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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會
員

會 訊 及 項 目

編輯
小語

　　近月利用誘餌拍攝鳥類好像開始形成一股小風氣，相關的問題在網上引起了頗激

烈的討論。我想，若是這些行為發展到對鳥類有負面的影響，大家是感受得到，也不

想發生的。希望大家觀鳥、攝鳥時，能懷著尊重的心，留意和反思自己的行為會否對

鳥類有負面的影響，大家和諧地共存。

〜 呂德恒

會員續會
　　本年的會員續

會非常順利，有賴

各會員的支持，以

及一群義工的無私

協助，本會謹向各

位致意，並呼籲未

續會的會員盡快辦

理續會手續。

「猜尋呈215」香港觀鳥記錄比賽2012
　　今年的香港觀鳥記錄比賽已於4月8至9日舉辦，本會希望

藉此活動為以下兩個內地的鳥類保育項目籌募經費： 

1. 中國江西省婺源的「靛冠噪鶥」(黃喉噪鶥)

2. 中國東北的「中華秋沙鴨」 

　　特此感謝各參賽隊伍的參與

及捐款。

「猜尋呈215」冠軍－蠔油隊

會員迎新活動2012
　　本會在2月18及19日分別在米埔及塱原舉行了兩

節的迎新活動，約共40人參加。本活動旨在為新會

員介紹香港觀鳥會背景、觀鳥及鳥類攝影守則、觀

鳥熱點生境簡介及注意事項。

香港鳥類年報2007-08
　　香港鳥類年報2007-08已出

版並於2月底郵寄至所有全費會

員，本會感謝紀錄委員會及所有

參與編輯、出版、甚至郵寄的義

工，令這本史上最厚的年報得以

順利出版。

2月19日米埔迎新活動

歡迎新同事
　　為了推行「新界西北魚塘管理協議

計劃（Fishpond Management Agreement 

Programme in Northwest NT）」，本會增聘了

三位全職新同事，包括研究經理余日東及兩位

項目主任鍾振傑和方海寧，請大家多多支持。

水鳥觀察技巧提升工作坊
　　本會致力發展新的觀鳥課程，在2月

18及25日以試辦性質舉辦了初級程度的

〈水鳥觀察技巧提升工作坊〉，由資深鳥

友余秀玲小姐任教。本工作坊特別為基礎

觀鳥班的畢業學員而設，旨在鞏固及提升

參加者辦認常見水鳥的技巧及能力。本會

稍後會推出新的觀鳥課程，請密切留意。

會員事務委員會
　　已擔任會員事務委

員會主席多年的李慧珠

小姐由於事務繁忙，現

由區俊茵小姐接任，感

謝李慧珠對會員事務發

展的貢獻並歡迎區俊茵

小姐的加入，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

〜 羅偉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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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推
廣
活
動

教
育
及

1. 香港公園、九龍公園清晨觀鳥匯聚

 香港公園2011年12月至2012年2月參加人數： 207 人 

 九龍公園2011年12月至2012年2月參加人數： 412 人  

2.  香港濕地公園觀鳥導賞服務

 2011年12月至2012年2月，俱樂部共有84人次出席導賞活動。

3. 觀鳥導賞及有關活動／服務

 2011年12月28日  為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服務家庭提供濕地公園導賞

 2012年2月25日  為香港失明人協進會的會員安排大埔滘觀鳥活動

紅耳鵯俱樂部

　　一年一度的塱原收成節經已在2012年1月1日及7日

完滿結束。我們在首天活動特別邀請到環保署副署長

黃耀錦伉儷和香港觀鳥會榮譽會長林超英伉儷出席，

並主禮一個別開生面的開幕剪綵儀式——用作剪綵的

綵帶和吊飾是用塱原種植出來的禾稈草製成。今年收

成節的規模及參加人數比以往更大更多，並新加了稻

草人設計比賽、塱原展覽和稻草工藝等攤位活動，兩

天的活動共有約六百位巿民參加。

2010-2012
塱原自然保育管理計劃

特別的剪綵儀式(�長春社)

　　塱原自然保育管理計

劃已於2012年2月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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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春社及香港觀鳥會已獲得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通

過，在3月展開新一期為期

三年的「塱原自然保育管

理計劃2012-2015」，希望

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小朋友挖到馬蹄後
顯得十分高興。

〜 楊莉琪 高級項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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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推
廣
活
動

