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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聞
    我們很遺憾地得知本會創始人之一及永久榮譽會員弗蘭克・沃克先生 Francis J. Walker (Frank Walker)，二零
一六年二月十二日於馬爾他病逝，終年九十一歲，本會感謝他為本會的創立作出的重大貢獻，謹向其家人致以深切

的慰問，有關沃克先生的故事，請參看尹璉先生的文章。

弗蘭克˙沃克  Francis J. Walker  [1925 - 2016]
  二零一六年二月十六日香港觀鳥會收到羅傑・諾曼先生（Roger Norman) 傳來弗蘭克・沃克 (Frank Walker)在馬爾他離世的哀

傷消息，弗蘭克終年九十一歲，離世前數年勇敢地對抗令他衰弱的疾病 。

  弗蘭克・沃克曾在皇家空軍服役，一九五五年被奉調到香港工作，他把大部分工餘時間用在研究香港鳥類上。在沒有鳥類

圖鑑等書籍的那些年，他倡導了在野外觀鳥的考察活動。香樂思（Geoffrey. A. C. Herklots）著述的第一版香港鳥類是一本令人高

興的書籍，但插畫數目寥寥可數。無論如何，弗蘭克按香樂思在英國博物館查看雀鳥標本和在野外觀察所得的鳥種描述下，辨

別所看見的鳥種，是十分好的多方學習訓練。這也是我早期的觀鳥經歷。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期間，弗蘭克傳閱一份他觀

察所得包括鳥種及其細節的紀錄，其後在香港觀鳥會鳥類年報刋登，並成為香港鳥類名錄的重要基礎資料。

刊登於1967年香港鳥類報告中弗蘭克・沃克先生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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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蘭克・沃克意識到需要在香港成立一個觀鳥組織，他連同沃爾頓先生（Mr Arthur. St. G. Walton）和沙尊陸軍中尉（Lt. J. H. 

Sergeant）向朋友發出一封邀請信：「在殖民地香港成立一個有能力的鳥類學會，這個不斷增長的需求已經蘊釀了好些時間。」

就是這封邀請信促成香港觀鳥會的正式成立。

  十分可惜的是，由於弗蘭克很快被調離香港，他並沒有參與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於下亞厘畢道政府總部召開的第一

屆週年會員大會。弗蘭克對鳥會的貢獻獲一致認同，被推選為鳥會的終身榮譽會員。在是次會議內，沃爾頓先生獲推選為鳥會

首任主席，而沙尊陸軍中尉則獲推選為鳥會首任義務秘書。

  一九六七年的香港鳥類報告刋登了一篇弗蘭克・沃克撰寫關於鳥會成立十週年的文章，但此後並沒有聽到關於弗蘭克的消

息，直至一九八七年，紀錄委員會重新審核他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四日於石崗發現當時香港唯一一個長嘴鴴紀錄，他遞交更多

資料和相片，但結果這項紀錄卻被剔除。雖然這個鳥種數年後（一九九四年）在石崗再次出現，紀錄委員會沒有重新接納他這

首筆紀錄。

  自此以後弗蘭克和我常有書信往來，並在他回港短暫停留期間與他首次會面。他探訪我們在聶高信山的平房，很快我們便

意識到大家對學習和欣賞自然世界的態度十分相近。

  弗蘭克離港後移居塞浦路斯，他努力推動研究鳥類，並於一九五七年幫助創立塞浦路斯鳥類學會。一九六五年弗蘭克成立

皇家空軍鳥類學會。毫無疑問，弗蘭克有一種成立觀鳥會的偏好。

  在香港工作之前，弗蘭克曾在英國南部的黑麥皇家空軍基地服役。服役期間，他在黑麥發現不尋常的白尾鷂群集夜棲點，

這個特別發現在西方古北地區的權威性鳥類手冊也曾提及 。

  退役後，弗蘭克每年大部分日子都在溫哥華、紐西蘭和葡萄牙生活，多個冬季他都在氣候較溫和的葡萄牙西南部的薩格雷

斯過冬。他入住的Baleeira酒店，員工已經把他視為家庭成員，每年都期待他回來。弗蘭克有撰寫觀察日記的習慣，並保留大量

鳥類在歐洲西部南端遷徙和越冬的筆記。他天賦先驅的性格，再寫下歷史性的紀錄。他把紀錄筆記交給成長中的葡萄牙鳥類學

會，但他們並沒有留意這些紀錄的重要意義。現時，秋季猛禽在薩格雷斯半島過境遷徙的壯觀景象，已被視為歐洲觀鳥年曆的

重要事件之一。當我搬到葡萄牙阿爾加維居住後，我享受偶然與弗蘭克到野外觀鳥，更加敬佩他那巨大的能量、學識和熱忱 。

  近年，因健康轉差，弗蘭克已沒再訪阿爾加維，大部分時間留在加拿大及在後期最終留在馬爾他。

  我要是能認識更多弗蘭克的個人生活就好了，我們之間的談話和書信往來總離不開雀鳥和那些香江歲月。他是一個有魅力

和謙遜的人，亦因此鮮有談及個人事情，我知道他以母親能活到一百歲而驕傲，另外他珍惜我們之間的友誼，也喜歡與我的妻

子巴巴拉（Barbara）會面。回想起來，我要是能有更多跟他會面的機會就好了。

  我在此感謝皇家空軍鳥類學會首位編輯羅傑・諾曼先生和香港觀鳥會榮譽會長林超英先生，他們提供的資料幫助我撰寫這

篇弗蘭克・沃克的人物速寫。

尹璉 (Clive Viney)

葡萄牙塔維拉

二零一六年三月六日

*尹璉先生於一九七四至七六年擔任鳥會的義務紀錄員(Hon. Rec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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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小語

撰此文時正值第二十期《雀躍薈》觀鳥訓練證書課程基礎班舉行期間，亦即是我擔任

此觀鳥班導師足有十年的光陰！這十年來和不同的拍檔合作，他們都為改善觀鳥班的

內容或運作作了不少貢獻，我亦很懷念與他們合作的時光。未來將會與新的導師合

作，我亦希望自己的健康能繼續勝任，當然更希望多些人喜歡觀鳥活動啊！

〜 呂德恒

2016年度的續會 

  有效會員的人數截至3月初約為19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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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鳥課程

  冬季的林鳥辨識工作坊及第

二十期《雀躍薈》觀鳥訓練證書課

程基礎班已於1月中及3月中完成，

分別為20及37位會員及鳥友提供不

同程度的觀鳥訓練。

迎新活動

  迎新活動的講座及米埔戶外考察將已於2016年1月28日

及31日舉行，共23位新會員出席。

香港觀鳥日 暨 
觀鳥比賽籌款活動2016

  本會每年一度的盛事香港觀鳥日暨

觀鳥比賽籌款活動於4月2至3日舉行，今

年設「公開挑戰組」及「中學生組」兩個

組別比賽。本年比賽所籌得的款項將用於

製作鳥類單張（包括麻鷹、水鳥及林鳥

等），作為向公眾推廣觀鳥活動及雀鳥保

育的重要工具。籌款期至4月16日，敬請

大家踴躍支持。

新榮譽會員

  本會感謝利偉文博士(Dr. Michael Leven)在過去幾十年對

本港鳥類研究及鳥會的貢獻，為此，執行委員會一致通過

提名利偉文博士成為本會的「榮譽會員」，特此鳴謝他在

「紀錄委員會」廿三年的服務，對本會的發展裨益甚深。通

常我們會於周年會員大會進行這項提名，但由於下一次大會

相距較遠，因此執委會決定即時進行。我們謹此恭賀並向利

偉民博士致無限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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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項
目

