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事與鳥相關的活動裡，一個人可以觀鳥、賞鳥，一個人也可以找鳥、拍鳥；只有繫放工作非得

一組人方能事竟其功。為了研究瞭解鳥類的覓食、繁衍、遷徙及與各種棲息環境之關連性，繫放

成為不得不然的工作。繫放不但得起早趕晚，還需忍受各種外在天氣、環境的考驗，所以繫放是一項

非常辛苦的工作。                                              文／柯金儀、張進隆、黃國彰 

 

繫放過程 
    繫放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以最安全的方法捕

捉鳥，捕捉的工具需視鳥種的差異而使用不同的

鳥網；由於鳥兒上網後會因驚嚇而不斷掙扎，所

以架網後必須定時巡網，避免鳥兒掛在網上過久

而造成傷害甚至死亡；同時，解網過程需要耐心

安撫、小心謹慎，一解開後，立即將鳥兒放入事

先準備好的鳥袋中，然後帶回繫放站進行上環、

測量、記錄、拍照等工作後放飛。 

繫放員的培育 
    繫放員的現行制度，分為實習繫放員、助理

繫放員及高級繫放員三種，繫放員在參加繫放講

習訓練時，就已經成為實習繫放員，講習內容包

括：鳥的識別、性別的判斷、持鳥的方法、腳環

的裝配、鳥的各種記錄、調查方法、有關的鳥學

知識、野外調查實習和檢討會等。 

繫放草創期 
    民國 76 年 2 月 8 日至 10 日，本會有王健得、

洪惠章、姚德忠、陳寬祐四位鳥友同赴台北參加

台北鳥會舉辦的鳥類繫放研習會；3 月 15 日澳洲

水鳥研究組織主席 Mark A. Barter 蒞臨本會，介

紹澳洲水鳥繫放及教導繫放技術；3 月 19 日至 21

日高雄鳥會舉辦第一次繫放研習會，由洪惠章、

王健得鳥友主講，並開始嘗試在竹滬、永安、七

股、四草、高屏溪昭明段等地找尋適當的繫放點，

最後因四草的水鳥數量較穩定，於是便以四草為

繫放點，展開了高雄鳥會的水鳥繫放工作。 

    民國 77 年 7 月 1 日至 78 年 6 月 30 日，鳥會

承接農委會委託，執行「東亞國際水鳥繫放先驅

計畫」一年，先由日本山階鳥類研究中心的教師

指導繫放技術，再經澳洲皇家水禽研究中心的專

家 Mr. Dong Watkins 現場實際作業，全案由洪惠

章鳥友負責。據洪惠章的回憶，清楚的記得當時

第一次繫放的成果是 7 隻、第二次 13 隻、第三次

25 隻；但經 Mr. Dong Watkins 巧妙指導後，成果

變成 200 隻、3-400 隻不等，雖然大夥兒累得人

仰馬翻，但是卻樂此不疲，幾乎每個週末下午啟

程前往四草，一直待到週日晚上才返回高雄，期

間要在濕地中架網、巡網、解鳥、判別、記錄，

還得準備三餐，過程雖然艱辛，可是大家還是從

中獲得很多樂趣，參與的人員包括：魏銀南、歐

瑞耀、王健得、王媽媽、郭東輝、林昆海、郭忠

誠、邱鳳松、曾瀧永、李文心、周元瑞、施俊雄、

孫翠敏、鄧伯齡等鳥友及高雄醫學大學保育社、

中山大學生態社、成功大學自然保育社等學校社

團，每次的出勤率都頗高。 

    在洪惠章的記憶中，當年繫放最多的是紅領

瓣足鷸，一次可繫放到 5、60 隻甚至上百隻，其

次是高蹺鴴、黑尾鷸、大杓鷸、青足鷸等。在當

時，因大陸偷渡客非常猖獗，保安警察看到繫放

員起早趕晚地在濕地走動，特地前來關心一下，

還要繫放員高唱「當我們同在一起」，好從歌聲中

辨識是否有大陸口音，這是當年較令人發噱之

事。而令繫放員最高興的事，是在民國 78 年繫放

在



   

