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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腹濱鷸，學名 Calidris alpina，英文名 Dunlin，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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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灰褐色，腹部較淡。經常在泥灘和海灘上的大群活動。
繁殖羽是鮮明的亮紅褐色背部和黑色腹部。

eBird 黑腹濱鷸

捐款名 單

十月

109 年 10-12 月捐款，合計：169,116 元。
100 元 曾○雯、黃○瑾、林○葶
200 元 張○玲
250 元 鍾○燕
300 元 許○涵

500 元 林○興、吳○萱、詹○雯、余○慧、楊○宜、羅○彤、姚○檠、陳○鳳
1,000 元 陳○嫻、林○正、郭○君、李○海、黃○維
1,420 元 (USD 50) Ingo ○
1,500 元 楊○

十一月

25,400 元 匿名

100 元 曾○雯、黃○瑾、林○葶
200 元 張○玲、陳○安、廖○翔

500 元 林○興、吳○萱、吳○純、余○慧、陳○鳳
525 元 吳○霓

1,000 元 盧○文

2,000 元 古○玉、黃○華、匿名

十二月

5,000 元 釋○宏

100 元 曾○雯、邱○哲、黃○瑾、林○葶
200 元 張○玲
221 元 匿名

300 元 林○菣

500 元 林○興、吳○萱、楊○宜、賴○妤、余○慧、陳○鳳、郭○繹
2,000 元 官○慈、陳○臻、馬○良
5,000 元 林○璿

100,000 元 張○群

Contents
封面 - 黑腹濱鷸 / 呂翊維 攝

目錄

黑腹濱鷸小故事 .......................................................................... 2

中華會訊

中華鳥會第 16 屆第 4 次理監事會會議記錄 / 中華鳥會秘書處 ....... 6

• 發行人：方偉宏

• 發行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Taiwan Wild Bird Federation
• 主編：邱柏瑩

• 編輯小組委員：馮雙、蔡木寬、羅美玉
林昆海、劉孝伸
• 編輯小組：呂翊維、Scott Pursner、
林淑紋、王宣蘐
• 行政顧問：林茂男

• 法律顧問：詹順貴律師
• 外交顧問：吳建國大使

臺灣首次發布「國家鳥類報告」新聞稿 / 中華鳥會秘書處 ....... 8

• 學術顧問：袁孝維教授
李培芬教授
丁宗蘇副教授

NYBC 的回顧與心路歷程 / 呂翊維 ............................................. 12

• 常務理事：李雄略、蔡世鵬、郭東輝
丁宗蘇、李璟泓、劉孝伸

Taiwan Publishes First National Bird Report / Scott Pursner ......... 10

TWBF Talks about How Birds Connect Our World
/ Scott Pursner .............................................................................. 14

團體會員訊息

台北市野鳥學會 -12/20 晨間賞鳥趣 & 森大青鳥早餐會 ...... 16

新竹市野鳥學會 -12/22 六寮天光好，數鳥採茶忙 ................ 17

南投縣野鳥學會 -12/20~12/21 台南嘉義賞鳥 ........................ 18
花蓮縣野鳥學會 -12/27 大農大富 &
12/28 花蓮溪口北側 NYBC ....................... 20
台南市野鳥學會 -2021 年 1 月活動 ........................................ 21
宜蘭縣野鳥學會 -12/27 冬候鳥季 ........................................... 22
高雄市野鳥學會 -2021 NYBC 活動花絮 ..................................23

好文分享

The Unknown Birder / Ingo ........................................................ 24
學習攝影的抉擇 / 范國晃 ........................................................... 28

麥考利資料庫 (Macaulay Library) 鳥類多媒體資源簡介
/ 洪貫捷 ........................................................................................ 30

稀有鳥種記錄

西方澤鵟 / 潘致遠 ....................................................................... 34

沙丘鶴 / 林清顯 ........................................................................... 36

• 會計顧問：黃秋華會計師
• 常務監事：歐玉芳

• 全國團體會員：
社團法人基隆市野鳥學會、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社團法人桃園市野鳥學會、
社團法人新竹市野鳥學會、
苗栗縣自然生態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野鳥協會、
南投縣野鳥學會、
社團法人彰化縣野鳥學會、
雲林縣野鳥學會、
嘉義市野鳥學會、
嘉義縣野鳥學會、
社團法人台南市野鳥學會、
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
社團法人高雄市美濃愛郷協進會、
高雄市茄萣生態文化協會、
屏東縣野鳥學會、
宜蘭縣野鳥學會、
社團法人花蓮縣野鳥學會、
台東縣野鳥學會、
社團法人金門縣野鳥學會、
馬祖野鳥學會
• e-mail：mail@bird.org.tw

• 地址：10343 台北市大同區塔城街
50 巷 3 號 2 樓

• 捐款劃撥帳號：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12677895
• 電話：02-25562012
• 傳真：02-25526833

赤胸朱頂雀 / 蔡金舜、吳金福 ..................................................... 38
沙䳭 / 洪廷維 ............................................................................... 40

家麻雀 / 林利中 ........................................................................... 41

中華鳥會網址
www.bird.org.tw

FB 粉絲專頁
www.facebook.com/
TWBF 1988

來自加拿大，從 1999 年註冊專利至今獲獎無
數的 LENSPEN 神奇拭鏡筆，是保養清潔高級
鏡頭的專業工具。

LENSPEN 拭鏡筆可用於所有光學鏡頭、LCD
液晶顯示器、或玻璃表面，它去除油性指紋
和灰塵的能力，比任何清潔工具都有效。

單一產品使用次數更高達 500 次！ Lenspen 美國註冊專利 U.S. Patent

5,993,560 的碳合成物
清潔技術，是為專業及一般數位產品用家解決昂貴光學產品鏡頭及螢幕清潔的需要。

其特色如下︰
碳合成物清潔技術，為國際認可最有效的光學鏡片清潔技術，可處理落在鏡面帶油性指印及髒汙問題，比其
他鏡頭清潔產品更有效，更簡便易用，深受用專業用戶歡迎。
獨家非液態清潔技術，沒有一般清潔劑溢出及乾涸的問題，不會因液態浸漏而造成的機件故障，安全可靠。
曾跟多家專業及國際大廠合作，可於多層鍍膜的鏡頭及螢幕上應用，清潔效果得到專業用家認可。
環保及不帶任何毒性。

有效減少靜電，預防塵垢積聚，方便攜帶，簡單易用。
碳合成物自行補充設計，經濟耐用。

最貼心的獨特雙頭清潔筆設計，一端為天然羊毛軟刷可刷除鏡片上的塵埃而不會刮傷鏡片，一端為碳合成清
潔配方彈性頭，可有效帶走油污。
為攝影人士最愛的唯一專利清潔用品。

已經有許多仿冒品在市場銷售此 LENSPEN
為台灣總代理艾克鍶貿易有限公司進口之原廠正貨
訂價 300 元，中華鳥會優惠鳥友特價

200 元

欲購從速，請來信 mail@bird.org.tw 或是電洽 02-25562012#13 邱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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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第十六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
By

中華鳥會秘書處

日期：109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六）10:00-12:00

地 點：中華鳥會會館（台北市塔城街 50 巷 3 號 2 樓）
出席人員：17 位理事，2 位監事

理事：方偉宏 ( 常務理事 )、丁宗蘇 ( 常務理事 )、李雄略 ( 常務理事 )、李璟泓 ( 常務理事 )、陳介鵬、鄭暐、
張瑞麟、陳萬方、蕭博益 ( 徐景彥代 )、陳麗如、林炯男、謝孟霖、陳姍姍、黃盈智 ( 蕭文鳳代 )、
潘致遠、戴炎文 ( 鄭和泰代 )、劉國棟 ( 何瑞暘代 )

監事：歐玉芳、蕭文鳳

請假人員：12 位理事，5 位監事

理事：蔡世鵬 ( 常務理事 )、郭東輝 ( 常務理事 )、劉孝伸、吳正文、喻榮華、陳建樺、邱滿星、戴信容、林國欽、
蔡其萱、王敦濤、李永龍

監事：沈錦豐、蔡佳玲、羅瑞昌、羅柳墀

列席人員：呂翊維、潘森識、邱柏瑩 ( 記錄 )、林淑紋、王宣蘐
主 席：方偉宏

壹、主席致詞 略

貳、秘書處工作報告 略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現任中華鳥會呂翊維副秘書長提請任命為中華鳥會秘書長，提請審議。
說明：如案由。

提案人：方偉宏理事長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案由：明年將進行第十七屆理監事會選舉，請各鳥會提名票選理事及監事名單，提請審議。

說明：明年將進行第十七屆理監事會選舉，請各鳥會進行票選理監事提名 ( 票選理事 8 名、監事 7 名 )。
提案人：方偉宏理事長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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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案由：「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的組織架構、中
文名稱是否應檢討或調整？提請審議。

