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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11 日

各位關心臺灣鳥類的鳥友：
我們是由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第十六屆理監事會所選出的第五屆（2020 年 9
月至 2023 年 8 月）鳥類紀錄委員會委員，委員會的主要任務為：
（1）建立及更
新臺灣鳥類名錄，
（2）檢視臺灣鳥類新紀錄種。因第三屆鳥類紀錄委員會決議每
屆將僅更新臺灣鳥類名錄一版，故本屆承此決議並定於 2023 年發布，但其間仍
持續召開審查會議，並於會後將審查結果公告於《飛羽》電子報，以供各界鳥友
參考。本屆委員會於 2022 年 3 月 13 日在臺灣野鳥協會會館召開第二次會議，
會中針對下列事項進行審查及討論：
（1）國內新紀錄鳥種之審查，
（2）歷史紀錄
討論，（3）分類及名稱異動之更新，（4）外來鳥種引入機制與相關的名錄變動，
及（5）其餘 2020 臺灣鳥類名錄及出現狀態之提案與修正建議。
本次會議以前次會議結論為基準，通過新增於正表的鳥種 3 種，分別為索氏
圓 尾 鸌（Pterodroma solandri ）、金鵰 （Aquila chrysaetos ）及圃鵐（Emberiza
hortulana）
。因分類變動由亞種提升者有 2 種，白臉鴴（Charadrius dealbatus）及
琉球姬鶲（Ficedula owstoni）
。白嘴端燕鷗（Thalasseus sandvicensis）由附錄一改
列正表。附錄二外來種調整至正表的有 2 種，斑馬鳩（Geopelia striata）及白頰噪
眉 （ Pterorhinus sannio ）。 另 原 列 於 正 表 的 紐 澳 紅 嘴 鷗 （ Chroicocephalus
novaehollandiae）
、家烏鴉（Corvus splendens） 及家麻雀（Passer domesticus）
，因
來源未能完全排除隨船移動的可能性，調整至附錄一。

各項議題討論與決議說明如下：
一、新紀錄鳥種審查
本次會議共審查 7 種新紀錄鳥種，接受 3 種，另 4 種不列入正式紀錄。同
意接受之 3 種新紀錄種與其出現屬性如下：

1. Providence Petrel（Pterodroma solandri）：建議之中文名「索氏圓尾鸌」，無
亞種分化，出現屬性為臺灣「海、迷」。
2. Golden Eagle（Aquila chrysaetos）：建議之中文名「金鵰」，亞種無法判
定，暫定為「?」，出現屬性為馬祖「迷」。
3. Ortolan Bunting（Emberiza hortulana）：建議之中文名「圃鵐」
，無亞種分化，
出現屬性為臺灣「迷」。
另 4 種暫不納入的紀錄如下：
1. 半蹼濱鷸 Semipalmated Sandpiper（Calidris pusillal）：現階段證據不足，無
法確認為半蹼濱鷸，暫不接受，如有需要可下次會議討論。
2. 所羅門鸌 Heinroth's Shearwater（Puffinus heinrothi）：目前相關證據尚無法完
全確認為所羅門鸌，暫列附錄一，建議中文名為「所羅門鸌」。
3. 白鵜鶘 Great White Pelican（Pelecanus onocrotalus）：確定為逸鳥，不列入名
錄。
4. 黑白林䳭 Jerdon's Bushchat（Saxicola jerdoni）：目前相關證據尚無法完全確
認為黑白林䳭，暫列附錄一，建議中文名為「黑白林䳭」。

二、歷史紀錄討論
白嘴端燕鷗 Sandwich Tern（Thalasseus sandvicensis），經綜合提出的多筆報
告後，本次委員會會議同意接受白嘴端燕鷗列入正表，臺灣本島出現屬性為「迷」
。

三、分類及名錄異動更新
依循 2021 年 Clements 世界鳥類名錄之分類及名稱變動，本次會議修訂臺灣
鳥類名錄之相關內容如下：
（一） 分類異動產生之新種
1. White-faced Plover（Charadrius dealbatus）：自原東方環頸鴴 dealbatus 亞種
提升，無亞種分化，建議中文名「白臉鴴」，出現屬性為金門「夏、不普」。
2. Ryuku Flycatcher（Ficedula owstoni）：自原黃眉黃鶲 owstoni 亞種提升，無
亞種分化，建議中文名「琉球姬鶲」，出現屬性為臺灣「迷」。

