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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務

會
員

會 訊 及 項 目

編輯
小語

在11月中趁著平日有假期，和友人到塱原觀鳥，湊湊近期的數鵐熱潮。雖然當日

只見到兩種鵐，成績不佳，但見到多片金黃稻米田的美景，也令人十分喜悅！香

港觀鳥會和友會長春社在塱原工作了數年，不時傳來令人雀躍的雀鳥生態消息，

希望這個觀鳥熱點在未來新界東北發展下，繼續為雀鳥提供安居的地方。

〜 呂德恒

2015年度的續會及會員證
˙有效會員的人數截至12月初約為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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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的會員證以斑姬啄木鳥為主

題， 新的會員證已於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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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業 

2015年度的會員證正面及背面

第十二屆週年會員大會
　　今年的會員大會已於10月30日晚上假香港童軍中心

舉行，本會特感謝當晚42位出席的會員，共同參與大會

的決議及為本會會務提出不同的建議。當晚通過調整個

人全費會員的會費至$380-，而其他的主席報告事項可於

以下連結下載：http://www.hkbws.org.hk/BBS/viewthread.

php?tid=21707

觀鳥課程

　　《雀躍薈》第十七期觀鳥訓練證書課程基礎班已

於十二月中旬完結，是次課程首次與香港教育專業人

員協會合辦，共為36位會員及鳥友提供觀鳥訓練。另

外，第四期猛禽辨識工作坊將於2015年1月中舉行。

本會主席劉偉民先生匯報本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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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2012-2015
塱原自然保育管理計劃

海外觀鳥節 及 觀鳥比賽
˙	第二屆婆羅洲觀鳥比賽於9月24日至10月3日舉行，今年本會再度

獲邀，派出三位代表組隊參賽（觀鳥領隊沈鼎榮先生和兩位職員

謝偉麟先生及黃敏華小姐）。

　　今年秋季，塱原特別多「鵐」 :  小

鵐、灰頭鵐、黃胸鵐、栗耳鵐、栗鵐、田

鵐、黃眉鵐、黑頭鵐，就連秋季較少見的

硫黃鵐、連續第五個鳥季出現的鳳頭鵐、

塱原第二次記錄的葦鵐、甚至塱原首次記

錄的白頭鵐，一共12種，吸引了很多鳥友

來「朝聖」。除了鵐的種類，今年黃胸鵐

的數字最高錄得68隻，是自2005年管理以

來的新高，實在令項目團隊鼓舞！我們期

待有更多鳥種在塱原出現，希望鳥友踴躍

報告。

˙以濕地蹺蹺板為主題的台北國際賞鳥博覽會於10月25及26日假台

北關渡自然公園舉行，本會特派洪維銘先生（執委會委員）、楊

靖懃小姐（職員）及陳佳偉先生（觀鳥領隊）參展，向當地市民

及鳥友介紹本會的工作及香港觀鳥的資訊。

2014 婆羅洲觀鳥比賽

2014 台北國際賞鳥博覽會

˙另周家禮先生代表本會出席11月29-30日於馬來西亞浮羅交怡
舉行的第五屆亞洲賞鳥博覽會。

白頭鵐

© Kinni Ho

* 白頭鵐現為第三類別鳥種，塱原之記錄

尚待紀錄委員會核實。

紅耳鵯俱樂部

香港公園、九龍公園清晨觀鳥匯聚

香港公園 2014年8至10月參加人數：199人 

九龍公園2014年8至10月參加人數：376人 

香港濕地公園觀鳥導賞服務

2014年10月，俱樂部共有39人次出席導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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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自然保育消息