說明：本年度 9 月 19 日會員大會決議委請理監

事會搜集各團體會員意見後再進行討論。

提案人：會員代表大會

決議：一、秘 書處蒐集意見後分析優劣點，提
供各團體會員參考。

二、改名有以下方式由各團體會員自行決定，並發公函回覆中華鳥會。
1. 由團體會員代表 ( 理事長 ) 決定。
2. 由團體會員理監事會決定。

3. 由團體會員之會員大會決定。
肆、臨時動議

4. 其它方式。

提案一

案由：中華鳥會代表水雉園區加入國際里山倡議夥伴關係 (IPSI)，提請審議。
說明：如案由。

提案人：方偉宏理事長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案由：因應目前越來越嚴重的誘拍及干擾野生鳥類的行為，請秘書處提出策略及行文林務局要求修法。
說明：如案由。

提案人：李璟泓常務理事

決議：請秘書處與林務局協商討論解決方案，例如（一）林務局如何明確說明野生動物保育法施行細
則對於“騷擾”的定義。（二）請主管機關評估或研議餵食對生態所產生的影響試驗或研究。

伍、散會 12:00

備註：會議後於「來來台菜海鮮餐廳」聚餐。
202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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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首次發布「國家鳥類報告」新聞稿
By

中華鳥會秘書處

臺灣首次發布「國家鳥類報告」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與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正式發表「2020 臺灣國家鳥類報告（The State of
Taiwan's Birds 2020）」！這是臺灣第一份由政府
部門、大專院校及民間組織共同完成的鳥類生存狀

態評估報告。「2020 臺灣國家鳥類報告」整合了臺
灣長期透過公民科學和監測調查的鳥類類群和特定

鳥種，首次報導其族群狀態、數量變化趨勢、受威

脅程度，以及保育策略與行動。簡單的說，這份報

告將告訴各位，臺灣的鳥類活得好不好？數量是變
多還是變少？可能是什麼原因造成的？以及我們接

下來該怎麼做？「2020 臺灣國家鳥類報告」同時發
布中文版與英文版，以及一冊報導更多細節的「詳

細報告」，三冊報告都會公開在網路上供自由下載，
讓臺灣大眾與世界各國認識臺灣鳥類的生存現況，
以及思索未來鳥類保育和我們的生活環境的發展。

8

Vol. 299

目前，全臺灣有確切紀錄的野生鳥類共有 674

種，其中有 52 種鳥類的生存受到威脅。29 種繁殖
鳥類的數量在減少，有 15 種度冬水鳥的數量在下
降，這些都是臺灣自然環境劣化的警訊。「2020 臺

灣國家鳥類報告」共分成三大篇：( 一 )、特定類

群：包括繁殖鳥、度冬水鳥、繁殖燕鷗及遷徙猛禽；
( 二 )、特定鳥種：包括黑面琵鷺、黑嘴端鳳頭燕鷗、
黑鳶、水雉、八色鳥、小辮鴴、山麻雀、草鴞及熊

鷹等 9 種鳥類；( 三 )、保育議題：探討鳥類可能的
受脅原因及未來的保育策略，包括氣候變遷、濕地
喪失與劣化、野鳥販賣、農藥毒害、外來入侵種及
海鳥混獲共 6 項議題。

什麼是「國家鳥類報告」

「公民科學」與「開放資料」功不可沒

類活得好不好，是一個國家環境是否健全的指標。

地鳥類的監測與研究，更有許多由民間長年來累績

加拿大、英國、印度、南非、澳洲和紐西蘭，都會

必要條件。以 eBird Taiwan 賞鳥紀錄資料庫為例，

鳥類是反映棲地環境狀態的重要指標生物，鳥

許多重視環境健全和鳥類保育的國家，包括美國、
定期整理鳥類調查紀錄並發布「國家鳥類報告」，
作為環境狀況的重要基礎資訊，也是環境劣化的預
警機制。

「2020 臺灣國家鳥類報告」集結了許多臺灣在

的公民科學資料，這些資料是完成國家鳥類報告的

已有近 3900 人貢獻鳥類觀察紀錄，並累計超過 47

萬 3 千份賞鳥紀錄，是全球排名第 7。「臺灣生物

多樣性網絡」也累積了超過 780 萬筆鳥類觀察紀錄。
這樣在國際上名列前矛的成績，歸功於數千名鳥類
及自然觀察愛好者熱切且熱心的觀察與記錄、並且

分享資訊。有了這樣的大數據，我們才能知道這些
鳥類的數量多不多、活得好不好。

2022 下集待續

「2020 臺灣國家鳥類報告」是臺灣鳥類保育工

作的重要里程碑，但不是終點站。在報告的編撰過
程中，我們也注意到了還有許多鳥類和牠們的棲地

尚未受到關注，也還需要保育資源的投入。鳥類的

生活不會受到國界限制，身為全球夥伴的一員，臺
灣的保育工作將以聯合國千禧年永續發展目標作為
核心，持續與國際社會分享我們的觀察紀錄和保育
工作進展。

未來，每兩年會發布一次國家鳥類報告，定期

更新臺灣鳥類的生存與保育狀況，我們期待下一份
報告會為大家帶來更多的好消息。

「2020 臺灣國家鳥類報告」的緣起

臺灣雖然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但是仍積極配

合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發布生物多樣性相關的

國家報告。2013 年，眾多關注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政
府機關、大專院校及民間組織，共同整合與分析我

國鳥類的監測資料成果，編撰成「2020 臺灣國家鳥

類報告」。於全世界檢視保育成果的 2020 年，向
全世界報告臺灣的鳥類保育狀況。

2020 臺灣鳥類報告：
202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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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Publishes First National
Bird Report
By

TWBF Staff

The Taiwan Wild Bird Federation
and the Taiwan Endemic Species
Research Institute officially
annou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State of Taiwan's Birds 2020.
Government, academia, and civil
society came together to create
this first-of-its-kind report,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aiwan's
bird conservation work. It i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the conservation status of Taiwan's
birds, integrating data collected
through long-term citizen science
projects and scientific studies. It
also provides in-depth analysis of
overall species population trends,
the status of specific bird groups,
current threats, and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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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and actions.
Birds are important indicators
of the health of habitats and
ecosystems. A total of 674 species
of wild bird occur in Taiwan, 52
of which are threatened. Of that
number, researchers and scientists
have observed decreases in the
populations of 29 species of
breeding birds and 15 species of
migratory waterbirds. These topics
and many others are described
within the report, which is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specific groups,
including breeding birds, migratory
waterbirds, breeding terns and
migratory raptors; specific bird
species, including the Black-faced

Spoonbill, Chinese Crested Tern,
Black Kite, Pheasant-tailed Jacana,
Fairy Pitta, Northern Lapwing,
Russet Sparrow, Australasian
Grass-Owl, and Mountain HawkEagle; and major conservation
issues, including climate change,
wetland loss and degradation,
wild bird trade, poisoning, invasive
species, and seabird bycatch.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e State
of Taiwan's Birds 2020 draws not
just from information collected
by researchers and scientists, but
also from data collected by birders
across Taiwan. The contribution
of Taiwan's citizen scientists was

critical to the creation of this
report. As an example, eBird,
an internationally used online
platform for recording bird
observations, has nearly 3,900
dedicated Taiwanese users who
over the years have contributed
more than 473,000 birdwatching
checklists to eBird to date. This
gives Taiwan a rank of 7th globally
on the site. Also, the Taiwan
Biodiversity Network currently
has more than 7.8 million bird
observation records logged. Again
this is due to the thousands of bird
and nature enthusiasts who shared
their observations.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the
State of Taiwan's Birds 2020
report began in 2013, with a first
meeting held between various
stakeholders concerned about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
decision reached by participants
then to create a national report
discussing bird monitoring
and conservation status data
would serve as the basis for this
publication. Creating a national
report was also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step in aligning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which required
that participants create national
reports on their biodiversity status.
Taiwan now joins the ranks of
other countries which have also
produced such report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the
United Kingdom, India, South
Afric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It is hoped that the document
can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biodiversity in
Asia and foster mor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in bird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he State of Taiwan's Birds 2020
report will be released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s summary
reports, and have a full report
available in Chinese. The three
documents will be available online
and free to download to ensure
access for anyon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aiwan's
bird species, ecosystems, and
conservation actions. Going
forward, a State of Taiwan's Birds
report will be published biennially.
Future versions will address

species and topics which did
not make it into the first report.
Forthcoming editions will also
provide updates on the status of
groups, species, and issues raised
in the first report.