（二） 其他分類及俗名調整
1. 黑雁（Branta bernicla）：亞種小名更新為 nigricans
2. 白眉秧雞（Amaurornis cinerea）：學名更新為 Poliolimnas cinereus。
3. 東方環頸鴴（Charadrius alexandrinus）
：原 dealbatus 亞種提升為種，故移除。
4. 海鷗（Larus canus）
：英文俗名更新為 Common Gull，建議中文名調整為「歐
亞海鷗」。
5. 白腰叉尾海燕（Oceanodroma leucorhoa）
：學名更新為 Hydrobates leucorhous，
亞種小名更新為 leucorhous。
6. 黑叉尾海燕（Oceanodroma monorhis）：學名更新為 Hydrobates monorhis。
7. 褐翅叉尾海燕（Oceanodroma tristrami）：學名更新為 Hydrobates tristrami。
8. 長尾水薙鳥（Ardenna pacifica）：亞種小名更新為 chlororhyncha。
9. 海鸕鷀（Phalacrocorax pelagicus）：學名更新為 Urile pelagicus。
10. 棕夜鷺（Nycticorax caledonicus）：英文俗名更新為 Nankeen Night-Heron。
11. 黑冠麻鷺（Gorsachius melanolophus）：亞種小名更新為 melanolophus。
12. 東方澤鵟（Circus spilonotus）：亞種小名更新為無亞種分化。
13. 鵂鶹（Glaucidium brodiei）：學名更新為 Taenioptynx brodiei ，亞種小名更新
為 pardalotus。
14. 小啄木（Yungipicus canicapillus）：英文俗名更新為 Gray-capped Pygmy
Woodpecker。
15. 楔尾伯勞（Lanius sphenocercus）：亞種小名更新為無亞種分化。
16. 賽氏短趾百靈（Calandrella dukhunensis）：英文俗名更新為 Mongolian Shorttoed Lark。
17. 斑紋鷦鶯（Prinia crinigera）：學名更新為 Prinia striata，英文俗名更新為
Striped Prinia，亞種小名為 striata。
18. 蒼眉蝗鶯（Locustella fasciolata）：學名更新為 Helopsaltes fasciolatus，英文
俗名更新為 Gray's Grasshopper Warbler。
19. 庫頁島蝗鶯（Locustella amnicola）：學名更新為 Helopsaltes amnicola，英文
俗名更新為 Sakhalin Grasshopper Warbler。

20. 小蝗鶯（Locustella certhiola）：學名更新為 Helopsaltes certhiola，英文俗名
更新為 Pallas's Grasshopper Warbler。
21. 北蝗鶯（Locustella ochotensis）：學名更新為 Helopsaltes ochotensis，英文俗
名更新為 Middendorff's Grasshopper Warbler。
22. 史氏蝗鶯（Locustella pleskei ）：學名更新為 Helopsaltes pleskei，英文俗名
更新為 Pleske's Grasshopper Warbler。
23. 白喉林鶯（Sylvia curruca）：學名更新為 Curruca curruca。
24. 漠地林鶯（Sylvia nana）：學名更新為 Curruca nana。
25. 栗耳鳳眉（Yuhina torqueola）：學名更新為 Staphida torqueola。
26. 大 彎 嘴 （ Megapomatorhinus erythrocnemis ） ： 學 名 更 新 為 Erythrogenys
erythrocnemis。
27. 黑喉噪眉（Ianthocincla chinensis）：學名更新為 Pterorhinus chinensis。
28. 黑臉噪眉（Garrulax perspicillatus ）：學名更新為 Pterorhinus perspicillatus。
29. 臺灣白喉噪眉（Ianthocincla ruficeps）：學名更新為 Pterorhinus ruficeps。
30. 山藍仙鶲（Cyornis banyumas）：自 Cyornis banyumas whitei 提升為種，學名
更新為 Cyornis whitei。
31. 黃眉黃鶲（Ficedula narcissina）：亞種小名更新為無亞種分化。
32. 黑喉鴝（Saxicola maurus）：自 Saxicola maurus stejnegeri 提升為種，學名更
新為 Saxicola stejnegeri，英文俗名更新為 Amur Stonechat。
33. 蘆鵐（Emberiza schoeniclus）：亞種小名更新為 pallidior(?)。

四、各地區出現屬性更新
（一） 臺灣本島
1. 橙胸綠鳩（Treron bicinctus）：出現屬性由「迷」更改為「歷史紀錄」。
2. 黑鳶（Milvus migrans）
：出現屬性由「留、不普/過、稀」更改為「留、不普/
冬、稀」。
3. 黑背三趾翠鳥（Ceyx erithaca）：出現屬性由「無」更改為「迷」。

