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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務

會
員

會 訊 及 項 目

編輯
小語

本會的高級保育主任何沛琳小姐已在本年一月初離任。我自己在本身工作上都有

接觸何小姐，她在任內盡心盡責地跟進多項保育議題，為環境保育發聲，她的離

任確是十分可惜。祝願何小姐在新崗位工作順利！

〜 呂德恒

2015年度的續會及會員證
　　有效會員的人數截至3月初約為18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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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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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至2015年1月 參加人數：245 人 

九龍公園

2014年11至2015年1月 參加人數：352 人 

香港濕地公園觀鳥導賞服務

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 

俱樂部共有143人次出席導賞活動。

北區花鳥蟲魚展覽 

本年度的展覽已於2014年12月23至29日舉行， 

感謝紅耳鵯及「水鳥天塘」的義工隊協助主持

觀鳥課程
　　第四期猛禽辨識工作坊已於2015年1月中

舉行，《雀躍薈》第十八期觀鳥訓練證書課

程基礎班亦於三月中旬完結，分別為15位及

33位會員及鳥友提供不同程度的觀鳥訓練。

第四期猛禽辨識工作坊 米埔戶外考察

觀鳥比賽
　　香港觀鳥日暨觀鳥比賽籌款活動已於 3月21

及22日舉行，比賽結果及花絮見本會討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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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香港公園綠色大搜索
　　2014/15年度的大搜索已於1月24及31日順利舉行，共有19間小

學、40隊共200人參加，打破過去的紀錄。感謝紅耳鵯全力支持。

香港漁塘生態保育計劃 
　　由本會及香港新界養魚協進會合辦的第一屆「新界漁塘節」嘉年華，已於2014年12月14日及12月20日舉行。兩天嘉年

華分別於元朗安興遊樂場及大生圍舉行，希望透過是次嘉年華，能令更多的市民認識新界漁塘與生態保育的關係。

元朗安興遊樂場

　　開幕禮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主禮，

市民除了透過攤位遊戲及實物漁具展覽認識更多關

於漁塘及雀鳥的保育知識外，更可以參加抛網遊

戲、試食漁民特色小食，了解本地漁民文化。
元朗大生圍

　　另一天的嘉年華走入大生圍的漁塘，令參加者

親身感受本地漁塘的風貌。在漁民的陪同下，參加

者親身體驗漁民日常管理漁塘的工作，例如餵魚、

割草及拋網捕魚，參加者更可以在漁塘品嚐新鮮製

作的鹽焗鳥頭。在場亦設觀鳥及定點導賞，介紹漁

塘的雀鳥及淡水養魚業的運作及設備。

鹽焗烏頭塘邊食烏頭

參觀正在維修的漁塘

冠軍隊伍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鴛鴦隊

拋網捕魚遊戲 嘉賓品嚐元朗烏頭

嘉賓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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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消
息

中
國
項
目

中國南部瀕危鳥種（勺嘴鷸和黑臉琵鷺）調查

　　由於我們對於中國南部沿海地區對水鳥重要性的認識相

對北方地區如黃海地區匱乏，因此，香港觀鳥會近年在中國

南部開展研究和保育工作。自從得到關鍵生態系統合作基金

（CEPF）的支持，我們積極在兩廣地區推動組織觀鳥團體，以

幫助這一地區的鳥類監測和發掘重要鳥點及其保護。

　　今年 1月 17日至 24日期間，香港觀鳥會聯合當地觀鳥

組織、自然保護區和科研單位，參與黑臉琵鷺全球同步普查

及隆冬勺嘴鷸同步普查。調查結果令人鼓舞：我們在廣東雷

州附城發現至少4隻勺嘴鷸（其中兩隻附有足旗，被標記中

的一隻更是繫上白色並寫上“MA”的足旗，是勺嘴鷸人工繁殖保育計劃中第一批人工孵化出來的勺嘴鷸），一隻

在廣東陽西縣的溪頭找到，另一隻在廣西北海觀察到；至少 10黑臉琵鷺在雷州附城同一個地方被發現，另外3隻

在廣東陽江對針涌，還有至少一隻是在廣西北海紀錄到。這次在雷州觀察到的蠣鷸，更是湛江地區的新紀錄。

　　這次更令人欣喜的是，相比前幾年，我們在這次調查中發現很少數量的鳥網。而一旦發現鳥網便立即報告

給地方林業局，好讓當局及時拆除這些鳥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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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瀕危動物研究所、廣西紅樹林研究中心、北海的觀鳥者、Jonathan 

Martinez 和吳文正。 

2012-2015
塱 原 自 然 保 育 管 理 計 劃

　　一年一度的塱原收成節已在 2015年 1月 4及 10日完成，今年已是第九屆舉辦收成節，兩天活動共有超過1

千名巿民參加，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及參與。我們期待明年塱原收成節 10週年，希望有更多新活動與參加者

見面。

　　塱原自然保育管理計劃將在2月底結

束，項目團隊亦已經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提出申請下一期保育管理計劃，希望可以延

續塱原的濕地管理及教育項目。

第九屆塱原收成節

繫上白色並寫上“MA”足旗的勺嘴鷸（張葦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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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婆羅洲觀鳥大賽
文：黃敏華

  香港觀鳥會再度獲邀參加 2014年 9月24至 10月 3日的婆羅洲觀鳥大

賽。自問觀鳥經驗尚淺的我，有幸和其餘兩位觀鳥經驗豐富的隊友代表

香港出賽。我們與另外來自 6個國家 8個團體的鳥友，橫距 3個主要的

地方，包括沙巴、砂勞越及汶萊，追尋超過 400種雀鳥，經歷 10天有血

有汗、有悲有喜、上山下海的緊密旅程。現在讓我為大家分享一下不同

地方遇到的趣事吧！

  沙巴站的比賽路線由沙巴神山公園的登山閘口展開，我們沿車路

一直往下走，沿途搜尋不同種類的雀鳥。突然，隨隊評判由慢步轉為

疾走，我們立即跟隨並超前，跑了三分鐘左右，聽到了其他隊伍說：

「走了！」。原來我們錯失了一隻高山婆羅洲特有種黑喉綠闊嘴鳥

（Whitehead's Broadbill）！我們傷心之餘，連鳥導也搖搖頭，大家一同

苦笑。走到一個轉角位，我們不約而同聽到一種非常高的音頻，耐心

等待，聲音由遠至近，像喇叭一樣，原來是一隻只有17厘米的黑冠幽鶥

（Black-capped Babbler），牠的叫聲和身形形成強烈對比，至今那種聲音

仍深深印在我腦海，揮之不去。

@Bond_shum

@Bond_shum

@lvan_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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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打根的 Rainforest Discovery Center（RDC）的觀鳥塔上，鳥況相對安靜，大家都覺得很奇怪，抬頭一看，原來小鷹

