月

	 在一個十分炎熱的月份，發現香港首個確定的草鷺繁殖紀錄。本月首個星期，在米埔發現一個草鷺鳥巢，24日

巢內看見三隻成長良好的幼鳥（JAA）。按其後的觀察，相信這些幼鳥能成功長大（JAA）。

	 首10天米埔其他報告：3日有一百七十隻牛背鷺、一百七十二隻鐵嘴沙鴴、一隻鷗嘴噪鷗、一隻白翅浮鷗和一隻

褐翅燕鷗（DAD）；5日有兩隻黑尾蠟嘴雀；8日有一隻紅翅鳳頭鵑幼鳥；10日發現一日隻atrifrons亞種的蒙古

沙鴴（JAA，WWF）。褐翅燕鷗是米埔首個紀錄，而這群鐵嘴沙鴴相信是首次度夏或非繁殖成鳥，這鳥群數量

可能是度夏鳥的新高紀錄。

	 11日塱原有數個一隻黑鳽的報告（JHG）。12日北大嶼山水域有兩隻大鳳頭燕鷗及14日米埔浮橋有三隻白額燕

鷗。18日米埔擁有二百八十四隻當中有幼鳥的鐵嘴沙鴴（WWF），同一日天米埔錄得新高紀錄的一日百六十七

隻白頸鴉（WWF）。

	 20日，一次東面水域船程，觀看得預料可看見的褐翅燕鷗、粉紅燕鷗和黑枕燕鷗，還有一隻鷗嘴噪鷗。同一

天，在大埔滘發現一隻褐胸鶲。

	 本月最後一星期，米埔秋季過境涉禽在進行遷徙，24日有五十二隻黑尾塍鷸、四十四隻白腰杓鷸、五百九十三

隻紅腳鷸和一百二十六隻青腳鷸（JAA），另外也錄得一隻白額燕鷗（JAA）。

	 月底的鳥況：30日米埔有一隻髮冠卷尾（WWF）；31日在尖鼻咀有一隻黑翅鳶幼鳥（AQ）。

八月

	 另一個炎熱的月份，鳥況較淡靜的首十天，較佳鳥類報告包括：3日在西貢出現一隻白斑軍艦鳥（KH）；10日

在大埔滘岬角發現一隻橙頭地鶇幼鳥（KB，RB），其後，20日在同一地點看見橙頭地鶇一家大細（KB）。

	 月中大事，14日強颱風尤特於香港以西登陸，並為鶴咀帶來兩隻白額鸌、一隻可能是長尾賊鷗、五十隻白翅浮

鷗和二十隻褐翅燕鷗的報告（GT，CC）；同一天，米埔出現二十二隻普通燕鷗和一隻鬚浮鷗（J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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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使用慣常的途徑提交觀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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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三 年  七 月 至 九 月

