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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腹鷂 - 雌鳥
駱正華
米埔

Eastern Marsh Harrier - female
Lok Ching Wa Kelvin

Mai Po

14/03/2015
DSLR Camera, 400mm  f/2.8 lens + 2x teleconverter



白腹鷂 - 雄鳥
駱正華
米埔

Eastern Marsh Harrier - male
Lok Ching Wa Kelvin

Mai Po

12/04/2015
DSLR Camera, 400mm  f/2.8 lens + 2x tele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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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務

會
員

會 訊 及 項 目

編輯
小語

近年有不少土地規劃威脅鳥類的生境，例如新界東北發展、蒲台規劃等。本會保

育主任胡明川小姐新上任不久已馬上跟進蒲台規劃，發起「一人一信支持蒲台郊

野公園」網上請願活動，並成功獲得大家的支持。保育工作十分繁重，預料未來

的挑戰會越來越大，希望會員以至廣大市民能支持本會的保育工作，保衛一些有

重要生態價值的地點。

〜 呂德恒

2015年度的續會
　　有效會員的人數截至6月初約為1870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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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屆領隊訓練計劃(2013-2014)

第一屆領隊訓練計劃部分畢業生

　　第一屆領隊訓練計劃已於2014年12月完結，參與

訓練計劃的十位學員亦全部通過評核結業。本會於4

月22日下午觀鳥比賽頒獎禮中，舉行了訓練計劃的畢

業禮並頒發証書。

觀鳥課程
　　第II期涉禽辨識工作坊已於2015年4月下旬舉行，

除了二節課堂講解外，廿位學員分別於米埔、尖鼻

咀及豐樂圍作戶外考察，訓練辨認不同生境的涉禽。

紅耳鵯俱樂部
香港公園、九龍公園清晨觀鳥匯聚

香港公園 2015年2至4月參加人數：244人 

九龍公園2015年2至4月參加人數：342人 

香港濕地公園觀鳥導賞服務

2015年2至4月，俱樂部共有121人次出席導賞活動。

2014世界動物日義賣明信片 
　　特此鳴謝10多位本地藝術工作者參與義賣明信

片，為本會籌募經費。是次活動為本會籌募了港幣

$23,000作為保育鳥類工作之用，香港觀鳥會特此鳴

謝 &dear 及10位本地藝術工作者的支持！

香港觀鳥日 暨 觀鳥比賽 
籌款活動

　　本會一年一度的盛事「香港觀鳥日 暨 觀

鳥比賽籌款活動」已於3月21日至22日舉行，｢

公開挑戰組｣及｢觀鳥新秀組｣合共19隊（82位

會員及鳥友）參賽，是次比賽籌款活動共籌得

港元$41,604-，連同觀鳥比賽扣除開資後的盈餘

$10,096-，總款項$51,700-將用以支持中國沿海

水鳥同步調查項目，本會非常感謝各捐贈者慷

慨解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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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是次比賽得以順利進行，有

賴以下機構及人士提供協

助，特此鳴謝：

˙漁農自然護理署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Mr. Richard Lewthwaite 

  （大會評判）

˙會員李國誠先生 

  （網上紀錄提交系統）

˙余英銳先生 

  （比賽TEE圖案繪畫）

參賽隊伍：公開挑戰組

2015「香港觀鳥日 暨 觀鳥比賽籌款活動」籌款

  金額 

參賽隊伍籌款 小逸雲雀 $20,134-
 Aviphilia $130-
 戴勝 $140-

個人捐款  高榮熺 $200-
 劉偉民 $21,000-

總捐款  $41,604-

比賽活動的盈餘 
（收入扣除所有開支） $10,096-

撥款予 

「中國沿海水鳥同步調查項目」 $51,700-

另本會謹此感謝以下獎項贊助商鼎

力支持是次比賽（排名不分先後）：

˙興華拓展有限公司 

  （贊助｢公開挑戰組｣冠軍獎項）

˙石利洛（香港）有限公司 

  （贊助｢觀鳥新秀組｣冠軍獎項）

˙致尚光學有限公司 

  （贊助比賽獎品及抽獎禮品）

贊助獎品及禮品

1. 大髀鳥 
 鄭諾銘、張家駿、溫子正、 
 沈鼎榮、謝偉麟

2. 被神親吻的米酒雞 
 羅詠儀、羅敬慧、任永耀、 
 林傲麟、梁嘉景

3. 鳾科特工隊 
 梁嘉善、呂德恒、黎雅儀、 
 戚英育

4. 亞洲傻鳥 
 唐振樂、鄭璽、許仲康、 
 鄧雄健、劉善鵬

5. 香港一日遊 
 陳嘉豪、江俊茵、趙明浩、 
 葉紫盈、楊瑤

6. 夜鷹隊 
 黃振宇、盧嘉孟、李渭滔、 
 譚耀良、洪維銘

7. 小逸雲雀 
 伍小嫻、李俊逸、雲紅雨

8. 鳾徒鴴者 
 陳文灝、陳穎君、葉婉明、 
 杜珮煒、李鍾海

9. 長元坊2015 
 賴友文、葉金堯、胡裕泰、 
 左治強

10. 荒失失麻鷹 
 關曉然、黃雅穎、何善怡

11. Aviphilia 
 黃嘉翹、劉嘉明、梁宇恩

12. 鴨王 
 陳子謙、張卓瑤、林沛賢、 
 侯卓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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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公開挑戰組 
「冠軍」隊伍： 
大髀鳥