鵰（Wallace's Hawk Eagle）在築巢，其他鳥兒知道也避避風頭。突然一隻灰黃啄木鳥（Grey and buff  Woodpecker）飛到眼前

的一棵枯木上啄木，那細膩而快捷的動作足以令我著迷，其他參賽者也用相機捕獲牠的英姿後竊喜。轉戰林蔭小徑，忽

然聽到幾聲遠方傳來的鳥鳴，正當我們打探的同時，有兩位本地的參賽者向我們打手勢，示意我們別動及保持安靜。半

分鐘他們就用單筒駁相機在我們旁邊捕獲一隻紫頂咬鵑（Diard's Trogon），我們順方向望，按住內心的興奮又不禁暗罵：

「這麼近！」其後我們一起找到一對紫頂咬鵑，完了看咬鵑的心願，還互相交換情報及擊掌鼓勵。不同地方不同種族，

素未謀面而為雀鳥而興奮，我想是因為大家也愛觀鳥的緣故吧！

  在汶萊的 Ulu Temburong National Park，本身畏高的我堅持

勇闖40米高的樹冠高架台，感激同樣畏高的隨隊評判照顧我。在

緩慢的爬升中，我看到很多不同種類的鳥巢，有大有小，還有婆

羅洲最漂亮的鵯：鱗胸鵯（Scaly-breasted Bulbul）！隨隊評判也是

第一次看到！真的不枉此行，但回到地面時，我們笑著說這是唯

一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在這 10天，除了可和當地隨隊評判及不同國家的鳥友交流，

我看到超過 100多種婆羅洲的雀鳥。也因為是次旅程，那種可遇

不可求、迅間即逝及色彩奪目的感官刺激，使我開始愛上觀看林

鳥。愛觀鳥的你，婆羅洲不可能錯過！

@Bond_shum @lvan_Tse

@Bond_shum

@Bond_shum

@Bond_shum

@Bond_s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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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米埔保護區的守則

　　遊客進入米埔保護區的守則現已更新，詳情可瀏覽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

會的網站及香港觀鳥會討論區。守則的宗旨是保護野生動物，以及提醒遊客在

保護區內「可做」及「不可做」的事情，令所有遊客可盡情享受旅程。

　　守則新增一項重要條文，要求拍攝人士不可在保護區內及附近使用飛行攝

錄器，此舉可能對雀鳥造成極大滋擾。現時，保護區內未發現飛行攝錄器。但

是，在香港使用飛行攝錄器與日俱增，因此，基金會視此為潛在危險。

南面觀鳥屋

　　於1996年，基金會獲得香港觀鳥大賽所籌募的善款及國泰航空公司的慷慨

捐助，可在保護區南部興建浮動觀鳥屋。這座觀鳥屋可遠眺米埔及內后海灣拉

拇薩爾濕地的泥灘，為觀鳥人士及攝影人士帶來遷徙雀鳥的壯麗景觀。

　　近年，觀鳥屋的維修愈見龐大，包括地板、窗板及屋頂。另外，其木製的

重要結構更出現侵蝕現象；浮動部分亦老化及擬似滲漏，影響觀鳥屋的浮力。

因此，須要進行緊急重建，以確保安全及觀鳥屋穩定。

　　從今年春季末至夏季將重建這座建觀鳥屋，採用的物料包括可再生木材及

可再用的原屋已清拆木板。屋頂及牆採用 Onduline 綠色板，跟其他觀鳥屋類

同。同時，亦重新屋內設計，為遊客提供更完美的室內環境。

　　工程進行期間，這座觀鳥屋將全面關閉。敬請各使用者忍耐及諒解。

米
埔
近
況
文：施百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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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鳥
圖／文：蘇毅雄

  大學時代研究鳥類與植物的關係，閱讀了大量關於東南

亞鳥類的文獻，當中有許多都是關於犀鳥的研究，牠們獨特

的外型及繁殖方式讓我無限嚮往，希望能夠親自在野外觀察

這個類群。

  犀鳥在分類上屬於「犀鳥科」Bucerotidae，大部分種類頭頂上有著巨大的冠角，形狀如犀牛的角，因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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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

  香港境內的犀鳥早在有記載之前便以絕跡，

要一睹犀鳥的風采，我開始了觀鳥之旅。多年來

我曾多次前往雲南和廣西，希望遇到中國境內

的犀鳥，鳥類的確觀察了不少，可惜都與犀鳥

無緣。直至2004年於新加坡的離島瞥見了冠斑犀

鳥，雖然沒有留下照片，但犀鳥那近乎活化石般

的形象已在腦海中烙下印記，也讓我更希望認識

犀鳥科的成員。十年過去，我也在多個地方認識

了許多犀鳥科成員。

|觀|鳥|軼|記|

黑腹犀鳥的腹部及臀部及尾部為
為黑色，可以與其他犀鳥區分

菲律賓特有種的棉島犀鳥全球只分佈在
棉蘭姥島及附近幾個小島

雌性冠斑犀鳥的冠角較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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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犀鳥頭上的冠角是最為人津津樂道的特徵，而其獨