教
育
及

自然保育消息

蒲　台

　　Geoff Welch日前向本會報告，發

現蒲台島上有人清除植物及懷疑進行發

展。本會非常關注事件，於2012年1月

向漁農自然護理署、規劃署及地政總署

報告。由於蒲台島當時未有任何規劃管

制，亦不在郊野公園範圍，現時事件由

離島區地政處跟進中。

　　事件由傳媒報導後得到很多會員及

公眾關注，離島區地政處向傳媒表示有

關地點涉及私人土地及政府土地。

〜 鄭諾銘 自然保育主任

2011年香港雀鳥十大事件網上選舉

　　過去一年關於雀鳥的新聞事件數量不少，本會特別舉行一次網上選舉活動，讓會員及公眾回顧過

去一年的新聞，提高對雀鳥保育的興趣。我們已於2012年3月公佈結果。

活動網頁http://bfs.hkbws.org.hk/vote

蒲台島上一些土地的植物被清除，以及放置了一個個的混凝土方塊。 
相片由Geoff Welch提供

　　本會呼籲政府盡快為蒲台島制定發展審批地區圖，以

嚴格管制島上的發展。政府於3月2日頒佈蒲台群島發展審

批地區草圖。

東亞─澳大行亞遷飛網絡

—海鳥工作組 〜 余日東 研究經理

　　東亞-澳大行亞遷飛網絡提供平台，讓多個東亞及太平洋國家在這個平台上討論各地區舉辦的

鳥類保育活動。遷飛網絡覆蓋由北面的俄羅斯及美國的阿拉斯加，至南面的澳大利亞等地區，除了

一些國家已成為遷飛網絡的合作夥伴，一些非政府組織如國際鳥盟及世界自然基金會等也加入了遷

飛網絡。遷飛網絡之下已成立數個工作小組，負責推動、討論及舉辦不同活動以保護包括鶴、雁鴨

及涉禽等多種鳥類及其棲息地，海鳥工作組正是最新成立的工作組，現正著手討論如何在本區域展

開海鳥保育工作。

　　香港觀鳥會獲國際鳥盟邀請，負責工作組的臨時協調工作，並由本會研究經理余日東擔任工作

組的臨時統籌員，並出席二零一二年三月印尼巨港的東亞及澳大利亞成員會議。會議將討論多項海

鳥保育活動，包括保育中華鳳頭燕鷗項目。中華鳳頭燕鷗現為極度瀕危物種，總數量少於50隻。國

際鳥盟／香港觀鳥會中國項目正推行一些保育及公眾教育項目，以拯救中華鳳頭燕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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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項
目

中
國

新界西北魚塘
管理協議計劃

　　新界西北魚塘管理協議計劃已於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展開，計劃長達

十三個月。此計劃得到香港新界養魚

協進會全力支持，通過與本地漁民合

作，以提高本地商業魚塘的生態價

值，特別是雀鳥的保育為目標。

　　是項計劃嘗試闡明魚塘是野生雀

鳥另一類重要的覓食生境，特別當本

地漁民定期排放魚塘水的時候，為水

鳥提供額外的食物來源，參與本計劃

的養魚戶需要在這段排水時間停止騷

擾雀鳥在魚塘覓食。此計劃希望達至

人鳥和諧，公眾亦可透過導賞了解這

個計劃的精神。

　　現時已有超過100名漁民參與本

計劃，範圍包括新界西北超過600個

魚塘。我們將繼續與漁民保持密切聯

絡，安排魚塘的排水時間表及定時到

訪，評估和核實參與漁戶能否達到協

議的要求。

西雙版納植物園
第二屆觀鳥節

〜 傅詠芹 中國項目主任

　　2011年的最後一天，我來到雲南省的最南端——西雙版納，代表

香港觀鳥會參加2012年1月1-2日的第二屆中科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

施華洛世奇觀鳥節。西雙版納是近年在國內鳥圈中知名度頗高的熱門鳥

點，2009年在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找到了中國首次發現的褐喉直嘴太陽

鳥，又在2010年錄得中國第二筆鉗嘴鸛的紀錄，讓這地方名聲更響。而

植物園擁有豐富的鳥類資源，又是國家級的旅遊景點，是推廣環境教育

的好地方。

　　承接去年的宗旨，第二屆觀鳥節旨在讓更多公眾認識鳥類、觀鳥活動及鳥類保育。這次觀鳥節共有18個來自中國大

陸不同地區的參展單位，不單有鳥會，還有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江西鄱陽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等保育組織。除了在攤

位展示他們所在地區的熱門鳥點和鳥種外，大家都精心設計了遊戲，例如與自然和鳥有關的謎語、拼圖、繪畫、候鳥遷

徒的互動遊戲。大會更在展覽場地放置了一棵願望樹，讓參加者寫上對鳥兒或環境的祝福和願望。此外，還有文化和藝

術團體參與，學生自製的手工作品也吸引不少遊客的目光！

　　觀鳥節的攤位設在植物園博物館外的一片草地上，因為博物館基本上是遊客必經之地，所以來參觀攤位的遊人絡繹

不絕，兩天內參觀的遊客多達3千餘人！博物館還展出了「鳥網」鳥類攝影者提供的鳥類作品67幅，使沒有望遠鏡的遊客

也能「近距離」地賞鳥！觀鳥節期間，植物園的科普教育組還招呼了當地的中學生，特別為他們安排了觀鳥活動，令他

們對自己所在的地方有這些漂亮和獨特的鳥兒而引以為傲！

　　這次觀鳥節，讓我看到中國的觀鳥和鳥類保育事業在進步，希望西雙版納植物園觀鳥節能夠在大家的支持下年復一

年的舉辦，並且越辦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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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黑
臉
琵
鷺