Learn More

2020. 12

11

中華會訊

NYBC 的回顧與心路歷程
By

呂翊維

「臺灣新年數鳥嘉年華（Taiwan New Year Bird Count, NYBC Taiwan）」轉眼

間已經完成第 8 屆的活動，我在鳥會體系服務也已經滿 8 年，當初我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應徵中華鳥會 NYBC 的活動聯絡人，若沒有當時的職缺，可能就沒有今天的我，
是一種相當奇妙的緣分。非常感激每年都有這麼多的鳥友願意支持 NYBC，也是我
在這崗位上，持續推動公民科學工作的原動力。

NYBC 的緣起

廣大鳥友的支持

Australasian Flyway, EAAF）」中有不少種水鳥的族

與之前，我們主辦方其實只先預設 50 個樣區圓作為

工化造成棲地流失。我們常說鳥類保育無國界，保

遊走各地鳥會說明與網路宣傳後，即獲得全臺許多

近年來，在「東亞澳候鳥遷徙線（East Asian-

群數量趨勢正在下降，主因是沿海泥灘地遭快速人

育候鳥需要來自不同國籍、種族的人們共同合作，
臺灣位在 EAAF 的中間，是許多候鳥的重要遷徙路
徑之一，我們理當有這個責任要守望這珍貴的自然
環境。

在 NYBC 開始以前，過往臺灣累積不少賞鳥人

和學者的賞鳥紀錄與研究報告，但針對冬季鳥類，

NYBC 的第一屆，在還不確定有多少人願意參

當年度的期望目標。然而在籌備的期間，歷經聯繫、
鳥友的夥伴支持，第一屆活動就達到 122 個樣區圓、
近 600 參與人次、292 種及 18 萬隻鳥類的成果，隨

著每年成長，如今樣區圓近年來都維持至少在 170
個樣區圓，超過千人次、超過 300 多種及 30 多萬
隻鳥類的驚人成果。

在這之中，各縣市的鳥會組織是佔最多人數比

仍缺乏全臺尺度整合性與系統性的長期監測資料，

例的主要成員，招募初期很快便將例行賞鳥活動與

類的族群現況及數量趨勢資訊，也為了希望能達成

最難得可貴的，是還有來自許許多多不同背景的參

無法釐清整體鳥況動態。為了能建立長期的冬季鳥
在 2020 年完成第一份臺灣國家鳥類報告，中華民

國野鳥學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台北市野鳥
學會、高雄市野鳥學會作為共同主辦單位，於 2013

年底正式啟動 NYBC，期望長長久久的關注臺灣的
冬季鳥類的趨勢變化。

NYBC 結合，成為最主要穩固的基本盤。然而 NYBC

與者，如各地關心鳥類的 NGO 組織與地方社團、大
專院校的社團與研究單位、社區大學、公部門，甚

至是以個人名義參與，形形色色的人共同完成了每
一年橫跨臺澎金馬的全國數鳥活動。NYBC 之所以命
名「嘉年華」而非「調查」，就是希望所有參與者

可藉每年新年之際，邀集親朋好友一起為了保育愉
快地去賞鳥，實踐有意義又有趣的公民科學運動。

如今對許多鳥人來說，一年一度參加 NYBC 已

經變成了一種既定事項與傳統，我們也希望這樣的

活動能夠持續到永久，效仿北美已延續 120 年至今

的「聖誕節鳥類調查（Christmas Bird Count）」。

事實上，我們 NYBC 已奠定了亞洲地區的典範，這
多虧了所有鳥老大、鳥夥伴及鳥鄉民的熱情參與和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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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疏洪道樣區圓

個人參與感想

許厝港樣區圓

我自己也認領與幫忙了許多 NYBC 的樣區的調

查，如臺北關渡、新北石碇、二重疏洪道、中永和、
桃園許厝港及金門各區的樣區圓等，對我來說每年

的 NYBC 也是跟友人和鳥友們一年一度難得的賞鳥
出遊。透過每年反覆在相同的地點和路線調查，可
以感受到這些地方環境的變與不變，有些鳥況是年

年穩定存在，就好像老朋友似的讓人覺得熟悉親切，
也有很多的不期而遇使人驚喜。

貴子坑大排樣區圓

為了能讓更多人有機會參與 NYBC，關渡貴子

坑大排是我每年必走路線之一，由於地點集合容易
且路線單純，每年我都會開放讓不同的鳥友或民眾
自由參與，這麼多年下來也透過這條路線認識不少

新朋友，甚至在公視「我們的島」節目中，也曾帶
著拍攝團隊一起完成當天的數鳥活動，希望藉此讓
更多人能認識並加入 NYBC 的行列。

未來的展望

近年我們 NYBC 團隊開始鼓勵鳥友以 eBird 的

無法預期的發現是賞鳥的趣味所在，而 NYBC

紀錄清單來回報 NYBC 的調查成果，過往的歷年資

熟悉的環境，像是少見或從未出現過此地的鳥種，

將來都有機會成為研究與保育工作的基礎背景，尤

則是一個契機，讓自己有機會每年重新認識自己的

例如去年底的關渡樣區圓的貴子坑大排意外遇到不

怕生的大麻鷺，以及遠在天邊的大鵟，都是此區

NYBC 的新紀錄；同時另外一頭的關渡自然公園，
鳥友們則是數到近十年最大量的小水鴨；或是曾有

某一年遭遇北雀鷹突然從我們的腳邊的農田低空竄

出，讓大夥兒嚇了好大一跳，從不會料想到猛禽竟
然會在眼皮下方出現。除此之外，年年的走訪也目
睹一些環境棲地正在逐漸改變，有的地方開發破壞

漸增，有的地方缺雨乾旱，如金門地區就是明顯的
案例，局部區域的火燒樹林及乾涸的魚塭讓鳥況不
如從前，令人擔憂未來的發展。

料也都上傳到 eBird 的資料庫中，這些公開資料在
其這幾年臺灣的濕地環境正面臨光電開發的衝突爭

議下，特生中心已經實際運用 eBird 的數據資料，
提供評估光電選址如何迴避或減少對生態環境的影
響之參考。

能源轉型是世界各地正發展的趨勢，但不適當

的選址則可能造成自然環境的傷害，由於爭議頻頻，
在過去的一年當中，經歷多次公部門與民間組織之

間的溝通與對話，目前已優先針對「漁電共生」型
光電推動「環境與社會檢核」作為光電設置的審核

機制，而 eBird 的資料在這機制之中已扮演不可或

缺的重要資訊，而 NYBC 則可年年穩定提供 eBird
重要的冬季鳥類資料。

雖然臺灣參與鳥類公民科學的鳥友很多，成果

也相當豐碩，近年都維持在差不多的水平，但我們

目前 NYBC 已劃設的樣區圓仍僅佔國土面積約十分
之一的面積，有些樣區圓的確還有調查人力短缺的
大麻鷺

狀況，如何再增加更多人力和努力量，未來還有很
大的成長空間值得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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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BF Talks about
How Birds Connect Our World
By

TWBF Staff

In Taiwan, a number of
government-sponsored
international forums take place
every year focusing on topics
such as the promotion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medical assistance. Yet there is
generally little representation
of issues such as biodiversity
and bird conservation. This is a
topic rarely discussed outside
of Taiwan’s Forestry Bureau
or Endemic Species Research
Institute. The Taiwan Wild Bird
Federation (TWBF) was able to
present this perspective and make
the case that bird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re also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issues that deserve
representation and support this
fall at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lythemed events.
The organization was invited for
the first time by time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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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Foreign Affairs to discuss
its international work and
how it coordinates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groups and partners
in conservation. This took place at
two different events. The first was
the two-day annual NGO Leaders
Forum held in October while the
second was part of a monthlong series of workshops held
throughout Taiwan over the month
of November entitled SDGs for
NGOS-Taiwan Can Help!
The NGO Leaders Forum is an
annual event which this year
was held from October 13-14,
2020 in Taipei. It brings together
representatives of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the NGO secto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work
of MOFA’s Department of NGO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is. The
forum also serves as a platform
for NGO leaders to discuss their

achievements, experiences, and
insights and allows participants
to take part in a number of
panel discussions to learn from
one another and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aiwan’s NGOs.
Mr. Scott Pursner, TWBF’s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ook part
in a panel discussion on October
13th entitled Creating International
NGO Networks: Connections,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and
Nurturing Talent. Mr. Pursner
presented for 10 minutes on
the TWBF’s international work.
This included its seabird bycatch
collaboration project with the UK’s
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Birds and the importance
of regional bird festivals and
conferences for sharing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He mentioned
how through these interactions
and events, people outside Taiwan
are abl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country and why it is important
for topics related to conservation.
Later, during the Question and
Answers session, Mr. Pursner was
asked what he would suggest the
government do in order to help
NGOs in this area. In response,
he suggested doing one thing,
birdwatching. He then went on
to explain that, “it sounds simple
but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bird
diplomacy. Birds connect our
world and and birding brings
people together. Certain countries