特的繁殖方式亦令人嘖嘖稱奇。另一方面，由於從外型

可以分辨性別及年紀，對於觀鳥愛好者來說更有趣味，

而對鳥類研究人員而言則更加有利，因為可以透過野外

觀察深入研究其生活習性、種群變化、數量變化等。亞

洲地區的犀鳥依賴原始森林作為棲息、覓食及繁殖的環

境，研究人員可以透過研究犀鳥而反映出其他物種的相

對情況，並作為森林健康的指標。

  犀鳥進食過程亦令人嘆為觀止，牠們的喙部巨大，

卻能夠以喙部末端靈巧地採集果實或捕捉獵物，然後精

確地將食物拋入口中。東南亞地區的犀鳥主要以果實作

為食物，亦會捕捉小型動物作為蛋白質來源。牠們可以

吞食細小及巨大的果實，而排泄物亦可以幫助植物傳播

種子，是協助森林再生的使者。

  成熟的森林是犀鳥繁殖的重要資源，犀鳥的婚配是

一夫一妻的，營巢時雌雄雙鳥會物色樹洞，或沿用以往

使用的樹洞，當找到適合地點後，雄鳥會以泥土、植物

碎屑、唾液等將樹洞封閉，只留下窄小的隙縫，雌鳥則

會在樹洞之中產卵並守候至幼鳥離巢，期間依賴雄鳥來

回運送食物。這種繁殖方法在鳥類之中獨一無二的。

  人類喜歡欣賞奇特的生物，但犀鳥卻因此而惹上殺

身之禍。人類覷覦犀鳥的美麗令大量犀鳥被各種方法獵

殺，只為了獲取其頭骨作為工藝品或作為完整的標本作

為擺設。雖然以往森林原住民部落亦有以犀鳥羽毛或骨

骼作為飾物或吉祥物，但亦只是有限度的獵殺，而且原

住民亦會將捕獵所得的一代傳一代，與現今被貪得無厭

的商業行為所推動的獵殺不可以同日而語。

  有見野生動物製品貿易對於犀鳥所造成的捕獵壓

力，現時共有4種犀鳥被列入 CITES 的附錄一（棕頸犀

鳥 Rufous-necked hornbill Aceros nipalensis、雙

角犀鳥 Great Hornbill Buceros bicornis、盔犀鳥 

Helmeted Hornbill Rhinoplax vigil  及淡喉皺盔犀鳥 

Plain-pouched Hornbill Rhyticeros subruficollis），

禁止貿易，亦有23種犀鳥被列入（附錄二，貿易

受監管）。儘管如此，非法捕獵及走私活動仍

然猖獗。拒絕購買野生動物製品，杜絕市場需

求，是法律以外我們可以做到的舉手之勞。

亞洲的犀鳥都是樹棲性鳥類。圖中的是雄性的冠斑犀鳥

在馬來西亞的一些
保護區架設人工巢
箱，希望能夠吸引
犀鳥使用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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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為捕獵是令犀鳥數量下失的原因之一，令情況更

加雪上加霜的是牠們棲息的原始森林正在以驚人的速度

消失，砍伐森林作為木材、紙漿、木碳，雨林讓路給農

地生產飼料餵養牲畜、大量被種殖然後被浪費的食物、

剝削勞工以謀取暴利的咖啡……這些都與我們日常生活

絕對相關。

  犀鳥在大自然中一直與原始森林共存共榮。由於體

型較大，而且具有獨特的繁殖策略，所以天敵不多，繁

殖速度也較慢。人類對森林資源的掠奪，令生存其中的

各種動植物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消失，東南亞地區的犀鳥

情況並不樂觀。

  多年來在東南亞及南中國各地的考察，見到熱帶雨

林被快速砍伐，有的成為刀耕火種，僅堪糊口的土地，

有的被變油棕林以供應市場需求，也有的被鋼筋水泥所

取代，成為文明發展的犠牲品。一片又一片的原始森林

在眼前急速地倒下，沒有換來長遠的經濟利益，卻造成

生境的永遠消失。我不能評論人類基本生存所需與無窮

追求物質之間的界限何在，然而作為人類的一員，面對

倒下的森林、空氣之中殘存的焦土氣味，以及犀鳥那漸

淡的身影都令我久久無法釋懷。

  每一趟的森林之旅，我都對犀鳥的行蹤特別注留

意。參天巨木之間傳來犀鳥那雄渾的叫聲、飛越樹冠時

翅膀有節奏的低沈聲音，以及頭上那有如頭盔的頭骨和

巨大得有點誇張喙部，每一次的相遇都令人有如返回蠻

荒時代的感覺，也提醒我們人類並不是地球唯一的住

客。

  犀鳥的叫聲和振翅聲彷彿是森林的呼吸聲，讓穿梭

森林之中的探索者感受熱帶雨林的脈動。我很珍惜每一

次在望遠鏡中瞥見在樹影之間的犀鳥群的奇妙體驗，也

期望我們的子孫後代也一樣可以欣賞到這群獨特美麗的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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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棕犀鳥在菲律賓南部
僅存的原始森林棲息

除了生境受到破壞，馬來犀鳥獨特的外型亦令其成為熱門的買賣對
象，進一步威脅其種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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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魏凱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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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鳥|軼|記|

Swarovski ad
all 2014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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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e page)



Swarovski ad
all 2014 issues

(before or aft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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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磺鵐
Peggy and Wilson Dring

蒲台

Japanese Yellow Bunting
Peggy and Wilson Dring

Po Toi

08/11/2014
DSLR Camera, 800mm f/5.6 lens



鳳頭鵐
陳巨輝
塱原

Crested Bunting
Sam Chan

Long Valley

26/12/2014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葦鵐
麥江帆
塱原

Pallas's Reed Bunting
kfmak

Long Valley

08/11/2014
DSLR Camera, 5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白頭鵐
潘士強
塱原

Pine Bunting
Jason Pun
Long Valley

15/11/2014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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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鳥|訪|天|涯|

