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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務

會
員

會 訊 及 項 目

編輯
小語

近年全球興起「公民科學」，希望普羅市民都可參與科學研究。本會正舉辦的「發

現香港城市自然生態暨全港麻雀普查日」，便是響應「公民科學」的一項活動。我

們希望這活動能成功作為一個好開始，令更多市民投身科普研究，使我們對大自然

有更深入的了解！

〜 呂德恒

2016「香港觀鳥日暨觀鳥比賽籌款活動」籌款 金額 

參賽隊伍及 公開挑戰組「綠綠無窮」 $500-  

支持者 公開挑戰組「雁鳶隊」 $350- 
 公開挑戰組「四葉草」 $250- 
 公開挑戰組「上癮鳥」 $11,660- 
 公開挑戰組「朦查查」 $300- 
 公開挑戰組「雷霆鵟鷹」 $1,000- 
 公開挑戰組「雙斑小逸雲雀」 $38,428- 
 中學生組 中華基金中學「中基探索隊」 $500- 
 中學生組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翠鳥BB」 $1,300- 

個人捐款 林小姐 $1,000- 
 王小姐 $500- 
 謝勇先生 $500- 
 韓德明先生 $600- 
 無名氏 $5,000- 
 陳佳瑋先生 $200- 

 總捐款  $60,288- 

2016年度的續會 

  現時本會會員人數約為1870人，續會

手續全年進行，續會信會在會籍到期前約

兩個月左右寄出，敬請留意。

香港觀鳥日 暨 
觀鳥比賽籌款活動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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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至3日舉行，今年

設「公開挑戰組」及「中學生組」，兩組

合共32隊、160位會員、鳥友及學生參與比

賽。為了提高學生的觀鳥能力，我們安排

了一次講座及戶外觀鳥作為賽前訓練。是

次比賽共籌得港幣$60,288，款項將用於製

作鳥類單張，作為向公眾推廣觀鳥及雀鳥

保育的重要工具，本會非常感謝各捐贈者

慷慨解囊。

訃聞
Mr. Clive Briffett

  我們很遺憾地得知本會永久榮譽會員Mr. Clive Briffett已經辭世，Mr. Clive Briffett曾於1970至73年擔任本會

的義務秘書。

鄧永成先生

  紅耳鵯俱樂部副主席鄧永成先生亦不幸於2016年5月18日因病離世，享年六十八歲，本會及紅耳鵯俱樂部

仝人謹此向其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問。

  鄧永成先生樂於助人的性格一向為人稱頌，深受各方朋友愛戴。鄧永成在紅耳鵯服務期間，負責統籌多

項不同類型活動，期間盡心盡力，安排妥善，實在是義工的典範，為紅耳鵯俱樂部及香港觀鳥會的工作貢獻

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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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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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康喬小姐（比賽TEE圖案繪畫）

另本會謹此感謝以下贊助商鼎力支持是次比賽（排名不分先後）：

賽特龍香港有限公司（贊助「公開挑戰組」冠軍獎項及「中學生組」比賽用單筒望遠鏡）

石利洛（香港）有限公司（贊助「中學生組」冠軍獎項）

興華拓展有限公司（贊助「公開挑戰組」最佳紀錄獎項）

蔡司遠東有限公司（贊助「中學生組」最佳紀錄獎項、頒獎禮紀念品及抽獎禮品及 

           「中學生組」比賽用單筒望遠鏡）

施華洛世奇香港有限公司 （贊助「中學生組」賽前訓練紀念品及 中學生組｣比賽用單筒望遠

鏡）

贊助獎品及禮品

參賽隊伍：公開挑戰組

1.  綠綠無窮：
 王煌容、林國斌、 
 蕭麗珍、徐子瑩

2.  雷霆鵟鷹：
 鄭志偉、許桓峰、 
 林進賢、勞志財、 
 王珈琦

3.  金翅鳥：
 李鍾海、關朗㬢、 
 陳子頌、馮漢城

4.  四葉草：
 李笑蘭、歐慧妍、 
 張燕萍

5.  雙斑小逸雲雀：
 伍小嫻、雲紅雨、 
 李俊逸、何志剛

6.  五色鳥戰隊：
 黃敏華、黃靜雯、 
 劉嘉麗、胡明川、 
 劉康喬

7.  小學雞初哥：
 葉金堯、李嘉汶、 
 葉舜衡

8.  BUBI：
 黃寶婷、黃浩楓、 
 趙瑞晶、陳淨、 
 宋亦希



8

參賽隊伍：中學生組

參賽隊伍：公開挑戰組

9.  空島小西灣分隊+α：
 陳瑋珊、陳子謙、 
 路靄欣、杜振南

10.  雁鳶隊：
 陳佳瑋、吳志強、 
 林敏、劉國忠、 
 張偉樑

11.  上癮鳥：
 楊炳忠、文權溢、 
 洪國基、蔡美貞、 
 陳愛琍

12.  尋找企鵝：
 陳嘉豪、趙明浩、 
 葉紫盈、何沛琳、 
 紀力偉

13.  朦查查：
 金怡霖、馮健紹、 
 盧照勇、盧正喬

14.  一目鳥然：
 吳文正、黎子健、 
 吳思安、余秀玲、 
 陳俊兆

15.  羽見：
 方海寧、袁欣鈴、 
 姚思穎、何正元

16.  DknKids：
 黃志俊、黃清心、 
 黃敬心、陳嘉欣、 
 陳樂恒

17.  鳾科特工隊：
 梁嘉善、呂德恒、 
 黎雅儀、張家駿、 
 劉美玲

18.  百靈隊：
 方健華、陳明明、 
 李偉基、林超英、 
 吳祖南

1.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灰喉山椒鳥）： 
 沈澤海、許子楓、 
 鄭子彥、陳志峰 
 隨隊老師：鄒國斌

2.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無玷鶺鴒）： 
 蘇子津、龍施歧、 
 丘樂怡、李凱穎、 
 石詠彤 
 隨隊老師：黃靜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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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聖類斯中學： 
 蔡健行、關剴半、 
 梁倬熙、黃靖恆、 
 黎偉聰 
 隨隊老師：陳駿傑

4.  炮台山 
 循道衛理中學： 
 蔡文樂、周熹旻、 
 連宇泰 
 隨隊老師：何穎璇

5.  聖士提反堂中學： 
 吳柏陞、張璐莎、 
 何偉豪、郝子聰、 
 陳煒曜 
 隨隊老師：洪溢聰

6.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第一隊）： 
 陳煒昌、葉俊明、 
 黃禮聰、符佩琳、 
 陳芷芯 
 隨隊老師：黃健嘉

7.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第二隊）： 
 葉家鴻、洪迅智、 
 袁諾軒、李浩勤、 
 金智樂 
 隨隊老師：陳志堂

8.  孔教學院 
 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何明欣、李欣穎、 
 馬雅茹、袁裕豐、 
 李欣宜 
 隨隊老師：李志強

9.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 
 聯會陳震夏中學 
 （中大陳中）： 
 陳嘉禪、吳菲、 
 鄭曉瑩、黃曉嵐、 
 蔡沛恩 
 隨隊老師：余晨星