even have projects where they
collaborate on conservation plans
for a specific species which has
important meaning culturally or
ecologically. This brings people
together in a way most in Taiwan
would not initially consider.”
After the talk, many participants
mentioned that they had not
thought of conservation as a
means to do international outreach
before, but that they would now.
The November talks took place
on the 8th and 15th in Taichung
and Kaohsiung respectively. The
focus of SDGs for NGOs: Taiwan
Can Help! was to share the
international work done by the
speaker or speaker’s organization
and discuss how it related to the
U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Mr. Pursner discussed how
the TWBF’s work was related to
SDG Goal 14 (Life Under Water)
and Goal 15 (Life on Land). Again
he explained to the participants
how the TWBF worked with many
international partners because of
similar conservation goals or just
because of a mutual appreciation
of birds. One example he provided
involved Palau. Since 2018, the
TWBF has been in contact with

the Palau Conservation Society
to look at ways that they could
improve collaborative efforts in
bird conservation. One tangible
outcome of these talks was that
a representative of PCS was able
to come to Taiwan to take part in
Free Buzzard at Mt. Bagua, one
of Taiwan’s biggest community
conservation events held by TWBF
partner organization the Wild Bird
Society of Changhua. It opened
new doors to both organizations in
terms of deepening ties and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conservation
situation in both countries.
Another example Mr. Pursner
provided was about working with
the Bird Conservation Society of
Thailand. The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BCST and the TWBF
helped to facilitate a smooth visit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ailand’s
IUCN team. The group of over 20
came to learn about southwestern
Taiwan’s Taijiang National Park
and Aogu Wetland. The goal
of this fact-finding mission was
to better understanding how
governments, NGOS, and local
people came together to do
species conservation while also
encouraging local economies in
Taiwan.

Mr. Pursner also talked about the
organization’s use of social media
to interact with international
groups and sha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nservation issues
and stories from Taiwa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is continuous engagement and
creating good content, while
also making sure that people
understand your message,” he said.
After the event, Mr. Pursner was
approached by many participants
who told him they did not realize
that Taiwan was doing so much
in the world of bird conservation
or that there were so many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s to be
made there. Many were inspire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group,
with some saying they would look
into the work of their local bird
soc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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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野鳥學會

12/20
By

台北市野鳥學會

晨間賞鳥趣 & 森大青鳥早餐會

無論是低溫還是陰雨，完全無法阻擋愛

鳥人的熱情。

一大早全體在捷運站外集合出發，一起進

入大安森林公園尋覓鳥蹤。再來到森大青鳥享
用精緻早餐，一邊聽張瑞麟老師講解完整的候
鳥知識，參與者都聽得津津有味、意猶未盡。
這個早晨完全是一場身與心的生態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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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新竹市野鳥學會

12/22
六寮天光好，
數鳥採茶忙
By

新竹市野鳥學會

202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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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1-22
Day
1

南投縣野鳥學會

撰文 By

楊瑞珍

攝影 By

Day
2

蔡牧起、薛綺蓮、阿芬、書合頡

第一天的五種目標鳥完成了四種，蔡老師打了八十分，可是我們都覺得是超過一百分了，在老師的

指導下，我們看到了好多在埔里看不到的水鳥：鳳頭潛鴨、紅頭潛鴨、赤頸鴨、像竹筍插在水裡的尖尾鴨，
琵嘴鴨、小水鴨，裏海燕鷗、紅嘴鷗、黑腹燕鷗、銀鷗、高蹺鴴、

反嘴鴴、灰斑鴴、金斑鴴、小辮鴴、東方環頸鴴、赤足鷸、青足鷸、
小青足鷸、黑尾鷸、斑尾鷸、大濱鷸、紅胸濱鷸、黑腹濱鷸等，真
是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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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友書合頡和大家第一次見面，完成了一整天的賞鳥，他很開心的帶著美好的回憶和一張紅單回家

了！相信他覺得“值得”，第一天活動結束。

第二天一早，在布袋文創旅館（房間大，乾淨，平日價非常優惠）吃完豐富的早餐後，就驅車北上

到鰲鼓濕地集合，俐惠和錦昌夫婦要加入我們今天的活動。我們先開車在防風林水田區繞繞，風很大，
只在水田裡看到一些常見的水鳥⋯⋯

吹了一早上的風，這午餐真是太享受了！吃飽喝足，下午就分開活動，蔡老師和薛老師有事要北上

回清水。我們要用最快的速度再跑一次昨天的鳥點，讓俐惠和錦昌夫婦看看昨天的幾隻稀有鳥類。

很順利的，環頸鴴、黑頸鸊鷉、草原灰伯勞都

看到了。但是諾氏鷸找不到！不過，我們在將軍遇

到了台南鳥會的李先生，得知“琵嘴鷸出現了！”

這個消息讓我和淑芬，決定再多留一天，明天一早
來找琵嘴鷸。天黑了，感謝俐惠開車送辛蒂到豐原
車站，感謝錦昌夫婦來參加活動，感謝阿芬陪我留
下來，明天充滿希望，小琵，我們來了！

202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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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野鳥學會

12/27
大農大富
NYBC 活動花絮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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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野鳥學會

花蓮縣野鳥學會

12/28
花蓮溪出海口北側
NYBC 活動花絮
By

花蓮縣野鳥學會

台南市野鳥學會

2021 年 1 月活動

202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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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野鳥學會

2020 冬候鳥季活動花絮
By

宜蘭縣野鳥學會

今年的候鳥季我們又回到塭底來了。
今天感謝老天爺給了個好天氣。

更感謝時潮社區活動中心及時潮玉尊
宮提供優質的場地。而且時潮社區前

任總幹事還特別帶了幾顆時潮區的大
河蚌給大家看，並跟大家介紹此地的
優良水質。

今天除了各地鳥友及會員來捧場

外，更感謝幾個單位的參與。

1、宜蘭社區大學由校長帶領約 60 位
學員參與，此梯隊的解說是由前

理事長吳俊德帶領的社大鳥類辨
識班的學員擔任。

2、宜蘭縣光樺複式童軍團約 60 位大
小童軍夥伴一起來參與。

3、中華國中由黃基哲主任帶領 10 師
生來體驗。

最後要感謝各位志工解說員，感謝大家將塭底的生態塭底的美介紹給大家認識。

雖然塭底近年多了一些河岸工程及民宿農舍，但我們相信在地友善的農民還是可以讓我們珍貴的自

然環境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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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野鳥學會

2021 NYBC 活動花絮
By

高雄市野鳥學會

2021 新年數鳥嘉年華在 109 年 12 月 19 日 ~110 年 1 月 10 日進行調查，今年是以東方環頸鴴為代表

鳥種。本次高雄地區共有 17 各樣區，比去年少一個東沙樣區。感謝各位鳥老大、鳥鄉民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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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known Birder
By

Ingo

There are millions of us “birders”
in the world, all of whom share a
love of the Avian and, I suspect,
a great affinity for most anything
in the wilds of Nature. Further, I
would venture that we harbour
a yearning to experience an
untrammeled co-existence with
wildlife if possible, especially so
because some individuals have
actually managed to do that. Are
those people so different from the
rest of us “birders”? Most likely
not. More probably, it is a case of
Life’s Current settling out a person
here and there for a purpose
specific to the Wild, pertaining to
birds, fish, mammals
or whatever.
The point is
that the
individuals,
initially, are
not usually
aware
of their
chosen path
– they are
simply on it!

India’s “elephant doctor” (Kushal
Konwar Sarma) know at age 7,
riding Laxmi his friend from the
members Elephas, that he would
be spending more of his life with
elephants than with his family?
Yet, that first elephant ride already
placed him on a path distinct from
the rest.
This writer’s case is no different:
an affinity for wild creatures
introduced at an early age, reading
their “language” of signs and
moods as easily as script, exposure
to them almost a constant; seal
pup, Mallard, hedgehog, Thrush,
Chimney Swift, Nighthawk, all just
a part of life, before the age of 10,
that outwardly wasn’t even geared
to that - nor looked for! Life’s
Current, however, pulled its naïve
flotsam to where his heart first
felt at hom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anadian High Arctic!

▲ Snowshoe Hare - Lepus americanus,
2 wk. old

Within a half-million-strong
herd of Barren Ground Caribou
there is always one that will NOT
follow that year’s path to the
calving ground, pursuing instead
an impulse that prompts solitary
travel by an as-yet unknown
route to the same location.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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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eberg V.S Man

At 80° N. Latitude in winter, one
is made aware of an unimaginably
immense power that is in mere
repose, the absolute silence of
that towering totality of energy
held in check, a silence so vast as
to dwarf the one sound within it –
a human heart-beat - even as its
rhythm increases rapidly in face of
a sudden realization that shreds
the delusion of man’s strength,
superiority, or sagacity: whenever
the planet would be moved to
unleash its force, then whatever
is human can and will be undone,
without the slightest hesitation
or consideration - we are mere
specks; worse, foolish specks to
presume that it is we that are in
control.
In spring (at that time), all bird
species, arriving almost together,
were wonderfully raucous and
glorious in their individuation

95 sq. m. puddle will walk directly
on to an offered, open palm at
ground level, presumably enjoying
the warmth as he dries and
preens, while the hand is lifting,
and thinking: this must be the
good life, right? (At that point he
is probably unaware of his status:
the Arctic’s favourite, carbon-free
fuel!)