二
零
一
二

全球同步普查結果公佈

 
暨

 香港觀鳥會黑臉琵鷺記錄系統啟動

2012黑臉琵鷺全球同步普查結果公佈

　　黑臉琵鷺是全球關注的瀕危鳥種，主要分佈於亞洲東部；過去十多年，黑臉琵鷺的

數量呈現上升的趨勢。然而，黑臉琵鷺的總數卻突然由2010年的2,347隻下跌至2011年的

1,839隻，令人憂慮。本年度的普查正好消除我們的擔心，因為本年的黑臉琵鷺全球同步

普查共錄得2,693隻，再創歷史新高，比2010年的最高峰還要多15%。

　　香港觀鳥會研究經理余日東指出：「去年突然有數百隻黑臉琵鷺不知所終，令我們

非常擔心，幸而今年的黑臉琵鷺數目回升，並首次錄得超過2,500隻，大大消除我們的憂

慮。黑臉琵鷺數目上升主要因為在台灣及中國內地錄得顯著升幅。不過，我們暫時仍未

能完全解釋近兩年數目的起伏。」

　　余日東繼續指出：「雖然全球的黑臉琵鷺數目錄得新高，但在本港后海灣的數目卻連

續兩年下跌，由2010年的462隻，下降至2011年的411隻，再跌至今年的393隻，兩年共下跌

15%。后海灣是全球第二大的黑臉琵鷺越冬地，我們非常關注這個趨勢的背後原因。由於內

地沿岸的普查顯示一個較大的升幅，我們推測多了黑臉琵鷺逗留在較北的地區，導致香港今

年的數目繼續下降。當然，在真正原因未清楚前，我們仍然需要盡力維持后海灣濕地的重要

性，包括加強后海灣一帶的生境管理工作、紓緩這個地區的發展壓力，保護黑臉琵鷺的生活

環境。」

〜 香港觀鳥會新聞稿

(�周世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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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今年越冬黑臉琵鷺數量的下降可能與天氣有關，2012年的冬天比較和暖，有較多的

黑瞼琵鷺選擇留在較北的地區越冬，如中國東部、日本及南韓的數量增加了，而在后海

灣、海南島和越南等地的黑瞼琵鷺卻減少了。去年曾發現一隻裝置了人造衞星發佈器的

黑臉琵鷺留在柬埔寨過冬，顯示黑臉琵鷺可能會在一些偏遠地區過冬，而這些地區很少

觀鳥者或鳥類學家到達，因此我們需要繼續了解這些地區的濕地及其保育狀況。　

　　香港觀鳥會自2003年便開始統籌全球的黑臉琵鷺普查，令我們對黑臉琵鷺的了

解不斷增加。本年度的黑臉琵鷺全球普查於2012年1月13至15日舉行， 調查主要結

果如下：

2012年的普查共記錄2,693隻，比2011年的1,839隻多了854隻，上升46%；比

2010年的2,347隻增加了15%。

最大的越冬群仍是在台灣，總數目為1,562隻，佔全部黑臉琵鷺的58%，比去

年的834隻多728隻，比2010年的1,280隻增加了22%。 

香港和深圳錄得393隻，比去年的411隻減少了18隻，下跌4%，比2010年的

462隻減少69隻，減少了15%； 

中國大陸沿岸的數量上升了66%，從去年的198隻增加至今年的328隻，比

2010年的243隻增加了35%；

　　中國大陸、日本及南韓均錄得升幅，而在后海灣、海南島及越南紅河三角洲等較

南地區的數量則下跌。

　　本年度的普查地點包括南韓、日本、福建、廣東、海南、台灣、香港和深圳、

澳門、越南、泰國和柬埔寨。

　　本會特此鳴謝所有參與普查的組織和義工，令是項普查在過去多年得以順利進

行，令各地的黑臉琵鷺得到更好的保護，亦感謝「興華拓展有限公司」提供計劃的

部分支出。

香港觀鳥會黑臉琵鷺記錄系統啟動

　　為了搜集更多黑臉琵鷺在個別區域的移動狀況及遷徙路線的資料，本會獲「旅

行家有限公司」的慷慨贊助，正式啟動「黑臉琵鷺記錄系統」，鼓勵市民及鳥友透

過網頁遞交有關的觀察資料，協助我們保育這個瀕危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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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附件1：2012年各地普查結果

地區 Place
2010 數量
(佔總數%)

2011 數量
(佔總數%)

2012 數量
(佔總數%)

趨勢
(比較2011年)

台灣 Taiwan 1,280 (55%) 834 (46%) 1,562 (58%) 上升728隻 (87%)

香港和深圳 (后海灣)
Hong Kong & Shenzhen (Deep Bay)

462 (20%) 411 (22%) 393 (15%) 下跌18隻 (4%)

中國大陸 Mainland China 
(福建省、廣東省、海南省、 上海市)

234 (10%) 198 (10%) 328 (12%) 上升130隻 (66%)

日本 Japan 258 (11%) 270 (15%) 284 (11%) 上升14隻 (5%)