10.  天主教母佑會 
 蕭明中學（翠鳥BB）： 
 黃卓潼、黃熲琳、 
 羅泇羨、李曉霖、 
 周芷芊 
 隨隊老師：謝蓮鳳

11.  聖公會陳融中學 
  （彩鷸）： 
 譚駿謙、林文軒、 
 黎卉蕊、徐旻靖、 
 張梓蔚 
 隨隊老師：徐勇誠

12.  聖公會陳融中學  
 （藍翅葉鵯）： 
 林君夏、蘇堯彤、 
 鄧芷茵、張雅詩、 
 袁巧晴 
  隨隊老師：韓德明

13.  伊利沙伯中學 
 舊生會中學（伊1）： 
 郭家竣、黃德怡、 
 吳靖宇、陳政宏、 
 丁嘉樂 
 隨隊老師：黃志輝

14.  中華基金中學 
 （中基探索隊）： 
 羅仲軒、陳秦銘、 
 連樂禧、連樂林 
 隨隊老師：麥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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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教
育

公開挑戰組「冠軍」隊伍：

金翅鳥

公開挑戰組「最佳紀錄」 
得獎隊伍：百靈隊（灰臉 
鵟鷹）

大會評判

Richard Lewthwaite先生（左）
中學生組「冠軍」隊伍：

聖公會陳融中學— 
藍翅葉鵯

紅耳鵯俱樂部

香港公園、九龍公園 
清晨觀鳥匯聚

香港公園 2016年2至4月 

參加人數：202人 

九龍公園 2016年2至4月 

參加人數：360人

香港濕地公園觀鳥導賞服務

2016年2至4月 

俱樂部共有150人次 

出席導賞活動。

  為了研究市區環境與麻雀的關係，本會於5

月8日進行香港首次「全港麻雀普查日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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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衷心感謝大家參與，

普查結果將於七月中上旬發佈！另外，本會亦於

5月1日舉行了「小麻雀嘉年華」，鼓勵更多市民

一起發掘及珍視香港城市的大自然生態。想看看

活動花絮，歡迎瀏覽討論區的「發現香港城市自

然生態暨全港麻雀普查日」專頁。

「 發 現 香 港 城 市 自 然 生 態 暨 全 港 麻 雀 普 查 日 」 計 劃

比賽結果：

獎項 公開挑戰組 獎項 中學生組

冠軍 金翅鳥(161) 冠軍 聖公會陳融中學-藍翅葉鵯(68)

亞軍 鳾科特工隊(156) 雙亞軍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67)

季軍 雙斑小逸雲雀(136) 雙亞軍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67)

最佳紀錄 灰臉鵟鷹（百靈隊） 最佳紀錄 聖公會陳融中學-藍翅葉鵯（普通秧雞）

米埔強隊 鳾科特工隊 籌款額最高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翠鳥BB

塱原強隊 羽見

大埔滘強隊 鳾科特工隊

看得多隊 金翅鳥

聽得多隊 鳾科特工隊

籌款額最高 雙斑小逸雲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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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育消息

香港生物多樣性及保育重點指標報告 
2013-2014

  本會剛發表了最新一份《香港生

物多樣性及保育重點指標報告》。這

是本港唯一有系統監察生物多樣性的

保育及進展的報告，是次報告共收集

及分析過去至少5年的數據，是同一

系列中的第三份。

  報告的重點指標是以思匯政策研究所發表的《自然保護 - 香港的新

政策框架》為基礎，並根據多個環保組織、學者、環境顧問、政府官員

及其他持分者的廣泛討論後篩選出來。報告中使用的數據來自各政府部

門、環保團體及學者。

  現時政府正在制定香港的《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劃》（《行動

計劃》）。我們認為這份報告尤其重要，因為它勾劃出本港生物多樣性

所面對的主要威脅和挑戰，而且這些資料是《行動計劃》旨在解決的問

題。

  報告連結：http://www.hkbws.org.hk/BBS/viewthread.php?tid=24858

  *延伸閱讀 - 本會對《行動計劃》的意見：http://www.hkbws.org.hk/

BBS/viewthread.php?tid=24850

非法傾倒泥頭和填土問題

  在保育地區和農地上傾倒泥頭和填土的

行為，一直影響香港的自然生境、生態及生

物多樣性。本會連同其他環保組織對此高度

關注，但政府卻沒有足夠措施預防及阻止這

些違例活動。因此，我們發出聯合聲明促請

政府：1) 加強管制建築廢物處置的措施；2)

堵塞廢物處置條例及城巿規劃條例的法律漏

洞；3) 設立公開和透明度高的數據庫，為恢

復受破壞的地點提供基線資料；及4) 設立

跨部門的保育執法專責小組，互相合作和監

察所有違例發展，確保受破壞的地點妥善復

原，並且增加執法團隊的資源和人手。

  *詳情請看：http://www.hkbws.org.hk/

BBS/viewthread.php?tid=24982

「 發 現 香 港 城 市 自 然 生 態 暨 全 港 麻 雀 普 查 日 」 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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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公眾身體力行支持我們的「香港魚塘生態保育計劃」，我們在2014年開始推行『水鳥天堂』義工計

劃，至今已有超過200位義工參與。義工經過一日的基本訓練後，會在各類型活動中幫忙，例如在魚塘教育園

地、魚塘導賞團、公眾展覽、漁民口述歷史計劃和為魚塘旁的貨櫃添上顏色等。為了加強義工的知識、技能及

凝聚力，我們更會組織不同主題的工作坊和聯誼活動。如果你也想成為我們的義工，歡迎以電郵與我們聯絡 

(fishpond@hkbws.org.hk.)。

為漁民的貨櫃添上美景 魚塘節慶功宴

第二次東北亞陸鳥監測會議

  本會很高興協助國際鳥盟於2016年3月

17-18日在香港大學嘉道理研究所舉辦第二次

東北亞陸鳥監測會議。是次會議共有十名來

自日本、韓國、俄羅斯和英國等政府的和非

政府組織的代表及研究人員出席是次會議。

會議討論到在亞洲數量下跌並值得關注的鳥

類名錄、如何建立訊息共享平台、陸鳥監測

框架的建立、項目挑戰和資源等議題。本會

會員Geoff  Welch也以公民科學的角度分享了

香港陸鳥升降趨勢的分析結果。

第二次東亞陸鳥監測會議參與者合照

Geoff Welch 講解香港陸鳥的升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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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葺潮間帶基圍