13. 鳥兒去哪兒/口\? 
 李成耀、曾憲發、陶珈尹、 
 孟沛欣、溫俊軒

14. 森林小鳥 
 李凱怡、李慧婷、何銘峰

15. 乜鶇鶇 
 鍾潤德、吳文正、楊靖懃、 
 羅瑞懷、蘇英健

16. 捉雞仔隊 
 陳佳瑋、葉志立、林梅琪、 
 羅嘉怡、劉家浩

17. 野鳥隊2015 
 方健華、陳明明、李偉基、 
 馬嘉慧、劉偉民

參賽隊伍：觀鳥新秀組

18. 戴勝 
 徐勇誠、潘展鵬、韓德明、 
 鄭一心、楊銘鍇

19. 三毛 
 林敏、李建成、李笑蘭

觀鳥新秀組 
「最佳紀錄」 
得獎隊伍： 
三毛

公開挑戰組 
「籌款額最高」 
得獎隊伍： 
小逸雲雀

大會評判 
Richard Lewthwaite先生 
（左）

獎項 公開挑戰組 獎項 觀鳥新秀組

冠軍 大髀鳥（144） 冠軍 戴勝（88）

亞軍 被神親吻的米酒雞（134） 亞軍  三毛（61）

季軍 鳾科特工隊（132）    -    -

最佳紀錄  亞洲傻鳥（褐林鴞） 最佳紀錄  三毛（黑枕黃鸝）

米埔強隊 被神親吻的米酒雞

塱原強隊 鳥兒去哪兒/口\?

大埔滘強隊 小逸雲雀

看得多隊 被神親吻的米酒雞 看得多隊 戴勝

聽得多隊  亞洲傻鳥    -    -

籌款額最高 小逸雲雀 籌款額最高 戴勝

參賽隊伍：公開挑戰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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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育消息

2 0 1 5 - 2 0 1 7
塱 原 自 然 保 育 管 理 計 劃
　　新一期的塱原自然保育管理計劃已於本年3月正式

展開，項目為期兩年半至2017年8月。我們在此感謝各

塱原持份者、農友、督導委員會、調查員、鳥友、攝影

師和所有支持塱原的朋友，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正值繁殖季節，項目將會進行繁殖鳥調查，如

鳥友在塱原發現雀鳥有繁殖行為（築巢、育鶵、求

偶等），請將有關相片（如有）及文字記錄提交至

yvicky@hkbws.org.hk。

蒲台群島的土地用途規劃
　　蒲台群島分

區計劃大綱草圖

於 2 0 1 5年 2月刊

憲，而草圖的公

眾諮詢期剛剛於

2015年4月27日結

束。本會已向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提交申述，主

要重申蒲台具高生態價值，並就草圖上的土地用途提出

反對意見。

　　截至2015年4月，我們在蒲台已記錄了328種雀鳥，佔

全港記錄超過六成。大灣及灣仔的成熟大樹及林區，為

長途跋涉的候鳥提供重要的覓食及棲息地。我們於2015

年3月在島上的林區紀錄到全球易危的飯島柳鶯，是全中

國及香港的第一個紀錄。這說明了島上的樹林是候鳥的

重要生境。

　　可是，草圖上的「住宅（丁類）」的地帶卻正正規

劃於灣仔的林區。我們擔心候鳥的生境會因為住宅發展

而受破壞，而且該地帶並不配合周邊的自然環境。基於

蒲台的生態重要性及其獨特性，本會要求城規會將蒲台

劃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以提升對該區的保護，並

支持蒲台群島最終納入成為郊野公園。

香港漁塘生態保育計劃
　　2013至2015年度的香港漁塘生態保育計劃已於 

2月完結。新一期計劃繼續獲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

助，為期2年，請繼續支持我們！

漁塘速寫

　　4月19日，

我們很高興邀

請到水鳥天堂

的義工為我們

在南生圍的教

育園地舉行漁

塘 速 畫 工 作

坊，教授參加者如何畫出漁塘美景，從中宣揚漁塘

保育訊息。

教育園地開放日期及時間

日期 時間

14/06/2015(日) 14:00-17:00

19/07/2015(日) 14:00-17:00

16/08/2015(日) 14:00-17:00

13/09/2015(日) 14:00-17:00

夜間兩棲及爬行類調查和活動

　　踏入4月份，漁塘的兩棲及爬行類調查分別在元

朗大生圍、新田、馬草壟及豐樂圍進行。7位水鳥天

堂的義工在專業調查員的帶領下認識漁塘夜間生物，

包括鳥、蛇、蛙和螢火蟲等等，獲得難忘的體驗。

　　除了夜間調查

以外，我們亦會於

今年夏天繼續舉辦

漁塘夜間探索活

動。有興趣參觀漁

塘夜景的朋友，請

留意稍後推出的宣

傳啊！

Facebook：香港漁塘生態保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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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及北海的「愛鳥周」活動
　　「愛鳥周」是一個一年一度由政府發起的活動，

旨在推廣「保護鳥類」的意識。湛江市愛鳥協會在

本會及CEPF的支持下，於3月28日在嶺南師範學院為

200位雷州半島中小學生物教師舉辨了一個一天的環

境教育培訓班，並邀請了廣州資深環境教育專家廖曉

東教授、吳坎宋老師和本會助理經理（中國項目）傅

詠芹小姐為培訓講課。這次也是我們與湛江市愛鳥協

會（籌）第一次聯合當地林業局和教育局一起舉辦活

動。除此以外，我們在3月29日舉行了「關注鳥類保

護，守護美好家園」大型「愛鳥周」活動，活動包括

刺激的鳥類知識問答遊戲、舞蹈表演、以鳥為主題的

環保時裝秀和鳥類圖片展，通過這些活動提高公眾對

野生動植物特別是鳥類的認識並提高愛鳥、護鳥、保

護生態環境的意識。我們在3月30日去到廣西北海給邊

防派出所武警講解鳥類保育工作。

「跟勺嘴鷸一起遷徙——明信片傳遞」活動

　　我們在 2 0 1 3年與勺嘴鷸遷徙路線上的小朋友一起做了一個動畫（ h t t p s : / / w w w. y o u t u b e . c o m /

watch?v=INu1Z5xHeWQ），以宣傳勺嘴鷸的保育。今年，我們繼續組織另一個活動去推廣勺嘴鷸保育的信息，而這次

我們是通過明信片。這個活動的構思是在勺嘴鷸東南亞的主要越冬地區的小朋友繪製勺嘴鷸明信片，寄給勺嘴鷸遷徙途

經的國家的小朋友，然後勺嘴鷸停歇地上的小朋友收到明信片後，又親手畫一張勺嘴鷸明信片寄往下一站，最終明信片

會傳遞到勺嘴鷸的繁殖地——俄羅斯。現在從泰國和緬甸小朋友畫的明信片已經在中國孩子手裡了，中國的孩子也在努

力準備明信片中，並將會發到中國其他地區、日本和韓國，告訴那兒的小朋友要一起保護勺嘴鷸。想知道明信片最終是

否可以順利到達俄羅斯小朋友的手中，請留意這個新的Facebook頁面：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Following-Spoonies-to-migrate-Spoon-billed-