教
育

發現香港城市
自然生態 暨

全港麻雀普查日

  麻雀雖然是市區最常見的雀

鳥之一，但正可能由於太普遍，

甚少調查研究以麻雀為主題，為

了研究市區環境與麻雀的關係，

本會將於5月8日進行一項「全港

麻雀普查日」，是次普查是一

項結合科學研究和科普教育的

活動，讓會員及市民也能參與科

學研究，響應「公民科學」的全

球趨勢。我們誠邀大家一起參

與！詳情請瀏覽討論區的「發現

香港城市自然生態暨全港麻雀普

查日」專頁 (www.hkbws-sparrow.

org)。

  今年是塱原收成節十週年，我們特別由2015年11月開始舉辦一系列活動，包括飛鳥模型設計比賽、塱原小農夫、田園音樂

會、展覽等，希望讓廣大巿民認識塱原的農業和生態保育工作。至於收成節活動則在2016年1月3及31日完成，今年我們很榮幸邀

請到漁農自然護理署副署長蘇炳民博士擔任主禮嘉賓，為黃胸鵐稻草模

型展覽揭幕。這個名為「稻中重生」的黃胸鵐稻草模型系列是與薄扶林

村合作，由火龍紥作師傅吳江乾先生主力負責，並教授塱原管理團隊製

作其餘部分，希望以藝術形式帶出保育黃胸鵐的訊息——渴望脫離成為

桌上佳餚的命運，透過稻米復育，讓黃胸鵐能夠重生、在空中自由飛

翔。我們期待日後安排「稻中重生」在其他地方展出，將訊息傳開。

嘉賓為「稻中重生」揭幕

2 0 1 5 - 2 0 1 7
塱 原 自 然 保 育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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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1至2016年1月 參加人數：226人 

九龍公園 2015年11至2016年1月 參加人數： 362人

香港濕地公園觀鳥導賞服務

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俱樂部共有148人次出席導賞活動。

北區花鳥蟲魚展覽 23-28/12

紅耳鵯組員加上「水鳥天塘」義工一起主持是次展覽

花鳥蟲魚

香港公園綠色大搜索

  2015/16年度的大搜索已於1月16及30日順利舉

行，共有16間小學、25隊共120人參加。感謝紅耳

鵯全力支持。

冠軍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黑翅鳶隊

紅耳鵯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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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自然保育消息

香
港
魚
塘
生
態
保
育
計
劃

蒲台最新消息

  蒲台群島分區計劃大綱草圖（草圖）

已經修改！本會大致上支持修訂項目A1及

A2（由「住宅（丁類）」用地改劃為保育

用地）。可是，修改後的「住宅（丁類）」

用地內還有一棵成熟大樹。我們建議將保育

用地延伸至住宅用地內的所有政府土地及大

樹樹冠範圍，希望能保護餘下的大樹及限制

該區的土地用途，並同時尊重村民的重建權

利。本會已經於二月上旬將我們的意見向城

市規劃委員會提交。

  由香港觀鳥會及香港新界養魚協進會合辦的第二屆「新界魚塘節」

嘉年華已於2016年1月24日於大生圍及周邊魚塘順利舉行！當日天氣嚴

寒，但仍有超過80位義工及300位參加者到場參與，在此多謝各位的支

持！本會有幸邀請到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梁肇輝博士擔任開幕禮的主禮

嘉賓，與其他嘉賓一同品嚐元朗「廣特超」。

  今次的嘉年華走入本地的魚塘，令參加者置身其

中，親身感受一下本地魚塘的風貌。在本地漁民和工作

人員的陪同下，參加者親身體驗到漁民日常打理魚塘的

工作，例如餵魚及拋網捕魚，參加者更可以品嚐新鮮製

作的鹽焗烏頭和暖烘烘的魚粥。在場亦有工作人員作觀

鳥及導賞，為大家介紹魚塘的雀鳥及淡水魚養殖業的運

作及設備。嘉年華會更設有攤位遊戲

及實物漁具展覽，令參加者認識更多

關於魚塘及雀鳥的保育知識和了解本

地漁民文化。

香港「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公眾諮詢現已開始

  政府於2013年已經開始制定《生物多樣性公

約》下的「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行動計劃）。本會連同多個

環保團體及學術機構於兩年間積極為「行動計劃」提出意見。而本港首

份城市級的「行動計劃」的公眾諮詢終於在本年一月初展開。

  歡迎大家細閱「行動計劃」的公眾諮詢文件，並向政府提交你的意

見/建議，希望籍此能加強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及支持香港作可持續的發

展。本會亦會仔細研究諮詢文件，稍後會再跟大家分享。

 * 公眾諮詢截止日期：2016年4月7日
 ** 「行動計劃」公眾諮詢文件（中文版全文）：http://www.afcd.gov.

hk/tc_chi/conservation/con_bsap/bsap_consultation/files/BSAP_
ConDoc_Chi_full_r2.pdf

 *** 詳情請參閱：http://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con_bsap/
bsap_consultation/bsap_consultation_index.html

鹽焗烏頭

導賞

清明仔工作坊

開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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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翅短腳鵯及其他的鵯有著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在森林裡傳播種子。

研究鳥類對香港次生林演替的角色

  鳥類是出色的種子傳播媒介，為植物繁衍擔當着重要的生態角色。

然而，這方面的研究一直以來並不多在香港進行，尤以亞洲為甚。我們

因此在大埔滘自然護理區進行了一項為期一年的鳥類生態角色研究，了

解林鳥對植物繁衍和種子傳播的重要性。我們於護理區內以霧網捕捉鳥

類，並收集牠們的糞便以辨認牠們進食的果實和種子。自2014年12月以

來，我們捕捉了416隻鳥，當中包括44種鳥類和352個個體。黑眉雀鶥、

紅嘴相思鳥、蒼背山雀和栗背短腳鵯是最常捕捉到的鳥類。我們確認林

鳥為至少13種植物傳播種子，當中包括6種樹木、4種灌木、2種攀緣植物和1種草本植物。潤楠屬植物、山大刀和鵝

掌柴最受鳥類歡迎。栗背短腳鵯是最重要的種子傳播媒介，我們發現牠們最少進食7種植物的果實。我們期望延續此

研究項目，以捕捉更多林鳥和確認牠們傳播的植物物種。此計劃由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特此鳴謝。

關鍵生態系統合作基金(CEPF)項目最新消息

導賞員培訓工作坊

  經過1年的努力，我們在廣東和廣西沿海地區的宣傳活

動，提高了不少當地人對愛護鳥類的意識，越來越多人對自然

體驗感興趣。為了培養本地自然導賞員及提升他們的能力，

CEPF項目的第三個培訓工作坊就是針對導賞員培訓，並於2015

年11月7-8日在廣西北海市的廣西紅樹林研究中心舉行。這次一

共有27名來自廣東、廣西和海南省的民間組織的學員參加了培

訓。我們有幸邀請了廣州施華洛世奇飛羽志願者導師郭世軍先

生及香港觀鳥會資深導賞員培訓導師王學思小姐擔任了這次培

訓的導師。培訓分兩部分：講座涵蓋了鳥類識別、戶外觀鳥導

賞技巧和導賞規劃；第二部分學員分組作模擬公眾觀鳥導賞。

我們下一步的目標是幫助不同地區發展導賞及自然體驗活動。

我們衷心感謝廣西紅樹林研究中心協辦這次培訓，以及北海的

志願者幫助組織了這次培訓！

第十三屆全國鳥類學術研討會

  「第十三屆全國鳥類學術研討會」在

2015年11月12日至15日於安徽省合肥市安徽

大學舉行。今年的會議主題為「鳥類的生

態、進化與保護」。香港觀鳥會於這次大會

聯同中山大學劉陽教授申請於會議期間設立

「公民科學與鳥類保護」專題，並邀請各地

鳥會及鳥類相關的民間非政府組織作報告，

展示其參與及自行開展的鳥類監測及保育項

目的狀況和成果。報告者來自中國沿海水鳥

同步調查組、保護地友好體系、中國觀鳥組

織聯合行動平台、中國觀鳥會、香港觀鳥會

等。過往學術研討會甚少有民間組織的參

與，因此這次研討會促進了觀鳥者與科研人

員的交流，並藉此討論未來以觀鳥促進中國

公民科學活動中的機遇和挑戰。

余日東於第十三屆全國鳥類學術研討會上作報告

導師王學思小姐在講解導賞技巧

學員們作分組模擬公眾觀鳥導賞
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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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生態系統合作基金(CEPF)項目最新消息