澳門 Macao 39 (2%) 49 (2.7%) 51 (1.9%) 上升 2 隻

越南 Vietnam 46 (2%) 49 (2.7%) 35 (1.3%) 下跌14隻 

韓國 Republic of Korea 27 (1%) 26 (1.4%) 40 (1.5%) 上升 14 隻

泰國 Thailand 1 (0.04%) 1 (0.05%) 0* - - -

柬埔寨 Cambodia 0 1 (0.05%) 0* - - -

總數 Total 2,347 1,839 2,693 上升 854隻(46%)

*普查期間以外於泰國及柬埔寨各錄得2隻黑臉琵鷺，不計算入總數。

附件2：統計圖

圖1：1989-90至2011-12年冬季的全球黑臉琵鷺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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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989-90 至 2011-12 年冬季的全球黑臉琵鷺數量  
 
 

　　余日東表示：「我們希望藉著此系統的成立，提供一個平台讓市民及業餘觀鳥者參與科

學研究，透過系統的互動功能，市民可以隨時上網了解黑臉琵鷺的活動地點及遷徙路線等資

料。我們亦希望將此系統推廣至外地，以獲得更多關於黑臉琵鷺的資料及讓更多人參與研

究。」任何市民如果觀察到已繫上腳環的黑臉琵鷺，可以提交觀察紀錄予「黑臉琵鷺記錄系

統」，包括腳環的顏色及編碼、觀察地點及其他有關資料，這些資料會令我們對黑臉琵鷺的

遷徙路線、活動範圍及壽命等有更深入的認識，對我們制訂保育策略有重要意義。

「黑臉琵鷺記錄系統」網址為：http://bfs.hkbws.org.hk/

　 

黑
臉
琵
鷺

二
零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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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鳥|軼|記|

　　第一次真正仔細觀察鵲鴝是在1994年12月，那次下課之後，長途跋涉的由香

港大學前往尖鼻咀觀鳥，大巴轉地鐵，地鐵轉火車，火車轉小巴，小巴又轉小巴，

輾輾轉轉，終於在沙橋村下車。甫一下車，撲鼻而來的是一股令人聯想起鄉郊地方

的氣味──那是附近養豬場發出的氣味。我對豬糞牛糞的氣味似乎有一種特殊的感

情，不但不以為忤，而且更令我回憶起以往香港鄉郊綠野的風光。

　　在養豬場邊的小樹之上，一頭雄性的鵲鴝鼓起羽毛，迎風傲立，在寒冬之中，

看起來仍然是英姿颯颯。距離雄鳥約20米的另一株小樹之上，雌鳥輕輕的發出

「咋~~，咋~~」的叫聲，在養豬場的氣味襯托之下，我終於明白為何鵲鴝又名「豬

屎咋」了。

城中歌者：鵲鴝
〜 圖／文 蘇毅雄

春回大地，一覺醒來，首先聽到的總是鵲鴝的歌聲。

　　單筒望遠鏡中的鵲鴝：不是黑與白這麼簡單，雄性的頭部、背部、胸部及尾部皆為泛著光澤

的黑色羽毛，與白色的腹部及翅上的白帶形成強烈的對比，十分醒目易認。如果仔細觀察，還會

發現鵲鴝那微帶鉤狀的喙部，顯示出鵲鴝那主要以昆蟲及其他小動物為獵物的食性。雌性的鵲鴝

身上為灰色及白色相襯，可以就此和雄鳥區分，而未成年的鵲鴝則胸部具有鱗片狀的斑紋。

　　春季是欣賞鵲鴝的最佳時機，每當天氣回暖，雄性的鵲鴝便會變身成為城中歌者，無論是在

市區的公園或是郊外地方，不管是枝頭樹頂或是人工建築物的欄杆籬笆，都成為了表演舞台。鵲

鴝的歌聲宛然動聽，音節複雜多變，時而低鳴嘆息，時而激昂高歌，仔細聆聽鵲鴝的表演，是一

種享受。然而鵲鴝的歌聲不是為了取悅路過的行人，也不是希望吸引觀鳥者的注意，牠們落力獻

唱，一方面以歌聲向其他雄鳥宣示領域的主權，趕退其他競爭者，另一方面則以歌聲吸引雌鳥，

希望可以有機會與雌鳥配對繁殖，傳宗接代。

　　其實包括鵲鴝在内的許多鳥類在繁殖期時會鳴叫或以歌聲展

示領域，為了設法趕退其他競爭的同類。高歌的鳥兒一方面

消耗極大的能量來捍衛領域，另一方面亦少了時間覓食，

更甚的是這種捍衛領域的行為會暴露其藏身地點，令其

面對額外的被捕獵者發現的機會。鳥類甘願冒險，為

的是可以有機會傳宗接代。若以播放鳥鳴聲招引雀

鳥，牠們可能會為了趕退這個本來不存在的「入侵

者」 消耗更多的能量，大大影響其繁殖的機會，也

會因為把本來覓食休息的時間用來應付「播音機」，

減少進食機會，面對更多捕獵或疾病的威脅，變相增

加其死亡的機會。真正愛鳥愛自然的朋友，這一點不

可不知，有機會亦可與身邊朋友分享分析，令更多人明

白當中的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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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年代當我修讀研究生時有一位學長在校園放置了人工巢箱，試驗巢箱對各種野