Sandpiper-Flyway-Exchange/1597030960551716

廖曉東教授給老師
講解如何讓小孩走
進自然

總經理羅偉仁為愛
鳥周主題宣傳活動
致開幕辭

湛江的小朋友拿到了緬甸和泰國小朋友繪製的勺嘴鷸明信片

　
　
　
消
息

中
國
項
目

香港觀鳥會研究經理余日東先生講解
鳥類調查方法之設計及制定

鳥類監測培訓工作坊

　　C E P F項目

的第二個培訓工

作 坊 是 關 於 鳥

類的監測，並在

2015年3月13- 14

日於廣西北海市

的廣西紅樹林研究中心順利舉行。一共有39名來自

廣東、廣西和海南省的民間組織和自然保護區的學

員參加了培訓。這次我們邀請了中山大學的劉陽博

士、中國沿海水鳥普查組白清泉先生，以及我們的

研究經理余日東先生為這次工作坊擔任培訓導師。

培訓第一天的講座涵蓋了鳥類遷徙、鳥類的監測，

水鳥和陸鳥的調查方法和識別方法，還有案例研

究、調查設計和撰寫報告概論。第二天是陸鳥和水

鳥監測的野外考察，其中參與者被分成小組體驗鳥

類監測，隨後以收集得的數據作報告。這次很高興

的是中國沿海水鳥同步普查組的一些協調員也來幫

忙當野外考察的小組導師。我們衷心感謝廣西紅樹

林研究中心作為協

辦方，以及北海的

志願者幫助組織了

這次培訓！

培訓第二天的陸鳥調查野外考察

關鍵生態系統合作基金（CEPF）項目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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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Neil Fifer 提供) 
大白鷺正携帶築巢物料。

加強24號魚塘生態價值以吸引鶺鴒及鷚

　　自2OO6年首次推行管理試驗計劃，在沼澤放牧水牛已成為米埔自然保護區的標

誌。水牛群由5隻水牛組成，觀鳥人士或可在保護區南部遇上一隻或數隻可愛又好奇

的水牛。

　　這項管理試驗計劃證實水牛可帶來裨益，牠們曾覓食之處可提高雀鳥多樣性，

又可節省植被管理所耗用的資源，可達至多贏局面。24號塘面積約12公頃，9年來不

間斷放牧，單從觀察便發現相當顯注的改變。塘內的植物生態系統，尤其是露出水

面的水生植物，其組成部分及結構跟往年已不再相同。

　　雖然如比，從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常規監察所得來的雀鳥數據分析，顯

示兩類常見於前錦田水牛田的雀鳥 ― 鶺鴒及鷚，其數目未有增加。這可能是24號塘

的堤圍高而斜，水較深，跟錦田相比，濕而短的草地面積較少。

　　針對這議題，塘內的幾處堤圍的高度將降至水位線以上10厘米，待植被自然地

形成。移除的泥土則塗抹在堤圍基部，建造平緩的斜面，讓濕性草被生長。

　　這些優化地方須多年才形成植被及吸引某類雀鳥到來。如此舉成功，日後將改

善 24號塘的其他位置。

14號基圍發現新白鷺林
　　正值撰文之際，米埔自然保護區隊伍對於14號基圍的白鷺林前景感到興奮。紅

樹林生長密茂，令生態調查員難於點算雀巢的真實數量，估計不少於50對鷺鳥。當

中包括40對大白鷺、10對夜鷺、2對牛背鷺及1對小白鷺。

　　鷺鳥曾於1994年在21號基圍築巢，此乃最後的已知記錄。隨後20年，牠們便絕

跡保護區，至今仍是謎。2011年刊登的文章指出，基金會曾作出的努力，在8號a塘

內的小島種植樹木及竹，以吸引鷺鳥到來築巢。可惜，由於植被仍未長成，至今未

有發現築巢活動。

　　鷺鳥為何突然於2015年返回米埔築巢，實在是有趣的謎團。本人將與保護區的

管理層商討此發現，並記錄在案。事實上，有誰會知曉箇中因由？現在的首要工作

是儘量為鷺鳥提供安全且不受滋擾的環境，讓牠們築巢及成功孕育幼鳥。

　　如能成功，鷺鳥可在明年再次歸來繁殖。

米
埔
近
況
文：施百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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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東非犀鳥
圖/文：蘇毅雄