（二） 金門地區
1. 金背鳩（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門出現屬性由「冬、普」更改為「冬、不
普」。
2. 橙胸綠鳩（Treron bicinctus）：金門出現屬性由「無」更改為「迷」。
3. 冠郭公（Clamator coromandus）
：金門出現屬性由「過、不普」更改為「夏、
稀/過、不普」。
4. 噪鵑（Eudynamys scolopaceus）
：金門出現屬性由「夏、普」更改為「留、稀
/夏、普」。
5. 北方中杜鵑（Cuculus optatus）：金門出現屬性由「過、不普」更改為「夏、
稀/過、不普」。
6. 灰喉針尾雨燕（Hirundapus cochinchinensis）：金門出現屬性由「無」更改為
「迷」。
7. 紅腳苦惡鳥（Zapornia akool）：金門出現屬性由「無」更改為「迷」。
8. 小環頸鴴（Charadrius dubius）
：金門出現屬性由「留、不普/冬、不普」更改
為「留、不普/冬、不普/過、普」。
9. 丹氏濱鷸（Calidris temminckii）
：金門出現屬性由「過、稀」更改為「冬、稀
/過、稀」。
10. 山鷸（Scolopax rusticola）：金門出現屬性由「過、稀」更改為「冬、稀/過、
稀」。
11. 小青足鷸（Tringa stagnatilis）
：金門出現屬性由「過、不普」更改為「冬、稀
/過、不普」。
12. 灰背鷗（Larus schistisagus）
：金門出現屬性由「冬、不普」更改為「冬、稀」。
13. 玄燕鷗（Anous stolidus）：金門出現屬性由「夏、稀」更改為「過、稀 」。
14. 白腰燕鷗（Onychoprion aleuticus）
：金門出現屬性由「無」更改為「過、稀」。
15. 小燕鷗（Sternula albifrons）
：金門出現屬性由「夏、稀/過、普」更改為「夏、
不普/過、普」。
16. 黃小鷺（Ixobrychus sinensis）
：金門出現屬性由「夏、不普/過、不普」更改為
「夏、不普/冬、不普/過、不普」。

17. 栗小鷺（Ixobrychus cinnamomeus）
：金門出現屬性由「夏、稀」更改為「過、
稀」。
18. 唐白鷺（Egretta eulophotes）
：金門出現屬性由「夏、不普/過、不普」更改為
「夏、不普/冬、稀/過、不普」。
19. 彩䴉（Plegadis falcinellus）：金門出現屬性由「無」更改為「迷」。
20. 草鴞（Tyto longimembris）：金門出現屬性由「冬、稀」更改為「迷」。
21. 琉球山椒鳥（Pericrocotus tegimae）：金門出現屬性由「無」更改為「迷」。
22. 小灰山椒鳥（Pericrocotus cantonensis）
：金門出現屬性由「過、稀」更改為「夏、
稀/過、稀」。
23. 黃鸝（Oriolus chinensis）
：金門出現屬性由「過、稀」更改為「冬、稀/過、稀」。
24. 大卷尾（Dicrurus macrocercus）
：金門出現屬性由「夏、不普/留、稀」更改為
「夏、不普/冬、稀/過、不普」。
25. 紅尾伯勞（Lanius cristatus）
：金門出現屬性由「冬、稀?/過、普」更改為「冬、
稀/過、不普」。
26. 家燕（Hirundo rustica）：金門出現屬性由「夏、普/過、普」更改為「夏、普
/冬、稀/過、普」。
27. 褐色柳鶯（Phylloscopus fuscatus）
：金門出現屬性由「冬、不普」更改為「冬、
普」。
28. 白眶鶲鶯（Phylloscopus intermedius）
：金門出現屬性由「冬、稀」更改為「迷」
。
29. 雙斑綠柳鶯（Phylloscopus plumbeitarsus）
：金門出現屬性由「冬、稀?」更改
為「過、稀」。
30. 勘察加柳鶯（Phylloscopus examinandus）
：金門出現屬性由「?」更改為「迷」。
31. 日菲繡眼（Zosterops japonicus）：金門出現屬性由「無」更改為「迷」。
32. 白眉鶇（Turdus obscurus）
：金門出現屬性由「冬、不普/過、不普」更改為「冬、
稀/過、不普」。
33. 野鴝（Calliope calliope）
：金門出現屬性由「冬、不普」更改為「冬、不普/過、
不普」。
34. 西方黃鶺鴒（Motacilla flava）：金門出現屬性由「?」更改為「無」。