香港漁塘生態保育計劃

南生圍｢漁塘教育園地｣

　　一位「水鳥天堂」義工為我們在南生圍的教育

園地的貨櫃上創作了一幅油畫，油畫的設計包含三

個元素；漁民、魚兒和水鳥，寓意三者能得以各取

所需，和諧共存。南生圍教育園地是我們與漁民霍根有合作，在「有記漁

塘」內長期擺放一些展覽板、養魚工具及設備及圖片，歡迎參觀。

蒲台將來的土地用途

　　城規會將於2015年初，根據《城市規劃條例》

就蒲台將來的土地用途作出最後決定。本會連同其

他六個綠色團體於十一月與規劃署及漁農自然護理

署會面，再次提醒他們蒲台在生態、景觀及地質上

的重要性。自2012年本會建議將蒲台指定為具特殊科

學價值地點及郊野公園後，我們繼續證實了蒲台是

候鳥遷徙的重要中途站。截至2014年11月，我們在蒲

台共記錄到326種雀鳥，這數量是在香港能夠找到的雀鳥物種的六成。單在

2014年，我們已在蒲台記錄到兩個香港首次發現的物種，包括4月錄得的粉

紅山椒鳥和10月錄得的鴉嘴卷尾。大灣村附近的成熟樹林為經過長途飛行後

的過境遷徙鳥提供重要的覓食及棲息地方。鑑於蒲台對過境遷徙鳥的重要性

和獨特性，蒲台將來的土地用途應該專注在自然保育上。本會強烈希望規劃

署會採取適當措施，透過土地規劃保護蒲台的生態價值，以防止2011年骨灰

龕場非法砍伐樹林、「先破壞、後建設」的同類事件再度發生。

　　蒲台的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將於2015年3月前刊憲作公眾諮詢。在諮詢期

間歡迎公眾提出任何意見。本會會提供最新消息。

東涌新市鎮拓展

　　東涌新市鎮拓展研究的第

三階段公眾諮詢已於2014年10月

31日結束。本會與及其他綠色

團體對位於東涌西拓展中心位

置的東涌河表示關注。雖然發

展將會為東涌河提供一個緩衝

區，但周邊整體環境在景觀和

土地用途上的轉變會為東涌河

的生態帶來影響，包括水質及

生態連繫的影響。我們亦關注

新市鎮的規劃過程。綠色團體

強烈要求規劃署在執行分區計

劃大綱圖前實施發展審批地區

圖，這賦予規劃署權力採取執

法行動，阻止將來有機會發生

的非法破壞生態環境的活動。

『走在漁塘路上』漁塘生活親子體驗日

　　10月5日在元朗大生圍漁塘區，23位家長及小朋友在漁民蘭姐的指導

下，親自體驗漁民的日常工作，包括割草、餵魚、用小艇到塘中投放魚糧、

拋網捉魚等；家長更與漁工合作，教導孩子烹製午餐。午飯後，團友學習劏

魚及醃製鹹魚；最後，在漁塘遊走觀鳥，便帶著自己製作的鹹魚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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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消
息

中
國
項
目

9

關鏈生態系統合作基金(CEPF)項目啟動

　　由於野鳥偷獵的情況在中國南方一直嚴重，香港觀鳥會為此在7月成

功申請得關鍵生態系统合作基金(CEPF)的資助，以建設當地保育團體的能

力，希望有助推動解決非法捕鳥的問題。

　　項目在非法捕鳥情況猖獗的廣東和廣西兩省沿海地區開展，這一地區

同時也對勺嘴鷸（極危）和小青腳鷸（瀕危）等遷徙水鳥很重要。因此，

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加強監測和執法，以打擊偷獵活動。另一方面，吃野

味，特別是在南方沿海省份，是中國的飲食傳統。一些鳥種如黃胸鵐，在

中國這一地區更被視為佳餚，這助長了對野生動物的市場需求，提高公眾

意識和教育是改變當地人觀念的關鍵，而當地民間社會組織和志願者則是

提高公眾意識的主要力量。因此，提升當地民間社會組織在這方面工作的

能力非常重要。通過能力建設的培訓，這些組織和志願者將形成長期的力

量，以幫助解決長久以來非法捕鳥的問題。

　　我們在9月13-14日於廣東省的湛江紅樹林保護區管理局舉辦了項目的首個活動—環境教育培訓工作坊。29位

來自廣東和廣西民間社會組織的人員參與了這次工作坊。我們邀請了英國皇家鳥類保護協會的環境教育專家Barrie 

Cooper先生、北京天下溪教育諮詢中心的康耘小姐和施華洛世奇飛羽志願者領隊郭世軍先生為這次工作坊擔任培

訓導師。學員從環境教育概念的課堂、遊戲，以及城市公園的導賞技巧訓練中得到了啟發。最後還有為未來活動

做計劃的討論環節，好讓學員把所學的運用到以後的項目活動中。培訓工作坊後，Barrie Cooper 先生獲邀給嶺南

師範大學100多位師生做了一場講座，推廣環境教育對保育的重要性。

英國皇家鳥類保護協會Barrie Cooper 
先生講解針對青年人的環境教育對保育
的重要性。 

調查人員在栗
斑腹鵐的繁殖
地進行調查及
紀錄生境資
料。

環境教育工作坊導師與參加者合照。

圖牧吉小學的
學生在製作宣
傳栗斑腹鵐的
海報

栗斑腹鵐保育項目消息

　　經過三年對瀕危的栗斑腹鵐於中國東北部的分佈調查，研究組已累積了更多的

經驗和珍貴資料。今年繼續由北京觀鳥會率領、並包括香港觀鳥會工作人員的調查

隊伍多找到了9處新的栗斑腹鵐繁殖點，以及偵測到最少148隻個體，這是近5年的

最大數量紀錄。

　　在調查中，我們了解到栗斑腹鵐的主要威脅是棲息地喪失和退化——栗斑腹鵐

的繁殖棲息地是西伯利亞山杏灌叢草地，現在因農業發展而逐漸消失，或因為過度

放牧而造成破壞。然而，要拯救栗斑腹鵐就必須提高公眾和政府的保護意識。今年

我們跟北京天下溪教育諮詢中心和當地政府機關合作，在五月的「鳥愛週」期間舉

行宣傳和學校教育活動。我們分別到了科爾沁和圖牧吉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兩所學

校，給學生播放栗斑腹鵐的紀錄片和講座。除此之外，我們學生們分組製作栗斑腹

鵐的海報，向其他同學宣傳這在他們家附近而又瀕危的小鳥。除此以外，我們還帶

領學生們到當地的社區宣傳栗斑腹鵐等受保護鳥類和保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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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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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平漁護署小徑旁地面
　　一直以來，漁護署小徑（通往保護區的主