  位於保護區西南角的22號基圍，是米埔唯一使用中的潮間帶基圍，今年夏天將

進行修葺工程。2008年21號基圍被改為潮漲棲息區，同時與之鄰接的22號基圍也從

一個標準的養蝦基圍改成了潮間帶基圍。改變用途後，22號基圍有效為許多鳥類提

供日常覓食機會，包括黑臉琵鷺、鷺鳥和鴨，特別是琵嘴鴨。22號基圍也是一些水

鳥的短期棲息地。

  經過8年的淤泥堆積（米埔之災）和蘆葦入侵，22號基圍能為水鳥提供的水面範

圍越縮越小；因此有必要進行大修葺，用挖土機和推土機清除淤泥和過多的植物。

我們會保留基圍周邊一些蘆葦以增加多樣性，然後挖造水道防止這些蘆葦入侵到中

心地帶。我們也會籍此機會擴大土灘端的「沙嘴」（或稱作岬），之前曾經吸引水

鳥在此棲息。此外，更會造一些淺水池，讓水鳥在后海灣潮退的時候到來覓食。

保護區內的黑臉琵鷺

  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的鳥類監察數據，2015/16年度黑臉

琵鷺在米埔日間棲息的度冬情況並不理想。剛入冬時情況良

好，十一月底曾點算超過200隻，但到了十二月初就跌至100

左右，餘下的冬季持續減少；這也是過去幾個冬季的趨勢。

目前還不能確定原因，有推測是后海灣出現了好些合適的棲

息地，包括落馬洲生態保育區、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之管理

協議計劃管理的魚塘，以及香港濕地公園，吸引了黑臉琵鷺

使用。另一個可能性是食物供應減少 — 也許是水質問題，也許是基圍管理變更導致

產量下跌，世界自然基金會正就此進行調查。

  雖然日間棲息的選地有所改變，但晚上仍然有大量黑臉琵鷺到米埔過夜。據工

作人員在黃昏和本地鳥類研究員在清晨的觀察，聚集在8a魚塘（三層觀鳥屋前）和

11a基圍（8號觀鳥屋前）的共有350隻黑臉琵鷺。選擇在此過夜，相信是因為感覺安

全和不會被打擾。

米
埔
近
況

文：米埔中心經理
施百納

黑臉琵鷺在米埔棲息
Credit : Neil Fi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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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南部林鳥小研究
文：關朗曦、何正元及黃倫昌

圖：黃倫昌

  2015年初，我、黃倫昌和何正元開始在廣東省南部不同的森林公園和保護區進行簡單的林鳥研究。我們期望這個小

小的研究，可以讓我們更瞭解這些鮮有觀鳥人到訪的森林保護區和該區的林鳥物種分佈。

  一說到廣東省的觀鳥熱點，大部分人立刻會聯想到南嶺或車八嶺這些位於較北的地點，因為那裡的鳥類物種相對較

多，而且也可以找得到更多在香港沒有的物種。反而一些距離香港只有50-100公里的地點卻甚少鳥友關注，就算現在香

港和深圳兩地觀鳥人數上升了不少，我們也很少聽到有人特地去這些地方觀鳥，也因為如此，有些地點的鳥類資料很貧

乏，甚至很多資訊已經過時。這些森林公園大部分都被認定為是生態價值低的次生林，很大原因是因為大陸很多森林在

50至60年代被嚴重砍伐，再加上捕獵情況直至90年代依然十分普遍（可能今天依然存在），所以我們很容易就會假設了這

裡的森林已經空空如也。

  這讓我們幾位更為好奇：到底這些次生林經過五十到六十年的靜靜休養和生長後，有什麼鳥類物種存留呢？我們期

望能找到答案，也希望這樣的一個研究可以讓我們更清楚過去幾十年香港的林鳥擴散趨勢和廣東南部的次生林生長有沒

有直接關係，甚至讓我們看看未來幾十年有可能擴散到香港的物種。

  我們主要到訪了幾個地點，包括：距離香港最近的梧桐山、深圳市內的羊台山、大鵬灣的七娘山、樟木頭附近的銀

瓶山、惠州的羅浮山，以及良口鎮的流溪河。在我們規模有限的調查發現，以上絕大部分森林都是次生林，當中以梧桐

山、銀瓶山、羅浮山和流溪河的林況較佳，這四個地點可以說是廣東省南部鳥況較好的森林，大部分記錄到的林鳥物種

都是在香港可以找得到，不過也有部分物種是香港難得一見，以及還沒有記錄到的。我們到訪的地點全部都臨近香港，

而且交通也相對方便，花一個週末的時間在那裡觀鳥並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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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地方也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過去十年都沒有太多觀鳥人士到訪。在數次的到訪當中，我們找到一些在該地點未

曾記錄過的有趣物種，銀瓶山就新記錄了棕腹杜鵑、白喉斑秧雞、銀耳相思，以及懷氏地鶇。在羅浮山的新記錄則有白

尾斑地鴝和白額山鷓鴣。而在流溪河找到了栗啄木鳥和星頭啄木鳥都顯示那裡的森林十分有潛力孕育更多物種，顯然值

得花更多時間考察。

  銀瓶山是其中一個最有趣的觀鳥點，原因是這裡長久以來都被觀鳥人士所忽略，而我們手頭上有的資料不多，只有

一篇幾年前出版的鳥類調查報告。而我們好幾次的到訪證明了這一片看似平平無奇的次生林，也可以支持到一些有趣的

林鳥物種。銀瓶山距離香港只有50公里，是距離最近香港而且林相不俗的地點之一，單是多次發現黃嘴栗啄木鳥和斑姬

啄木鳥，便足以讓我們推斷這裡很大機會可以成為林鳥擴散到香港的其中一個重要「踏腳石」。

  我們在羅浮山北坡的白額山鷓鴣記錄也相當令人興奮，因為這種受高度保育關注的近危物種以前從來沒有在羅浮山

記錄過。這項記錄除了更新了該鳥的已知分佈，也許更可以讓當地政府和林業局加強該地的保育工作。另外在該處記錄

到的白尾斑地鴝也是一個大驚喜，因為這物種在廣東省一向不甚普遍，但我們竟然在羅浮山的高地森林聽到至少10隻地

鴝在鳴唱，實在是令人喜出望外！究竟這只是一個單獨的入侵事件？還是說羅浮山是一個未知的固定過冬地點？這就有

待以後查證。其他在這裡記錄過的物種例如白鷳、灰胸竹雞、斑胸勾嘴鶥、領鵂鶹和黑眉擬啄木都是羅浮山的吸引之

處，無疑這裡的鳥類值得更多人花時間來到訪考察。

  我們時間、人力和金錢都有限，所以暫時到訪過的地點不算太多。這項研究需要更多時間才能讓我們更全面瞭解到

廣東南部林鳥分佈和擴散趨勢，也期待往後可以有更多有趣的新發現。大家也不妨考慮一下到以上的地點觀鳥，也許會

找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驚喜！

  在此謹多謝友人祺哥的「義載」，使旅程方便快捷。另感謝Richard Lewthwaite分享廣東的最新鳥類分佈及鳥類文獻。

圖中位置： 1. 羊台山 2. 銀瓶山 3. 梧桐山 4. 七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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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的小精靈
圖／文：蘇毅雄（生態協會）