香港觀鳥會徵求單筒望遠鏡

  華南地區陸續有新鳥會成立，他們是當地監測和保護鳥類的前線力量，但由於成立初期經費有限，不能負擔昂

貴的單筒望遠鏡。大家如有擱在家中不用、且性能良好的單筒望遠鏡，歡迎慷慨捐贈，以幫助內地鳥會的發展。收

到的望遠鏡會首先送予廣東湛江及廣西北海的鳥會，這兩個地方同時也是香港觀鳥會針對非法鳥捕的問題而開展保

育項目的地方。

  有興趣捐贈的會員，請發電郵(info@chinabirdnet.org)或PM聯絡，或直接把鏡送到本會會址。在這裡也感謝已捐

贈單筒的Francis Chu和沒有留姓名的會員。謝謝支持！

會員Jonathan Martinez和John Allcock 
在雷州進行調查

在北海魚塘棲息的勺嘴鷸 (攝影︰大雨)

湛江地區調查組

極危勺嘴鷸於中國南部越冬數量破紀錄

  在關鍵生態系統合作基金（CEPF）的支持下，我們連續第二年聯

合湛江市愛鳥協會、廣東湛江紅樹林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進行鳥類監測。

調查於今年1月25至1月29日進行，同時與隆冬勺嘴鷸同步普查結合。我

們在廣東湛江東面地區錄得破紀錄的勺嘴鷸數量，三天的調查共紀錄得

最少43隻勺嘴鷸！而在廣東溪頭另外紀錄得2隻勺嘴鷸，廣西北海也有

1隻的紀錄。在雷州附城灘塗紀錄到的38隻勺嘴鷸中有6隻腳上有環誌或

足旗，其中一隻繫上白色並寫上“ MA”足旗勺嘴鷸，去年冬天的調查

中也在同一地點被拍到。我們很高興這隻勺嘴鷸又安全地回來了！而另

一個讓我們欣喜的情況，是這次我們在該地區一個鳥網！這說明了以往

一年在CEPF項目的推廣，以及當地鳥友和執法部門的合作下，非法鳥

捕的情況明顯地改善了。這將會為來到這片地區的候鳥提供一個安全的

棲息地。

  我們感謝所有參與這次調查的機構和調查員，包括湛江市愛鳥協

會、廣東湛江紅樹林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北海的觀鳥者以及Jonathan 

Martinez和John Allc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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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19a魚塘通道

  自2013改為淡水池至今，19a 魚塘已長了許多濕蘆葦叢，而穿插其中的水道，正

好為池塘深處和毗鄰的基圍開闢良好視野。我們將於今個春天或初夏，優化通往池

中央的木橋步道，更換已老化的支架和木條。此外還會加建護欄，讓輪椅使用者也

可以初探魚塘。工程期間，步道將停止對外開放，但會趕在秋天的遷徙季節重開。

14號基圍的蘆葦叢

  修復濕蘆葦叢的任務仍然持續，今年重點關注14號基圍。

  基圍內兩大叢最靠近教育中心的

蘆葦叢，終於不敵自然演替的力量，

被紅樹林和陸生草入侵。四月分，我

們會開始人手清除植物，然後用推土

機和挖土機移除淤泥，將基圍底部降

低15公分。這樣，留下來的蘆葦根部

便可重新生長。 

  很多觀鳥者都知道，2015年在14號基圍靠海的一端出現了一個鷺鳥林。為了實

現鷺鳥林重現的希望，特意在2015年底用土堆把基圍兩端截斷，保護鷺鳥林免受干

擾。如去年一樣，如果發現有築巢行為，我們將會隔斷一些區域，如基圍13和14之

間的土灘。

  若年度觀鳥大賽籌款理想，2016年有望可修復8號b基圍內的另一處蘆葦叢。

米
埔
近
況

文：米埔中心經理
施百納

遠東葦鶯，蘆葦叢修復工作的受益鳥種之一。
Credit : Martin H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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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鳥|軼|記|

雪客
圖/文：蘇毅雄

  對於許多初接觸觀鳥活動的朋友來說，觀察鷺鳥應該是認

識濕地鳥類的好開始，透過詩人墨客的描述，鷺鳥的形象亦早

已深入民心。杜甫的「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

是家傳戶曉的詩句，當中所提及的正是白鷺群飛的情景，而杜

牧的「雪衣雪髮青玉嘴，群捕魚兒溪影中。驚飛遠映碧山去，

一樹梨花落晚風」中亦生動地描述了鷺鳥的形態和行為。

  二十多年前我在米埔自然保護區帶領活動，當時許多市民大眾仍然會稱呼各種白色鷺鳥為「白鶴」，隨著香港對於

自然考察活動的推廣，以及參考資料的普及化，我們對於鳥類的認知亦大大的提高了，鷺鳥和鶴類之間的差異亦較為人

所認知。濕地及河溪是各種鷺鳥生活環境，在這些環境之中仔細看看，常見的白色鷺鳥也有許多有趣之處。

  鷺鳥屬於體型較大的鳥類，雪白的羽毛亦十分顯眼，不論是觀鳥初學者或較具經驗的朋友，觀察牠們是認識自然生

態的最佳方法。香港的全白色鷺鳥，除了大白鷺及小白鷺之外，尚有一種較為容易被初學觀鳥的朋友所忽略的中白鷺，

以及牛背鷺和黃嘴白鷺等五種，雖然有白色型的岩鷺可能會和其他白色鷺鳥混淆，但由於並不常見（多年來筆者只在吐

露港遇過一次），並不在本文討論。

  小白鷺是香港最常見的鷺鳥，亦是中國約二十

種鷺科鳥類之中分佈較廣的種類之一。除了擁有鷺

科鳥類修長的腿部及頸部之外，牠們一身雪白的羽

毛，以及全年皆為黑色的喙部都是辨認要點。小白

鷺的其他特徵還包括鮮黃色的腳趾，和在繁殖期時

長在後腦的兩條長長的「婚羽」。小白鷺會天然濕

地生態環境中覓食，亦會在人工化的環境例如市區

在泥灘上捕獲彈塗魚的中白鷺

小白鷺的繁殖羽可見其後枕兩條明顯的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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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白鷺是香港另一種常見的鷺鳥，可見於新界地區一帶濕地環境之中，於泥灘及沼澤等環境覓食，牠們也會和其他