要道路）旁的地面受侵蝕，令小徑大部分路面

下陷。如遊客進入保護區時未有注意，可能造

成危險。為確保安全，我們將提升小徑旁的泥

路面，達至小徑的石屎路面的相同水平。工程

將分期進行，以減少對遊客及野生動物所的滋

擾。第一期工程擬於今年冬季進行。如這項工

程造成任何影響，我們為此致歉。

米
埔
近
況
文：柯袓毅

（由梁嘉善/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提供）。兩輪拖拉機正在保護區內剪草。

10號基圍須修剪蘆葦床
　　我們將於2015年初修剪10號基圍的部分蘆葦床。保護區已定立長期計劃以修復
不斷老化的蘆葦床，而10號基圍的工程是其中一部分。蘆葦床經歷自然變化，會漸
漸變得乾涸，另外，其他植物入侵並擴散，令蘆葦床面積減少，最終完全消失。對

保護區內數種雀鳥而言，蘆葦床是的重要棲息地，包括全球瀕危物種——遠東葦

鶯。因此，蘆葦床面積減將影響這些雀鳥。

　　修剪10號基圍蘆葦床的目的是逆轉整個演替過程。清除非蘆葦物種（主要是攀
援植物及草）可讓蘆葦重生及回復其健康狀態。這樣便可提供高質素蘆葦床達數年

之久，其後才須再修剪。如資源充足，我們可能擴充修剪工程至保護區內的其他蘆

葦床。

兩輪拖拉機
　　米埔近來獲得新機器，這輛兩輪拖拉機可在保護區內執行不同

工作，只要更換不同配件，便可改變其原設功能，令工作更有彈性

及省時。

˙剪草：主要用在保護區四周修剪草。備有兩種相關配件，一是裁

剪長草及蘆葦，二是裁剪短草。

˙碎木：備有碎木配件，可剪碎樹枝，令分解更快（減少堆肥空

間），又可在小徑旁行駛。

˙製造禿地：備有配件可推翻泥土及清除植物，可製造禿地。期望

可用於擴闊空地，為海岸鳥提供棲息地。

（由柯祖毅/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提供）。漁護署小徑旁的泥路下陷。

　　我們已開始使用該機器在保護區剪草，預計可大幅減少剪草時間，大約為揹背性剪草法所再需時間

的四分一。由於可減少時間，剪草次數便可增加，因此，可為雀鳥提供更佳的棲息地。我們期望可用於

修剪蘆葦（如上）。

　　保護區得以購買拖拉機，有賴一位長期捐款人士，我們為此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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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頭翡翠