▲ Snowy Owl Chicks – Nyctea scandiaca

and enthusiastic eagerness.
Everywhere, nests so close
together and well camouflaged
that walking around was an
exercise in care as well as
astonishment in watching the
precociousness of some species
entering life: huge feet and
beaks, with little down on bodies,
successfully seeking food.
At other times, walking around
would elicit such determined
attacks and scolding that hard hats

became a requirement!
Meanwhile, reject any form
of sentimentality: pick up a
precocious chick to admire it and,
within 1 min., an opportunistic
hunter-scavenger would swoop
down for the snack lifted out
from camouflage. Regardless, it’s
difficult to resist the enjoyment
of connecting with the wild
that knows not man, nor fears
him: a Brown lemming [Lemmus
trimucronatus] swimming across a

But the “birder” was brought
here for a reason. The crux of
purpose: bonding with an Arctic
Wolf from the local pack. Initiated
by a man’s poor imitation of a howl
that was quickly answered from the
hills, the sequence was followed
next day by the wolf walking a
kilometer straight towards the
two-legged target, the two then
sitting on a frozen fjord, eyeball to
eyeball 70 cm. apart, unblinking
at -40, neither apprehensive,
accepting completely, here to
answer the call.
The basis of the illumination
engendered simultaneously
in both, via the experiential
awareness that suddenly arced
through them, is that we are ALL
EQUALLY subject to the vagaries
and vicissitudes of a life-force
far beyond our control; the only
path open to ALL is to respect
one another including specific
needs, to recognize and appreciate
the universal interdependence
of life to which we all contribute
from differing vantage points.
Harshness, abrupt change, and
tragedy none can ever escape,
but we can help to sustain one
another to the extent possible.

▲ Arctic Tern– Sterna paradisaea

202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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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st few seasons, despite
the bird numbers of the Winter
Flock remaining fairly constant
– consequence of reduction in
native food sources?

▲ Arctic Wolf – Canis lupus arctos

The process of elucidation
completed, man and wolf rise and
walk along the fjord side by side,
close and touching, content in a
knowing trust, bonded in Life.
The significance? Primal coequality
enables active projection
of fundamental Love and
Compassion towards an individual
manifestation of Life, something
that each member of the wild does
experience, does respond to in
varying degrees, despite our vastly
different cultures. Whether Birder
or Conservationist, this provides
both a critical and humbling
perspective.
In a country as vast as Canada, the
choice of environments is broad.
Yours truly was led to interact
in a quiet and removed Rocky
Mountain setting, largely wild.
Mature Grizzly (Ursus arctos) will
amble through the backyard on
their way to a huge Ponderosa
Pine to make their mark, the
highest conferring a singular status
on the owner. Marten and wolf,
badger and bobcat (Lynx rufus),
all fill their niche. And all know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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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wo-legged that provides help
when required, including the birds
that call this region home.
A flash of movement might be
an avian cruise missile at ground
level whizzing by the knee the hunting Northern Goshawk
(Accipiter gentilis) tail-rudder
angling rapidly to negotiate
flight paths through conifers. It
is the Winter Flock, though, that
evinces its appreciation regularly,
calling out greetings even in the
summer 800 m from the feeding
locations where they find winter
nourishment. It is noteworthy
that winter-food consumption
has increased noticeably over

Woodpeckers will come to work
alongside this birder in the
forest, chickadees
hold on to
coatlapels or
a finger,
and
when
poking
the head
into a
fruit-tree
canopy in the
orchard to pick
▲ Pileated Woodpecker –
fruit – Party
Dryocopus pileatus
Time! 20 birds
within 30 cm, all calling, greeting,
flitting around, excited about the
visit at “their home”, moving just
enough to let the hand pick an
apple. Birds with a defined social
structure respond socially. Note:
this close an association is made
possible only by a birder’s 24/7
presence/interaction.

▲ Rocky Mountains – southeast British Columbia

▲ Mule Deer, young buck – Odocoileus hemionus

A deer might arrive and just quietly
follow this writer within 6 m.,
browsing unconcerned, relaxed,
enjoying friendship. And they will
remember you years afterwards!
Even when I’m fairly distant and
have surprised someone, all that is
needed is to let the voice be heard
– instant calm.
Another might help to control
non-native weeds, chewing off
buds before the plant is sprayed
with herbicide, both working side
by side, 4-5 m. apart. A doe might
drop off her twin fawns by the
house, to engage the free babysitting service, ordering the fawns
to lie down until she returns; or,
one might draw very close to share
her sorrow at having lost her fawn
to a cougar (Felis concolor).

Somehow they all know/recognize
the one in their midst that helps,
even when at times nothing can
be done: a flock of Common Red
Polls, carrying disease, arrives from
northern British Columbia and
decimates local populations of
all types; only time can heal that.
There is no remedy, unfortunately,
for species, like Wood Warblers,
that have simply disappeared due
to habitat destruction and/or the
global crash of insect populations
- only the forest’s growing silence
marks their passing. Importantly,
all of what was to come the Arctic
had already signalled thirty years
ago, its ground-nest density
thinning inexorably, some species
no longer represented.

▲ White Tail Deer fawn, recovered
from broken leg at birth –
Odocoileus virginianus

Unknown birders in all places
should remain aware, continue to
contribute the best that they can,
and their charges will intuitively
come to know 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Food for thought: https://www.statnews.com/2020/09/24/crows-possess-higher-intelligence-longthought-primarily-human/
202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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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攝影的抉擇
扎根式學習或速成式拍照
By

范國晃 /

本文轉載自台灣鳥會黃山雀 2020 年 7-8 雙月刊 229 期

在數位攝影普及化的今日，我們有很多方式可

錯誤的曝光照片造成影像細節減少及色彩飽和度不

我們帶往追求經典攝影的道路。只要我們在學習的

買專業攝影器材，在這些業主無法自行拍出滿意的

以接觸攝影的學習管道，然而並非所有途徑都會將
過程中遇到錯誤的學習對象，那麼我們就可能以錯
誤的方式拍攝照片。但若我們投入在正統的攝影學
習環境，那麼我們就能充滿自信的拍攝出成功的照
片。

數位崛起傳統式微

在底片攝影時代，學習攝影總是要按步就班的

認識底片的類型、測光方式、光圈、快門、曝光補
償及對焦⋯⋯等等各種攝影要素的相互搭配及對成

像的影響。然而在數位相機普及的今日，許多使用
者追求速成的拍照方式，或倚賴軟體後製補救曝光

失誤的照片，亦有不少在拍攝者以佈景及餵誘方式，
並且事前對焦構圖後待野鳥飛入。因此產生許多大

衆無法認同的照片。不僅是生態攝影有此問題，連
商業攝影也因速成式攝影師而造成許多問題。

足。這種亂象造成許多有拍照需要業主轉而自行購

照片後，他們才進而找到真正專業的攝影師，並獲
得他們滿意的商業攝影照片。這種亂象也存在於婚
紗攝影及婚禮紀錄的接案市場，從新聞媒體所報導

的山寨攝影師案例即可讓需要攝影師的民眾有所防
備。

在某次與我老師（他曾於多家攝影公司擔任攝

影總監）的閒談中，他提到許多在大陸拍攝婚紗照
片的許多年輕攝影師，他她們會在一個婚紗攝影案
拍攝達數千張照片，然後自己從中篩選近千或數百
張照片擋案，之後讓將要結婚的情侶挑選數十或近
百張照片。這些龐大的照片檔案耗費很多年輕攝影
師的時間，然而資深的專業攝影師並不需要拍攝如
此大量的照片來篩選，因為他們在按下快門前就有
把握照片會是成功的影像，這來自於按部就班的扎
根式學習及對拍攝技巧與美感的不斷磨練。

一個婚紗拍攝案例發生在天氣晴朗的海邊，一

數位普及而攝影價值卻低落

位攝影師以高 ISO 感光度拍下了情侶一系列的靜態

的免費攝影課程後，我正好到他攝影棚與他聊起那

優勢，可降低 ISO 值以獲得細膩的影像使細節豐富，

在一場知名攝影師（他拍攝過衆多明星）所辦

次課程後他的感想，他告訴有許多接案攝影師來聽
他的課程，課中他詢問這些攝影師使用專業棚燈時
測光錶的使用情況，結果有一半的攝影師沒用過測
光錶，而以多次試拍方式調整相機參數及棚燈輸出