鷺鳥一樣在「鷺林」繁殖。大白鷺的生活環境和小白鷺非常類似，要辨認這兩種不同的鳥類，除了可以注意大白鷺不僅

體型較大，也可以注意大白鷺的頸部特長，彎曲起來時呈一「S」型。鳥類圖鑑也會介紹另一個主要分辨大白鷺的特徵是

牠的喙部：在非繁殖期時（冬天），大白鷺的喙部呈鮮黃色，而在繁殖期時（春、夏時分），喙部則變為黑色，面部裸

露的皮膚也會呈現藍綠色；再加上其趾部為黑色而非小白鷺的黃色，相信在野外不難分辨。

公園水池及明渠等活動。小白鷺主要捕食

細小的魚、蝦作為食物，除了可以在水深

及膝的濕地找到牠們之外，在新界的一

些魚塘地區，當漁民放乾塘水收成魚獲之

後，小白鷺亦會聚集在淺水地帶，趁機捕

食魚塘中剩下的雜魚。這時候，我們還有

機會同時間看見數百隻小白鷺聚集在一起

覓食的壯觀場面。
小白鷺的非繁殖羽

大白鷺繁殖期喙部為黑色

非繁殖季時時大白鷺的喙部呈黃色。
注意其喙部的基部延伸至眼部之後，
可與基部較短的中白鷺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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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白鷺，顧名思義，其體型在大白鷺與小白鷺之間，如果三者站在一起當然十分容易區分，然而就算我們只見到其

中一種，只要掌握了辨認的特徵及需要留意的地方，亦能夠準確的辨認中白鷺。在野外辨認中白鷺，主要的辨認特徵是

其頸部較大白鷺為短，亦沒有大白鷺頸部那呈大幅彎曲的形狀。在非繁殖期時，中白鷺的喙部為黃色，喙部末端為黑

色，而在夏季時會則整個呈現黑色，並且在胸部及背部會長出飾羽。另一個特徵是中白鷺的喙部嘴角的黑線只伸延至眼

睛之下，而大白鷺的嘴角黑線則伸延至眼睛之後，如果使用高倍數的單筒望遠鏡，這一特徵顯然易見。中白鷺的喙部較

小白鷺的喙部略粗，而且腳趾在任何季節皆呈黑色，這可以很容易的和小白鷺黃色腳趾區分。

  中白鷺喜歡於淡水沼澤、池塘邊及泥灘上覓食，以捕食魚類為主。中白鷺覓食時所採用的策略是以靜制動，常常在

同一地點守候獵物出沒，然後伺機出擊，以尖長喙部捕捉獵物。

  在香港，中白鷺主要在后海灣地區所錄得，其他地區包括新界東的沙頭角海及船灣地區，另外在香港島及大嶼山亦

曾有記錄。大部分的中白鷺記錄皆是秋季及春季的過境遷徙鳥，亦有部分在夏季及冬季出現。在上世紀的六十年代，中

白鷺被列為香港的迷鳥，一直只有零星的記錄，但近年來中白鷺的目擊記錄有所增加，這可能和與日俱增的自然愛好者

與野外辨認技術大幅提升有關，反映出大眾參的重要性。

  牛背鷺顧名思義，是喜歡與牛群一同生活的

鷺鳥。以往新界地區尚有許多耕牛或野化了的牛

群，時常可以見到牛背鷺在牛背上啄食寄生蟲的

互惠關係，而當牛群活動時也會驚動草叢之中的

小昆蟲或兩棲爬行類等，牛背鷺亦會伺機捕食。

隨著牛群減少，牛鳥同行的情景已變得少見。沒

有牛群，要辨認牛背鷺可以留意其細小的體型及

鮮黃色的喙部，以及那圓圓的頭頂。到了繁殖

期，牛背鷺頭頸、胸部及背部的橙棕色繁殖羽令

其在鷺群之中十分突出。

牛背上的牛背鷺

換上了繁殖羽的牛背鷺

辨認非繁殖羽時的牛背鷺可以留意
其圓圓的頭頂和黃色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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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嘴白鷺是香港各種白色鷺鳥之中最為罕見的一種，這種屬於全

球「易危」的鳥類曾有在香港境內繁殖的記錄（最後一次記錄是1982

年），近年則主要在春季過境時有機會觀察到。黃嘴白鷺體型與小白

鷺相若，但那黃色的喙部相當明顯，能夠與黑色喙部的小白鷺區分

（大家看看香港觀鳥會的會徽上的是小白鷺還是黃嘴白鷺？）。 

  鷺鳥有群聚的習性，而且體型較大，觀察時較能引起注意，然而

由於相對常見而往往被觀鳥者所忽略。鷺鳥在覓食和繁殖時皆喜歡群

集，每年四月至十月左右，鷺鳥會在選擇適合的竹林或樹林集體築巢

繁殖，這些地方稱為「鷺林」，有時同一個鷺林亦會有其他鷺鳥一同

繁殖。各種白鷺那一身勝雪的白色羽毛，優雅的體態，以及美妙的覓

食動作，為香港美麗的鳥類世界增色不少。

  鷺鳥是自然界的捕獵者，處食物鏈較為頂端的位置，其數量變化、繁殖地點的轉移、體內污染物的累積情況等，都

在反映著環境的變化。我們在進行戶外活動時，只要能夠用心仔細的觀察，表面上看似平凡的一群鳥兒當中，亦會有許

多有趣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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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的淡水魚養殖方法，當漁民清理魚塘底部淤泥時會吸引大量鷺鳥前來覓食，為魚塘清理了沒有經濟價值
的「雜魚」，鳥類和人類皆可受益，是濕地經濟作業與自然保育的最佳例子。

黃嘴白鷺





白喉磯鶇(雌鳥)
Guy Miller

 南丫島大山西

White-throated Rock Thrush (female)
Guy Miller

Tai Shan West, Lamma Island

17/12/2015
DSLR Camera, 300mm f/4 lens



白腹姬鶲
何建業
蒲台

Blue-and-white Flycatcher
Kinni Ho Kin Yip
Po Toi

20/09/2015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小仙鶲
何文顯
蒲台

Small Niltava
Peter Ho

Po Toi

17/12/2015
DSLR Camera, 400mm f/2.8 lens + 2x teleconverter



白喉林鶲
馮漢城
小瀝源

Brown-chested Jungle Flycatcher
Ken Fung 
Siu Lik Yuen

22/12/2015
DSLR Camera, 100- 400mm f/4.5-5.6 lens 



赤胸鶇
Clement F.

葵涌

Brown-headed Thrush
Clement F.

Kwai Chung

10/02/2016
DSLR Camera, 100- 400mm f/4.5-5.6 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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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鳥|訪|天|涯|