肯尼亞觀鳥
圖／文：蘇毅雄

　　由於工作關係，近年常常要擔任領隊及導師到不同地區考察及拍攝，其中

肯尼亞的大草原生境以大裂谷地區湖泊的豐富生物多樣性令我印象深刻，自

2001年首次踏足後，多年來我已先後12次到訪該國，有幸認識該地各類有趣的

鳥類。

　　肯尼亞的大草原及分佈在大裂谷地區的湖泊，不僅是野生動物的家園，亦

是自然攝影愛好者的天堂。這裏有獅子、大象、水牛、犀牛、花豹等著名的名

星物種「Big Five」吸引著全球旅客的目光，還有速度之王獵豹、地上最高的

動物長頸鹿，以及遷徙時聲勢浩大的斑馬與牛羚。除了哺乳類，獨特環境亦為

鳥類提供了生存的空間，在這個一望無際的舞台，千萬年來，物競天擇，適者

生存，令鳥類發展出獨特的生存方式，及各具特色的外型及生活習性。到肯尼

亞觀察拍攝鳥類，可以更進一步了解生物之間的互動，亦令行程更多姿多彩。

　　常言道「早起的鳥兒有蟲吃」。不過蟲子可不是鳥類唯一的食物。生活在

大草原及大裂谷的淡水湖或鹼性湖的鳥類，為了適應環境而發展出不同的食

性，而其身體構造亦出現了相應的變化，形成鳥類世界的豐富多樣性。植食性

的鳥類有取食種子的各類梅花雀科及麻雀科成員，也有以花蜜為主要食物的

太陽鳥，亦有取食樹葉的鼠鳥，當然也有各類以果實作為食物的鵯類；捕獵

者則有以昆蟲及小型爬行類作為獵物的伯勞，或捕食鳥類或小型哺乳類的各

飽餐一頓後一對禿鸛在湖邊休息

斑鵰鴞



1212

類猛禽，夜間則有貓頭鷹填補夜間捕獵者的位置；各類秃鷹則擔

任起生態系統的清道夫，取食動物屍體。水生環境之中，鷺鳥及

鷸類以水中的魚蝦及其他無脊椎動物作為食物，體型巨大的鵜鶘

與鸕鶿及海鵰以不同方式捕食水中的游魚，色彩鮮豔的各種翠鳥

取食各種魚類、爬行類、兩棲類或昆蟲等，而火烈鳥（俗稱「紅

鶴」）則可以自在地生活於鹼性湖泊，並以獨特的喙部過濾出水

中的藍綠藻。

　　在肯尼亞進行生態觀察，我首選住宿在郊外地區，因為可以

與大自然儘量親近，爭取觀察及拍攝機會。在營地附近，出現得

最多的是各種各樣的鳩鴿科成員。鳩鴿類的外貌十分容易與其他

鳥類區分，牠們一般擁有較為修長的翅膀和發達的胸部肌肉，是

飛行的高手。生活在大草原生境鳩鴿類主要以植物的種子作為食

物，牠們會在地上覓食，快速收集掉落地上的種子，並儲存在位

於喉部的嗉囊。取食後的鳩鴿會以充滿強大肌肉的胃部將種子磨

碎，期間會以吞進肚內的沙粒石塊協助消化。為了有效地消化種

子，鳩鴿類亦會喝大量的水。鳩鴿類喝水的方法亦有別於其他鳥

黑眼鵯

林地翡翠

灰頸鷺鴇 Kori Bustard 是最重的可以飛行的鳥類，
體重可逾十七公斤

駝鳥是現存最大型的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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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非大裂谷的淡水湖泊是鵜鶘聚集的環境 秘書鳥覓食的情景十分能夠代表大草原

展翅的埃及聖䴉

顏色鮮艷的紫胸佛法傮

鶴類是終生婚配的鳥類，雌雄兩鳥配對了之後便會終身守在一
起生活及營巢繁殖。

類，鳩鴿類喝水時將整個嘴部插入水中，然後嘴部可以像

吸管一般連續不斷地吸水，而無需像其他鳥類般要不停地

抬頭將水吞入口中。鳩鴿類數量眾多，分佈甚廣，形成了

生產者（植物）與捕獵者之間的重要連結，為大草原的食

物鏈作出極大貢獻。

　　鳥類世界千變萬化，自然之旅，讓我們可以欣賞生物

的多樣性。觀察和拍攝鳥類，讓我們更能體會到大自然

的和諧。不論是初學者或有經驗人士，在肯尼亞觀察和拍

攝鳥類肯定令人有許多收穫，除了因為這兒的鳥類種類繁

多、各具吸引，令人目不暇給之外，由於肯尼亞國民對野

生動物都抱著尊重和敬畏的態度，並不會對其濫捕濫殺，

再加上保護區的設立及政策上對野生動物的保護，在沒有

受到人類捕獵的壓力之下，鳥類亦因而願意與人類更加親

近。

　　每一次旅行，都是一次學習的經驗。期待下一趟與大

自然的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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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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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e page) 栗葦鳽

林家興
塱原

Cinnamon Bittern
Kennix Lam
Long Valley

09/09/2014
DSLR Camera, 400mm f/5.6 lens



灰雁
何建業
米埔

Greylag Goose
Kinni Ho Kin Yip
Mai Po

23/08/2014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董雞
何建業
米埔

Watercock
Kinni Ho Kin Yip
Mai Po

06/08/2014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鵲鷂
李偉仁
米埔

Pied Harrier
Andy Li
Mai Po

05/10/2014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鵲鷂
麥江帆
米埔

Pied Harrier
kfmak

Mai Po

12/10/2014
DSLR Camera, 800mm f/5.6 lens



草鷺
路人乙
香港濕地公園

Purple Heron
passserby-b
Hong Kong Wetland Park

12/10/2014
DSLR Camera, 800mm f/5.6 lens

Zeiss Ad



Zeiss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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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一隻來港過冬的矛斑蝗鶯 
圖／文：James Lambert

　　2014年10月12日星期天的大清早，我沿著大圍港鐵站A出口的隧道，看見地上有隻小鳥。遠觀，誤會是一隻麻

雀；近看，才知是一隻矛斑蝗鶯，在香港的秋天發現牠的蹤跡實屬罕有。

　　小鳥看來有點迷糊、混沌，牠行動遲緩，在明亮的的大理石地面不斷滑倒。當我走近到牠身邊6、7呎時便飛

開。早上7時30分港鐵大堂往來的乘客不多，但慢慢增加。在這情況下，考慮小鳥的安全，我決定照顧牠，嘗試把

牠護送到一個較合適的地方。或者可以任由牠留在這裡，讓牠保護自己，但在人潮熙來攘往的港鐵大堂，沒有植物

等屏障掩護，小鳥難以閃躲，恐怕牠會凶多吉少。

　　今天約了Abdel Bizid在大圍集合，一起出發到米埔自然保護區觀鳥；他差不多到達大圍，我便打電話讓他在這

站下車，幫我一把，合力拯救這隻矛斑蝗鶯。

　　一邊為牠拍照、一邊用自己身體為牠設置安全屏障，以防乘客們一不留神把這隻迷途小鳥踏個正著；與小鳥近

距離接觸，才發覺牠羽冠受傷。綜合小鳥動態及羽冠的情況，估計牠應該是高速撞到玻璃，引致神智不清。以我經

驗了解，只要小鳥沒有嚴重受傷，開始時通常會顯得呆滯、不動，當牠們慢慢恢復過來後，行動回復敏捷、機警、

並最終會完全復原，自行飛走。這隻矛斑蝗鶯可能尚需一些時間回復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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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del還未到達，矛斑蝗鶯已飛到一排增值機前面，我們合力展開第一次捕捉，牠輕易逃離，飛到約60呎過