姿勢的婚紗照片，這些照片的共同問題是影像噪點
十分明顯且缺乏細節，若攝影師能善用光線充足的

利用大光圈配合高速快門拍攝充滿動感的人像攝影
作品，那麼結果將大為不同。

率，若曝光仍然不正確就以後製補救。這讓我們感

當前野鳥攝影存在的擺拍誘食行為

數位相機一段時間後便自稱為攝影師進行低價接攝

境中曾經親眼目睹擺拍及誘拍的亂象。每當候鳥季

慨數位時代造就出許多速成攝影師，或使用單眼式

影案的工作，長期以非正規的方式控光拍攝，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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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野鳥生態攝影的問題，近幾年我在自然環

節、過境期、或繁殖季節時我總會前往鳥類棲息地

華江雁鴨公園拍到的擺拍

或觀察一些曾參與誘食擺拍的拍鳥者，這其中有入
門野鳥攝影時被誤導、或攝友間交誼而產生的共同

行為、攝影技術不足者而無法拍到自然行為的野鳥、
跟隨網路鳥訊前往集體擺拍現場拍攝、及以好玩的
心態拍攝野鳥等。

提升攝影技巧享受真實美感的攝影樂趣

當擺拍式野鳥照片受大眾批評，進而被媒體廣

以負面新聞報導時，該如何讓自己輕鬆自信的拍到
真實且成功的野鳥照片？一位成功的攝影師其養成
必定是從攝影學基礎概念學起，再經歷不斷實際拍
攝調整並專注其投入題材之探索，直至熟練攝影器
候鳥季腳架佔滿野柳步道，國外遊客只能走在危險的下
切坡道

材、駕馭拍攝技巧及深入主題精神，即可獲得攝影
創作的樂趣，並能持續熱情的投入。

探尋鳥類的蹤影，但擺拍的行為或殘跡總會被我目
擊，這使我好奇在荒野自然中拍攝野鳥為何需添加

人為的材料或跡象在照片中 ? 於是我開始嘗試詢問
202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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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考利資料庫 Macaulay Library
鳥類多媒體資源簡介
By

洪貫捷

美國康乃爾大學鳥類實驗室 (The Cornell Lab

of Ornithology) 除了發展廣為人知的 eBird 之外，

還有一個 Macaulay Library ( 中文多譯為麥考利資
料庫 )。麥考利資料庫由康乃爾大學鳥類實驗室創

立於 1929 年，當初稱為 Cornell Library of Natural
Sounds 資 料 庫， 第 一 份 鳥 類 錄 音 是 Peter Paul
Kellogg and Albert R. Brand 使用幾乎和汽車一樣大
的自製集音盤在 Ithaca City Park 陸下的錄音，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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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以在資料庫當中聽到：

•	Song Sparrow https://macaulaylibrary.org/
asset/16737

•	Rose-breasted Grosbeak https://macaulaylibrary.
org/audio/16968

近年康乃爾大學鳥類實驗室和出版 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the World 與創立 Internet Bird Collection
的 Josep del Hoyo 合作，將這些資料庫整併為 Bird
of the World(BOW) 資料庫，顯示出康乃爾實驗室對
於鳥類紀錄以及多媒體的野心。當然 BOW 資料庫
是要付費的，但可以在單一頁面看到最新的分類變

化、亞種描述、物種資訊以及多媒體資料，整體來
說還是比購買全套 17 本每本將近 5 公斤、150–220
英鎊的 Birds of the World 實體書划算許多。

eBird 與 Macaulay Library 的結合

透過 eBird 上傳錄音與照片

目前 eBird/ML 資料庫的上傳介面設計的相當

良好，透過手機介面也可以上傳。點選「管理影音」
後只要再將多媒體檔案拖曳到該鳥種的名稱上就可
以了。這邊要注意的是各種檔案的大小限制：

照片：10MB 以內，JPG、PNG 或 GIF( 要的話可以
將錄影轉為 GIF 動畫 )。

錄音：250MB 以內，鼓勵 / 可以上傳 WAV 檔案。
錄影 ( 尚未全面開放 )：250MB、3 秒以上。

eBird 已經是全世界以及台灣賞鳥的重要工具

了，但 eBird 除了紀錄鳥類清單 (checklist) 以外，
每一份清單還可以上傳照片與錄音，未來還可以上

傳錄影 ( 備註 )，而這些多媒體材料就是存放於麥考
利資料庫當中。

在 eBird 尚未和麥考利資料庫整合之前，要上

傳多媒體資料得透過傳統的博物館收藏方式：寄送

你的錄音檔給博物館，裡面附上詳細的說明 ( 時間、
地點、物種、錄音描述、使用器材…等等 )，再經由
博物館的人員整理上架。但目前麥考利資料庫已經

和 eBird 整合，開放所有使用者上傳錄音以及照片，
只要在 eBird 網頁找尋「管理影音」，即可上傳錄
音及照片。

補上重要的詮釋資訊 (Metadata)

對於資料庫來說，收集資料很重要，但資料背

後的詮釋資料 (Metadata 又翻譯成後設資料或元資
料 ) 更加重要。

詮釋資料是什麼呢？以 eBird/ML 資料庫來說，

我們上傳的資料是鳥類的錄音以及照片。下圖是錄

音介面的資料，從上到下有：評價 ( 一顆星到五顆
星，可由上傳人或者一般用戶同時評分、備註、年

上傳介面：請按「管理影音」

備註：目 前 只 有 地 區 的 審 核 者 (Reviewer) 以 及 在
Internet Bird Collection 資料庫合併前就有上
傳的使用者才能上傳影片，但日後預計會對
所有使用者開放。

ML 資料庫鳥類錄音的詮釋資訊
202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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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更簡單一點的作法就是直接在 eBird 的

鳥種清單 (checklist) 上點擊任何顯示為藍色字體的

鳥種名稱，就可以透過 eBird 的介面去查詢所有儲
存在 ML 資料庫的鳥類觀察與多媒體資料。

透 過 ML 資 料 庫 去 搜 尋 的 多 媒 體 呈 現 介 面 和

eBird 略有不同，但由於資料來源是相同的，就看
ML 資料庫鳥類錄音的詮釋資訊

齡性別的數量、聲音的狀態、是否使用回播、背景
是否有其他鳥種、行為以及錄音器材等。

ML 資料庫搜尋介面

你喜歡透過那個介面去查詢了。

透過 eBird 來查詢的結果比較有趣，還會顯示

ML 資料庫鳥類照片的詮釋資訊

有了這些資料，資料庫管理員甚至是一般使用

你個人有沒有看過 ( 今年或所有年份 )、拍過、錄過
這種鳥，下面顯示多媒體的介面也比較清爽簡潔。

者就能夠迅速的挑出需要的聲音：歌聲？叫聲？時
間？地點？成鳥還是幼鳥…等等。

查詢 Macaulay Library 資料庫上
的資料

之前提到的 Bird of the World (BOW) 資料庫是

要付費的，付費所取得的主要是 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the World (HBW) 為 基 礎 的 文 字 描 述， 但
ML 資 料 庫 甚 至 IBC(Internet Bird Collection) 資 料
庫的多媒體絕大部分都是使用者自行上傳的，所以

這部分的資料是可以免費取得的。我們只要到 ML
資料庫的首頁去搜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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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 資料庫搜尋結果，最近可能因為國際海纜斷裂 +ML
資料庫即將維修，錄音和照片都跑不完整。

在 ML 資料庫上可以找到東海大學謝孝同老師 /

博士 (Dr. Sheldon R. Severinghaus) 50 年前在台灣
的錄音，可以透過在特定地區 (Taiwan) 搜尋特定日

期 (1990 之前 ) 找得到，感謝 ML 資料庫將這些錄音

數位化上傳。先不管這些歷史錄音有沒有學術價值，
但有一些錄音可以更具體的想像 50 年前台灣鳥類的
樣貌對我來說就已經彌足珍貴。

透過 eBird 介面看到的鳥種說明 1/2

歷史資料的價值

上傳那些資料有什麼用？但實際上我們永遠不

會知道什麼時候資料會有用，鳥類的棲息環境隨著
人類的開發勢必是會越來越少，目前的常見鳥以往

可能是稀有鳥 ( 如黑冠麻鷺 )，而以往的常見鳥目前
可能也會是稀有鳥 ( 如黑鳶以及山麻雀 )。

謝孝同老師在 ML 資料庫上的 229 筆錄音

透過 eBird 介面看到的鳥種說明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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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鳥種發現記錄—西方澤鵟
By

潘致遠

中名
學名

西方澤鵟

英名

Eurasian Marsh / Harrier / Western Marsh-Harrier

Circus aeruginosus

基本資料

隔天一早我開車到恆春，到達龍鑾潭北岸濕

發現日期：2019/11/4 及 11/5

地時大概是上午九點半，後來這隻澤鵟在十點半和

天氣情況：陰偶有小雨

澤鵟很相似：雙翼上舉呈淺 V 字形，以低空飛行的

發現地點：屏東縣恆春鎮龍鑾潭北岸濕地
鳥是否逆光：否

觀察時間：11/4 及 11/5 加起來觀察到的時間約 5 分鐘
觀察者與鳥的距離：最近時約 30 ～ 40 公尺

當時所使用的器材：Leica 10x42 BN 雙筒望遠鏡、
Canon EF 100~400mm/F4.5~5.6 鏡頭
+Canon 7D MarkII 機身。