  上一期的觀鳥軼記與大家分享了一些東南亞地區

觀察犀鳥的點滴，我的犀鳥之旅，還延伸到非洲大

陸。犀鳥在分類上屬於「犀鳥科」Bucerotidae，全球

54種犀鳥之中，29種分佈在亞洲地區，24種分佈在非

洲，尚有1種生活在亞拉伯半島，以及1種生活在大洋

洲（新幾內亞及所羅門群島）。

  犀鳥的獨特繁殖方式在上一期已經提及，而作為

一個科別，犀鳥成員的食性卻展現出其多樣性和適應

性。亞洲地區的熱帶森林為各種生物提供了豐富的果

實，犀鳥會根據植物的週期性結實情況而作出地域性

的遷移，以配合食物的供應。在非洲的草原和灌木叢

生境，犀鳥成員則主要捕獵動物性食物，例如昆蟲、

兩棲爬行類、鳥類及哺乳類等。

  全球體型最大的犀鳥是生活於非洲草原的

紅臉地犀鳥  Southern Ground Hornbi l l（Bucor vus 

leadbeateri），除了那鮮紅色的臉部和喉部外，令我最

印象深刻的是那巨大的體型。紅臉地犀鳥的體長可逾

|觀|鳥|軼|記|

一米，雄鳥較雌鳥大，前者重量可達六公斤。紅臉地

犀鳥甚少受到天敵影響，故可以生存數十年，在人工

飼養下甚至有活至70年歲的長壽記錄。

  除了親鳥外，紅臉地犀鳥繁殖時亦會有其他家庭

成員協助（Helpers），而親鳥每每要相隔三年才會生

產哺育一頭幼鳥。紅臉地犀鳥的繁殖策略是生態學上

的「K-Select」型，親鳥會投放許多資源在少數後代身

銀頰噪犀鳥

紅臉地犀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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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確保後代可以有較高的存活率。這種繁殖方式確

保了族群數量穩定，避免了族群數量激增而導致資源

競爭。

  除了屬於國際易危（Vulnerable）的紅臉地犀鳥，

多次的東非之行我也有觀察到其他種類的犀鳥。在

馬賽馬拉大草原的黑彎嘴犀鳥African Grey Hornbill

（Tockus nasutus）以雄渾低沈的叫聲呼喚著其同伴，

預備開始一天的生活；肯亞大裂谷地區的湖邊，紅嘴

彎嘴犀鳥 Red-billed Hornbill（Tockus erythrorhynchus）

在金合歡樹（Acasia Tree）之間來回穿梭，忙碌地將

食物帶回巢中餵飼雛鳥和雌鳥；坦桑尼亞山地原始森

林之中，觀察到冕彎嘴犀鳥Crowned hornbill（Tockus 

alboterminatus）捕獵大型馬陸，可能是作為食物，或

者是將其分泌的毒性作為巢料以防止寄生蟲。

  非洲地區的鳥類相對地較為平易近人，反映出這

裏較少人為捕獵或干擾行為，觀鳥不只認識野生生

物，也可以體會地區人民生活方式和對待野生生物的

態度。

  人為捕獵是世界上許多物種受威脅的原因之一，

而棲息地的破壞更加對物種的存活雪上加霜。無論是

在草原或森林地區，犀鳥的出現顯示出該區生態環境

的完整性。成立國家公園和保護區，保護當中的生境

完整性和物種的多樣性，以生態旅遊和環境教育方式

作為國家及地區的經濟來源，代替了捕獵式及不可持

續或的資源使用，是許多國家正在轉營採用的方式。

  非洲之旅除了觀察著名的各種各樣哺乳類動物

外，鳥類的多樣性都令每一趟的行程充滿新鮮感。犀

鳥那恍如史前生物的外貌、宏亮的叫聲、獨特的繁殖

方式、地理分佈以及多樣性等，令觀鳥活動多姿多

彩，引人入勝。在鳥類世界之中，猛禽是大家熟識的

捕獵者，而犀鳥同樣位處食物鏈的頂端位置，前者展

翅飛翔的身影為天空增加了生氣，後者則讓自然探索

之旅添上了神秘復古的色彩。

  我的犀鳥之旅仍然繼續進行，每一趟的亞洲或非

洲之旅，我都暗暗期待著犀鳥的身影，也希望牠們的

生境能夠得到更長遠的保護，讓這種史前的形象可以

延續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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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彎嘴犀鳥 紅彎嘴犀鳥

冕彎嘴犀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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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島柳鶯
關朗曦
蒲台

Ijima's Leaf Warbler
Matthew Kwan

Po Toi

03/04/2015
DSLR Camera, 4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小仙鶲 - 雌鳥
潘士強
城門

Small Niltava - female
Jason Pun
Shing Mun

30/11/2014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小仙鶲 - 雄鳥
蘇志偉
新娘潭

Small Niltava - male
So Chi Wai
Bride's Pool

11/12/2014
DSLR Camera, 500mm f/4 lens 



鴉嘴卷尾
何建業
蒲台

Crow-billed Drongo
Kinni Ho Kin Yip
Po Toi

14/09/2014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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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魏凱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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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鳥|訪|天|涯|