鳥的吸引力及對於鳥類保護工作的成效。我們很興奮的發現了「荷花池」其中一個巢箱

已被鵲鴝使用，並從親鳥攜帶獵物回巢箱的行為，推斷巢箱之中已有鵲鴝的雛鳥。我每

次經過邵仁枚樓，都會以望遠鏡靜心觀察鵲鴝親鳥忙碌往返的情景，一方面為親鳥打

氣，另一方面則默默地為巢中小雛鳥送上祝福。這一巢鵲鴝在偌大的校園之中似乎毫不

起眼，但卻為我的校園生活增加了另一番趣味。然而好景不常，有一回當有工友以長梯

在樹旁檢查校園設施後，翌日發現整巢鵲鴝不翼而飛，原本熱鬧生動的校園一角，如今

只剩下冰冷空洞的一個巢箱。是校方為了防止禽流感而移除了鳥兒？是鳥兒因為受驚而

另覓居所？或者是有人因為私心而將巢中雛鳥偷走？還是有其他原因？我無法確定。

　　唱功高明，外形俊朗，性格剛烈的雄性鵲鴝，不

但深受自然愛好者的欣賞，亦引來了另類「愛鳥人

士」的佔有慾，不少啾啾待哺的雛鳥在巢中被捕捉，

成為了終生被籠牢所困，失去自由的玩物。一九九三

年無線電視翡翠台的「鏗鏘集」主題《一鳥百鳥》探

討在大自然中觀鳥與養鳥的差異，此節目對愛鳥之人

影響甚深，有興趣的鳥友不妨在圖書館找來重溫。

　　近年籠養鳥的風氣已漸漸消失（雖然捕捉飼養其他生

物的市場需求正日漸升溫），以往捕捉雛鳥轉售圖利的行

為似乎已減少許多，加上觀鳥愛鳥的風氣在過去20年的推

廣，人為捕捉的威脅亦已解除不少，而鳥類亦似乎漸漸的

消除了對人類的戒心，特別是在市區公園之中，我們常可

以見到人類與鳥類共同生活的和諧景像。

　　如果我們只對珍稀鳥種垂青，則會錯過了大自然之中

許多精彩的點滴。鵲鴝是香港常見的留鳥，可能因為常

見，很多時候並未引起觀鳥者或攝影師的注意。或許我們

可以放下追求新鳥種的執著，嘗試對身邊常見鳥種多觀察

記錄，大家會發現觀鳥的另一番樂趣。



大麻鳽
CY LAM
米埔

Great Bittern
CY LAM

Mai Po

05/11/2011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草鷺
李振強
米埔

Purple Heron
Lee Chun Keung Riccardo
Mai Po

22/10/2011
DSLR Camera, 500mm f/4 lens



白肩鵰
李偉仁
米埔

Imperial Eagle
Andy Li
Mai Po

28/11/2011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遊隼
何建業
米埔

Peregrine Falcon
Kinni Ho Kin Yip

Mai Po

19/11/2011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鳳頭蜂鷹
Vivian Cheung
林村

Crested Honey Buzzard
Vivian Cheung
Lam Tsuen

04/02/2012
DSLR Camera, 300mm f/2.8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鵲鷂
余柏維
米埔

Pied Harrier
Yue Pak Wai

Mai Po

25/09/2011
DSLR Camera, 5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白肩鵰(左)及烏鵰(右)
何家偉
米埔

Imperial Eagle (left) and Greater Spotted Eagle (right)
Ho Ka Wai

Mai Po

25/11/2011
DSLR Camera, 800mm f/5.6 lens



綠頭鴨
余柏維
米埔

Mallard
Yue Pak Wai

Mai Po

14/11/2011
DSLR Camera, 5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劍鴴
鄭諾銘
米埔

Common Ringed Plover
Cheng Nok Ming

Mai Po

29/01/2012
Digiscoping

北極鷗
余柏維
米埔

Glaucous Gull
Yue Pak Wai
Mai Po

14/02/2012
DSLR Camera, 5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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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觀鳥會浮動觀鳥屋的木板路