  香港總面積約一千一百平方公里，人口逾七百萬，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

城市之一。這個以鋼筋水泥堆砌成的國際大都市，和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的

亞熱帶生態系統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只要我們願意觀察和了解，當會發現一

個又一個的大自然奇蹟。以鳥類為例，在香港境內曾經記錄到的鳥種超過500

種，包括約120種在香港繁殖的種類，以及長途跋涉，不遠千里而來的各種季候

鳥。

  都市人終日營營役役，為口奔馳，少有閒情逸致體驗山野之樂。鳥鳴山更

幽，在城市之中，鳥類為都市生活注入了大自然氣息。只要我們可以開放我們

的心靈，以謙虛的心態去和大自然接觸，我們會發現奇妙的大自然正在我們面

前展現出一幕又一幕的生命奇觀。

  許多人仍然有所誤解，認為欣賞自然界的一草一木，或者和鳥獸打交道等

行為只是騷人墨客和江湖隱士等輩的清高之舉，吾等終日營營役役，為口奔

馳，少有這般的閒情逸致；亦有不少人以為觀察自然生態，專屬於生態學者深

入不毛之地所作的艱深研究。

  大自然不設門檻，要認識大自然，可以由身邊開始。不妨試試暫時將視線

離開手機屏幕，抬一下頭，吸一口氣，開始探索身邊的自然奇觀。

  如果由高樓大廈和架空天橋所構成的景觀令你透不過氣來，那麼當你發現

這些天空的原住民──鳥類──在天空自由自在地翱翔的時候，一定會讓你感

到精神為之一振。香港天空中最為常見的鳥類可以說是麻鷹了，牠那雙於滑翔

時所展開的翅膀，和那呈叉狀的尾部，是其辨認的特徵。另外，雨燕和家燕也

是常見於空中飛行的鳥類，而數量又十分的多，往往一見到的便是一、二十

隻，熱鬧非常。

普通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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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區公園是我們開始重新認識大自然的好開始，這些地方不僅為人們提供了休

憩場所，也為許多野生動物保留了棲息和覓食的環境。試試在中午休息時間，帶著

你的三文治及咖啡，到附近的公園走一趟，即使只是短短的一刻鐘，也是與大自然

約會的珍貴時刻。

  公園除了為人們提供休憩及康樂場所之外，園內常常有綠化地點或水池等，為野生動植物在連綿不斷的都市化環境

中，提供了綠洲般的環境。公園內所種植的植物不僅能夠美化環境，其花朵或果實經常吸引了一些取食果實和吸食花蜜

的鳥類。我們常常可以見到鳥類如白頭鵯、紅耳鵯、噪鶥、椋鳥、噪鵑等鳥類在果樹上取食果實；而太陽鳥、啄花鳥和

暗綠繡眼鳥（俗稱相思）等吸食花蜜的鳥類，則常可以見到牠們在盛放的花叢中探頭探腦，仔細搜尋美食。植物也吸引

各類昆蟲，一些以昆蟲為食的鳥類如各種的鶲、鴝、鶯等都會聞風而至，展開了一場又一場的鳥蟲追逐戰。

  公園的草地和水池旁邊等，時常可以見到一些以種子為食物的鳥類如

白腰文鳥、麻雀、斑鳩等在這些環境覓食，毫不介意身旁路人的駐足凝

視。體型較大的如八哥、椋鳥和褐翅鴉鵑等，則常常於草地上東翻西弄，

找尋蚯蚓和蝸牛等無脊椎動物，一但有所收穫，往往昂首闊步，一副神氣

的模樣。鳥兒在覓食時是那麼的專心一致，觀察牠們一舉一動，不禁聯想

起香港人工作的認真態度。

  一些較有規模的大公園設有人工水池，當中可能亦會養著一些天鵝或

鴨子等水生鳥類，這些環境也是觀察野生鳥類的好地方。鷺鳥和翠鳥是水

池的常客，這些鳥類都能夠在人工化的水生環境內找到牠們愛吃的小蝦小

魚和昆蟲，也為都市緊張的生活節奏平增添了由濕地自然生態所散發的自

然氣息。

白胸翡翠

珠頸斑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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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在公園的雀鳥經常見到人類，所以往往較為平易近人，而只要我們能夠放緩一下急促的城市步伐，靜心的觀察

身旁事物，多采多姿的鳥類世界便會呈現眼前。對於初學觀鳥或鳥類攝影的朋友來說，以生活在公園的鳥類作為開始十

分適合，牠們種類繁多而且比較易於接近和觀察。認識大自然不一定要投資許多裝備，一幅輕便望遠鏡便可以大大增加

觀察的距離，而即使只用肉眼仔細觀察，亦可以發現許多平時忽略了的情景，現時許多朋友都隨身帶著照相機，觀察過

程之中亦不妨拍下記錄，作為個人記錄，以及和朋友分享觀察之樂。

  城市看似是野生動物的禁地，然而生命的強靭與多樣性，往往讓石屎森林成為獨特的舞台。市區中的公園有如石屎

森林之中的綠洲，是許多野生動物生活的地方，而鳥類是我們最為熟悉的野生動物，羽影會友，不用排隊買票，不設入

場人數，只要大家願意打開心眼，一幕又一幕的自然舞台劇就在面前上演。打開心眼，讓大自然進入我們的世界，我們

會在平凡之中發現不平凡，學會欣賞身邊的事物，從新建立人與自然的關係。

普通翠鳥

黑臉噪鶥 遊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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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喉潛鳥
何錦榮
南丫島

Red-throated Loon
Ho Kam Wing
Lamma Island

18/03/2016
DSLR Camera, 200- 500mm f/5.6 lens



紅喉潛鳥
余伯全
南丫島

Red-throated Loon
Ractis John

Lamma Island

19/03/2016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漁鷗
潘士強
米埔

Pallas's Gull
Jason Pun
Mai Po

28/02/2016
DSLR Camera, 200- 500mm f/5.6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費氏鷗
余伯全
米埔

Franklin's Gull
Ractis John

Mai Po

13/02/2016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23

|為|鳥|訪|天|涯|

普通（環頸）雉

  復活節四天假期間，我們一家到了上述

兩個地方，由深圳乘火車到這裡很便捷。從

深圳東站乘坐黃昏6:30分通霄臥舖火車到岳

陽，到達時間為第二天早上7:35，岳陽就在長

江以南，她是一個宜人的城市，在火車站附

近有大量酒店可供選擇。

東洞庭湖與衡山
2016年3月24-28日   圖/文：Tim Woodward

  吃過早餐後，我們便乘坐的士到君山島，不到半小時便到達君山

島北部的草原，夏季期間（五月起）更有渡輪從岳陽到君山島，草原

在三月下旬已遍地粉紅和黃色野花。

  這裡常見的鳥類有斑嘴鴨，普通（環

頸）雉及棕扇尾鶯，我們應該看到的斑背大

尾鶯卻見不到牠的蹤影，顯然地在春季的後

期比較易見，也許因為遲了一點點，我們也

看不到任何鶴或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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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斑鶇站立在枯萎的蘆葦上，棕頭鴉雀穿梭其中，一隻

黑白色的鷂（應該是鵲鷂）在遙遠的蘆葦上空翱翔，亦看

到一群絲光鳥在比較近的樹上，雲雀及黃腹鷚亦在這裡看

到。

  第二天早晨，我們再到同一地方觀察，在水壩附近我

發現了一群約 20 隻扇尾沙錐，亦有小量涉禽，在君山灰

喜鵲也很常見，雖然牠們是引進鳥種。

  我們在岳陽市場見到中國野兔，很明顯牠們都是在草

原上被捕捉到的。

  在岳陽城垛下的垂柳有大量黃腰柳鶯、白頰噪鶥及一

隻小鵐。

  另一個到訪的地方是是衡山，中國五大著名的神山之

一。我們在那裡享受假期，整座山都擠滿了遊客及幾個穿

上繩涼鞋的朝聖者。最好的策略是乘公車到頂部纜車站，

然後用45分鐘行上山頂。但是山頂似乎永遠都不太多雀鳥

可見。此行，我們在山頂見到少數煙腹毛腳燕在上空盤

旋，除了白頭鵯和青灰山雀（肯定是青灰山雀而不是大山

雀）之外就只有少數的鳥。

24

雲雀

君山灰喜鵲

斑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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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好的觀鳥地方在入口和較低的纜車站之間的闊葉