  旅程其實在里昂開始，我們到了巴黎戴高樂機場，便逕自向與機場相

連的火車站走，轉車到中部城市里昂，打算住在法國朋友 Jacques 的家裏。

  大約兩小時車程抵達里昂，Jacques 還未到。我在車站內幾間書店找了

一遍，也找不到一本法國鳥書。

  Jacques 的房子是木構建築，偌大的花園種滿陌生的花草，舒服清幽。

我打開他小兒子 Basile 讓給我們暫住的房間露台門，便看到兩尾灰班鳩佇立

在鄰居的屋簷上，還有許多不熟悉的鳥聲。愛鳥的人相信應該精神一振興

奮起來了吧，可惜經過了十二小時的飛行加上時差，我們真的累壞了，縱

使現在只是下午一時也急需休息一下。

  Jacques 五時左右拍門弄醒我們，飲下第一杯 espresso 後 Jacques 已經預

備好單車，我們就這樣仍帶着幾分睡意踩進法國南部黃昏的田野裏去。

  這一帶都是一些小麥田、圍欄內養著獨特的法國黑白乳牛和雞隻。單

車行走中也看見更多的灰班鳩、北紅尾鴝等。我們在一泛藍的小湖邊停

下，一對優雅的天鵝在湖心浮動，沒有帶望遠鏡未知鳥種，但那一刻好像

處身歐洲的童話世界。

  五月的法國太陽到了晚上九時還是老神在在地掛在天邊，難怪鳥聲大

概要在十點左右才肯靜下來。

  第二天大清早六點便醒來，決定沿昨天踩踏的小徑看看，鳥況果

然不錯！錄得紫翅椋鳥（Common Starling）、Goldfinch、Middle Spotted 

Woodpecker、Wood pigeon、烏鶇（Black Bird）、小嘴烏鴉（Carrion Crow）、

北紅尾鴝、赤胸朱頂雀（Common Linnet）和一些未能辨認的鳥種。希望下星

期回到巴黎可以找到一本法國鳥書參詳一下。

  接下來的一天 Jacques 安排我們往附近的山區 Pre Alps（阿爾卑斯山的起

點）行。他先駕車載我們到登山入口，然後到附近探望住在老人院的父親。

法式觀鳥 圖／文：陳錦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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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議我們沿著藍色的路線走，會爬到一千五百公尺高

的 les Trois Becs，說這法文代表三個突出的鳥喙，並約

定下午六點和我們在這起點會合一起晚飯。

  小徑是緩緩的上坡路，樹木都很高大，有些開着色

彩鮮豔的紫色或者黄色花朵。走了一整天，只遇到一

對年輕的法國男女、一閃而過的鹿和在山頭上跳躍的狐

狸。

  雖然沿途我們看不到甚麼特別的鳥種，但那裏的風

景卻是絕美。法國的森林寧靜得很，相比我們的郊野公

園便顯得相當嘈吵。

  我想我們應該錯過了好一些含蓄的藍色指示路標，

迷失了路徑。幸好我及時發現小徑上顏色過於鮮豔的葉

子原來是油彩噴成的標記，連忙細心留意，花了點時間

才找回藍色的回程步道。差不多七時我們才在大雨中狼

狽地回到入口處，老遠看到焦急的 Jacques 跑著上前迎

接，他說等了個多小時很擔心我們的安危，已通知了公

園管理處正預備派人入山搜索。

  飯後，我們帶著又濕又冷的軀體回到附近的小鎮 

Saou，雖然察覺屋旁有一小溪流過，但已經太疲累沒有

能力再去探索，早早便上床休息了。

  翌日八點起床，走到鎮上唯一的小廣場，買了一

些麵包和明信片，在唯一的餐廳叫了兩杯 expresso，啃

著麵包坐下寫明信片，享受一個法式緩慢的晨光，等待 

Jacques 來帶我們去他祖父的舊莊園看看。

  很快，我們又在山徑上行走，前天的勞累仍未消

除，所以走得比平時都慢。進入了屬於 Jacques 的家族

領地，附近山坡都長滿了漂亮的野花和紫色的薰衣草；

Jacques 說野生的才叫 Lavender，和農場裡人工種植的 

Lavandin 有很大分別。法國的昂貴香水都是用真正的 

Lavender 提煉，價錢和一般的香水有很大分別。

  未幾，抵達 Jacques 的祖居，屋後山坡上的石砌建

築約莫有二百年歷史。屋已經空置，有些地方亦塌陷

了。Jacques 和他姐姐的家人也是每年才回來一兩次探視

和進行一些小修補。湖綠色的窗框、藍色天空接上紫色

的田野，我們在 Jacques 的祖屋裡享用了一頓簡單的午

餐。

  其餘三天里昂市內遊，在里昂最大的金頭公園（le 

parc de la Tête）看到許多綠頭鴨（Mallard）、蒼頭燕雀 

（Common Chaffinch）、灰雁（Greylag Goose）等等，大

都毫不在乎，大方地任由你坐在牠旁邊用手機拍攝大頭

相。

  里昂第七天，和 Jacques 一家四口和鄰居一行十多

人登上接近二千公尺的山峰 St. Michel。在仍然積雪的山

峰頂看到遠方的聖母峰和毫無懼意的黃嘴山鴉（Alpine 

Chough）。可能峰頂地方太險要狹小，人與鳥都逼近得

亦只能拿出手機記錄。山頂上還看到下面小盒子般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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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Jacques 說冬天積雪厚時這𥚃便是滑雪勝地，他們會