請以文字敘述所見之鳥，說明其大小體型、體
色、行為、鳴聲，活動地區之棲地描述，以及
與其他鳥類一起行動

11/3 晚上收到王銓程和吳嘉錕兩位鳥友傳來數

張在恆春龍鑾潭北岸濕地拍到的一隻澤鵟屬照片，

羽色相當醒目，他們詢問我是否可能為西方澤鵟，
我翻閱了歐洲的鳥類圖鑑 Collins Bird Guide 及猛禽

觀察圖鑑，發現的確特徵是符合西方澤鵟的雄成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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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點，都有起來飛行一段時間，行為模式和東方
方式在濕地上方巡弋覓食，過程中驚嚇起許多濕地
裡的鳥類，11/5 上午還看到牠抓到一隻紅冠水雞。

比較起過往觀察過的澤鵟屬，這隻澤鵟算是不

太怕人，在 11/4 中午和 11/5 上午都曾經一度接近到

30 ～ 40 公尺，所以拍到的照片特徵都算相當清楚
而明顯。

經詢問當地鳥友吳嘉錕，才知道這隻西方澤鵟

已經出現超過一週以上。一週前吳嘉錕曾經拍過這
隻西方澤鵟與另外一隻東方澤鵟打架的照片。只是
當時的照片沒有拍到足夠的特徵，貼在臉書上也沒

有被懷疑非東方澤鵟。直到 11/3 吳嘉錕和新竹的鳥
友王銓程及台中鳥友李勝雄一起拍到很近又特徵清

楚的照片，才發現這隻澤鵟不像東方澤鵟，而是西
方澤鵟。

補充資料

1. 在鑑定過程中層考慮哪些鳥種？

東方澤鵟大陸型雌成鳥，羽色最接近這隻澤鵟。

但是這隻澤鵟有明顯的顏盤，飛羽和尾羽皆無橫
紋，故排除東方澤鵟大陸型雌成鳥。

2. 觀察者之賞鳥經驗與資格？

潘致遠，台南市野鳥學會會員，鳥類觀察經驗約

20 年。中華民國野鳥學會鳥類紀錄委員會第一屆
至第三屆委員（2008 ～ 2017），台灣鳥種紀錄
約 460 種。

3. 是否有其他證據可以協助鑑定，若有是何種證據？
存放於何處？

有數位照片數張，存放於家中電腦硬碟。

是否有其他證據可以協助鑑定，若有是何種證
據？存放於何處？

共同發現者

1. 王銓程，新竹資深鳥友，鳥類觀察攝影經驗
20 年以上。

2. 吳嘉錕，屏東縣恆春鎮在地民宿業者，鳥類
攝影經驗 20 年以上。

3. 許智揚，彰化鳥會資深會員，鳥類觀察經驗
20 年以上，興趣為猛禽觀察與辨識。

4. 劉川，屏東鳥會資深會員，鳥類觀察經驗 30
年以上，長期在恆春半島觀察紀錄鳥類。

參考資料

1. 林文宏（2006）。猛禽觀察圖鑑 。遠流出版
社。

2. Lars Svensson（2009）. Collins Bird Guide.
HarperCollins.

照片傳放於 eBird

https://ebird.org/view/checklist/S49819997

填表者資料：

潘致遠，台南市野鳥學會會員，中華鳥會鳥類

記錄委員會第一屆到第三屆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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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鳥種發現記錄—沙丘鶴
By

林清顯

中名

沙丘鶴

英名

Sandhill Crane

學名

Grus canadensis

基本資料

發現日期：(1)2019/10/31 上午 8 點 50 分

(2)2019/10/31 下午約 3 點 00 分

發現地點：(1) 屏東縣恆春鎮龍鑾潭北岸

(2) 屏東縣恆春鎮汙水處理廠北側農地

天氣情況：晴天

鳥是否逆光：順光

觀察時間：(1) 上午 08:50 ～ 09:00( 林 )

(2) 下午約 03:00 ～ 03:40( 劉 )

觀察者與鳥的距離：(1) 約 150m( 林 )

(2) 約 50 ～ 80m( 劉 )

當時所使用的器材：

(1)Nikon D500 ＋ 300mm/F2.8 ＋ 1.7 倍鏡，
Zeiss 8×32 望遠鏡

(2)Canon 1D MarkIV ＋ 500mm/F4 ＋ 1.4 倍鏡，
Vixen 8×32 望遠鏡

請以文字敘述所見之鳥，說明其大小體型、體
色、行為、鳴聲，活動地區之棲地描述，以及
與其他鳥類一起行動

2019 年 10 月 31 日上午於龍鑾潭北岸拍鴨摃龜

後巧遇本地林姓鳥友，並見到他上午約 9 點拍到僅

歡掩護並停妥車，總算看清楚廬山真面目，整隻除
臉白、眼睛以上至頭頂為鮮紅色外其餘皆為灰色並

雜有一些褐色大斑點，體型較蒼鷺稍大，當開始車
拍後，主角卻緩慢地往東覓食移動⋯約 3 分鐘後鏡

有一張飛行版不知名鶴的紀錄照，趕緊驅車搜尋龍

頭中鶴大突然伸長脖子⋯啊！要飛啦！ 2 隻接連往

此時已近午後 1 點半，到鎮內買個便當囫圇吞後，

然不見鶴蹤，難道已降落附近？再驅車沿小徑東行，

鑾潭周邊可能落腳處，努力查完東岸仍未見主角，
盤算大概就剩北岸外一處雁鴨棲地待查，否則就得

北起飛，連拍數張後趕緊下車查看⋯怪了？天空居
果然瞄見主角已轉降於小徑北側約 50 米外的旱田，

轉往機場區搜尋了，偏偏前往該區的南北兩端都因

原路輾轉將車掉頭再緩緩西行至適當角度正準備開

頂，望遠鏡用力掃描目標區還是不見蹤影，隨手再

牠倆已飛越車頂並朝南飛去⋯下車後極目張望卻又

怪手施工擋路無法靠近，只好就近登上南側一土堆

轉向東北大片翻土後的旱田區，鏡頭中赫然⋯哇！
賓果！ 2 隻鶴現身了，趕緊跳上車轉繞河道對面一

條小徑，當緩緩接近主角西側約 6-70 米處利用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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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卻見主角突然朝我車飛來，慌亂中連拍多張後
不見鳥影，只好往南再慢慢找尋，當車抵龍水有機
稻作區 ( 去年大批白額雁棲息區 )，正想利用手機

查明鶴大身分卻不見機子，心中暗咒：慘了！想起

是丟在吃便當的北岸水閘門附近吧，趕緊抄近路疾

駛抵現場⋯哇！手機仍躺在水泥柱上，拿到手後立
即上網查：「鶴種類」，比對圖片答案立即揭曉 -原來 2 隻稀客是來自北美的「沙丘鶴」啊。
補充資料

1. 在鑑定過程中層考慮哪些鳥種？

(1) 灰鶴：體長 100 ～ 137 ㎝，全身羽毛大致呈

灰色，前額和眼先黑色，頭頂中央一小塊裸

皮為红色，眼後至頸側有一白色粗縱带，喉、
前頸和後頸灰黑色。初級飛羽、次級飛羽端

部、尾羽端部和尾上覆羽為黑色，眼紅褐色，
嘴喙黑綠色，脚黑色。

(2) 白頭鶴：體長約 120 公分，頭頂的前端到中
央區裸皮呈紅色，後頭至上頸部為純白色，

後頸的純白羽色向下延伸至肩部；自後頸下
部至背部整體羽色呈灰黑色。

※ 沙丘鶴：體長約 110 公分，身材較細瘦。眼紅
色，嘴喙及腳皆為灰黑色。頭頂至前額皮膚裸

露，呈鮮紅色，眼下臉頰白色，其餘羽毛呈灰
色。

※ 比較頸部以上特徵：就只看臉部紅色範圍就可
排除灰鶴。

※ 比較頸部以上特徵：臉部紅色範圍，沙丘鶴較
白頭鶴大，白頭鶴頸部上半段至頭頂呈白色，
沙丘鶴主要呈灰色因此排除白頭鶴。

2. 觀察者之賞鳥經驗與資格？

林清顯，鳥類觀察資歷 10 年，個人台灣鳥種紀

錄約 150 種以上。

3. 辨識過程撰寫者之觀鳥經驗與資格？

劉川，社團法人屏東縣野鳥學會會員，觀鳥資歷
超過 40 年，個人台灣鳥種紀錄 400 種以上。

4. 是否有其他證據可以協助鑑定，若有是何種證據？
存放於何處？

(1) 第 1 拍攝者：林清顯，數位照片 1 張，存放
於家中電腦。

(2) 第 2 拍攝者：劉川，數位照片 100 張，存放
於家中電腦。

填表者資料：林清顯
參考資料

1. 約翰、馬敬能等。2000。中國鳥類野外手冊 。
湖南教育出版社。

2. The SIBLEY Guide to Bi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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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鳥種發現記錄—赤胸朱頂雀
By