佛羅里達南部
觀鳥行 

圖/文：許桓峰

樹林和地勢最高的樹林。其實公園所在地點地勢平坦，

土壤最多只有數吋的高度，但也就是高了這丁點兒少

許，便形成了不同的生境。

  Shark Valley 遊客中心在大沼澤國家公園的北部，也

是距離朋友家最近的一個遊客中心。這個中心面積雖然

比較小，風光也没有其他遊客中心漂亮，但卻是最接近

野生生物的一個中心。中心內有一條單車徑和數條郊遊

徑，都是沿河而建。野鳥、短吻鱷等生物經常都是在和

人不足兩米的距離以內活動，牠們也不太怕人，所以是

觀察和拍攝牠們的好地方。那天我們租了單車，沿著河

邊慢慢看，很是寫意。公園的主打是水鳥，出發前做了

點準備，認定數種很想看到的鳥種，結果都只在這個中

心見到，實在令人雀躍！

  第一眼看見的便是蛇鵜（Anhinga），是當地常見

的鳥。不細心觀看，牠跟我們熟悉的鸕鶿很相似，但其

實是不同科的鳥。蛇鵜屬於蛇鵜科（Anhingidae），鸕

20

  數年前朋友從台灣帶來一本講述美國國家公園的攝

影遊記給我作手信，因此知道了佛羅里達南部有一個很

大的國家公園。有機會待在美國一年，碰巧認識了一個

老家來自那國家公園附近一個小鎮的朋友，閒談間說到

這公園，他便邀請我去他老家作客，順便就在當地人稱

作「陽光州」的佛羅里達南部遊玩。

  這個國家公園叫“Everglades National Park”（大沼

澤國家公園），是美國本土第三大國家公園，和其他為

保護地質風光的國家公園有點不同，這是為保護這兒的

生態系統而建立的國家公園。翻查一下，公園佔地約

6104平方公里，差不多是香港面積的六倍！公園大得驚

人，單是遊客中心已有四個，之間就是駕車最短也要

一、兩小時才可到達。由於這兒也是屬於亞熱帶氣候，

地勢低而且近海，故此部分生境和香港有點相似。

  其實國家公園大部分地點是由南佛羅里達的一個大

湖流出的河水而形成的一大片濕地。公園由海岸線開始

分成數個主要生態系統：海岸生境、紅樹林、低地和大

草原（經常有泛濫）、淡水沼澤、落羽松樹林、濕地松

玫瑰琵鷺美洲白睘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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鶿則是鸕鶿科（Phalacrocoracidae）。兩者由於都是依水

而生，所以體型有點相似，但蛇鵜的頸較長，而且喙是

直長的，雄性身上也有銀白色的羽毛。鸕鶿的喙則是向

下彎的。牠們是潛水高手，而且和其他鳥不同，骨頭不

是空心的，這增加了牠們在水中的沉力，令牠們可以潛

入水中捕食魚類。但由於身體缺乏一種腺體，故此羽毛

容易濕透，所以牠們有一個習慣和鸕鶿相似，就是會打

開雙翅在陽光下曬乾羽毛。那天更幸運地看見只出生了

三星期的幼鳥！

  另外也看到了玫瑰琵鷺（Roseate Spoonbill），來美

國一年期間沒有機會看黑臉琵鷺，但看到牠的親戚也不

錯！！其他的水鳥還有小藍鷺（Little Blue Heron）、美

洲白睘鳥（American White Ibis）、林鸛（Wood Stork）、

三色鷺（Tricolored Heron）、大白鷺（Great Egret）、

夜鷺（Night Heron）、和蒼鷺很相似的大藍鷺（Great 

B lue  Heron），以及和我們的小白鷺很相似的雪鷺

（Snowy Egret）。除了鳥類，公園內也佈滿了美國短吻

鱷（American Alligator），牠們是當地生態系統的最高

捕獵者，位於食物鏈的最頂層。經常可見牠們懶洋洋的

躺在一旁曬太陽。雖然很少襲人記錄，但當地人給我感

覺是對牠們又愛又怕，當地電視台更有一個專門介紹捕

鱷專家如何捕捉不小心誤闖民居鱷魚的節目。

  Ernest F. Coe 和 Flamingo 兩個遊客中心是公園內最

偏遠的兩個中心。整個國家公園的心臟地帶都沒有任何

交通工具，公園也沒有提供任何接駁交通，所以不駕車

根本沒法遊覽（這點我是有點不太喜歡，每個遊客都駕

車，做成的碳排放便很可觀）。

  位於Royal Palm的Ernest F. Coe Visitor Center是公

園總部，也是最大的遊客中心，由最接近的佛羅里達

市出發需要約30分車程才能到達。Royal Palm是公園最

早受到保護的範圍，所以設施很充足。附近有一個叫

Anhinga Trail的棧道，乃一沿濕地而建的木板路，遊客

可以近距離看到各種水鳥、短吻鱷等生物，有點像我們

的濕地公園。除了鷺鳥和蛇鵜，也可以看見禿鷲如紅頭

美洲鷲（Turkey Vulture）和黑美洲鷲（Black Vulture），

也有雙冠鸕鶿（Double-crested Cormorant）。由此往

Flamingo遊客中心走，沿途有些小水池，可以看見美

洲綠翅鴨（Green-winged Teal）、藍翅鴨（Blue-winged 

Teal）、黑頸長腳鷸（Black-necked Stilt），走到接近海

邊，便會開始看見如杓鷸（Willet）、笑鷗（Laughing 

Gull）和魚鷹（Osprey）。

21

小藍鷺 三色鷺

蛇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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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園有很多新奇的導賞形式，我參加了一個越野單