林。在吃午飯的餐館背後有一條小徑，沿著這條小徑還有

其他較小的路徑左側而行，你會發現自己亦開始遠離人

群。在這裡我們很快便記錄了黃雀、棕臉鶲鶯、華南冠紋

柳鶯／冠紋柳鶯、冕柳鶯、斑姬啄木鳥、領雀嘴鵯，以及

更常見的棕頸鉤嘴鶥、紅頭穗鶥和灰眶雀鶥，而且可能還

有一隻黃腹山樹鶯。而上一回旅行，我們記錄過灰頭緣啄

木鳥及綠背山雀，我認為很有趣的是白斑尾柳鶯在廬山如

此普遍，似乎在這裡卻沒有。條紋松鼠在樹林很常見，並

有一些有趣的開花植物林地如死蕁麻和延胡索的物種。

  在丘陵山坡下沿著溪流找到白頂溪鴝和白冠燕尾。

  第二天早晨，在小鎮附近我看到更多其他鳥種如松鴉

和黃腹山雀。

  從衡山西站乘子彈火車回深圳北站並只需3小時人民

幣300元。預訂趁早，因為坐位很快便爆滿。

  這四天遊是個非常愉快的假期。更多細節和圖片可以

在我的網站southchinabirder.com找到 

領雀嘴鵯

白頂溪鴝

山斑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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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託！往左飛的台灣鳥
圖/文：陳錦偉

|為|鳥|訪|天|涯|

  七天假期原打算往上海走走，但又擔心我們這等寒酸港人和這國

際大都會格格不入，前思後想覺得花台幣總比花人仔來得爽心，也為

即將上任的女總統打打氣，遂又選擇再去台灣。台北、花蓮、高雄、

澎湖、墾丁都分別去過，雖然不全是為了觀鳥，但電腦裡也有十多種

台灣鳥相，可細心一看只有冠羽畫眉和藍腹鷴是特有種，美麗的五色

鳥更只能有數張背光模糊、令人洩氣的剪影照片，所謂台灣特有鳥種

少得可憐。

  台灣有時也挺有意思的，一些動物和人渡過台灣海峽就有機會變成特有種，如香港普通的紅嘴藍鵲就成為特有的台

灣藍鵲，而台灣原住民的來源除了飛魚或梅花鹿變身成人比較可信外，其他說法還有待爭議。就趁這七天機會一探台灣

這些特有生物吧！

  七天假期當然不能全為了觀鳥，那當然要小心一點計劃行程，否則如何說服另一半成行，隨時轉了一彎又直飛上

海。

  大扺先苦後甜是人之常情，便決定先到台中，然後轉乘南投客運往惠蓀林場和奧萬大森林，在這裡停住四天，最後

三天往鹿港古城遊平衡一下。惠蓀和奧萬大這兩個地方都位於南投縣埔里鎮附近，接近中央山脈。埔里更號稱台灣地理

位置的中心，是前往附近旅遊景點的轉接點，例如日月潭，霧社和集集火車站。

  惠蓀林場 (註1)  於日治時期原本名叫能高林場，後交由中興大學用作林業實驗及教學用途。佔地七千四百多公頃，位於

峽谷中，海拔落差四百至二千四百米，有七成的土地還未開發，屬於真正的森林野地，冬季鳥類種類多達百多種，但我

這次是為了台灣藍鵲等特有種，希望五月還有機會看到。

黑短腳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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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埔里車站等了一小時才坐上開往惠蓀林場的公車，車子很快便進入山區，我亦迷迷糊糊地隨著彎折山路進入

夢鄉。待我轉醒來便看見路旁寫著「川中島」，我正奇怪為何會來到頂頂大名的賽德克族頭目莫那魯道後人的流放地

「川中島」？當年日本人於霧社事件後，為方便監視管控，便將剩餘的賽德克族人從霧社移送到這平緩地帶。台灣小說

家舞鶴有一作品「餘生」，以莫那魯道孫女的視角細述這段歷史，原來奔走森林的獵人如何成為彎腰半蹲的農民。我們

當然不能下車訪查莫那魯道的後人，一個老伯在村口車站下車，公車便掉頭離開，繼續往山區走。我們在車上只看見車

站旁的房屋有「莫那魯道」頭像和斗大的廣告看板，出售著「賽德克馬告香腸」(註2)  ，對於未能一嘗頭目香腸自有一番遺

憾，恐怕這類「莫那魯道」品牌將會和「哲古華拉」T恤一樣成為永恆不朽的消費品。

  下午三時左右才到達惠蓀林場，山區的光線已經有點暗淡，我在營舍放好背包便決定不帶那支三百毫米鏡頭，只帶

一百毫米鏡頭四處走動，探索營房附近。熟知觀鳥的朋友一定知道，這些愚蠢的決定通常會讓你後悔莫及。沒多久，我

們走下一微微起伏的草地便看到一對黑冠麻鷺正忙於低頭掠食蚯蚓。

  站在山坡上五分鐘忍受著蚊子瘋狂叮咬，一直觀看著，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我便毅然拿著那一百毫米近攝鏡頭走

下草坡，大有壯士不返之勢。

  雄性的黑冠麻鷺顯然並不怕人，我俯身慢慢以斜角度接近，最後十多米距離我的鏡頭終於發出連續的快門聲。另外

那隻雌性比雄性小心謹慎得多，和我一直保持二十多米的安全距離，最後更閃身進入昏黯林中，我只好作罷，忍受著小

腿的痕癢走回林場餐廳晚飯。

27

黑冠麻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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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營舍我查閱台灣鳥書，說黑冠麻鷺屬稀有留鳥，習性隱秘，只在晨昏活動，不易觀察。