三個小生新加坡觀鳥之旅
6~10-7-2015

圖/文：文權溢

九個觀鳥點：

Bukit Batok Town Park (小桂林) Bukit Batok  Nature Park Paris Ris Town Park

Paris Ris  Nature Park Bukit Timah Nature Reserve Garden By The Bay

Palau Ubin 烏敏島 Botanic Garden  植物園 Chinese Garden  裕華園

  三個小生去旅行觀鳥，在新加坡，6天到訪了9個觀鳥點，主要是Nature Park和Botanic Garden植物園。共觀察到

59種鳥，其中最後一天是本人獨自出發尋鳥。

  得悉我在新加坡探親其間，駱俊賓和葉紀江也訂了五天四夜的自由行套票，到新加坡觀鳥，由於他們的觀鳥旅

程不妨礙我與親人的相聚時間，因此當他們抵達新加坡後，便立刻到酒店與他們會合，擇日不如碰日，即興組成三

人行觀鳥團，立即出發去觀鳥。

  行程設計是參考香港觀鳥會會員們以前在香港觀鳥會討論區發佈的新加坡觀鳥報告，又加上在網上參考某些新

加坡鳥導發佈的資訊來完成。多謝駱先生的精心策劃。

三位小生：

TP Luk 駱俊賓，

Herman Ip 葉紀江 及 

Bill Man文權溢



24

  三人行，在新加坡五天走訪了八個地點，全部以公共交通工具（地鐵 + 巴士）到達。5天後，2個小生筋疲力盡但意

猶未盡地返香港，在度過了與家人共聚的時間，在新加坡還剩下的1天觀鳥日祇得我一人到裕華園繼續尋鳥，此行共看到

59種鳥 。

6/7 星期一 Paris Ris Town Park＋Paris Ris 
Nature Park

  星期一下午在酒店相聚後隨即出發，先乘MRT到Town Park，幸運地遇到街坊指

引，原來在公園另一邊有Nature Reserve自然保護區，有更多雀鳥；而且還帶我們去探訪

猫頭鷹。

  也在熱心行山人士指點，看到一個太陽鳥的巢穴，在眼平近距離拍到親鳥來回餵哺

的場面，實在眼界大開。在太陽鳥巢附近，又見到一隻原雞雌鳥，教導着兩隻小雞在

矮樹叢中覓食。嗟嘆新加坡人對鳥兒的愛護和尊重。之後回程時遇見另外一班本地鳥

友正在橋上等候，原來他們正是等待那隻Fish Owl晚上出來河邊覓食。可惜等到七時多

天已漸黑還未見踪影，各人相機已調至ISO6400。終於見到一個黑影靜靜地飄到河邊樹

叢之內，而樹枝卻好像從沒有動過一分。先前各鳥友說牠會在河床石上捕魚的，但今晚

各人是緣慳一面了。今日主要見到的有 Buffy Fish Owl、Red Jungle fowl (female)、White 

collared kingfisher、Stock Billed Kingfisher、Olive Backed Sunbird、Brown Throated Sunbird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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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星期二 Bukit Timah Nature Reserve＋
Garden By The Bay 

  一早去到保護區，是一片野外林地，去到一處礦洞湖邊，又有行山運動

的熱心本地人士指示在我們後面的一棵樹上，有一隻飛鼠掛在樹幹上休息。

若非有專人指引，實難發現。在保護區內全是林地環境，觀看林鳥當然有一

定難度，在五個小時的行程，除了雀鳥之外，也觀察到松鼠和猴子。

  黃昏時分我們回到市區，先到Garden By The Bay尋找鳥踪，再順道往新

加坡著名景點魚尾獅欣賞夜景。

  今日主要見到的有Pin Striped Tit Babbler、Rufous Tailed Tailorbird、

Chestnut Bellied Malkoha、Rufous Woodpecker、Peaceful Dove、Pink Neck 

Green Pigeon等等。

8/7 星期三 Palau Ubin

  烏敏島（Pulau Ubin）是位於新加坡東北部外海裡最大的海島，東西長約8公里，南

北寬1.3至1.7公里，地形有如腰果，全島面積10.2平方公里。

  碼頭位於島的中部南端，從碼頭往東邊的Chek Jawa騎行，雖然祇是島的三份一面

積，但前半段是瀝青路，較平坦，騎單車相對簡單；後半段路是山路，黃泥+石子，而

且上坡下坡的路段很多，這段路令到三個小生實在是叫苦，除了揹着背囊騎單車外，笨

重的腳架和相機更是一大負擔。在山路上坡的時候，騎不動，祇好下車再推車上坡。揹

着攝影器材步行上坡已經夠累人的，還要推車，頓時覺得自行車太重了。推車中途，聽

到雀聲或見到鳥影便立即停車尋找鳥踪。就這樣踏踏、推推、行行，很快就過了四個小

時。

  到了最後一個避雨亭時，即

是在保護區入口前，忽見不遠處

躺着一群野豬，頓時被嚇了一

跳，因為從未如此親近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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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泊下單車後之指定動作就是飲水食麵包，豈料不到十秒鐘那些睡著了的野豬家庭便紛紛出動迫近我們想吃我

們的麵包。當即立刻將麵包和水塞進背囊拉上拉鍊．跟着向海邊紅樹林進發。可惜除了猛烈的陽光、反光的海水、紅

樹林之外，一隻鳥兒都不見，很是失望。

  回程時見有村民採摘榴槤，豈料是非賣品。聽說是祇有一位村民獨

賣的。後來在交還單車的時候遇到賣榴槤者，5元1公斤，即買。個人大

嚼之後已被催促回碼頭等船回程。但我忽然在近碼頭的一棵樹見到個

大嘴郁動，已經極為疲勞的我當時精神為之一振，揹着廿磅背囊跑到

樹旁去。可惜的是牠突然躲進樹葉叢內不肯出來，以為緣分止於此！

等了一會，沒有動靜，立刻叫回其他兩個小生回來等候。等了數分

鐘，仍然毫無動靜。忽然陸續有無聲飛機飛過，原來正是Oriental Pied 

Hornbill。當時我的眼睛和手腳都像充滿了電，靈魂兒已跟大嘴鳥一

起飛去。後來發現牠們好像飛去同一地點，於是即時跑去尋找牠們

的身影。

  在三位小生努力下終於發現牠們棲息在幾棵木麻黃樹上，而且還好像和大嘴烏鴉互

爭地盤。後來還被人取笑我是盡情發揮了〔榴槤雄風〕攝得Hornbill們〔空中加油〕在

空中餵哺幼鳥和展翅飛行。今日主要見到的還有Purple Throated Sunbird、White Rumped 

Shama、Glossy Starling、Brahming Kite、Red Breasted Parakeet等等。

9/7 星期四 Bukit Batok Town Park (小桂林)＋ 
Bukit Batak Nature Reserve

  在行完這個（小桂林）公園後，巧遇一位新加坡退休資深攝影記者，又一次以影會

友，成了面書上的好友。在Nature Reserve內的一個草叢發現了雄性原雞的踪影，在追蹤

了達十多分鐘都是見首不見尾，未能盡窺原雞的全相。今日主要見到的有Grey Headed 

Fish Eagle、Crimson Sunbird、White Crested Laughing thrush、Laced Woodpecker、Red 

Jungle fowl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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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星期五 Singapore Botanic Garden

  在這植物園內再次見到一隻雄性的原雞，在昂首闊步地在園內行走，享受着陽光與

草地，這也讓小生們盡情欣賞個飽。其次在一片花海中也跟太陽鳥們享受着種植花朵

帶來的美好成果。今日主要見到的有 Lesser Whistling Duck、Black Swan、Blue Throated 

Bee-Eater、Pink Necked Green Pigeon、Red Jungle fowl、Grey Headed Fish Eagle、Laced 

Woodpecker、Olive Backed Sunbird等等。

13/7 星期一 Chinese Garden 裕華園

  由於兩位小生已回港，經過五天來的奔波，又曬又熱地去尋鳥，實在吃不消，熱

痱也乘着抵抗力下降而散佈在兩手臂上。剩下我一人在網上找尋新加坡的日落美景時

被推薦到裕華園 Chinese Garden。

  原本以為是一個休憩公園，打算拍幾張到此一遊的風光照片交差，無非是有塔

樓、人工湖、草地等設施吧；白尾八哥也是隨處可見，黑枕黃鸝偶然飛過。在拍了一

些風景照後，忽然在綠色的草地上發現一點藍色站在一塊大石頭上，在綠色的背景襯

托着的鮮藍色特別顯眼。頓時眼睛瞳孔放大幾倍，原來是一隻白領翡翠無遮無掩地站

着。幸好我仍是揹着廿磅背囊，於是以最快速度換回長鏡先拍幾張，繼而上了腳架，

逐步接近直至廿呎距離，照片、短片都拍夠牠才飛走。跟着在湖的對岸發現綠鷺和蒼

鷺，因為距離較遠而祇望一眼便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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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繼續行進中見前面幾棵大樹有鳥聲和動靜，先是朱背啄