登上峰頂然後就一躍而下，說得輕鬆平常。

  黃昏回到 Jacques 的花園又記錄了禇紅尾鴝（Black 

Redstart）。

  第八天離開美麗的里昂乘TGV火車回巴黎。

  巴黎住宿在朋友宜靜打理的雅致民宿「珍珠」。宜

靜來自台灣，她的法國丈夫馬克也是觀鳥人，在巴黎天

文台工作。宜靜住在巴黎十多年，說得一口流利法語，

相比只在巴黎生活了幾年的馬克，她說自己更像一個巴

黎人。當晚我們約好在「珍珠」晚飯，由馬克掌廚。體

貼的他們已經安排好明天和我們坐火車到北部海邊的觀

鳥聖地 Le Crotoy 遊玩四天，大件的行李可以留在「珍

珠」，提醒我們只要輕裝上路。

  巴黎火車北站 Gare de Paris-Nord 是巴黎巿第二大

車站，也是歐洲其中一個最大火車站，有國際火車綫路

往歐洲各地，也可以乘坐「歐洲之星」往倫敦。我們站

在人如潮湧的車站月台，大家都望着大堂上不停轉動的

常健談風趣的優雅女士，也是一位畫家。我們進入小

鎮不久，Rosanne 便指著一間小屋説是作家 Jules Gabriel 

Verne 的住宅。法文名字我們一時都不知道是誰，幸好

宜靜流暢的法文解救了我們，弄清楚原來就是撰寫「地

心探險記」、「海㡳兩萬哩」和「八十日環遊世界」的

大文豪凡爾納。

  Rosanne 的住家在小路口，白色的房子，粉藍色的

木窗框，屋後有一偌大的花園，設有接待室、飯廳和

客廳，典型的法式三層漂亮小屋。屋內掛滿了女主人的

畫作，風格有點像後印象派的點畫，主題包括人物和風

景，色彩奪目繽紛。

  我們住在頂層閣樓，在百多年歷史的木構建築內走

動，吱吱地叫的地板就像向你細說着她的歷史。

  安頓妥當後，我們便散步到海邊的小廣場上。一尊

聖女貞德的銅像對着那片巨大的淺灘沉思。我們望著對

面岸細小的建築，馬克說當年貞德被法國人俘虜囚禁在

附近的房子。英國人重金購買了她轉送到英軍城堡，然

後有一天要她橫越這片遼闊的淺灘走到對岸，數天後送

火車班次表，然後一大羣人拖著大小行李離開，又一大

羣人填補原來的位置。

  車行兩小時到達小站  Abbevi l le，民宿的女主人 

Rosanone 和她的白色雪鐡龍已經在站外等候。一位非

到魯昂 Rouen 被判女巫罪行以火刑燒死，時為1431年5

月30日。

  馬克說好天的日子約需三小時走到對面，但要留意

潮汐時間和有人帶領，因為在沙洲上行走會看不到座標

容易迷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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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紅嘴鷗（Black- headed Gull）羣集在岸邊，還有

一些綠頭鴨（Mallard）。我們坐在餐廳的露天座位，每

人點了一大盆地道鮮美的藍青口。紅嘴鷗在我們頭頂和

身旁近距離飛過，就像廣場上的鴿子。六月顯然是牠們

的繁殖季節，頭頸的羽毛都換成香港少見的深黑色。

  時間尚早，我們餐後在附近的堤岸散步，看到巨大

優雅的白鸛（White Stork）不停飛過。馬克說明天會踏單

車到附近的濕地公園，那裡會有更多的白鸛。

  第二天早起，Rosanne 已經預備好豐富的法式早

餐。我們在亮麗的飯廳忙著品嚐不同的麵包和農莊芝

士、古典的青花瓷壺、新鮮的生果；這樣子的早餐大概

可以吃到中午吧！到底馬克已來過無數次見怪不怪，率

先離座起身執拾背包。難忘的早餐可以明天再嚐，我們

將單車從花園的小屋裏抬出來，檢查完畢便出發觀鳥。

  今天目的地是 Parc du Marquenterre，是個類似米埔

的濕地公園，佔地六百五十公頃。有記錄鳥類三百五十

種，是白琵鷺（White Spoonbill）在歐洲唯一的繁殖地

區。我們沿著單車徑毫不費勁地踩離小鎮，首先經過

一大片空曠濕地，看到完全不怕人的大天鵝（Whooper 

Swan）就在路邊築巢。牠們伸展長頸細心整理巢枝，不

時露出潔白的天鵝蛋。其他沒有巢要照顧的天鵝看見我

們就逕自好奇地游過來，黑水鷄和白骨頂的幼鳥也是如

此地全無懼意，那一刻我才明白馬克之前看到我那支

四百毫米鏡頭時的奇怪表情，他就只有一部全自動傻瓜

相機，可他拍出來的相片毫不遜色。這樣舒服的觀鳥

方式實在喜出望外，內心的感動難以形容。路上接著

還記錄了鳳頭麥雞（Northern Lapwing）、灰雁（Greylag 

Goose）、仍然大量的紅嘴鷗（Black-headed Gull）；牠們

吵耳得驚人的鳥聲等等……

  就這樣踩踩停停，我們中午時分才到達  Parc du 

Marquenterre 的正門。興奮之後肚皮空空，原以為會在

公園旁的餐廳午飯，可馬克卻領著我們往公園的另一邊

走，在高大的橡樹林裏坐下。宜靜拿出預備好的長法

包、芝士和紅酒，大家席地而坐，享受了一頓充滿安多

酚的午餐。說說笑笑間，一隻鴙鷄 (Pheasant) 在五十公

尺外走過，我和馬克連忙拋下兩位女士追蹤了一會。希

臘在羅馬帝國時代已經有引入雉雞，歐洲也在二百年前

從亞洲各地相繼引入並且野放，目的可能是供貴族們打

獵吧！鴙鷄可能知道自己味美，不容接近，連我的四百

毫米鏡頭也沒有辦法清楚拍攝到牠的尊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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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Crotoy 第三天，享用完同樣難忘的早餐後，馬