外，就在眾多乘客進進出出的入閘口前面停下來；牠疑惑地移近通道盡頭，是一個洗手間。最少，現在我們有較大

機會捉到牠。雖然這是我們第一次在港鐵站內捉矛斑蝗鶯，但有鑑於剛才失敗而回，我靈機一觸，脫去恤衫，向著

矛斑蝗鶯拋去；如有神助一樣，我順利地以恤衫罩著牠，成功抱起絲毫無損的矛斑蝗鶯。

　　矛斑蝗鶯安安穩穩地裹在恤衫裡，跟著我們要決定下一步怎樣做。在大圍港鐵站附近著實沒有適合放生雀鳥的

地方，返正我們要出發到米埔，我同意Abdel的提議到米埔放生這隻矛斑蝗鶯。這個安排却非要先解決一個問題不

可，雖然香港人會容忍外國人做出一些「非常」行為，但我現在赤裸上身，若要由大圍乘港鐵到上水站，不管我們

的「任務」多麽的崇高，港鐵站職員必定會出面干涉。

　　所以，我們要先將矛斑蝗鶯從我的恤衫轉移到Abdel的帽子，就在這時，矛斑蝗鶯飛走了。輕拍著兩翼就直飛

回港鐵大堂，牠再次往越見擁擠的乘客腳邊降落；雖然宣傳排山倒海，忠告市民行走時別觀看手提電話屏幕，然

而人們的專注力還是挺集中在手掌的方吋上。我忙著穿回恤衫時，Abdel三步兩併追在矛斑蝗鶯身後，口中唸唸有

詞，大說法文髒話，響徹整個通道。幸而Abdel手腳靈活，加上準確無誤的飛帽絕技，把矛斑蝗鶯穩拿在手。我們

從背包拿出相機、鏡頭，然後就將Abdel的帽子連同矛斑蝗鶯一併放進背包裡面，安全運送。

　　我們終於可以順利出發。到達米埔時，身邊這隻矛斑蝗鶯，在遷徙的過程中，經歷了一小段非常獨特的插曲，

除了從出生地北飛，穿越難以想像的長途旅程以外，還加上一段19公里的港鐵列車及8公里的計程車旅程。當我打

開背包放走矛斑蝗鶯時，牠活力十足、機警而且安然無恙。牠一飛沖天，直接飛到最近的蘆葦叢，轉眼間隱沒其

中，沒有再露面。

　　矛斑蝗鶯很體貼，沒有在我的背囊搗亂，只在Abdel的帽子外面留下一點點污漬作為記號；Abdel在找到洗手間

清洗前，標誌著一名非凡雀鳥拯救者光榮的徽章。

　　矛斑蝗鶯行為怪異，首先，牠與其他鶯不同，牠們經常在地面覓食，在縱橫交錯的樹根及樹幹間走動，行為與

老鼠較相似；其次，雖然人類行動笨拙、遲緩、身型巨大無比，牠們全然好像不怕與人類接近。誠然，一個光禿

禿、滿是霓虹燈點綴的港鐵站大堂與矛斑蝗鶯一般野外棲息的草叢肯定南轅北轍。

　　奇怪的是，按以往記錄顯示，原來香港觀鳥愛好者曾發現矛斑蝗鶯在港鐵站出現，所以並非如我們所想像的，

今次屬單一事件。牠們曾在長洲小輪售票處辦公室地上、在迪士尼港鐵站、甚至在一架薄扶林的小巴車廂中現身。

為何公共交通工具會吸引矛斑蝗鶯，實屬一個謎，值得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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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梁厚鍵 (紅耳鵯俱樂部組長)