35. 白鶺鴒（Motacilla alba）
：金門出現屬性由「留、普/冬、普」更改為「留、稀
/冬、普/過、普」。
36. 黃腹鷚（Anthus rubescens）
：金門出現屬性由「過、稀」更改為「過、稀/冬、
稀」。
37. 蘆鵐（Emberiza schoeniclus）：金門出現屬性由「無」更改為「迷」。
38. 黃眉鵐（Emberiza chrysophrys）
：金門出現屬性由「過、稀」更改為「冬、稀
/過、稀」。
39. 紅耳鵯（Pycnonotus jocosus）
：金門屬性由「無」更改為「稀」。

五、正表與附錄更動
（一）正表新增鳥種
1. 斑馬鳩 Zebra Dove（Geopelia striata）
：因符合族群穩定擴張達十年，自附錄
二移至正表，無亞種分化，出現屬性為臺灣 「引入種、局部不普」。
2. 白嘴端燕鷗 Sandwich Tern（Thalasseus sandvicensis）
：因鳥種證據齊全，自附
錄一移至正表，亞種為 sandvicensis，出現屬性為臺灣「迷」。
3. 白頰噪眉 White-browed Laughingthrush（Pterorhinus sannio）：因符合族群穩
定擴張達十年，自附錄二移至正表，亞種無法判定暫定為「?」，出現屬性為
臺灣 「引入種、局部不普」。

（二） 附錄一新增鳥種
1. Heinroth's Shearwater（Puffinus heinrothi）
：特徵未能完全排除相似種的可能性，
故暫列附錄一，建議中文名「所羅門鸌」。
2. Silver Gull（Chroicocephalus novaehollandiae）
：來源未能完全排除隨船移動的
可能性，故自正表移至附錄一，中文名建議調整為「紐澳紅嘴鷗」。
3. 家烏鴉 House Crow（Corvus splendens）：來源未能完全排除隨船移動的可能
性，故自正表移至附錄一。
4. 家麻雀 House Sparrow（Passer domesticus）
：來源未能完全排除隨船移動的可
能性，故自正表移至附錄一。

六、其他重要討論事項與決議
（一）外來種議題
本次委員會會議針對外來種議題有多項討論，重點結論如下：
1. 列入正表的外來種，在野外未有穩定繁殖族群達十年以上，移至附錄二。
2. 附錄二的鳥種達十年未有紀錄，則移出名錄。
3. 出現在臺灣過程中有涉及人力介入的疑慮，包含借助船舶（ship-assisted）或
其他人類交通工具移動者，視為外來種。
4. 儘管鳥隻是憑自力移動，但來源為外來種時，仍視為外來種。
5. 本次會議結論發布後，列於正表的鳥種若有書面報告提出強烈的引入證據
時，則依個案討論。
基於前述決議及 2019 年本委員會第四屆第 2 次會議決議，本次委員會決議
紐澳紅嘴鷗（Chroicocephalus novaehollandiae）、家烏鴉（Corvus splendens）
及家麻雀（Passer domesticus）由正表調整至附錄一。
林八哥則將請鳥友們多加注意，若確定未有十年內確切繁殖紀錄，於下次
會議將林八哥移至附錄二。
既有名錄二鳥種狀態調整，除斑馬鳩、白頰噪眉調整至正表，金門紅耳鵯
（Pycnonotus jocosus）屬性更動為「稀」，其餘維持原狀。

（二）eBird 做為提交稀有鳥種報告途徑之可行性
eBird 紀錄雖然具有明確的時間與地點，且可上傳影音檔並補充判斷敘述，
並有審查群組進行審核。但基於本委員會僅處理新紀錄種，新紀錄種報告仍維
持提交書面報告的形式。

（三）正表非外來種的鳥種若 50 年以上未有確切的紀錄，出現狀態調整為「歷
史紀錄」。依此原則，臺灣地區之橙胸綠鳩，因前次確定紀錄為 1911 年（劉小
如等 2012），其於臺灣的狀態調整為歷史紀錄。

（四）本委員會針對臺灣鳥類紀錄委員會成立之前的臺灣鳥類名錄之鳥種予以
承繼並接受，但會針對後續有分類變動的鳥種進行必要的更新。針對本委員會

成立前的鳥種紀錄，若有正式報告發表提出其紀錄確實有誤，則本委員會針對
該報告進行討論及進行必要修正。

最後，感謝所有提交鳥類紀錄、稀有鳥種報告與各地出現狀態建議的鳥友
們，也謝謝各界鳥友對鳥類名錄的指教與建議。懇請各位未來持續提供相關資
訊，更歡迎您將寶貴的意見提供給中華民國野鳥學會或本委員會，讓我們得以
持續更新臺灣鳥類名錄並提升其品質，以利各界參考。

林瑞興、丁宗蘇、吳森雄、吳建龍、阮錦松、楊玉祥、蔡乙榮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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