克帶我們沿着沙灘走，他說希望找到一種鳥，他只懂法

文名字，宜靜也搞不清楚是甚麼幫不上忙。

  Le Crotoy 的沙灘長得嚇人，我們在寂靜無人陽光

刺目的沙丘上走了一整個上午，極目下看到一些白鶺鴒

在海天之間。沙丘風很大，許多銀鷗（Herring Gulls）都

和我們一樣被吹得東歪西倒吃力地飛行。我們苦行僧般

費力地在沙上前行，馬克的目標鳥仍然是芳蹤渺渺。

  午餐後繼續在沙灘上蠕動，看到黑灰色的潮水正快

速從遠方湧來，馬克叫我們放心，現正站立的位置十分

安全，不用擔心。

  半天下來記錄了二十三種鳥，包括小天鵝（Bewick's 

Swan）、疣鼻天鵝（Mute  Swan）、黑天鵝、House 

Sporrow、Blue Tit、Great Back Gull、許多的白鸛巢、巢

上的鳳頭鸊鷉（Great Crested Grebe）等等……

  我們在六時左右迎著夕陽沿路折返，再次經過空曠

的濕地，但這次沒有再停下，反而回到小鎮時看到屋前

花園裏有一歐歌鶇（Song Thrush），斜陽下輪廓分外鮮

明醒目，有說他們的數量近年在英國和荷蘭下跌了五

成，原因未明。

  我們在沙丘上驚起一羣鹿，又看見一些二次大戰

的碉堡遺址監視著這片海域。馬克説，越過這片淺灘

便是英倫海峽了。這些都是德軍構築的防衛工事，而 le 

Crotoy 也是位於索姆河區（Somme），第一次世界大戰

時英法聯軍和德軍在這裏曾展開慘烈的戰役，雙方陣亡

人數共超過一百五十萬。

  我們在沙丘上步行了超過十小時，仍然找不到馬克

神秘的目標鳥。已經是晚上七時了陽光依舊普照，但我

們全身都是沙粒而且筋疲力盡。正納悶著如何走回旅

館？幸好馬克微弱的電話訊號聯絡到 Rosanne，經驗豐

富的他又找到小徑離開沙灘，再走了約莫一小時便回到

車路，看到 Rosanne 的白色雪鐵龍停在小路旁，大家都

開心極了！

  公園入口有一售賣紀念

品的精品店，全都是和鳥有

關的，我滿心歡喜以為可以

找到一本鳥書，可全都是法

文版本，幸好那些精美的紀

念品也讓我們樂了半天！

  進入公園不久便看到白鸛（White Stork）巨大的鳥

巢，他們到了八月便會飛到非洲北岸度冬。隨著環境改

變，近年數目已經大幅減少。我們和馬克宜靜很快便走

散了，公園安排許多年青俊美穿着綠色制服的男女導賞

員拿着單筒望遠鏡四處巡視，遇到有趣的鳥種便將單筒

鏡架設好招呼遊人來看，可惜法語不靈，我們只有互視

點頭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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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Crotoy 最後一天，仍然是未能忘懷的 Rosanne 和

法式早餐。今天馬克安排我們去划艇。雙體船式獨木舟

每邊可以坐四人，教練兼領隊看到我的長鏡頭相機便直

接安排我坐船頭，也是最吃力的位置。每人獲分配一隻

船杖和一個有蓋膠桶，叫我們把重要和不防水的物品都

放進去，然後放在腳底自己保管，其餘行李背包都存放

在岸上儲物室。

  經過簡單的技巧介紹，八人獨木舟很快便划出了平

靜的水域。我看到許多蠣鷸（Oystercatcher），可是獨木

舟搖擺不定，百公尺距離不能再接近，否則有擱淺在沙

洲上的危險，而且為了安全，教練也不會讓我落水步

行。蠣鷸也只能留下美麗模糊的記錄照。最後獨木舟靠

泊在其中一個沙洲旁。我們逐一下艇涉水登上雪白的沙

洲，然後看到有趣的海豹在水中浮潛，不時露出水面觀

察我們。望遠鏡到底也有用武之地，海豹趣致的表情清

晰可見。

  下午回到 Rosanne 住處和她依依道別，搭乘火車晚

上回到巴黎。

  接着一星期的巴黎遊非關觀鳥，就此打住吧！

  後記：回到巴黎走遍各大書店、塞納河兩岸的舊書

攤、拱廊街裏的珍貴古典書店仍然只找到法文鳥書，若

有所失。臨走前兩天馬克傳來短訊，説網上有一位法國

女士，觀鳥的丈夫剛剛過世，有一堆鳥書留著沒用打

算出售，而且價錢相宜。長長的書單中我留意到一本 

Birds of  Europe，英文版應該合用，就拜托馬克替我買

下，還順便買到一本 Birds of  Africa；這本留待將來日

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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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月 至 十 二 月