車導賞團，帶隊的是一個身材不高、滿頭白髮卻精神飽

滿的女士，雖然她已退休，可是仍健步如飛，不但單車

騎得快，而且說話有神，真的令人佩服。和香港的濕地

公園相同，國家公園也會邀請義工進行導賞的工作，這

位婆婆便是其中一位義工導賞員。聽她說她在夏威夷的

另一個國家公園也待了好幾年，但最喜歡的還是大沼澤

國家公園，所以每年旱季都會回來幫忙。她說當地生態

學家發覺定期的火災原來對樹林的保育十分重要，他們

發現被火燒過的林長得比沒有火燒的林好，於是現在公

園便會定期在某些地方進行局部性的燒林，以幫助原生

林的生長。另外和很多生態系統一樣，那兒也面臨侵入

性物種的問題，例如緬甸蟒、木麻黃、巴西胡椒樹等都

是其中一些問題物種。這裡的管理人員會找來重型機

器，把入侵性植物鏟掉，所以有時會突然看到一大片光

禿禿的土地。

  朋友家在公園北部的邊緣，附近有一個州保護區

（美國的保護區／國家公園有兩種，一種由國家管理，

一種由州管理，後者規模相對來說會較小）。由於這兒

距離海邊較遠，地勢較高、土壤也較厚，故此鳥種也和

國家公園的有少許不同。最特別的便是看到一種叫秧

鶴（Limpkin）的水鳥，是一種和睘鳥有些相似的啡色水

鳥，美國境內只在佛羅里達州看見。另外也有北美斑鴨

（Mottled Duck）、寛尾擬八哥（Boat-tailed Grackle），

也第一次看見一種體型十分大的啄木鳥 ― 紅冠啄木鳥

（Pileated Woodpecker）。

  大沼澤國家公園已是佛羅里達州最南端，離開國家

公園後，我便沿佛羅里達向外伸延的的一系列群島前

進。這些群島由佛羅里達半島的東南角開始往南排列，

並逐漸向西移，直至群島最末端的城市－Key West。我

後來才知道這兒是美國大陸本土唯一有珊瑚礁的地方，

而且氣候宜人，加上無數絕美的沙灘，所以是美國人的

度假勝地。現在政府已把群島附近的大片海域劃成保護

區，以保護這兒的珊瑚礁和海鳥。

  群島分成上、中、下三個主要區域，我選擇前往

中和下群島，第一站便是一般人較少停留的小島－Big 

Pine Key。這是由於這兒有一個為保護當地一種生存面

臨重大威脅的白尾鹿亞種 ― 凱鹿（Key deer）。白尾

鹿是在美國和加拿大十分普遍的鹿，在很多地方都有分

佈。可是一般人覺得牠們破壞作物，而且可以傳播疾

病，所以對牠們没有多大好感，很多州甚至允許對他們

進行捕殺。

22

北美斑鴨褐鵜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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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在群島的亞種卻不太相同，牠們由於生活在

小島，故此體型和大陸本土的同類相比較細小，而且牠

們能夠游泳以在島與島之間穿梭。另外，大陸本土的白

尾鹿一般都十分懼怕人類，我好幾次試過觀鳥時看見牠

們，希望走近一點觀察，但牠們十分機警，只要感覺你

移動便立即往林中跑去，所以不易觀察。但凱鹿由於一

直以來在小島和人類有十分緊密的接觸，故此牠們不太

懼怕人類，有時甚至會好奇的走近你，十分可愛。

  和很多物種一樣，人類在群島愈加開發，牠們的棲

地便愈來愈小，50年代牠們幾乎絕種。美國政府因此在

1957年便在Big pine key/No name key一帶建立了這個保

護區，在多年努力下，牠們的數目開始慢慢增加，但也

只是大約800隻，而且只分佈在保護區內，所以牠們的

未來仍然不太樂觀。這個保護區是我去過的保護區中最

接近民居的一個，基本上整個保護區內都有人居住，所

以經常會看見鹿在人們家的後花園覓食，這兒的人似乎

也習慣了牠們的存在。我在小島數處看到牠們，其中兩

次附近人不多，牠們真的會好奇的走過來，嗅嗅看看，

十分有趣！！

  由進入群島開始，便可以看見和大陸本土不同的

鳥種，主要是多了不同的海鳥。其中很常見的便是褐

鵜鶘（Brown Pelican），牠們經常在岸邊或碼碩聚居，

很多人釣魚後也會把收穫給牠們享用。不要看牠們身

驅龐大，但飛行時頗靈活的；也可經常見到橙嘴鳳頭

燕鷗（Royal Tern），另外還看到斑嘴巨鸊鷉（Pie-billed 

Grebe）、半蹼鴴（Semipalmated Plover）、美國國鳥白

頭海鵰（Bald Eagle），但最特別還是看到麗色軍艦鳥

（Magnificent Frigatebird）！

  群島最南的小島（也是美國本土最南的小島）叫 

Key West，這個對岸便是古巴國土的小城市，是這一系

列群島中人口最多的城市，而且由於發展時間較早，因

此也有很多歷史遺跡，旅遊配套也十分完善，吸引了很

多人到此旅遊。

  本來心想在這個城市逗留只有一天，而且主打不是

自然生境，故此沒有特別想到會看到特別鳥種，上街也

沒有帶望遠鏡。但世事往往便是如此。每天在碼頭都有

日落表演，大量遊客也就聚在那兒參觀和拍照，竟然在

這樣多人的碼頭讓我看到黑剪嘴鷗（Black Skimmer）！

我一直很想看看這個下喙比上喙長的「較剪嘴」是如何

樣子，竟然無意之下就這樣遇上！還有就是走在海灘

上，突然看到一群翻石鷸（Ruddy Turnstone），我在香

港從未見過，反而在這兒海邊碰上！

  和美國東部和北部的大城市不同，南佛羅里達州這

兒的陽光、自然環境和悠閒的生活，實在寫意，而且生

態資源豐富，是生態攝影和旅遊的好地方！

秧鶴

橙嘴鳳頭燕鷗



24

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五 年  一 月 至 三 月

一月份

 去年出現一個令大家好奇的鳥況，共有七個多年沒紀錄的鳥種再現香港。今年的開始也接續這特別現象，首個月出現另

外兩個多年沒紀錄的鳥種：15日赤柱發現一隻禿鷲（可惜這猛禽在發現時已在垂死的邊緣），首個紀錄在1996年錄得。
19日至26日，新田出現一隻是香港第三個紀錄的普通雨燕（PJL），在1997年錄得首次紀錄。本月也有另外三個罕見的鳥
種：9日至14日塱原出現一隻香港第四個紀錄的紫水雞（hdm, PMW等）; 11日至20日米埔浮橋觀鳥屋前有一隻首次度冬的
遺鷗（JGH, TML等），這是第七個紀錄；19日大欖郊野公園一隻雌性白尾藍地鴝（JAA），經審核後或會是第三至第八
個紀錄。另再錄得三個在上一個月錄得的罕有鳥種，3日九龍窩仔山白喉林鶲再現（WD）；在17日前在米埔出現了數次
的一隻紅色頭的白秋沙鴨（JL）；21日在米埔，再有報告看見短耳鴞（JAA）。

 其他罕有鳥種報告：10日起至月底石崗機場路有一隻黑頭蠟嘴雀（jsk, PMW, JGH等）; 11日大埔滘出現一隻漂亮的雄性
日本歌鴝（John C），21日米埔環誌一隻自九月份第三隻北短翅鶯（PJL）; 另上月在大埔滘發現的白眶鶲鶯，在本月31
日前也亮相數次（JAA, CT, TML, AB）。