花鳥，再而有白尾八哥、Glossy Starling、Coppersmith Barbet、

White-browed Yellow-vented Bulbul、Pied Fantail也到來湊熱鬧。想

不到這個公園當日除了沒有蛋黃日落外，環境和鳥況相當不錯，

也為我增多了兩個「新剔」。

  總括整個新加坡的觀鳥行程，除了天氣較熱和不是鳥季外，三個小生六天

的行程共觀察到59種雀鳥，個人吃了兩公斤榴槤，也算不錯。

  這次觀鳥行程都是根據熱心的會員在香港觀鳥會公佈的資料，而在保護

區內也幸運地得到行山健體的街坊們指示鳥踪。尤其是棲息在樹叢中的Buffy 

Fish Owl 和掛在樹幹上休息的飛鼠（Glaucomys volans）。

  烏敏島在馬來語中意為「花崗石島」，是新加坡最後一座 “kampong”

（村莊），可以在這裏體驗往昔的簡樸生活。踏上烏敏島，恍若穿行了時光隧

道，回到了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一切都是那麼地簡單淳樸，古色古香的木屋隨

處可見。可以從樟宜碼頭的渡輪碼頭乘船前往此處，而登島後最好的遊覽方式

是租一輛自行車環遊。

到達方式：渡船單程2.50新加坡元，運營時間6:00-20:00

開放時間：每天8:30-17:00 門票：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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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耳鵯述說的故事
圖/文：鄭國上

  尖長的冠羽高高掛戴在冠頂，眼後赤硃色小紅斑

比襯著黑漆漆的瞳孔，黑色頰紋包圍了白色頰部，粗

短、錐狀、黑色的嘴喙跟高聳、塔狀、黑色的冠羽成

了一個角度，灰白色胸腹連接了紅色的尾下覆羽，又

跟眼後赤硃紅斑首尾呼應。有一回我在山頂步行徑靠

近夏力道一段散步時，剛走過熱鬧的休憩區，這隻紅

耳鵯就在叢林裡飛出來，停靠在一枝懸弔樹枝上，向

我覷視了一會兒，然後把眼睛投回剛才飛出來的叢林

裡，牠是要告訴我什麼故事呢？

  另一回在大埔滘自然護理區，剛走過野餐區域進到叢林，就看到一隻紅耳鵯緊緊抓著一條橫伸的樹枝，戴著冠羽的

頭左右扭動，把嘴喙不斷磨擦樹幹。我在幾米外沒看得仔細，可我沒有邁前半步，把身體隱藏在樹幹後面，架上望遠鏡

觀察，看到紅耳鵯的嘴喙橫伸出一條鐵絲，冠羽後方好像還繫著一根異物。這隻紅耳鵯正努力地把嘴喙磨擦樹幹，希望

可以把鐵絲從嘴喙磨掉。十來分鐘過去，

紅耳鵯繼續努力，可鐵絲還是緊緊的卡在

紅耳鵯的嘴喙。我啄磨一會，決定從隱藏

處步出來，往紅耳鵯停靠的樹幹走過去。

紅耳鵯看到我靠近，兩腳一踹，跳到旁邊

朝內的另一條橫伸樹枝，抓緊樹枝後，紅

耳鵯還是把戴著冠羽的頭往左右扭動，把

嘴喙不斷磨擦樹幹，希望可以把鐵絲從嘴

喙磨掉。我再逗留了十來分鐘，紅耳鵯沒

有一點進展，橫伸出的一條鐵絲還是緊緊

的卡在嘴喙旁，我萬般無奈地繼續我的觀

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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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自然裡弱肉強食，遵循森林法規，強壯捕獵者獵殺弱小獵物，物競天擇，生物互相競爭，能適應者存活下來，這

裡容不下人類的道德批判。可是強壯捕獵者獵殺弱小獵物純粹是為了一個目的，使得一己能夠生存，但是網起這條鐵絲

的，又是為了什麼目的呢？

  又有一回我在大埔滘公園裡，沿著台階進到底下一層，經過一棵木棉樹往左邊走過去，看到兩隻紅耳鵯在樹林中盤

旋往復，一隻紅耳鵯在前面帶領，另一隻紅耳鵯在後面跟隨，如同穿花蝴蝶般飛舞。兩隻鳥兒們鳳舞龍蟠，迴旋多姿，

一時盤旋於矮壯、稠密樹叢，一時往復在高挑、挺拔樹木。牠們的舞姿，在半空中繪製出燦爛圖案，使人看得賞心悅

目。我站立在一叢茶梅樹後，靜靜地欣賞，可我留意到，在前面帶領的一隻紅耳鵯，不斷地張開嘴喙，布比比布比比的

引吭高歌，還變換了好幾種調子，可是在後面跟隨的一隻紅耳鵯，卻總是閉著嘴喙，一聲不吭，只是緊緊地跟隨前面帶

領的舞姿。

  縈繞了好一會兒，牠們終於停歇在一條橫樹枝上。然後我才看到，後面跟隨的一隻紅耳鵯，總是閉著嘴喙，一聲不

吭，原來牠的嘴喙，含著數束剛從樹幹上剝出來的樹根皮。牠們是一對伴侶，正在採摘材料預備建築窩巢。時值二月

份，正是春光明媚的日子，大埔滘公園裡翠綠一片，春意盈盈，看來兩隻紅耳鵯藉此時機，要進入到生命週期重要的一

個環節。感受到牠們的喜悅，我滿心歡喜地繼續我的觀鳥路。

  一隻紅耳鵯的死亡，意味著一隻紅耳鵯的誕生，大自然生生不息，死亡、誕生循環不斷，觀看到這些紅耳鵯的故

事，使我對大自然心懷敬意。出外觀鳥，都能碰到紅耳鵯，每一次相遇，我都停下來，靜靜聆聽牠們述說的故事。觀

鳥，從心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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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月 至 十 二 月