十月份

 一個相當沉悶的月份，22日米埔一隻布氏鷚（JAA）及27日一隻棕眉柳鶯（PJL）是唯一兩個罕見的鳥種的報告。較稀

有及常見的過境鳥如栗喉蜂虎和黃眉柳鶯的數量都比一般的弱。雖然如此，這月有各種各樣的過境遷徙鳥，本月錄得

數量相對較好的阿穆爾隼，19日尖鼻咀有十二隻及翌日米埔有十四隻（P&MW, PJL）。3日及27日在米埔錄得的矛斑蝗

鶯，高峰有十隻（DJS, PJL），另12至 28日在大圍港鐵站、榕樹澳、 赤鱲角及蒲台均有矛斑蝗鶯的報告（JL, DT, EMSK, 

GW）。3至21日有一至兩隻橙頭地鶇在何文田、城門、大埔滘及九龍寨城出現（JY, SLT, KPK, WD）。兩個破了秋季早

到紀錄的鳥種，分別是12日在蒲台的燕雀（GW）和13日在何文田出現的一隻紅尾歌鴝（鳥友A），分別早了九天和三

天。

 此外，在米埔地區的鳥況：1日一隻小濱鷸（WD），4日一隻紅翅鳳頭鵑（DAD）；7日一隻紫背葦鳽、一隻黃腳三

趾鶉和一隻葦鵐（PJL）；10日單隻長嘴鷸和半蹼鷸，還有一隻可能是北鷹鵑的鷹鵑（TML, PJL）；13日一隻小田雞 

（WWF）；20日三隻鳳頭蜂鷹是秋季唯一的報告（PJL）；21日出現秋季數量較多的七十七隻鐵嘴沙鴴報告（WWF）；

31日一隻短嘴金絲燕（WWF）。

 至本月4日在塱原再看見在九月份發現的白眉田雞（MH, TML）。池塘和稻田再吸引不同種類的遷徙鳥類：4日及14日單

隻黃腳三趾鶉（KJ, YWH）、7日及10日單隻黑頭鵐和黃眉鵐（inca, CYT）、11日錄得秋季首個栗耳鵐報告（esther）、

19日一隻雌性鴛鴦（TML）、20日一隻小田雞（esther）、26日一隻灰胸秧雞（KH, LYM）及27日四隻山麻雀。

 蒲台：14日一隻蛇鵰、26日一隻烏鵰和28日一隻普通夜鷹（GW）。

 大埔滘報告包括：5日發現一隻未能分辨的眶鶲鶯 Seicercus  sp.（KPK）、16日一隻棕尾褐鶲（ken 2012）及17日一隻白眉

地鶇（Vivian）。

 其他地方鳥況，4日白沙澳似乎是出現了首個噪鵑的報告（GJC）；9日一隻黃嘴栗啄木鳥在西貢西沙路邊出現（AH）；

11日石澳高爾夫球塲一隻黑鳽和一隻戴勝（DB）；17日長洲一隻褐漁鴞（MDW）；25日船灣海有一隻黑臉琵鷺

（PJL）。

十一月份

 一個令人興奮的月份，出現三個有潛質成為香港首個紀錄的候選鳥及六個罕見鳥種的報告。

 有潛質的候選鳥包括：白頭鵐（11至19日有一隻在塱原JP, TML）、棕胸藍姬鶲（17至18日單隻雄性在摩星嶺及18日在流

水嚮 DJS, DAD）及亞洲短趾百靈（24日有一隻在落馬洲P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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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詳情請參閱將出版的香港鳥類報告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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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月 至 十 二 月

 罕見鳥種報告有：18日米埔出現一隻只是第二個香港紀錄的紅頸葦鵐（PJL）； 2至4日塱原一隻紅背伯勞（WD, TML）；

4日米埔一隻染色山雀（按TML）；6日塱原一隻長嘴鴴（JL）；17日落馬洲一隻紅色頭的白秋沙鴨（PJL）；29及30日米

埔一隻雄性中華仙鶲 （YLT, JGH），以上全都可能是第四或第五個香港紀錄。

 23日有新高紀錄，二十五隻的紫翅椋鳥在大生圍出現（WAP）。其他數量較多的鳥種報告有： 3日落馬洲七十隻黑眉葦鶯

（PJL）；6日米埔五十五隻阿穆爾隼（WWF）；6日米埔四百二十九隻黑臉琵鷺（PJL）可能是香港單個觀察點的最高紀

錄；8日塱原六十隻褐柳鶯和一百二十隻黃胸鵐（EMSK, RWL, DAD）；17日坑頭村出現六十隻烏鶇（JGH），同一天西

貢有八十隻金腰燕（AH）。

 本月首三星期出現異常好的鵐類遷徙，共錄得十六個鳥種，有十二個鵐種到訪塱原的稻田。除了已提及的白頭鵐和黃

胸鵐外，還有以下單隻出現的鵐類：3至9日的硫磺鵐（WD, GT）；4至9日葦鵐（IT, GT, WD）；4日及13至15日黑頭

鵐（TML, dawnleaf, Allen）；14日黃眉鵐（DAD）；14日及20至21日田鵐（DAD, LH, WD）；16及20日鳳頭鵐（JLeung, 

LH）。這期間數目不多於四隻的鵐類有：小鵐、灰頭鵐 、栗耳鵐和栗鵐（LCF, AB, WY）。

 蒲台是另一觀賞鵐類好地點，4至13日有單隻白眉鵐、黃喉鵐及黃眉鵐，另最多三隻硫磺鵐（GW, AB, esther, WD） 。

 其他地方的鵐類報告： 10日及12日米埔有單隻蘆鵐報告（PJL, JAA）；15日尖鼻咀一隻黃喉鵐（按 YYT）；18日二澳一

隻栗耳鵐（MDW）。

 被吸引到塱原的稻田、池塘、水田和乾田的遷徙鳥有：2日（LCF）及18日至23日（RWL, P&MW）單隻雌性牛頭伯勞；

2日（LCF）一隻紅胸田雞；4日，一隻鳳頭蜂鷹、一隻日本松雀鷹、十隻阿穆爾隼、一隻短嘴金絲燕（IT, LCF）；5日

兩隻金翅雀（esther）；由8日開始兩隻水雉和一隻普通秧雞（KJ）；15日一隻黑腹濱鷸（CKF）可能是在塱原的首個報

告；16至21日一隻雌性山麻雀（coconutcat, LH, TML）； 21至23日斑鶇（TML, P&MW）； 23日一隻紫背葦鳽和一隻燕雀

（P&MW）。

 后海灣其他地區的鳥況：3日落馬洲兩隻小田雞和一隻粉紅椋鳥幼鳥（PJL）；5至6日米埔有一隻水雉和一隻普通秧雞

（WWF）；6日一隻東方白鸛（按TML）和18日一隻黑鸛（PJL）；21日米埔浮橋一隻長嘴鷸、一隻棕頭鷗和一隻比秋季

紀錄早了四天的漁鷗（IT）；24日落馬洲出現一隻可能是白頭鷂和白腹鷂的混種（PJL）；25日南生圍三十四隻黑短腳鵯

（JGH）；29日米埔浮橋一隻遲走的翹嘴鷸（IT）。

 在蒲台，除了上述報告的鳥況，還有以下報告：4及20日一、兩隻燕雀（GW, AB）；9日一隻比氏鶲鶯和兩隻白腹鶇

（AB）；13日及25至27日一隻紅胸姬鶲（GW, KK）；16日五隻赤紅山椒鳥、兩隻叉尾太陽鳥、一隻黑眉柳鶯（AB）；

18日一隻白眉鶇和二十四隻北紅尾鴝（GW）；25日一隻比秋季紀錄遲了四天的阿穆爾隼（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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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月 至 十 二 月