 后海灣水鳥數目再次低迷，但11日米埔浮橋觀鳥屋前報告有兩隻漁鷗及一隻灰背鷗（IT）。17日前塱原的一隻紅胸田雞

及最多兩隻普通秧雞，在數個日子均有報告（KK）。

 灌叢及樹林地區報告：1日大嶼山梅窩有一隻橙頭地鶇和四隻鴝姬鶲（JAA）；8日蒲台十七隻白腹鶇（GW）；12日近大
埔滘有一隻山鶺鴒（KB）；19日大欖郊野公園有二十隻白眉鵐（JAA）；21日石崗機場路七隻普通朱雀（AB）；31日梧
桐寨一隻黃嘴栗啄木鳥（JAA）。黃腰柳鶯和北紅尾鴝分佈廣泛，除蒲台的白腹鶇報告外，其他地區鶇類、紅脇藍尾鴝

和紅尾歌鴝都來之不易。

 本月其他鳥報告：6日東博寮海峽出現五隻扁嘴海雀（GW），同一天，何文田一隻雌性牛頭伯勞和一隻斑鶇

（starfish）；10日長洲（MDW）和17日米埔（PJL）分別有單隻紅胸姬鶲；29日林村有一隻褐林鴞（DT）；30日赤鱲角
一隻布氏鷚（EMSK）。

二月份

 天氣持續清爽怡人， 這二月錄得數個罕見的鶯類，22日近白沙澳發現一隻灰冠鶲鶯（GJC），這或可能是香港第二個紀
錄； 9日白牛石有一隻可能是第四個紀錄的雲南柳鶯（JAA）。10日鉛礦坳有一隻淡眉柳鶯（JAA）；另24日鹿頸有一隻
淡腳樹鶯（JAA），兩個都可能分別成為第九或第十個紀錄，報告比紀錄遲了五天和七個星期。

 其他罕見的鳥類報告：6日嘉道理有一隻斑尾鵑鳩（JAA）, 同一天石崗機場路一隻雌性紅翅綠鳩（按PJL），落馬洲有一
隻長嘴鴴（PJL），以上或可能會是香港第六或第七個紀錄。此外， 12日大嶼山白芒發現一隻首次度冬的白頂溪鴝（按

AB），該鳥逗留最少至21日（EMK），增加了對這鳥種升級為第一類別的期盼。4日米埔一隻細小的隼類，短暫概要地
觀看，或可能是灰背隼（PJL），灰背隼在長江以南是十分罕見，在香港還未有紀錄。

 跟隨一月在大埔滘的報告後，本月再有兩個日本歌鴝的報告，分別是3日在嘉道理及14日在大東山（EMSK），是自九零
年代後最好的冬季紀錄。

 其他顯眼的灌木和林鳥鳥況：5日城門一隻橙頭地鶇（act13），同一天長洲一隻紅胸姬鶲（MDW）；6日在嘉道理及一
隻雌性栗腹磯鶇（JAA）；7日白沙澳一隻雌性棕腹大仙鶲（GJC）；12日大埔滘一淺色形的鳳頭蜂鷹（TML，YM），
隨後15日有一隻深色形的鳳頭蜂鷹（P&MW）。

文：Richard Lewthwaite

 （本報告並不包括紀錄委員會評核結果，所有報告仍有待核實，紀錄詳情請參閱香港鳥類報告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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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五 年  一 月 至 三 月

 最多有三隻令人疑惑的噪鶥，看來像黑喉噪鶥但毛色較棕，或可能是獨特的海南亞種 monachus，未能確認來源，或可能
曾是籠鳥，在一月及本月不同日子在大埔滘岬角、 北大嶼山大東山均有報告（RB, EMSK, AB, JAA）。在開濶的郊野地
區，14日在白沙澳（GJC），及28日在塱原（MK）有單隻牛頭伯勞。19日及21日米埔有一隻長嘴鷸（JAA，JGH）。

 由初冬逗留至二月較引人注意鳥種有：8日米埔的白頭秋沙鴨（IT）； 在大埔滘出現的栗頭鶲鶯和白眶鶲鶯，分別逗留至

4日（DAD）及15日（P&MW）; 5日（JAA）及14日（GJC）白沙澳一隻白尾藍地鴝。米埔一或兩隻鳳頭麥雞，逗留至21
日（DT, JGH）；在后海灣逗留至月底的一隻遺鷗及兩隻漁鷗（TML, Morten）；塱原最少有一隻普通秧雞及一隻紅胸田

雞， 逗留至28日 （MK）。

 28日白沙澳出現一隻比較早叫鳴的普通夜鷹來總結這個二月。

三月份

 月底持續的東風，帶來兩個有潛質增加到香港名錄的鳥種。29日（WYY）在蒲台拍攝的一隻飯島柳鶯，由31日（MW，
WAP）至四月初仍有柳鶯的報告。另外，31日在柴灣拍攝到棕耳鵯（在截穚前仍未能確認是否在香港拍攝的相片，GW在
跟進）。

 本月其他罕見鳥類報告： 15至17日南涌出現本年第二隻紫水雞（RWL, JGH, MH），或會是香港第四個紀錄。2日梧桐寨
一隻棕腹大仙鶲（JAA）；11至13日米埔浮橋兩隻織女銀鷗（RWL, JGH），13至17日大埔滘及嘉道理出現不多於兩隻藍

喉太陽鳥（peter2014, jsk.ppp, leo2012），14日嘉道理一隻雌性栗腹磯鶇。

 24日大埔滘紅、藍、和啡徑沿途，聽錄得24隻金頭縫葉鶯的新高紀錄（RWL）。以下是三種早來或遲到鳥種的報告：13
日馬己仙峽道一隻比冬季紀錄遲了十二天的巨嘴柳鶯（MT）；10日三亞村一隻灰臉鵟鷹（GW）及21日米埔一隻半蹼鷸