十月份

 一個罕有鳥類十分好的月份，突出的報告是25日（IT）在潮漲期間，米埔十六、十七塘出現一隻有潛質成為香港首個歐

金斑鴴的紀錄， 該鳥的重要特徵已被數位攝影師巧妙地拍攝下來（TC，KH，JGH，M＆PW）。

 另外有七個在本月發現的罕有鳥類報告 ：

 一或兩隻白臉鴴於4, 11及18日在白泥出現（JAA，WD，YJY），有可能成為第三個香港紀錄；颱風過後的數天，8日維

多利亞港出現一隻垂死的紅腳鰹鳥（HKBWS），這是第八個紀錄，比秋季最遲的紀錄遲了六個星期；9日至13日米埔

發現一隻雌性的棉鳧，會是香港第八個紀錄（CFL）； 同一期間，赤鱲角出現一隻會是本港第三次錄得的北蝗鶯報告

（EMSK）；19日北大嶼山迪士尼有一隻首次度冬的中華仙鶲（JAMC），這個可能是第八個紀錄的報告比最早紀錄早了

六個星期；25日九龍公園有一隻可能是第五個紀錄的北鷹鵑（KK）；27日米埔發現兩隻可能只是第二個紀錄的家麻雀

（PJL），這鳥種在二零一二年十一月首次錄得。

 此外，有兩個在九月份發現的罕有鳥種在十月份再有報告，1日在赤鱲角可能有一隻堪察加柳鶯（CFL）和整個十月份在

東涌有一隻灰背伯勞（JAA）。

 21日京士柏公園一隻年輕的雄性烏灰鶇（AP），創了秋季早出現的紀錄，牠早了四天。7日米埔有十三隻草鷺，成為近

年新高紀錄（WWF），其他數目可觀的報告有： 

 7日南生圍出現一百隻黑卷尾，11日米埔有一百零五隻鬚浮鷗，13日大嶼山西南有十五隻灰臉鵟鷹和十五隻黑枕黃鸝

（以上全JAA），同一天，米埔出現九十隻栗喉蜂虎（BS）及二十隻北灰鶲（MK），19日石崗引水道（雷公田）有五十

隻髮冠卷尾（JC）。

 來自菲律賓強颱風彩虹進入南海，吹襲華南，浙江、廣東西南區均出現山泥傾瀉，4日白泥發現兩隻在秋季十分罕見的

黃嘴白鷺（JAA），及帶來只有數隻燕鷗或海鳥的報告－3及4日 長洲只有一隻褐翅燕鷗和五隻普通燕鷗（MDW）和4

日鶴咀出現兩隻未能分辨的鸌（CC）。隨後雨量增加，6日在米埔出現近年來秋季數目最多共十六隻的鷗嘴噪鷗，另

四十六隻鬚浮鷗和六隻白翅浮鷗的沼澤燕鷗類，還有一隻白額燕鷗（JAA），其後在8日發現上文提到的一隻不幸的紅腳

鰹鳥。

 過去數年在赤鱲角國際機場二號客運大樓附近地區，在一位觀鳥狂熱的鳥友（EMSK）恒久觀察下，所記錄的鳥種遠遠

超於期望，加上機場的強光吸引了夜間遷徙的鳥類。這個看來不會對它有太期望的主要觀鳥點－是個種了樹木的交通迴

旋處（吸鳥魔法迴旋處），旁邊是前機場高爾夫球場，在外圍的鐵網圍欄與一列棕櫚樹籬間擠生了高及膝的草叢帶，隔

開了四線行車的公路幹線。十月期間，只在草叢帶已經吸引到四個蝗鶯鳥種，1日一隻史氏蝗鶯 （KK），由9日起有一

隻北蝗鶯，13日至16日有不多過五隻小蝗鶯和五隻矛斑蝗鶯。

文：Richard Lewthwaite

鳥類報告的觀察者或攝影師的姓名的首字母，無論是中文或非中文姓名，均按名先姓後的次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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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月 至 十 二 月

十月份

 數天內這觀鳥點共錄得超過五十個鳥種， 當中包括：

 1日一隻紫綬帶，12日一隻水雉和一隻普通夜鷹（CFL）及12日一隻栗耳鵐，13日一隻黃腳三趾鶉（CC，DAD），14日一

隻灰腳秧雞（KFBG），15日（CC）一隻東方中杜鵑和一隻阿穆爾隼，16日一隻董雞（KK）和一隻白鶺鴒 lugens亞種，

24日一隻黃腹鷚（以上報告除列明外，均由EMSK提交）。或許不會驚訝，在遷徙鳥況較好期間，有些居住或工作地點靠

近機場鐵路線的鳥友已把赤鱲角（吸鳥魔法回旋處）成為主要觀鳥地點。

 跟過去的日子比較， 鳥友或許少了到蒲台觀鳥，6日有一隻普通夜鷹和一隻灰山椒鳥，10日有一隻紫背葦鳽，11日有一

隻短嘴金絲燕（KH），21日出現這秋季第一個鴝姬鶲的報告（JC），25日一隻粉紅椋鳥及一隻硫磺鵐（以上報告除列明

外，均由GW提交）

 何文田再次吸引了一些有趣的遷徙鳥，6日一隻東方中杜鵑，9日兩隻北鷚，16日一隻灰林即鳥，25日一隻雄性白喉磯鶇

（KPC）。

 米埔，除了歐金斑鴴，3日有數個單隻長嘴半蹼鷸的報告（AB），7日及28日發現不多過四隻紅腰杓鷸（JAA），30日一

隻小青腳鷸（JGH）。其他鳥類報告包括：4日一隻董雞（WWF），11日一隻短嘴金絲燕（CT），23日一隻棕眉柳鶯

（DJS），同一天，出現這秋季首隻白肩鵰和烏鵰（CT）。后海灣其他地方，9日落馬洲有一隻本秋季第一個栗耳鵐的報

告(MRL），21日大生圍有一隻小田雞（LCW）。

 其他地方有趣的鳥況：1日塱原一隻東方中杜鵑（按MLT），20日一隻山麻雀，21日一隻雀鷹（按MLT），27日一隻

紫翅椋鳥（IT）。1日榕樹澳一隻矛斑蝗鶯及9日至13日一隻紅胸田雞（DT），19日石崗引水道（雷公田）三隻灰林即鳥

（JC）。單隻或兩隻燕隼報告的地點分佈廣泛，13日大嶼山西南出現最多有十三隻阿穆爾隼（JAA）。

十一月份

 香港三個首次紀錄的新鳥種，在奇妙的六天，22日至27日內出現了：22日白沙澳成熟的灌木叢裏發現一隻峨嵋柳鶯

（GJC），26日米埔浮橋觀鳥屋前出現一隻費氏鷗（RWL）和27日米埔蘆葦叢發現一隻靴籬鶯（TMC）。

 在這短暫時間內出現史無前例的數個新紀錄， 推測會跟不尋常地強勁的厄爾尼諾現象有關。這個出人意外的十一月，是

一個自1884年天文台紀錄以來最暖的十一月，而秋季後期出現的罕有鳥類報告通常與寒流有關，這三個鳥種逗留至本月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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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月 至 十 二 月