　　近數年，靠近香港觀鳥會浮動觀鳥屋的一段木板路損壞情況愈見明顯，需要不

斷增加維修，以確保道路安全。木板路於1990年代建成，多年來讓我們方便地通過

泥灘前往觀鳥屋。為達至經濟效益，現在是時候更換了。更換工程將於2013年中展

開，惟在這段長達一年多的等待時期，希望各位可忍耐木板路帶來的不便。

米
埔
近
況

〜 施百納

在米埔保護區內閒暇踏單車

　　踏單車成為本港近年的受歡迎活動。過去一年，使用担竿洲路（通往

米埔的道路）的踏單車人士數量增多。有時，他們沿邊境禁區的道路，不

理會路邊的當眼指示牌，非法進入米埔限制區域。有些人士更作出不適當

的行為，如大聲喧嘩或穿著鮮色的衣服騷擾野生動物。我們特別關注這些

事情對棲息在沿邊境禁區路米埔北部基圍的黑臉琵鷺所帶來的潛在影響。

　　漁農自然護理署近期已檢控一眾違規的踏單車人士，向踏單車社群發

出強烈的訊息。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繼續跟漁農自然護理署及邊境警

方合作，共同找出持久的解決方案。相信這情況將惡化，尤其2012 年春天

邊境正式開放，以及數年內興建鄰近米埔的新單車徑。

　　香港觀鳥會會員如遇見上述擅闖米埔限制區域的踏單車人士，請通知

漁農自然護理署人員（詳情請看網上討論區），漁農自然護理署人員會攔

截並檢控違法人士。煩請注意，在基金會的註冊制度下，部分觀鳥人士獲

准在邊境禁區內使用單車，請不要誤會他們是誤闖的遊人。

擴大米埔用作放牧用途的淡水生境

　　繼成功採用水牛放牧法來管理米埔淡水魚塘生境，今年

夏季保護區將大幅增加放牧區面積，並引入另外三隻水牛。

這消息實在令人震奮，我們經過六年時間，證實可透過水牛

在米埔淡水生境棲息，以減少生境管理開支。保護區內共有

兩個新增的放牧區，較大的位於24號水塘，面積13.8公頃；

較少的位於17b水塘，面積只有1.8公頃，鄰近教育中心。

（�施百納）：米埔的水牛與牛背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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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麻鷹手記(三)

　　1/1/2012，新的一年開始了！夜晚我沒有參與任何倒

數活動，因為工作關係疲倦的身軀早已躺在床上。新的一

日，我帶著攝影器材來到西貢鳶仔樂園觀察我的朋友。大

約下午三時，已經有不少鳥攝愛好者聚集碼頭邊拍攝麻鷹

的鷹姿。其中一位攝影朋友向我憶述，他在數星期前拍過

一隻失去右腳掌的麻鷹，但後來已經不見了。

　　猛禽依賴腳部的利爪來抓起食物，那隻麻鷹已經失去一隻腳掌，我想，這

數星期以來，可能已經不能夠獵食維生而死去吧？

　　不料，攝影朋友突然看到牠的芳蹤，我用望遠鏡尋找牠，觀察到牠的飛行

速度比任何一隻麻鷹還要快、狠、但不準。從牠的羽毛顏色推斷，這麻鷹是一

隻亞成鳥，不敢想像自小的牠如何失去腳掌，看見跗蹠整齊的斷口、右邊尾羽

的損耗程度，我估計是捕獸器造成的。究竟那個捕獸器來自何方？香港？還是

中國大陸？幸好觀察其他麻鷹狀態也是良好，但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麻鷹因捕

獸器而落難？台灣老鷹曾講述獵人會在巢內放置捕獸器活捉甚至殺害成鳥，這

隻小麻鷹是僥倖者？

〜 圖／文 陳佳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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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這一隻斷了腳掌的麻鷹如何能夠生存？我觀

察牠的飛行到獵食技巧，牠飛行速度比任何一隻麻鷹

快、搖擺不穩定，看著牠正要捕捉水中的的食物，

和正常的麻鷹一樣，雙爪向前，非常清楚地看見那隻

可憐的右腳，看見牠不斷失敗、嘗試、再失敗、再賞

試，拿到的，可能是細小的肉塊，我想對牠而言，細

小的肉塊已經足夠了，只要利用速度去拿取更多的肉

塊，已經能夠存活。

　　另外，數月前我在不同的地方看過兩隻失去尾羽的麻鷹，但牠們不是因

捕獸器而弄斷，失去尾羽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同伴偷襲、生病、不正常換

毛等。尾羽作用是負責轉向、平衡及升降，情況和飛機的水平尾翼(horizontal 

stabiliser)一樣，失去它便不能平衡及升降。但是，即使失去了尾羽，牠們還可

以利用翼來彌補損失的尾羽，亦能夠做出各式各樣的動作、躲避同伴的偷襲。

　　生活在大自然，物競天擇，適

者生存，完全難不到這些有缺陷的

麻鷹，我心裡想著牠們的求生意志

真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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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凱喬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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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觀鳥日誌
〜 撰文及繪圖：余秀玲

褐林鴞 

2011年9月13日

　　褐林鴞是

行 蹤 穩 秘 的 貓

頭 鷹 ， 總 給 人

怪 裡 怪 氣 的 感

覺。要是夜半在

樹林看到牠而又

不 知 道 牠 是 何 方

神聖，恐怕會嚇過

半死。牠那雙大眼

睛由啡黑的纖羽圍

著，就像掃了誇張

的眼影。外圍有一環

白毛，讓本來已經很

大的眼睛看上去更大，

也使牠像戴了化妝舞會

的面罩。貓頭鷹的羽毛

大都有斑紋。雖然深淺

相間的結構看似十分複

雜，但是觀察時注意細

節，便能掌握其排列的

紋理。這也是繪畫和觀

鳥有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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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月 至 十 二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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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
 本月最罕有的雀鳥是在蒲台拍攝得的一隻純色尾鶲鶯（AC），這可能成為香港第二個記錄。其他罕有報告包括