 較顯眼的報告有：1日九龍公園有一隻橙頭地鶇（web）； 同一天大埔滘有一隻斑姬啄木鳥、 一隻黃嘴栗啄木鳥及一

隻遲了的冕柳鶯（KPK）；2日榕樹澳一隻巨嘴柳鶯（DT）；12日長洲四隻阿穆爾隼，同一天赤鱲角出現五隻（MDW, 

Morten）；13日大埔滘一隻山鶺鴒和一隻長尾的綬帶（leo2012）；17日城門有一隻黑枕王鶲、兩隻方尾鶲、兩隻烏鶲、

兩隻北灰鶲、一隻紅喉姬鶲、三隻一隻鴝姬鶲及一隻銅藍鶲（SLT）。

 22日大埔滘有一隻紅脇繡眼鳥和一隻黑眉柳鶯（KPK）； 23日白沙澳有五隻古氏[冠紋]柳鶯（GJC）；27日城門有一隻

雄性小仙鶲（Mon），隨後29及30日出現一隻雌鳥（AB, WD）。

 本月晚間活動鳥類報告：4日蒲台錄得的一隻林夜鷹（GW）和30日馬頭圍的一隻普通夜鷹（coconutcat）。

十二月份

 另一個令人興奮的月份的焦點是： 31日大埔滘出現一隻黑眉擬啄木鳥（YYT），如紀錄獲接納，將會是香港首個紀錄。4

至16日西貢出現一隻香港第六個紀錄的栗鳽（Jake），這鳥種於1988首次發現。由18日起米埔出現一隻紅色頭的白秋沙鴨

（按JAA）， 是這冬季出現的第二隻鳥及第六個紀錄。18日南丫島發現一隻垂死的短耳鴞（HKBWS），21日發現另一隻

在米埔出現，自二零零五年後的第五和第六個紀錄（JAA）。21日米埔出現第六或第七個紀錄的一隻灰雁（按TML）。25

至26日蒲台一隻雌性紅翅綠鳩（esther, GW），這或成為第七個紀錄。29至31日白沙澳一隻雌性白尾藍地鴝（GJC），其

中一個紀錄較少的鳥種，近期才被升格為香港鳥類名錄第一類組別。

 由28日至2015 年1月初在九龍窩仔山出現白的一隻白喉林鶲（jsk_ppp），該鳥一般在香港以南地區越冬，若被接納為野

生遷徙候鳥，這會是首個冬季紀錄。

 米埔地區再次被好好的觀察，本月較顯眼報告包括：26日出現可能是這冬季唯一一隻的翹鼻麻鴨（JAA），這鳥種曾經是

大量在港越冬；1及6日一隻紅胸姬鶲（JAA, AB）；3日一隻北短翅鶯（WWF）；5日一隻斑鶇（quertyalex）；6日一隻白

眼潛鴨和十九隻數量接近新紀錄的紅頭潛鴨（P&MW）；7日 七百一十二隻灰斑鴴及一隻漁鷗（WWF, IT）；10日一隻鵲

鷂、一隻紅胸田雞和一隻葦鵐（WWF）；14日一隻栗葦鳽（AB）；27日一隻短嘴金絲燕（MDW）。

 在十一月份塱原經過一段難忘的鵐類遷徙後，本月田野回復平靜，收到的報告有：6日有單隻鳳頭鵐和栗鵐（CKF）；13

日及28日有一隻雌性牛頭伯勞（lexusjohn, MK）；約在13日有一隻紅胸田雞和一隻普通秧雞（kfm）。

 至於樹林及灌叢地區報告顯示黃腰柳鶯的分佈異常地廣泛。較罕見的鶯類報告包括以下在大埔滘出現的鶯類：5日一隻黑

眉柳鶯（JenL）、6日一隻巨嘴柳鶯（AB）、7日一隻栗頭鶲鶯（Allen）及21日一隻白眶鶲鶯（KPK）；9日四隻古氏[冠

紋]柳鶯（MK）及23Rd日一隻栗頭鶲鶯（TML）。另30日鳳坑一隻冕柳鶯（JAA），是這冬季少數紀錄。此外，10日在

新娘潭（TML）及14日在白沙澳（GJC）分別出現單隻未能分辨的眶鶲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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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月 至 十 二 月

 最罕見的鶲報告：7及8日新娘潭有一隻似乎顯示了籠養羽毛損耗的雄性小仙鶲（tomatofamily, TML）及8日龍虎山出現的

一隻橙胸姬鶲（LL）。7至8日在新娘潭出現的一隻神袐鶲鳥（tomatofamily），雖然相片拍攝了，鳥的行為動態也被觀察

了，但鳥種仍然未能辨別。

 這個月灰樹鵲報告並不理想，但綠翅短腳鵯在數個地方均有報告，8日新娘潭報告最多有十隻（TML）。

 鶇類報告錄得的數目只是中等，但這月在蒲台發現最少有十五隻白腹鶇（GW）及18日有一隻赤胸鶇（GW）。

 其他地區鳥況：8及22日赤鱲角有一隻鳳頭麥雞（Morten, EMSK）； 17及19日荔枝窩最多有四十隻金翅雀（按 IT）另30

日谷埔有十五隻（JAA）；20日梧桐寨出現一隻雄性的牛頭伯勞（JAA）；27日河背有一隻斑姬啄木鳥（J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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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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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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人士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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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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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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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人士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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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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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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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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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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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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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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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頭蠟嘴雀
何建業
石崗

Japanese Grosbeak
Kinni Ho Kin Yip
Shek Kong

17/01/2015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紅背伯勞
路人乙
塱原

Red-backed Shrike
passerby-b
Long Valley

02/11/2014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紅頭潛鴨
余伯全
米埔

Common Pochard
Ractis John

Mai Po

30/11/2014
DSLR Camera, 400mm  f/2.8 lens  +1.4x teleconverter

白眼潛鴨
鍾永乾
米埔

Ferruginous Duck
Chung Wing Kin
Mai Po

18/08/2014
DSLR Camera, 300mm  f/2.8 lens  + 2x teleconverter



田鵐
葉紀江
塱原

Rustic Bunting
Herman Ip Kee Kong

Long Valley

20/11/2014
DSLR Camera, 300mm  f/2.8 lens  + 2x teleconver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