蔡金舜

中名

赤胸朱頂雀

英名

Eurasian Linnet

學名

Linaria cannabina

基本資料

發現日期：2019/11/6 13:21
發現地點： 田寮洋
天氣情況：陰偶雨
鳥是否逆光：否

觀察時間：2 分鐘

觀察者與鳥的距離： 15~30m

當時所使用的器材：雙筒望遠鏡 Swarovski8x32EL

＋ Nikon 單眼相機＆望遠鏡頭 500mm F5.6

請以文字敘述所見之鳥，說明其大小體型、體
色、行為、鳴聲，活動地區之棲地描述，以及
與其他鳥類一起行動

雨後出現在水泥灌溉溝渠旁覓食，短暫停留及

飛往鐵道方向；體型和相距不到 10m 的花雀相近，

具有雀科的嘴型，脇部有縱紋，尾羽黑色分叉且具
白色外緣，腳深色進黑。
補充資料

1. 在鑑定過程中層考慮哪些鳥種？

相似種的辨識：在現場看到牠，直覺認為應該是
雀科，但羽色對我而言很陌生，查閱國內圖鑑未

找到相似種，查詢中國野外圖鑑則有赤胸朱頂雀
比較；於是即將所拍照片詢問潘明麗、曾風書、
顏立愷、鄭可等多位資深鳥友，立愷和鄭可判斷

應是 Linaria cannabina（Eurasian Linnet，赤胸朱
頂雀），鄭可也將照片傳給台南的 SteveM，也

得到他確認的回覆。（Yes that's certainly a Linnet,
a female or ﬁrst-year bird. What an outrageous year
for ﬁnches!）

2. 觀察者之賞鳥經驗與資格？

賞鳥近十年，國內看過 470 種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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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否有其他證據可以協助鑑定，若有是何種證據？
存放於何處？

照片 https://macaulaylibrary.org/asset/186301591
填表者資料：蔡金舜

By

吳金福

中名

赤胸朱頂雀

英名

Eurasian Linnet

學名

Linaria cannabina

基本資料

發現日期：2019/11/06

發現地點：中華民國新北市貢寮區田寮洋
天氣情況：雲

鳥是否逆光：否

觀察時間：11:00 左右

觀察者與鳥的距離： 約 4 米

當時所使用的器材：Nikon D850 相機＋ 500mm 定
焦鏡頭

請以文字敘述所見之鳥，說明其大小體型、體
色、行為、鳴聲，活動地區之棲地描述，以及
與其他鳥類一起行動

以鳥喙型態只知道是雀類，麻雀般大小，長度

比麻雀短。

填表者資料：吳金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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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鳥種發現記錄—沙䳭
By

洪廷維

中名

沙䳭

英名

Isabelline Wheatear

學名

Oenanthe isabellina

基本資料

發現日期：2019.04.08

發現地點：金門縣金寧鄉慈湖海堤
天氣情況：晴

鳥是否逆光：側向逆光

觀察時間：14：00-14：50

觀察者與鳥的距離：最近約 30 米，最遠約 100 米
當時所使用的器材：Zeiss Conquest HD 10×42,

Canon 1Dx2 EF 800mm f5.6

請以文字敘述所見之鳥，說明其大小體型、體
色、行為、鳴聲，活動地區之棲地描述，以及
與其他鳥類一起行動
適逢春過境很強

的南風天，我依照慣例

於滿潮時前往慈堤觀察
水鳥，當我車停好用雙

筒望遠鏡一掃立刻發現
一隻非常顯眼的小型鳥
類在沙灘和海岸植物

( 月見草為主 ) 交界處
移動，因為他站姿太挺
了讓人無法忽略。金門

地區常看見的大花鷚就
站在他附近，體型大小

相當但很明顯此鳥站立
的姿態比大花鷚還挺，

依照我以往的觀察經驗

應該就是䳭。慢慢地我往他靠近一點發現他整體羽

毛偏淡，跟旁邊的沙灘顏色差不多，頭背部至飛羽
顏色相近無對比、腹部也偏淡、尾短，當下第一眼

覺得應該是沙䳭。因為知道是不常見的鳥種，所以
取了相機開始拍照，此鳥並不怕人站立在岸邊設置
的觀察平台他會自己靠近，後來拍到了尾羽特徵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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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給鳥友林智偉、何瑞暘和江亮賢先生幫忙辨識，
確定是沙䳭，之後我轉知金門陳蕾如醫師一同前來

觀察。觀察期間約 50 分鐘，都獨自行動，飛行和覓

食能力看起來正常，沒有和其他鳥類互動，也沒有

發出聲音。我隔天再前往觀察此鳥已經離開該區了。
依照 2017 年中華鳥會的名錄，沙䳭應該是金門地區
第一次記錄，查了 eBird 紀錄在相近日期的彰化海
濱也有此鳥種紀錄。
補充資料

1. 在鑑定過程中層考慮哪些鳥種？

相似種的辨識：漠䳭、穗䳭、白頂䳭。尾羽特徵

可排除漠䳭。穗䳭一齡鳥的翼覆羽黑色和背部對

比較強，尾羽兩側的白色區域較大，眼先較不黑，
眉線較不清楚，這些特徵都在這幾張照片都可以
比對出來。白頂䳭相近的只有母鳥和一齡鳥，前
者的白腰很明顯，後者的背上常有灰色紋路，和
此鳥不同。

2. 觀察者之賞鳥經驗與資格？

賞鳥約 10 年，台灣地區觀察過約 500 種鳥類。

3. 是否有其他證據可以協助鑑定，若有是何種證據？
存放於何處？

照片數張，紀錄同時放上 eBird 資料庫 : https://
ebird.org/taiwan/view/checklist/S54704413
填表者資料：洪廷維
參考資料：

1. 蕭木吉、李政霖。2014。臺灣野鳥手繪圖鑑 。
台北市野鳥學會。

2. Richard Grimmett, 2012. Birds of India:

Pakistan, Nepal, Bangladesh, Bhutan, Sri

Lanka, and the Maldives (Second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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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鳥種發現記錄—家麻雀
By

林利中

中名

家麻雀

英名

House Sparrow

學名

Passer domesticus

基本資料

發現日期：2019 年 11 月 22 日
發現地點：宜蘭縣礁溪釣鱉池
天氣情況：陰

鳥是否逆光：有些
觀察時間：1-2 pm

觀察者與鳥的距離：30 公尺及以上

當時所使用的器材：單眼相機及望遠鏡
填表者資料：林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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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 Pure 純愛自然系列

開闢了野生動物觀賞的新領域

2020 年施華洛世奇光學推出全新 NL Pure 純愛自然系列，不僅突破自我、勇於創新、挑戰非
典型設計，更創造出一個全新的領域！NL Pure 全系列目前推出 8×42、10×42、12×42 三
個系列，台灣發表日期為 2020/10/17、地點為關渡博覽會（關渡自然公園）。

＋視野 一個瞬間 當您使用新的 NL Pure 時，將立即發現它完美的技術傑作，施華洛世奇
光學的巨大革命性視野（高達 71° ）和幾乎看不見的邊緣視覺，使您可以完全投入在影像的
觀察中。
＋外形 一個與您 NL Pure 在拇指和食指之間有一個橢圓形的凹槽，最新的外型設計更符

合您的自然握持。新的 FRP 前額支架也提供絕佳的舒適感，尤其在長時間使用時，更能顯現
出它的獨特優越性（可於雙筒配件區選購）。

＋細節 一個完美 銳利的輪廓和完美的色彩保真度所形成的高對比解析，顯示出 SWAROVISION（施
華視野）的技術提供令人驚豔的影像，更容易便您輕鬆識別每個細節。

超越自我、創新突破

最大視野 施華洛世奇光學推出全新超廣角，不僅視野變廣、景深更深、立體度提升，更超越上一代

EL 之視角，高達 9.1 度 ( 接近人類最大視角 )，觀看時物體未因此而變小，光學品質一大躍進。

人體工學設計 打破傳統典型設計，挑戰非中空結構，全腰身拇指上下凹槽之前衛設計，不僅讓握

持更加穩固、舒適，另外單手即可輕鬆調節視差；眼杯更進步為七段式調節，除了距離更精細外，可
做更細部之調整。

品質保證 採用鋁鎂合金非塑鋼之結構，保有穩固、耐用性，且堅持在奧地利原廠生產。
選購配件 FRP 前額支架：長時間觀察時，增加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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