　　現今智能手機普及，功能強大，各位可有想像

過你的智能手機，可以拓展為觀鳥導賞的好幫手？

圖中裝置的設計與製作，得以完成，首要向兩位觀

鳥前輩的啓發說聲謝謝，其一是蔡松柏師兄，另外

一位是勞榮斌師兄，是他們示範了如何廢物利用，

替一眾師弟妹和遊客們用手機在望遠鏡拍攝鳥兒

的。

　　2012年初，完成了紅耳鵯的觀鳥導賞課程後，

我在濕地公園當值，常遇到幾個難題，例如：找到

了色彩斑斕的翠鳥，好幾位遊客熱切地在單筒望遠

鏡後排隊輪候觀賞，但活潑好動的翠鳥在每位遊客

可以目睹其魅力之前已飛走了，錯過了這機會的遊

客失望之情溢於言表，只嘆無奈；部分不懂使用單

筒望遠鏡的朋友，特別是小孩和長者，他們老是看

到漆黑一片，經多番指導還沒有成功的比比皆是，

小孩倒沒有甚麽難為情，但成年人則間有一臉尷尬

之色；此外，當從望遠鏡裏看到一群鳥兒，但參觀

者卻找不到我們想介紹的一、兩隻目標鳥，也是讓

人懊惱。

　　基於此，加上兩位師兄的啓發，我開始思考解

決的方法。幸好現今網上的資訊豐富，參考了一

點 digiscoping（還未有統一的譯名，即數碼相機接

駁望遠鏡拍攝）的資料及市場上有關的商品，最終

決定來一個DIY和廢物利用的方法。去年，我終於

放棄用了六年的老舊手機，換了一台5吋屏幕，有

1920 x 1280解像度、後鏡頭有1300像素的國產牌子智

能手機，價格還是韓國、日本、和美國品牌的一半

也不到，然後製作了一個目鏡套筒和一塊固定手機

的承托板，將兩者結合起來，使手機背的鏡頭對準

目鏡，便成為圖中所示的望遠鏡實時顯示屏。

　　經過幾番測試和實地使用，上面所說導賞困難

基本一一解決。我還製作了一塊適用於任何手機的

承托板，用來替遊客從望遠鏡中拍下他們難得一見

的鳥兒寫真，得到遊客們的讚譽，也看見他們喜悅

之情，使我的觀鳥導賞工作也充滿了歡樂，覺得這

DIY工夫得到了無限的回報。

　　還有的是，智能手機上的拍攝、錄影，配合藍

牙檔案傳輸功能，也是可以令你的觀鳥導賞工作更

上一層樓的工具，具體是什麽，我賣個關子，好讓

你親身去發掘吧！

　　如你有同感，亦願意用你的手機來做觀鳥導賞

好幫手的話，你也可以發揮你無限的創意，來一番

DIY啊！

讓
智
能
手
機
成
為
觀
鳥
導
賞
的
好
幫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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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四 年  七 月 至 九 月

七月份

 最熱的六月過後，七月錄得自一八八四年有紀錄以來最高温度。9日一百七十三隻白頸鴉在米埔夜棲，創新

紀錄（WWF）。另在西貢報告有大量家燕棲息（ssrg）。

 七月的米埔，有定期觀察調查（WWF）。黑翅長腳鷸再繁衍成功，18日在十六、十七號挖闢塘發現兩隻幼

鳥；28日同在挖闢塘，看見一個有兩隻成鳥和六隻毛茸茸幼鳥的灰胸秧雞家庭；8日和23日米埔停車場最多

有四隻烏鶇，這可能是繁殖紀錄。另外，2日担竿洲路多於一個看見一隻鵰鴞的報告。10日和11日一隻紅翅

鳳頭鵑；15日一隻黑翅鳶；23日一隻林夜鷹。除了2日看見六隻黑臉琵鷺外，6日夏候鳥包括一隻是非繁殖的

骨頂雞，27日鳳頭鸊鷉，30日一隻紅嘴鷗成鳥。在水鳥遷徙較弱的情況下，在23日出現一隻較特出的半蹼

鷸，31日錄得唯一單隻普通燕鷗的報告。

 其他地方鳥況，1、13及20日大埔滘有一或兩隻褐胸鶲成鳥及最多四隻幼鳥（leo212, P&MW）；而20日

拍攝得一隻橙腹葉鵯幼鳥被一隻成鳥餵哺相片（inca）；14和15日黑冠鵑隼一家，兩大三小在坑頭出現

（JGH）；19日梧桐寨有隻愛發聲的小杜鵑，打破了夏季最遲出現的紀錄（JAA）；同一天錄得喜歡叫鳴的

大鷹鵑（AB）和一隻斑姬啄木鳥（JAA）。

 19日和21日遊塔門附近水域分別帶來一隻白斑軍艦鳥（Vivian）和一隻黑尾鷗亞成鳥（IT）。

 3日夏日炎炎西貢一燈光照明的街道裡，家燕群在電線上聚集夜棲（VC, ssrg）。24日七百隻（PJL），26日錄

得最高一千零十隻，27日跌至四百八十七隻（PC, ssrg）。

八月份

 另一個十分炎熱的月份，出現了兩個不尋常，「非時令」的水鳥紀錄。18﹣24日担竿洲路旁的魚塘出現一隻

雄性的白眼潛鴨（JAA）和23日保護區內發現一隻灰雁（P&MW）。香港觀鳥會網站內將貼的相片，展示該

鳥羽毛及其整體狀態良好，並沒有如受籠困及長途運輸等類似的損傷跡象。最後，討論集焦在這兩隻水鳥會

否真的因自然遷移而出現，或是因其他因素，例如，牠們會否與本地水禽繁殖場有關連。27日在灰雁出現後

的數天，有六隻中華斑嘴鴨到達米埔，但並沒認為異常（WWF）。

文：Richard Lewthwaite

 (本欄所登載之重要紀錄仍需「紀錄委員會」覆核及確認，而遞交紀錄的人士亦不一定代表為首位觀察者，紀錄
委員會會把最終確認的結果及遞交紀錄者姓名刊登在「香港鳥類報告」上， 委員會鼓勵觀察者使用的上載於觀
鳥會網頁／討論區的表格提交觀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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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四 年  七 月 至 九 月