由1日至16日在蒲台逗留的一隻烏鵑（GC，MT，GW等）期後在20日米埔也發現一隻（BS）。4日塱原有一隻北

蝗鶯（KJ）；11日米埔錄得一隻史氏蝗鶯（PJL）；15日后海灣出現一隻劍鴴（JAA）；19日落馬洲發現一隻嘰

喳柳鶯（PJL）；21日龍虎山出現一隻綠背姬鶲（BK）；由十月至十一月有一隻北鷚逗留在塱原。

 今年錄得的栗喉蜂虎數目比過往少，8日在米埔錄得最高數目是二十隻（EMSK，EWL）。本月雲雀有好記錄，

由9日開始，廣泛地區均有雲雀的出現的報告，當中包括塱原、米埔、豐樂圍、林村、落馬洲、甩洲及錦田。同

樣，阿穆爾隼也有不錯的報告，由7日至29日共錄得三十二隻，當中包括23日米埔錄得十四隻（MH）。

 2日在坪洋錄得二十隻金頭扇尾鶯的新高紀錄。9日在蒲台（BK）和30日在榕樹澳（JAA）有單隻黑鳽的報

告，兩個均是秋天最遲的紀錄，後者比紀錄遲了二十二天。9日米埔發現兩隻比秋季記錄早到了六天的雲雀

（JAA）。5日沙螺灣（HKBWS網站）和18日大埔滘岬角（RB）出現單隻灰背鶇，前者比秋季記錄早了四星

期。另外，16日川龍發現一隻早到了一天的白喉磯鶇（LWK）。

 除以上鳥訊外，上本月較顯眼的報告包括大埔滘有兩隻黃嘴栗啄木鳥及1日米埔出現兩隻北鷚（JAA）。在2日報

告包括：落馬洲發現一隻小田雞（PJL）；林村有一隻紅翅鳳頭鵑（EMSK）；蒲台出現一隻紫背椋鳥（MT）；

林村、米埔及蒲台共錄得十六隻黑枕黃鸝。4日塱原出現十一隻黑冠鵑隼（HKBWS網站）。4日蒲台有十五隻白

腰燕鷗（GW）。5日蒲台有十隻黑枕黃鸝（MK）。7日塱原發現一隻雀鷹幼鳥（MH）。8日大埔滘有一隻雌性

白眉地鶇（KPK）及蒲台發現一隻鷹鴞（PW，MK）。9日深圳河出現一隻白斑軍艦鳥（JAA）。11日落馬洲有

四隻水雉（PJL）。13日林村報告有一隻褐林鴞叫鳴（DT）。15日米埔錄得十隻草鷺（JAA）。

 下半月較顯著的報告如下：18日米埔有一隻厚嘴葦鶯（PJL）；20日蠔涌有一隻橙頭地鶇及一隻綠翅短腳

鵯（MT）；21日大埔滘發現一隻秋天較罕見的棕尾褐鶲（KPK）；22日甲龍一隻白眉地鶇及三隻橙頭地鶇

（JAA）；28日米埔有六隻水雉（DAD）；28日起塱原報告有兩隻黑頭鵐（MH）；塱原有一隻紅胸田雞

（BK）；29日城門有兩隻橙頭地鶇（KJ）；30日尖鼻咀發現一隻紅腳苦惡鳥（BK），河上鄉有兩隻黃頭鶺鴒

（JL），深涌報告有一隻純色啄花鳥（JAA）。

 由十月至十一月塱原最少有兩隻雄性和兩隻雌性山麻雀。相片仔細觀察發現最少有一或兩隻羽毛有籠鳥損耗

（M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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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月 至 十 二 月