十一月份

 本月其他六個罕有鳥類報告中，有四個是第三或第四個紀錄：10日蒲台發現一隻未成年的綠背姬鶲（EH，KKC），15日

塱原有一隻家麻雀，27日落馬洲一隻水鷚（PJL），27日至28日米埔一隻白額雁（WD），3日及7日蒲台發現第六至第十

個紀錄的純色尾鶲鶯（HKBWS），另5日米埔一隻棕眉柳鶯（PJL）。此外，29日蒲台出現一隻首次度冬的雌性棕腹藍仙

鶲，這鳥停留至十二月初（按MLT），這紀錄或令此鳥種類別升級。

 本月鳥種報告類別廣泛，只有數個鳥種有較大數目的報告，較顯著的有：17日坑頭有八十八隻烏鶇（JGH），26日粉嶺

高爾夫球場發現十六隻紅喉姬鶲（JAA），28日大埔滘有九隻小鷦鶥（DT），13日米埔五十六隻大濱鷸（RWL），以及

在30日有十三隻赤膀鴨，在這期間都是相對地高的數目。

 米埔地區其他有趣的鳥類報告：5日一隻稻田葦鶯（PJL），10日一隻長嘴半蹼鷸（IT），14日一隻遠東樹鶯（CFL），17

日一隻混交種的西方白腹鷂（PJL），24日至25日一隻黑鸛（CFL）。后海灣其他地區，5日塱原有數個單隻牛頭伯勞的報

告（JGH），另17日一隻黑頭鵐（CFL），29日尖鼻咀發現一隻現今十分罕見的松鴉（按MLT）。

 新界林地及灌木叢的觀鳥點：22日石崗引水道（雷公田）有一隻鳳頭蜂鷹和28日一隻赤胸鶇（JC），28日城門一隻斑姬

啄木鳥和二十五隻栗耳鳳鶥（SLT），28日大埔滘一隻日本歌鴝（DT），翌日一隻白眉地鶇（PKK）。

 如慣常情況，十一月為蒲台帶來廣泛種類遷徙的雀形目，包括：1日及10日有不多於三隻的燕雀（AB, GW），5日一隻淡

眉柳鶯和一隻紅胸姬鶲（CFL），12日有一群五十隻的栗背短腳鵯湧現香港（CFL），19日一隻白眶鶲鶯（CST），29日

一隻黃喉鵐。

 南丫島也有鳥況好的時刻，26日島上最罕見的鳥是一隻紫翅椋鳥，28日一隻燕雀和29日一隻白喉磯鶇（GM）。

 何文田的遷徙鳥類報告有：9日一隻巨嘴柳鶯和19日一隻白喉磯鶇和五隻鴝姬鶲（KPC）。另外28日在柯士甸山有另一隻

巨嘴柳鶯報告（MT），但最令人驚訝的報告是在港島區，4日鴨脷洲上空出現一隻往西南飛行的烏鵰（GW）。

 大嶼山的報告：27日貝澳一隻遲到的紫背葦鳽和一隻白眉地鶇（JAA）。28日赤鱲角一隻雲雀、一隻藍喉歌鴝和一隻燕雀

（GT，EMSK）。

 這秋季在大埔滘有數個單隻雄性紫頰直嘴太陽鳥的報告（按MLT）。這太陽鳥並未有知悉的遷徙紀錄，而在國內分佈也

局限於雲南的南和西部，在廣東、廣西和雲南東部並沒有紀錄，看來被接納為野鳥機會十分低。24日赤鱲角發現的一隻

斑紋鳩（EMSK）的命運也相同，會被列為第三類別，而這個不遷移的鳥種只分佈於中國的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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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月 至 十 二 月

十二月份

 另一個鳥況十分好月份的亮點是19日大嶼山大澳發現一隻暗綠柳鶯（JAA），鳴聲與viridanus亞種匹配。柳鶯後來逗留至

一月。若紀錄獲得接納，會是這個值得記念的年份內的第九個香港新紀錄。

 其他罕有鳥種：1日及3日蒲台一隻峨嵋鶲鶯（CFL），香港第八個紀錄。8日至15日蒲台可能有一隻綠背姬鶲（KWS, 

P&MW），或會成為香港第五個紀錄。13日米埔有一隻白秋沙鴨（GT），香港第七個紀錄。21日米埔一隻紅翅綠鳩

（KKC），香港第九個紀錄。21日至24日大嶼山貝澳有兩隻白腹毛腳燕（JAA， CFL），隨後30日至31日担竿洲路，最多

有十七隻（IT，PJKL），香港第五和第六個紀錄。

 21日石澳出現一或兩隻綠背鸕鷀（KKC），或會成為香港第五個紀錄。25日米埔一隻黑頸鸊鷉（CYT），香港第七個紀

錄。此外，18日一隻禿鷲飛越赤柱上空（按IT），是自90年代後第二個紀錄。

 一個比較平常温暖和濕的月份，蒲台出現兩隻三寶鳥（按GW），這比秋季最遲紀錄遲了八天。 1日在赤鱲角（EMSK）

和30日在塱原報告有單隻燕雀， 首次在十二月出現的兩個紀錄。4日大埔滘出現八隻方尾鶲，是近年的新高（MK）。

 費氏鷗的報告間歇地在十二月份出現，主要在米埔浮橋觀鳥屋，但有一次是在南生圍發現牠的蹤影（JAA），11日靴籬

鶯在米埔逗留最少至11日（MLT）。較有趣的報告中：8日有一隻棕褐短翅鶯（DAD），19日有一隻水雉（WKC），

24日一隻夏季羽毛的彎嘴濱鷸（DAD）。后海灣地區及其腹地，7日落馬洲有一隻雄性花臉鴨（PJL），而6日一隻田鵐

（KHK）和13日一隻普通秧雞（MK）是塱原部分報告。

 大埔滘如常吸引不同種類的冬候鳥：3日一隻黃雀（PKK），4日一隻白眶鶲鶯（MK），19日一隻黑眉柳鶯（PKK），23

日一隻雄性棕腹大仙鶲（HKBWS），27日及28日再報告有一隻黑眉擬啄木鳥（YHS， DAD）。新界林地和灌木叢其他較

顯眼的報告有：12日峨嵋柳鶯再現白沙澳（GJC），14日石崗引水道（雷公田）有兩隻巨嘴柳鶯（JC），18日一隻牛頭伯

勞和一隻赤胸鶇（JC），28日西貢郊野公園西部有一隻淡眉柳鶯（GJC）。3日何文田報告再看見巨嘴柳鶯和紅胸姬鶲，

14日發現一隻遲了的黑枕黃鸝（KPC）。

 本月有四種罕見的鶲鳥為蒲台增光。上月底發現的大仙鶲留至本月3日（MLT），同一天出現一隻橙胸姬鶲（KKC）。其

後，再發現另外兩種仙鶲－12日一隻雌性棕腹大仙鶲（P&MW）和15日一隻雄性小仙鶲（BN）。

 大嶼山鳥況不斷，1日赤鱲角有一隻田鵐（EMSK），4日二澳發現一隻紫翅椋鳥和四隻灰林即鳥（MDW），19日赤鱲角有

一隻理氏鷚（EMSK），24日貝澳有一隻褐漁鴞和一隻斑鶇（CFL），28日赤鱲角有一隻遲到的黃胸鵐（EMSK）。13日

南丫島再看見雌性的白喉磯鶇（GM）。

 香港島，除了綠背鸕鷀外， 20日在香港大學有多於一個單隻牛頭伯勞的報告，同一天，香港大學附近有一隻小鷦鶥，21

日薄扶林有一隻紅胸姬鶲（按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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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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2016  
(六-日) 24小時 2016「香港觀鳥日 暨 觀鳥比賽籌款活動」

(詳情於討論區公佈) 

16/4/2016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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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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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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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鳥及 

過境遷徙鳥

7/5/2016 (六) 0800 - 1300 大埔滘 (紅耳鵯俱樂部領隊)
(08:00 大埔滘松仔園停車場)  林鳥

15/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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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2016 (六) 待定
百搭日 
(詳情將於5月19日於網上討論區公佈)

4/6/2016 (六) 0800-1330

塔門 (紅耳鵯俱樂部領隊)
(08:00馬料水渡輪碼頭，13:30塔門碼頭解散)
注意：參加者可乘搭13:45渡輪回程，約15:00抵達馬料水。參加者
需自行購買來回船票)

 留鳥及燕鷗

5/6/2016 (日) 0800 - 1200 南涌和鹿頸
(08:00 南涌路路口的涼亭)  林鳥及水鳥

23/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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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016 (六) 0800 - 1300 鹿頸 (紅耳鵯俱樂部領隊)
(08:00 粉嶺鐵路站C出口)  水鳥

11/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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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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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2016 (日) 待定
百搭日
(詳情將於9月23日於網上討論區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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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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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港幣$180 非會員︰港幣$220 (請用附上表格報名)

香 港 觀 鳥 會 活 動 行 程 表 2 0 1 6年 4月至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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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穆爾隼
潘士強
米埔

Amur Falcon
Jason Pun
Mai Po

06/11/2015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水雉
李啟康
落馬洲

Pheasant-tailed Jacana
oLDcaR Lee
Lok Ma Chau

18/10/2015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水雉
余伯全
米埔

Pheasant-tailed Jacana
Ractis John
Mai Po

24/05/2015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黑鸛
陳巨輝
米埔

Black Stork
Sam Chan
Mai Po

25/11/2015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