  我決定明天如果還有時間就在同一地點等他們回來。

  林場有許多不同的步道，既然要先苦後甜，我們自然選擇往上走的「山林步道」，來回約莫需要四至五小時。

  幸好林場餐廳的早餐普通得很，讓我們能毫不耽誤盡快完成便起步往上走，首先是灰樹鵲在右邊樹林停駐，沒有往

左飛。台灣高山族例如泰雅族人在進入獵場狩獵時，都會以看到第一隻鳥往左往右飛來定吉凶。由左往右飛是吉兆，代

表今日滿載而歸；反之如果由右至左飛則代表凶兆，不吉利，甚至要放棄這次行動。

  灰樹鵲不是台灣特有種，又沒有向左飛，我們拍了數張照片便繼續往上走。山徑兩旁都是高大的台灣杉，台灣杉是

亞洲最高的樹種之一，可高達90公尺直徑達3公尺，為台灣特有種。樹頂不時傳來許多鳥聲，但不時都被五月最高拔的蟬

聲掩蓋一切。

  大概走了兩小時，突然聽到樹上奇怪的叫聲，往聲音望去發現一隻台灣獼猴，好像向我們發出警示。卜曾經領教過

城門水塘猴子的厲害，當下便緊張起來。我安慰說台灣獮猴和城門的演化方式不同，不會大膽搶奪行人食物，但我這套

看來非常科學的說法未能奏效，我看她這樣子神經兮兮走下去必然難以安心，遂決定往回走。

  沒多久垂頭喪氣的我們走到接近步道出口，卜便發現木欄杆上一尾大蜥蜴正舒服地享受著日光浴，我連忙把三百毫

米鏡頭拆下換上一百毫米近攝鏡。這是斯文豪攀蜥（Japalura swinhonis），是台灣最大型的樹蜥，當然也是台灣特有種。

英國領事斯文豪全名是Robert Swinhole 1836-1877，曾經駐守高雄打狗港台灣第一個英國領事館。斯文豪本身也是一位博

物學家，當年乘職位之便到台灣各地搜集動植物，少說也有千多種動植物由他命名，包括227種雀鳥，如藍腹鷴（Lophura 

swinhoii）、繡眼畫眉、台灣帝雉；接近40種哺乳動物，246種植物，400種昆蟲，200種蝸牛……還有兩棲爬蟲、淡水魚及

無脊椎動物等等。

台灣藍鵲灰樹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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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休息過後，便到林場入口附近的咖啡店看看，不一會兒卜又指著外面草地，日正當空我正奇怪這個時候草地會

有甚麼看頭，一隻黑冠麻鷺就在咖啡館旁邊的草地上悠閒地覓食，我又連忙拋下著名的惠蓀咖啡跑出去。回到咖啡館，

老闆知道我們是拍鳥的，便問我們看到台灣藍鵲嗎？他說咖啡館外的大草坪多的是。我們連忙走到那片大草坪，又發現

另一隻黑冠麻鷺，顯然黑冠麻鷺在台灣這好山好水之中正演化成不怕陽光不怕人的特有種。

  老板所言甚對，十數隻台灣藍鵲在這片大草坪上目中無人，驅趕一切無辜進入的鳥類，而且另一隻黑冠麻鷺又在草

坪旁邊的停車場上踱步，其後更兇猛地和一隻「入侵領土」的彌猴打起架來，吸引遊人圍觀。

  明天原來計劃是回到埔里，轉乘公車到奧萬大森林。卜晚上聯絡森林職員才知道這季節沒有公車到達，只能在埔里

包車，單程收費大概台幣三千元，卜正盤算是否照原定計劃時我已經睡著了。

  翌日六時左右起床，在營房附近蹓躂。除了紅嘴黑鵯和特有亞種赤腹山雀外沒有什麼特別記錄。八點回到房間卜已

經醒來，而且說昨晚已經取消了奧萬大的行程，改為去日月潭，鹿港行程不變。

  我在早餐時趕忙靜靜查看網上日月潭觀鳥資訊，「谷歌」

大師建議「涵碧樓步道」。

  我們一到埔里車站便即刻接上往日月潭的公車，車上只有

寥寥六人，約半小時便到達知名的日月潭旅遊區。

  台灣旅遊不能不提那些特色精緻的民宿和熱情好客的民宿

主人。我們入住大街附的「山慕民宿」，老闆娘為我們升格了

最好的房間。一塊十多米闊的大玻璃面對一片綠色的山坡樹

林，我只花了三十分鐘安坐室內便記錄了灰喉山椒鳥、小啄木

鳥、紅嘴黑鵯、白頭鵯、赤腹松鼠等。

小啄木鳥

赤腹山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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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的日月潭水鳥不太多，當然那些嘈吵的遊湖船必然幫忙嚇跑了許多鳥兒。第二日一整天踩單車環日月潭，順時

鐘方向，接近玄奘寺時發現一細小紅褐色的青蛙橫過路面，會否是斯文豪青蛙？路上交通繁忙我未能細看，只有繼續上

路。天空出現挑釁叫囂的蛇鵰，也沒有費勁和他糾纏。

  涵碧樓步道只有1.5公里，圍繞前身蔣介石私人行館，現已成為星級酒店的「涵碧樓」而建造。一夜大雨後早上天色

漸漸放晴，我們六點到達步道入口，我正狐疑這個步道的鳥況時，便看到一小啄木鳥站在左邊樹頂然後往右飛走，這是

最好不過的好兆頭吧！最後記錄了特有種的竹鷄、小彎嘴，其他的有綠鳩、灰頭麥雞、紅嘴黑鵯、綠繡眼鳥和夜鷺。

  最後兩天半閒遊鹿港，一府二鹿三艋舺至此都走過。鹿港當然不只是古城老街窄巷，原本位於鹿港北邊的大肚溪，

濕地面積廣達三千公頃，秋冬季節曾記錄有萬隻水鳥，亦被評為亞洲四大濕地之一，可惜最近面臨非法垃圾堆填、非法

魚塘及地下水位急降等等環境問題，正面臨嚴峻的挑戰。另外鹿港附近濱海的漢寶濕地生態園區，是近年彰化縣野鳥學

會積極規劃的觀鳥地方。我們早上參觀了著名的林家手工拉麵時，遇上一位女士說，從這裡到漢寶濕地生態園區只有兩

公里路程。我想這個距離從民宿借用的單車應該可以應付裕如，便乘勢踩單車前往漢寶濕地。

  我們將單車費力推上沿岸的堤道時已經是下午三點左右，我只能肯定這不只是短短兩公里的路程。

竹雞 小彎嘴

蒙古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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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最後踩到出海口位置，對岸十數台風車在夕陽下構成壯美的風景綫，這大片濕地共有272部風車，是全台灣最大

型的風力發電場。

  風很大，暮色蒼茫，附近只有三數遊人，十數隻黑翅長腳鷸自左邊飛往右邊，我們明天也在這時候飛回香港，倒不

肯定是往左還是往右飛了。

註1︰惠蓀林場是為了紀念國立中興大學校長湯惠蓀而改名，他於五十多前一次視察林場時心臟病發意外身亡。

註2︰「賽德克馬告香腸」，馬告在泰雅族語的意思，指的是一種植物叫山胡椒，早期在泰雅族傳統社會中，因為鹽的取

得不易，所以族人改以馬告（山胡椒）的種子為主要的調味料，味道辛香，很像泰國料理。

  濕地園區沒有什麼特別的設施與觀鳥有關，只是一條長長的堤道沿著漢寶溪往出海口，堤道比附

近地勢升高約五至六米，沿途可以俯瞰附近的牧場、魚塘和濕地。

  已經五月許多水鳥可能已經北返，幸好還有一大群的蒙古鴴、大小白鷺、牛背鷺、家八哥等等；

四隻埃及聖䴉曾讓我們驚喜了一會，還以為是稀有的黑頭白䴉，待確定黑色的尾羽，才知道空歡喜

了。有說埃及聖䴉是當年921地震從動物園逸走，在外面生存繁衍下來，現估計整片台灣西部地區沿

岸濕地已經有一千二百多隻，侵佔其他鷺鳥的環境資源，甚至掠食他們的蛋和幼鳥，成為嚴重影響環

境生態的入侵生物。

綠鳩

埃及聖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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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六 年  一 月 至 三 月