	 期間部分米埔鳥類報告：17日七十六隻灰背椋鳥（WWF）；18日一隻灰頭麥雞（IT）；19日有八隻草鷺和一隻

領角鴞（WWF）；20日二十一隻半蹼鷸和一隻黑喉石即鳥（JAA），同一天，在嘉道理也有一隻黑喉石即鳥的報告

（按GW），這比秋季紀錄早了五天。20日有一隻在塱原首次出現的白腰杓鷸，為這個矚目的觀鳥點再增添一

新鳥種（IT）。

	 本月後三分一的鳥況：22日米埔有多於一個單隻董雞的報告（WWF）；25日大埔滘有一隻褐胸鶲（PW，

MK）；31日大澳出現兩隻短嘴金絲燕（EMSK）。

	 隨著GW決定減少在蒲台的觀鳥時間，蒲台不再像之前一樣地受到高度覆蓋了。這秋季，那些遷徙常客的首個抵

港報告，都來自其他觀鳥點。

	 最早的遷徙鳥報告包括：21日赤鱲角一隻白眉姬鶲（EMSK）；同一天大埔滘岬角有一隻山鶺鴒（KB）；22日

林村一隻綬帶（DT）；23日稔灣一隻戴勝、兩隻灰鶺鴒、九十九隻東黃鶺鴒及一隻紅尾伯勞（DS）。28日沙洲

兩隻極北柳鶯和一隻黃眉柳鶯（KJ）；31日大澳一隻北灰鶲（EMSK）。

	 這期間的涉禽報告有：21日米埔浮橋觀鳥屋前有七十七隻太平洋金斑鴴（JAA）；22日米埔16-17塘有一隻

atrifrons亞種的蒙古沙鴴、一隻紅腰杓鷸、兩隻長趾濱鷸及一隻青腳濱鷸（RWL），後者比秋季最早紀錄早了五

天，另有四隻青腳濱鷸於23日在稔灣錄得（DS）。

九月

	 26日蒲台出現一隻仙八色鶇的消息令人興奮（GW），然而這是個平平無奇的月份，本季常見的過客，過境數

量普遍較少。但小蝗鶯是一例外，本月首星期在米埔錄得接近破紀錄的數量，在2日有二十五隻及6日有五十隻

（PJL）。

	 本月其他較顯眼的遷徙鳥報告包括：2和6日有一或兩隻遠東葦鶯（PJL）；7日坑頭出現三隻黑冠鵑隼

（JGH）；10日米埔發現一隻史氏蝗鶯（JM）；15日蒲台出現一隻自1988年來首個報告的白色型的綬帶

（CT）；單隻橙頭地鶇的報告分別於15日在大帽山和20日在烏蛟騰錄得（JAA）。

	 關於留鳥的鳥況，8日在白沙澳發現一隻斑姬啄木鳥（GJC）；3日米埔錄得新紀錄八十六隻灰喜鵲（WWF）；

16日清晨，在林村一紅耳鵯的夜宿棲息地裏，錄得五百三十隻紅耳鵯；17日大埔海濱公園黃昏前，有

三百五十三隻黑領椋鳥飛往一夜宿地棲息（R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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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觀 鳥 會 活 動 行 程 表 2 0 1 4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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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4（三） 0800	-	1200 塱原
(08:00	燕崗村公厠旁的涼亭)  田鳥及水鳥

4/1/2014（六） 0800	-	1300 尖鼻咀 (紅耳鵯俱樂部領隊）
(08:00	天澤邨天澤商場	(面對輕鐵天逸站的門口))  水鳥

12/1/2014（日） 0800	-	1600
米埔自然保護區 (不會到浮橋鳥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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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014（日） 0800	-	1200 大埔滘
(08:00	大埔滘公園仔停車場)  林鳥

26/1/2014（日） 0800	-	1200 石崗引水道
(08:00	錦上路西鐵站C出口)  林鳥及田鳥

3/2/201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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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2014（日） 0800	-	1200 城門
(08:00	城門水塘菠蘿壩小巴站附近的小食亭)  林鳥

23/2/2014（日） 0800	-	1200 南涌和鹿頸
(08:00	南涌路路口的涼亭)  林鳥

1/3/2014（六） 0800	-	1300 大生圍 (紅耳鵯俱樂部領隊）
(08:00	元朗恒香餅店旁大家樂巴士站)  水鳥

9/3/2014（日） 0800	-	1200 大埔滘
(08:00	大埔滘公園仔停車場)  林鳥

16/3/2014（日）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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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2014（六） 0800	-	1200 百搭日
(詳情將於3月20日於網上討論區公佈)

30/3/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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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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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4/2014
（六─日）

24小時 「猜尋呈 ─ 香港觀鳥記錄比賽2014」
(詳情稍後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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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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內 講 座
日 期 時 間 題 目 講 者 地 點

11/2/2014
(星期二)

1915-2115
天涯海角觀鳥記
(廣東話,	中文簡報)

陳燕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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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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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201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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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2014（日） 0800	-	1200 大帽山
(08:00	荃灣地鐵站B出口恒生銀行)  高山草地鳥

3/5/2014（六） 0800	-	1300 香港仔水塘 (紅耳鵯俱樂部領隊）
(08:00	干諾道中，恒生銀行總行門口，7號巴士站)  林鳥

4/5/2014（日） 0800	-	1600

蒲台及香港南面水域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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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鳥及

過境遷徙鳥

11/5/2014（日） 0800	-	1200 百搭日
(詳情將於5月9日於網上討論區公佈)

17/5/201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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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2014（日） 0800	-	1200 百搭日	
(詳情將於5月23日於網上討論區公佈)

7/6/2014（六） 0800	-	1300 城門(紅耳鵯俱樂部領隊)
(08:00	城門水塘菠蘿壩小巴站附近的茶水站)  林鳥

8/6/2014（日） 0800	-	1200 南涌和鹿頸
(08:00	南涌路路口的涼亭)  林鳥及水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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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港 觀 鳥 會 活 動 行 程 表 2 0 1 4 年 1 月至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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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欲報名以下香港觀鳥會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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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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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埔觀鳥活動注意事項：
	•	使用后海灣浮橋的米埔觀鳥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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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埔浮橋道)及米埔自然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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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注意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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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觀鳥會 活動報名表



黃頭鶺鴒
何建業
塱原

Citrine Wagtail
Ho Kin Yip, Kinni
Long Valley

06/10/2013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藍歌鴝
李逸明
蒲台

Siberian Blue Robin
Lee Yat Ming
Po Toi

28/09/2013
DSLR Camera, 500mm f/4 lens 



Nikon
用229=228版本



蟻鴷
沈冠宇
米埔

EurasianWryneck
K Y Shum

Mai Po

09/11/2012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