十一月
 一個異常温暖的十一月，蒲台及香港島龍虎山某些日子報告有鶲類遷徙，除了個別罕有報告外，整體鳥況令人

失望。27日林村報告有斑胸短翅鶯唱鳴（EMSK），這可能成為香港首個記錄。其他罕有鳥訊包括：17日蒲台發

現一隻粉紅胸鷚（GW）；后海灣出現三隻因距離太遠未能辨認的天鵝（KL）；23日新田魚塘報告有一隻粉紅

椋鳥（JAA）。

 3日龍虎山報告有一隻紅胸姬鶲（LH），這是秋天最早的紀錄。10日塱原發現一隻北鷚（BK）。14日塱原

（BK）及沙灣分別報告有單隻阿穆爾隼出現，也是秋季最遲出現日子。

 本月蒲台有最少十一種鶲類的報告（大部分GW），9日至29日錄得在最少十二隻白腹姬鶲，是秋天錄得較異

常的湧入數目。而龍虎山，13日有一隻雌黃眉姬鶲，17日及20日報告有一隻雄性。14日發現一隻綠背／琉球姬

鶲（Aquagras）及一隻紅胸姬鶲，29日報告有兩隻紅胸姬鶲。18日及24日再有報告看見一隻綠背／琉球姬鶲

（BK）。另12日出現一隻較遲的紫壽帶（BK）。

 其他特別的報告有：1日塱原有一隻黃頭鶺鴒和栗耳鵐（KJ）；2日南生圍出現一隻黑鸛（BT），同一天蒲台發現一

隻硫磺鵐（GW）；6日塱原有一隻黑頭鵐（CNM）；8日后海灣發現一隻遲了的翹嘴鷸（RWL）；12日米埔出現十八

隻鳳頭麥雞（BK），另在鶴藪發現一隻牛頭伯勞（HKBWS網站）；13日塱原一隻北蝗鶯及一隻鳳頭鵐（MK）；14

日米埔出現兩隻雀鷹、一隻飛過的紅翅綠鳩和一隻鈍翅葦鶯（PJL）；22日出現八十隻中華攀雀（PJL）。

 本月在塱原出現的一隻羽毛損耗的灰雁，其後不同日子在南生圍及后海灣內再出現。

十二月
 隨十分温暖的十一月後，這是另一個鳥況十分差的月份，一個幾乎沒有鶇類和藍尾鴝的月份。本月亮點是11日

在米埔觀鳥初班活動拍攝得一隻蒼鷹（PC），這記錄或許使這鳥種由逸鳥名錄提升至香港主要鳥類名錄名單

內。另外17日大埔滘岬角發現的白尾藍地鴝（RB）或許同樣地會被晉升。

 本月有兩個罕有鳥類報告，6日后海灣出現一隻蠣鷸亞種osculans（RWL），這可能是香港第四個記錄，15日白

沙澳報告有一隻淡眉柳鶯（GJC），這可能是香港第六個記錄。另外28日在新田魚塘出現四隻白鶺鴒亞種lugens

的新高紀錄（JAA）。

 在其他較顯眼的報告如下：1日蒲台有一隻短嘴金絲燕（GW）；2日塱原出現一隻白鶺鴒的baicalensis亞種

（JAA）；4日大埔滘發現一隻斑姬啄木鳥（KPK），而在城門有一隻黑眉柳鶯（SLT），另外荔枝窩至谷埔共

錄得二十二隻金翅雀（JAA）；5日大埔滘發現一隻未辨認的「眶鶲鶯」；6日新田魚塘有一逗留的粉紅椋鳥

（JAA）；7日大埔報告有一隻橙頭地鶇（KF）；10日新田魚塘出現四十隻金腰燕（BK），同一天林村有一隻普

通朱雀（EMSK）；11日及31日在林村有隻越冬鳳頭蜂鷹報告，另11日有二十隻栗鵐（EMSK）；18日蓮麻坑有

一隻小蝗鶯、一隻矛紋蝗鶯及一隻普通朱雀（GJC）；20日米埔有一隻鈍翅葦鶯（PJL），另柯士甸山出現一隻

橙頭地鶇（JNP）；27日及29日在鉛礦坳有單隻紅脇繡眼鳥報告（KPK，SLT）；30日南生圍出現一隻白眼潛鴨

（JAA）；31日大埔滘發現一隻白喉磯鶇（K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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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觀 鳥 會 活 動 行 程 表 2 0 1 2 年 7 月至 9 月

 

室 內 講 座
日 期 時 間 題 目 講 者 地 點

13/4/2012 (五) 1900 - 2100
海鳥的辨識

(廣東話，中英文簡報)
余日東先生 香港童軍中心1107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

9/5/2012 (三) 1900 - 2100
雀鳥的分類

(廣東話，中英文簡報)
張浩輝博士 香港童軍中心1107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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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2012 (日) 0800 - 1600

大鵬灣及西貢東部水域
(詳情將於稍後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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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012 (日) 0800 -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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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乘巴士回程，14:00 回到九龍塘。) 

 水鳥

1/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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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012 (日) 0800 - 1200
城門
(08:00荃灣港鐵站B出口恆生銀行)  林鳥

16/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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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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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鳥及

過境遷徙鳥

30/9/2012 (日) 0800 - 1200
塱原
(08:00燕崗村公厠旁的涼亭)  田鳥和水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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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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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港幣$240 非會員：港幣$280 (請用附上表格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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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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鵬灣及西貢東部水域 [船費：會員港幣$240  非會員港幣$280] 

o 2012年7月15日(星期日) (       位會員       位非會員) 總人數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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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星期日) (       位會員       位非會員) 使用旅遊車總人數為                       。

o 2012年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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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2012年9月23日(星期日) (       位會員       位非會員) 總人數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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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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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橙頭地鶇
馮漢城
大埔滘

Orange-headed Thrush
Ken Fung
Tai Po Kau

07/12/2011
DSLR Camera, 400mm f/5.6 lens

白眉地鶇
蘇志偉
大埔滘

Siberian Thrush
So Chi Wai
Tai Po Kau

19/10/2011
DSLR Camera, 500mm f/4 lens



灰頭麥雞
何碧霞
錦田河

Grey-headed Lapwing
Irene Ho

Kam Tin River

18/02/2012
DSLR Camera, 3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鳳頭麥雞
何建業
米埔

Northern Lapwing
Kinni Ho Kin Yip

Mai Po

11/12/2011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水雉
李啟康
米埔

Pheasant-tailed Jacana
oLDcaR Lee
Mai Po

20/10/2011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水雉
李振強
米埔

Pheasant-tailed Jacana
Lee Chun Keung Riccardo
Mai Po

05/11/2011
DSLR Camera, 500mm f/4 l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