一月份

 首三星期異常温暖的天氣後，23和24日一強烈冬季寒流令本港温度急降至自一九五七年一月份錄得最低的紀錄，大部分

低地温度約攝氏一度，大帽山頂攝氏負六度。本月也是雨量紀錄最多的一個一月份。幾乎所有主要的雀鳥都在頭三個星

期較温和的日子內發現， 這樣寒冷的天氣對某些細小雀形目鳥是足以致命，但這寒流並沒帶來北方罕見的雀鳥或令某些

鳥種大量湧現。

 本月明星鳥是17日米埔浮橋觀鳥屋前發現並拍攝得的一隻雄性美洲赤頸鴨，這可能會成為香港首個紀錄（M&PW），

這鳥在米埔間歇性出現至本月底。在大埔滘發現兩隻柳鶯也可能會成為香港另外兩個首次紀錄，3日一隻四川柳鶯 

（OW）， 12日一隻克氏冠紋柳鶯，編寫本文時兩柳鶯紀錄仍未有確定總結。

 其他罕有雀鳥：12日谷埔發現一隻紅翅綠鳩（JAA），是冬季第二次出現的香港第十個紀錄。 14日流水響有一隻灰山椒

鳥（DAD），這是史無前例的在十一月至三月出現的紀錄，雖然在廣東西南及海南也偶有越冬紀錄。於初冬發現的費氏

鷗、暗綠柳鶯及靴籬鶯在米埔和貝澳再有報告。

 一月份的水鳥調查報告結果令人失望，后海灣水鳥整體數量在數個冬天持續下降的情況並沒有改變（YTY, IT）。然而，

本月有不同種的大及中形海鷗在后海灣出現。最多有二百九十隻烏灰銀鷗、五隻蒙古銀鷗及一至兩隻海鷗、灰背鷗、織

女銀鷗慣常在米埔浮橋新觀鳥屋前棲息（IT, DAD, PJL, RWL）。

 至於岸鳥報告： 14日 六十三隻的大濱鷸可能是冬季新高紀錄，以及有一隻夏季羽毛的彎嘴濱鷸（RWL）；30日一隻小

青腳鷸和一隻長嘴半蹼鷸（MLT）。

 其他米埔及鄰近地區報告有：米埔20日一隻斑鶇（JAA），21日一隻短嘴金絲燕（CFL）；21日新田魚塘一隻雄性黑頭鵐

（GJC）。繼十二月底白腹毛腳燕的報告後， 1至2日米埔鄰近魚塘仍然有不多過八隻白腹毛腳燕，21至23日仍一兩隻在

新田鄰近魚塘出現（GJC, EMSK），是這鳥種在深冬首個紀錄。 11日越冬的黑頸鸊鷉再次在米埔附近出現（JAA）。

 新界開闊地方報告：3日粉嶺發現一隻山麻雀（CT）；7日深涌一隻黑頭鵐（JAA） ,  12日谷埔有十五隻中華攀雀

（JAA）；23日十隻煙腹毛腳燕在錦上路站附近出現（CFL）；23及30日發現一隻雌性鴛鴦（CFL，JAA）；新界東數個

金翅雀報告：1日塔門有十二隻（MDW）、12日谷埔有四隻（JAA）及30日船灣有三隻（RWL）。

 大埔滘鳥況：6日（PH）及12日（MLT）一隻雄性棕腹大仙鶲；6日及23日（PH, DT）一隻栗頭鶲鶯；23日一隻黑眉柳鶯

及四隻小黑領噪鶥（DT, DAD）；25日一隻鳳頭蜂鷹（PKK）。

 石崗引水道有不同種類的冬候鳥及留鳥報告：2日一隻斑姬啄木鳥，整個月有一隻巨嘴柳鶯。6日高峰有六隻紅脇藍尾

鴝， 22日三隻北紅尾鴝及三隻灰林即鳥（全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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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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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六 年  一 月 至 三 月

 另外在流水響除了灰山椒鳥外，3日一隻斑鶇（DAD），14日一隻斑姬啄木鳥（DAD），  25日一隻雄性白喉磯鶇

（KB），16日葵涌華景山莊出現三十隻栗耳鳳鶥及一隻白尾藍地鴝（TJW）。

 18日在二澳出現可能是在大嶼山第一次錄得的一隻棕褐短翅鶯（JAA）；以及在太平山出現一隻可能是香港島首個牛

頭伯勞的紀錄。其他大嶼山較顯眼的雀鳥：18日大澳有一隻橙頭地鶇；25日至27日赤鱲角有五隻斑鶇和十三隻小鵐

（EMSK）；14日十分意外地發現在長洲已經有綠翅金鳩在築巢（MDW）。

二月份

 本月最罕見的雀鳥是16日在何文田（KPC）及21日在貝澳（PA）出現的一隻寶興歌鶇，這是香港第五及第六個紀錄，是

在一群鶇湧現時發現。在這寒冷及乾燥月份出現的另一罕見雀鳥是23日石崗機場路一隻未能分辨的太平鳥（按TML）。

鶇群湧現的地方分佈廣泛：13日南丫島（JAA），22日大棠（TML）， 27日貝澳（EMSK），29日石崗引水道（JC），當

中數量最多的是灰背鶇，其次是烏灰鶇和白腹鶇，而斑鶇和赤胸鶇的分佈比慣常更廣泛，偶然有懷氏地鶇及白眉地鶇的

報告。

 初冬發現的兩隻主角鳥再現后海灣，美洲赤頸鴨最少留至27日（P&MW），而費氏鷗最少留至20日（WKC, JY, JGH, 

MK）。

 這地區其他較顯眼的報告有： 4日米埔一隻冬季較罕見的栗葦鳽（RWL, RB）；6-7日一隻鳳頭麥雞（JAA, WKC）；11日

出現這季節較大數目的一百一十二隻大濱鷸（JAA）；11日有一隻小青腳鷸及一隻長嘴半蹼鷸（JAA）。13日及26日米埔

浮橋一隻首次度冬的漁鷗（JGH, RWL）。

 塱原鳥況：15日有長趾濱鷸、斑鶇、黃頭鶺鴒及黃腹鷚（DAD）；20及28日有兩隻普通秧雞（MK, KCK）。新界北其他

地方報告： 12日粉嶺高爾夫球場一隻鳳頭蜂鷹（JAA）；13日錦上路一隻雄性牛頭伯勞（JAA）；25日谷埔十隻金翅雀

（RWL, RB）。

 在大埔滘感興趣的鳥包括：5日一隻鳳頭蜂鷹（PKK），10日一隻白眶鶲鶯（LS），12日至14日一或兩隻褐林鴞 （JW，

GT）；21日淡眉柳鶯、黑眉柳鶯及栗頭鶲鶯各一隻（LS）；整月均有一或兩隻黃嘴栗啄木鳥報告（DT）。

 6日石崗引水道報告有兩隻斑姬啄木鳥、兩隻巨嘴柳鶯、三隻灰林即鳥和三隻灰卷尾。其他較特別的雀鳥：9日一隻橙頭地

鶇、21日一隻淡眉柳鶯及24日棕褐短翅鶯（JC）。

 除了寶興歌鶇外，九龍錄得的罕見雀鳥有：20日何文田一隻巨嘴柳鶯（KPC）28日葵涌一隻赤胸鶇（CYW）。6日在大潭

出現一隻橙腹葉鵯（JAA）可能是香港島的新紀錄。

 大嶼山有各種鳥類報告（除列明外均由EMSK），赤鱲角整月都有斑鶇的報告，最多不多過五隻，9日出現九隻灰頭麥

雞，同一天昂平有一隻普通朱雀；18日二澳有兩隻灰林即鳥（MDW）；21日大澳及貝澳均有單隻赤胸鶇報告（PA）；27日

貝澳有一隻牛頭伯勞；4日長洲有一隻褐漁鴞（M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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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六 年  一 月 至 三 月