（KL），比春季紀錄分別早了三天和一天。另外，21日大埔滘聽到一隻霍氏鷹鵑（RWL），平了春季最早的紀錄。7日
白沙澳出現了一隻不尋常地早了唱歌的海南藍仙鶲（GJC）。

 在本年首個出現的春季遷徙鳥及夏候鳥報告：4日梧桐寨和榕樹澳報告有單隻大鷹鵑（JAA, DT）; 2日米埔五隻普通

燕鴴（MH）；18日大埔滘一隻白腹姬鶲（GW）；21日烏蛟騰一隻灰腳秧雞（HKBWS）；22日米埔一隻黑枕黃鸝

（HKBWS）；24日蒲台一隻棕尾褐鶲（GW）；28日米埔六隻栗喉蜂虎（WWF）；29日白沙澳一隻普通夜鷹（GJC）；
30日赤鱲角一隻黃眉姬鶲（EMSK）。

 蒲台離岸觀看到的遷徙鳥包括：5日一隻鳳頭麥雞、八隻白額鸌、三隻扁嘴海雀、九十五隻烏灰銀鷗、一隻蒙古銀鷗和6
日五隻黑尾鷗（GW）。

 有兩隻較罕見貓頭鷹的報告，17日榕樹澳一隻褐漁鴞（DT）及21日大埔滘一隻褐林鴞（HKBWS）。

 14日米埔有攝影師拍攝得一隻白腹鷂追捕小白鷺，這比牠慣常捕獵的獵物大得多， 雖然過往也有捕獵赤頸鴨紀錄。

 最後，在初冬時錄得後仍然逗留至三月份的雀鳥包括：1日大埔滘的一隻白眶鶲鶯和一隻栗頭鶲鶯（P&MW）; 2日米埔的
一隻混種的鷂（DAD）；直至17日何文田的一隻雌性牛頭伯勞（web）；4日后海灣的一隻遺鷗（DAD）；7日白沙澳的
一隻白尾藍地鴝（GJC）; 8及9日長洲的一隻紅胸姬鶲（MDW）；直至28日塱原的一隻普通秧雞（web）；由19日至月底
在大埔滘的一隻黑眉擬鴷（IT）；整個月有不多於三隻漁鷗在后海灣出沒；31日白芒再有白頂溪鴝出現的報告（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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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觀  鳥  會  室  內  講  座   2 0 1 5 年 8 月

室 內 講 座

日 期 時 間 題 目 講 者 地 點

6/8/2015
(星期四)

1915-2115
神奇的蛾類：蛾類簡介

(英語, 英文簡報)

Mr. Roger Kendrick
- C & R Wildlife 顧問
- 香港鱗翅目學會 創辦人之一
- Asian Lepidoptera Conservation
  Symposium創辦人

香港觀鳥會

辦事處

香港觀鳥會辦事處地址：九龍荔枝角青山道532號偉基大廈7樓C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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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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2015 (六) 0830 - 1630

大鵬灣及西貢東部水域
(08:30 馬料水新碼頭 - 16:30 西貢舊碼頭完結)
注意：由於路程頗長，所經之處都是開闊海域，風浪較大，部份人士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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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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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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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015 (六)       待定 百搭日
(詳情將於9月17日於網上討論區公佈)

28/9/2015 (一) 0800 - 1600
米埔自然保護區 (只限12歲或以上人士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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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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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015 (日) 0800 - 1600
蒲台
(08:00 香港仔往蒲台小輪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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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0/2015 (日) 0800 - 1200 塱原
(08:00 燕崗村公厠旁的涼亭)  田鳥和水鳥

25/10/2015 (日)       待定 百搭日
(詳情將於10月23日於網上討論區公佈)

31/10/2015 (六) 0800 - 1600
米埔自然保護區 (只限12歲或以上人士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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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2015 (六) 0800 - 1300 尖鼻咀 (紅耳鵯俱樂部領隊)
(08:00 天水圍天澤邨天澤商場 (面對輕鐵天逸站的門口)  水鳥

8/11/2015 (日) 0800 - 1600
蒲台
(08:00香港仔往蒲台小輪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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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2015 (日) 0800 - 1200 大埔滘
(08:00 大埔滘公園仔停車場)  林鳥

21/11/2015 (六)       待定 百搭日
(詳情將於11月19日於網上討論區公佈)

29/11/2015 (日) 0800 - 1600
米埔自然保護區 (只限12歲或以上人士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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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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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鳥和水鳥

13/12/2015 (日) 0800 - 1200 貝澳
(08:00 東涌港鐵站B出口) 

林中及田野的
冬候鳥

19/12/2015 (六) 0800 - 1200 大埔滘
(08:00 大埔滘公園仔停車場)  林鳥

27/12/2015 (日) 0800 - 1600
米埔自然保護區 (只限12歲或以上人士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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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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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不用預先報名)
 會員：港幣$60 (學生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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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年 7月至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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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資料

集合地 
(九龍塘 / 米埔)

年齡組別

(請以 選擇)

□ 12歲或以上

□ 12歲以下

□ 12歲或以上

□ 12歲以下

□ 12歲或以上

□ 12歲以下

□ 12歲或以上

□ 12歲以下

□ 12歲或以上

□ 12歲以下

□ 12歲或以上

□ 12歲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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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填妥的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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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或以上人士參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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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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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鷗
何建業
米埔

Pallas's Gull
Kinni Ho Kin Yip
Mai Po

21/03/2015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鬚浮鷗
譚錫朋
米埔

Whiskered Tern
Tam Sik Pang
Mai Po

27/09/2014
DSLR Camera, 150 - 600mm f/5-6.3 lens



遺鷗
陳土飛
米埔

Relict Gull
Thomas Chan

Mai Po

22/01/2015
DSLR Camera, 350mm lens + 2 (1.4x teleconverter)



藍喉太陽鳥
Mandy Chan
嘉道理農場

Mrs. Gould's Sunbird
Mandy Chan
Kadoorie Farm and Botanic Garden

21/03/2015
Camera, 500mm f/4 l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