 本月1日有兩個秋季異常地早到的鳥種：加洲花園出現一隻早了四星期的短嘴金絲燕（DJS），及在米埔有一

隻達烏里寒鴉（按GW），這早了八個星期。而後者或許是五月尾在彭褔公園裏出現的同一隻達烏里寒鴉。

 米埔再成熱點，6日發現一隻雄性董雞（DAD, CT）。在這期間所出現的涉禽數量也十分好，8日八百三十隻

紅腳鷸、七百一十隻青腳鷸及九十二隻中杓鷸，14日兩隻蒙古沙鴴亞種atrifrons、一隻紅腰杓鷸、十五隻半蹼

鷸及九隻長趾濱鷸（WWF）。后海灣以外，只有數個的涉禽報告，分別於20日和28日在赤鱲角出現的一隻太

平洋金斑鴴和一隻黑翅長腳鷸（EMSK）；另外31日在蒲台出現一隻蒙古沙鴴（jsk）。

 陸鳥遷徙數量少。7日在赤鱲角，一隻出現得都幾早的白眉姬鶲（EMSK）；16日大埔滘一隻綬帶（inca, 

IT）；本月最後一星期有小量陸鳥遷徙報告包括：25日城門有三隻綬帶和一隻冕柳鶯（SLT）；26日米埔有

一隻小蝗鶯（WWF）；26-31日赤鱲角、蒲台和愉景灣均有單隻紅尾伯勞的報告（EMSK, GW）；28日蒲台有

一隻極北柳鶯（GW）。

 本月最顯著的繁殖報告是在米埔一隻草鷺成鳥和兩隻成長的幼鳥（JAA），這可能是2013年夏季的同一對草

鷺。其他幼鳥的報告有：15日大埔滘有一隻霍氏鷹鵑（Ken）；18日鉛礦坳一隻橙頭地鶇（SLT）；24日西

貢報告有一隻紅翅鳳頭鵑顯然地跟一群約六十隻的黑領噪鶥一起活動（MT）；25日城門有一隻綠翅短腳鵯

（SLT）。

 23日在城門聽到褐漁鴞的叫聲（MDW），或許是這罕有本地鳥種的新地點的紀錄（因多年前這鳥種在城門的

觀察報告並未提交紀錄委員審核）。

 本月在西貢夜棲的家燕數目在下降，由3日一百九十隻，16日一百四十五隻，22日一百零八隻，到了29日只有

三十三隻（PC, ssrg）。

 香港海岸水域，5日近蒲台的岩石上有一百三十七隻粉紅燕鷗。其中一隻腳上有在澳洲斯温珊瑚礁套上的環

誌（NF, GW），17日另喜靈洲對開看見一隻普通燕鷗（jsk），18日塔門對開有一隻大鳳頭燕鷗（LL）

九月份

 這個令人難忘月份，出現數個令人眼前一亮的紀錄，7日至18日蒲台發現一隻鴉嘴卷尾（LYM, GW et al），

如被紀錄委員會確認，將成為香港首個紀錄。26日塱原發現一隻白眉田雞（AL），在水田間跟鳥友玩捉迷

藏至十月初，這是自一九九一年四月在米埔首次紀錄後的二個報告。9日馬鞍山有一隻第四個紀錄的北鷹鵑

（GKLC），首次紀錄是在一九九六年九月。19日在米埔一隻栗鳶亞成鳥（wah-jai），另27日香港島出現一隻

栗鳶成鳥（DJS），自一九九零年紀錄後僅有的兩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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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四 年  七 月 至 九 月