三月份

 本月最耀眼的是6日至9日白沙澳發現一隻楔尾綠鳩（GJC），這是香港首次錄得的第五個綠鳩鳥種。14日南丫島榕樹灣出

現一隻香港只是第五個紀錄的紅喉潛鳥（按GW），這鳥逗留至四月份。另外有兩個近年變得十分罕見的鳥種報告：25日

摩星嶺有一隻紅尾鶇（按CFL），及31日米埔有一隻赤麻鴨（KL）。

 本月18日大棠發現一隻可能是春季首個白喉林鶲的紀錄（按MLT），及9日至12日在林村發現一隻異常地早到的中杜鵑／

東方中杜鵑（JAA），在三月份最後一星期前收到的第二個報告。

 本月錄得早到的春季紀錄有：29日龍虎山有一隻早了三天的藍歌鴝（TCL），隨後31日在蒲台（GW）及南丫島（GM）

出現單隻報告。黃眉姬鶲及白腹姬鶲數目十分好， 25日石崗引水道高峰最多有五隻雄性黃眉姬鶲，26日蒲台六隻白腹姬

鶲（四隻雄鳥及兩隻雌鳥）（GW）。收到報告的白腹姬鶲當中最少有四隻雄鳥顯現 intermedia亞種的特徵：15日石崗引

水道（JW）、16日沙田坳（LS）、17日龍虎山（HT）及18日南丫島（JAA），以及最少有五隻雄鳥是有指明亞種的特

徵。

 一如往常，這個月會看見大量越冬水鳥離開后海灣。11日越冬的費氏鷗只出現了一天（JAA）。16日發現異常的鴨，相信

是琵嘴鴨和白眉鴨的混種（JAA）。春季這階段的過境遷徙岸鳥和水鳥並不十分明顯或種類也不多， 11日報告有兩隻長

嘴半蹼鷸和超過一百隻彎嘴濱鷸（JAA），30日有一隻東方鴴（DAD）；31日有二百七十八隻大濱鷸、七十四隻紅嘴巨

鷗和八十五隻鷗嘴噪鷗（RWL, HKY）。

 米埔保護區內較顯眼的報告：11至13日有好數量的煙腹毛腳燕（JGH, KH），25日十隻灰臉鵟鷹是本月錄得最高的數目

（DAD）；29日 一隻硫磺鵐（MK）；31日出現本春季第一個栗喉蜂虎報告，共四隻（JAA）；罕見陸鳥在塱原出現，14

至28日最多有三隻山麻雀（PH, RWL, DAD）和25日有兩隻硫磺鵐（MK）。

 新界林地和灌木叢地區報告：3日城門出現本春季首個大鷹鵑報告（SLT），3日大埔滘有一隻紅頭長尾山雀（LS），由5

日起一隻唱歌的黑眉擬啄木鳥（DT, OW），直至11日石崗引水道有一至兩隻灰林即鳥（JC），直至16日仍有其中一隻巨嘴

柳鶯的報告（JC）。18日梧桐寨及20日大埔滘有單隻棕尾褐鶲報告（JAA）；20日嘉道理有一隻栗腹磯鶇（P&MW），28

日石崗引水道兩隻白喉針尾雨燕（JC）；5日馬鞍山五隻強腳樹鶯和一隻高山短翅鶯（TJW）。

 九龍公園吸引了兩隻十分美好的雀鳥，1至3日有一隻雄性棕腹大仙鶲（WHY）及3日有一隻雄性白眉地鶇（YWF），何

文田一隻越冬的巨嘴柳鶯最少逗留至10日（KPC）。

 離島的鳥況：17日赤鱲角有八隻紅尾歌鴝（EMSK）；18日南丫島榕樹灣兩隻灰喉針尾雨燕（JW & JGH）；19日長洲

一隻褐漁鴞（按CFL）；22日蒲台渡輪看見一百二十隻紅頸瓣蹼鷸（GW）；26日大澳有五隻灰臉鵟鷹和一隻冕柳鶯

（EMSK）；28日蒲台一隻硫磺鵐（LS）；31日蒲台一隻小灰山椒鳥（WKN），30日南丫島出現一隻十分遲的白喉磯鶇

（GM）；31日蒲台一隻小灰山椒鳥（GW），同一天赤鱲角五隻東方鴴和十六隻普通燕鴴（EM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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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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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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鳥及林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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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016 (六) 0800 - 1300 吳桐寨 (紅耳鵯俱樂部領隊)
(08:00 太和港鐵站64K巴士站 (近A出口))  林鳥

2/10/2016 (日) 0800 - 1600
蒲台
(08:00 香港仔往蒲台島小輪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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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2016 (日) 0800 - 1200 塱原
(08:00 燕崗村公厠旁的涼亭)  田鳥和水鳥

16/10/2016 (日) 0800 - 1600
米埔自然護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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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2016 (日) 待定
百搭日
(詳情將於10月21日於網上討論區公佈)

5/11/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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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2016 (六) 0800 - 1400
米埔自然護理區 (不到浮橋， 4歲或以上可參加)
(08:00 九龍塘港鐵站 (根德道F出口) 或 09:00 米埔停車場集
合，13:00 乘巴士回程，14:00 回到九龍塘) 

 水鳥

20/11/2016 (日) 0800 - 1600
蒲台
(08:00 香港仔往蒲台島小輪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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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1/2016 (日) 0800 - 1200 大埔滘
(08:00 大埔滘公園仔停車場)  林鳥

3/1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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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2016 (日) 待定
百搭日
(詳情將於12月9日於網上討論區公佈)

18/12/2016 (日) 0800 - 1200 貝澳
(08:00 東涌港鐵站B出口) 

林中及田野的
冬候鳥

24/12/2016 (六) 0800 - 1200 大埔滘
(08:00 大埔滘公園仔停車場)  林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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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港 觀 鳥 會 活 動 行 程 表 2 0 1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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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鴛鴦 - 雌鳥
陳志達
錦田河

Mandarin Duck - female
Chan Chi Tat
Kam Tin River

10/01/2016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綠眉鴨
房遠榮
米埔

American Wigeon
Fong Yuen Wing

Mai Po

26/01/2016
DSLR Camera, 120- 300mm f/2.8 lens + 

2x teleconverter



羅紋鴨
駱正華
米埔

Falcated Duck
Lok Ching Wa Kevin
Mai Po

27/02/2016
DSLR Camera, 400mm f/2.8 lens + 2x teleconverter





栗耳鵐
李啟康
塱原

Chestnut-eared Bunting
oLDcaR Lee
Long Valley

14/02/2016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