 24日南生圍一隻布氏鷚（PJL），這個香港第四或五個紀錄，比秋季早到紀錄早了最少九天。27日大埔滘

一隻純色尾鶲鶯（KPK），是早到了三天的第六個香港紀錄。2日米埔錄得九百五十隻灰背椋鳥前往夜棲

（JAA），數目是紀錄的八倍。

 5日米埔九隻赤膀鴨（WWF），早了六星期，繼八月尾的白眼潛鴨和灰雁後，是水禽在這秋季不尋常地早了

出現的另一例子。其他在九月份早到的鳥種：5日米埔有一隻北短翅鶯（DJS）；27日梧桐寨（TML, KJ）和

29日城門出現單隻黑眉柳鶯（act130），這比前紀錄分別早了一天及兩個月。

 天氣再度炎熱，19日蒲台錄得超過攝氏36度高温。米埔、塱原、大埔滘及蒲台觀察報告如常，另赤鱲角

（EMSK）和榕樹澳（DT）也定期有鳥況報告。這秋季各地區典型過境遷徙鳥況報告，黑枕黃鸝、紅尾伯

勞、北椋鳥、極北柳鶯、黃眉柳鶯及褐柳鶯等鳥況較弱；三寶鳥和小蝗鶯情況一般；較普遍的遷徙鶲類及山

鶺鴒狀況正常，另外比過往正常情況較好的有藍歌鴝。

 除此以外，值得一提的報告有5日和15日在米埔出現單隻遠東葦鶯（DJS, JAA）；

 16日一隻東方鴴；18日一隻黃嘴栗啄木鳥；19日一隻史氏蝗鶯；21至25日一隻勺嘴鷸（DAD等）。水鳥的

數目在一般情況都是適度穩定，當然也會有例外，如數量一般不太多的大濱鷸，21日米埔卻錄得八十四隻

（WWF），成了秋季其中一個最高的紀錄。

 在蒲台較搶眼的報告有：13﹣14日蒲台一隻仙八色鶇（HDM, JW）；14日一隻短嘴金絲燕和一隻小杜鵑

（KH, AC）；及30日一隻白喉林鶲；八月尾沙灘出現一隻容易接近的一隻蒙古沙鴴，最遲本月9日仍有牠的

報告（WD）。

 大帽山附近山巒的鳥況，15日城門一隻褐胸鶲（act130），26日鉛礦坳和28日大埔滘有單隻橙頭地鶇

（KPK）；28日大埔滘出現五隻小黑領噪鶥（KPK）。

 颱風海鷗是今年首個需要發出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的熱帶氣旋，15日晚上懸掛八號風球，在香港以西南偏南

處掠過向海南島方向移動。翌日早上，在鴨脷洲（GW）和內吐露港（RWL）出現約一百五隻燕鷗，混雜白

腰燕鷗、普通燕鷗、褐翅燕鷗、白翅浮鷗和鬚浮鷗等。在榕樹澳（DT）、米埔和新田（JGH, JAA）地區，

出現數群每群約二百隻的紅頸瓣蹼鷸。較早前提及兩個粟鳶報告和一隻白眉田雞的出現，有可能是颱風把他

們從菲律賓帶到香港，當然其他鳥隻也有可能因颱風海鷗緣故而在國內西南其他地方或在東南亞地區出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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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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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015 (日) 0800 - 1200 塱原   
(08:00 燕崗村公厠旁的涼亭)  田鳥及水鳥

10/1/2015 (六) 0800 - 1200 大埔滘   
(08:00 大埔滘公園仔停車場)  林鳥

18/1/2015 (日) 0800 - 1200 石崗   
(08:00 西鐵錦上路站C出口)  林鳥及田鳥

25/1/2015 (日) 0800 - 1600
米埔自然保護區   
(08:00 九龍塘港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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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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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015 (六) 0800 - 1300 南生圍  (紅耳鵯俱樂部領隊) 
(08:00 西鐵元朗站G2出口，彩晶軒酒樓門外)  水鳥

8/2/2015 (日) 待定
百搭日   
(詳情將於2月6日於網上討論區公佈)

15/2/2015 (日) 0800 - 1200 南涌和鹿頸   
(08:00 南涌路路口的涼亭)  林鳥及水鳥

22/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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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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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015 (日) 0800 - 1200 大埔滘  
(08:00 大埔滘公園仔停車場)  林鳥

14/3/2015 (六) 待定
百搭日  
(詳情將於3月12日於網上討論區公佈)

21-22/3/2015  
(六-日) 24小時 2015「香港觀鳥日 暨 觀鳥比賽籌款活動」   

(詳情於討論區公佈) 

29/3/2015 (日) 08:00 - 1600
蒲台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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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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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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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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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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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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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015 (日) 0800 - 1200 大帽山   
(08:00 荃灣港鐵站B出口恒生銀行)  高山草地鳥

香 港 觀 鳥 會 活 動 行 程 表 2 0 1 5年 1月至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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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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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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2015 (六) 待定
百搭日 
(詳情將於5月14日於網上討論區公佈)

24/5/2015 (日) 待定
百搭日 
 (詳情將於5月22日於網上討論區公佈)

6/6/2015 (六) 0830 - 1300 城門  (紅耳鵯俱樂部領隊) 
(08:30城門水塘菠蘿壩小巴站附近的茶水站)  林鳥

7/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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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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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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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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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鷸
譚錫朋
塱原

Greater Painted Snipe
Tam Sik Pang

Long Valley

12/04/2014
DSLR Camera, 5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灰頭麥雞
余伯全
米埔

Grey-headed Lapwing
Ractis John

Mai Po

05/10/2014
DSLR Camera, 400mm  f/2.8 lens  + 2x teleconverter



鳳頭麥雞
余伯全
米埔

Northern Lapwing
Ractis John
Mai Po

26/10/2014
DSLR Camera, 400mm  f/2.8 lens  + 2x teleconverter



白眉田雞
Allen Chan
塱原

White-browed Crake
Allen Chan
Long Valley

27/09/2014
DSLR Camera, 800mm f/5.6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