到戴有澳洲腳環的翻石鷸，洪惠章說，那比中愛

國獎券還令人興奮，大夥兒就在當下－半夜三更

大開香檳慶賀！ 

    當年四草濕地的環境是沈靜、美麗，洪惠章

用言語「畫」出一幅圖，他說：「當夜深人靜，

一輪明亮的滿月高掛天空，映照著一塊塊的

鹽田滷水，地上也出現大小不一的滿月，放

眼看去有數個月亮，然後出現繫放員扛著網

竿，默默走入水中的身影；不一會兒，一群

群的水鳥穿過明月飛進濕地覓食，那個寧靜

的場面突然變得生機無限、充滿活力，就在

人、鳥與大自然間，萬物又彼此和諧共存。」

洪惠章說，日後當他在家中聽到巴哈的音樂，心

中很自然地就會出現這個美麗的畫面。 

繫放成長期：張進隆 
    79 年 9 月 16 日，高雄鳥會繫放組正式成立

運作。鳥類的繫放技術是一門專科的學問，包括：

鳥類分類學、鳥類生態學、鳥類行為學等等，是

生態學的結合。透過繫放，可以揭開許多鳥類不

為人知的祕密，讓我們學習到如何和諧的與大自

然(各種生物)相處。 

    早期的繫放以水鳥(涉禽類)為主，在海邊的

泥灘地進行。本人早期也在台中鳥會參加由澳洲

來的專家所主持的繫放講習，以當時的技術來

說，要捕捉大量的鳥類、大量的上環，才能有萬

分之一的回收(當然要再捕捉到，才能看到腳環和

號碼，才能知道是在哪裡繫放的鳥)。1990 年開

始，我們嘗試在高屏溪畔進行陸棲性鳥類的繫

放，當時高屏溪旁的農耕地都種植白甘蔗，很適

合鳥類夜棲，過境鳥和冬候鳥的鳥種豐富，以黑

臉鵐、東方大葦鶯、短翅樹鶯、野鴝等為大宗， 同

一鳥種在同一地區的(隔年)出現日期相當準時，

證據顯示，只要環境不改變，鳥類對於棲地的忠

誠度相當高，回收率約為 25%左右，曾有一隻大

葦鶯在 10 年後仍回原地度冬的記錄。 

    當時的架網是以竹竿為柱，掛上霧網，所以

每次繫放時都要扛竹竿，但竹子又長，要在泥灘

地上架網真是辛苦極了；後來改用釣魚竿的方

法，現在也有人使用在山鳥的捕捉；在高屏溪溪

寮做陸棲性鳥類繫放時，是將竹竿切短約 1 公

尺，中間用塑膠接頭套上，高度依需要調整，如

此而大大提高效率，且短竹竿可利用各種用具打

進地上而不受影響，這是架網的一大進步；現在

則使用鋁竿，雖然成本高，但是攜帶輕便、實用。 

    在繫放技術上也是經過許多的經驗累積，從

早期的涉禽鳥類到現在的陸棲鳥類，基本的技巧

從沒改變，但是技術上卻有些不同，例如：早期

的記錄只有基本的形質記錄，現在則增添鳥類的

辨識以及為建立基因資料庫而做的取樣技術等，

都隨著世界的腳步在進行。過去的繫放資料都存

放在中華鳥會，在農委會委託時期還出版繫放通

信與期刊，以做為繫放員之間的聯絡與技術交

流，並到各地鳥會和大專院校推廣；也邀請日本

山階鳥類標誌(日本稱繫放為標誌)的茂田良光先

生來台，舉辦全國繫放員觀摩學習；同時，帶領

多名繫放員前往日本，或利用到國外賞鳥時和當

地的繫放員交流(如馬來西亞、香港)…這些都對

於以後的繫放工作增加不少幫助。 

    當時高雄鳥會已在高屏溪的溪寮段進行陸鳥

繫放，雖然資訊不很發達，卻積極的從各方面吸

取資訊，如到烏來參加講習、到南投梅峰與蔡牧

解網的過程需要小心謹慎與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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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及謝錦煌老師(後來不幸因車禍往生)交流，邀

請國內外的猛禽專家來鳥會演講；為了學習鳥種

辨識，帶領學員到台中吳森雄老師家看鳥類標

本，到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參觀，這一次次的

寶貴實務經驗，對於日後的鳥類繫放和野鳥救傷

都有很大的助益。以洋燕為例，在高屏溪曾看到

的洋燕有兩種，一是腹部較白、有淡褐色細縱紋；

另一種是腹部較灰黑(煙褐)色，不知牠們在台灣

的繁殖情形如何？於是就和謝錦煌老師討論，謝

老師在埔里捕捉到兩者，皆在同一地區繁殖，因

此證明琉球洋燕和馬來洋燕在台灣有重疊的現象

(本研究內容並未發表)。 

    在那個 286(LKK)的時代，資訊的傳遞沒有現

代網路方便，還是傳統的電話、書信、傳真，也

沒有快遞或「黑貓」，資料的建檔用 D_Base 就很

不錯了，圖片流行用正片，鳥類照片的好壞還得

等沖洗出來才知道(焦點沒對好、光線不足或鳥體

的動作以致糊了)，因拍照只有一次的機會，錯過

了，還真是搥心肝啊！現在的數位相機可以不時

show 出來看，糊了沒關係，隨時都可以補拍或是

用軟體來修正，放大或縮小，實在太方便了。 

    早期的繫放資料缺乏人手整理，即使有整理

的也很少，只有簡單的繫放年報寄給繫放員，這

些資料沒有妥善應用甚為可惜，所以後來在高屏

溪的繫放資料全都進行整理，並在繫放研討會、

海峽兩岸鳥類研討會及鳥類論壇上發表。多年

前，中華鳥會會館因颱風侵襲而淹大水，存放在

地下室的繫放資料沾滿了泥巴幾乎全毀，為了保

留這些珍貴資料，本會的繫放團遂將這些幾乎毀

損的資料，一張張攤開陰乾、分類整理，再以電

腦掃描建檔，大約花了 3-4 個月的時間才完成所

有資料建檔(水鳥部分由東海大學蔣忠祐等人整

理印冊，陸鳥尚未整理)。現在的繫放資料都是以 

Excel 建檔，每次繫放回來馬上整理、建檔，並附

上圖片，這樣可以立即分析比對，減少錯誤。 

    20 年來，繫放團隊致力於鳥類的研究，努力

在這塊園地上默默地耕耘，除發表過不少篇相關

的論文，也和學術單位及地方保育團體合作，例

如：中山大學、高雄醫學大學、美濃愛鄉協會等，

近幾年來則和中研院劉小如老師、台大袁孝維老

師及特生中心等，都有密切的合作並獲得肯定。    

在人員培訓方面，自成立以來每年都有繫放員的

訓練課程，其嚴謹且有系統的訓練和實習均不輸

給國外，多年來已培養出不少優秀的繫放員，近

年來有更多年輕的繫放員加入此行列，讓台灣的

鳥類繫放工作得以繼續傳承。 

    回憶過往，一幕幕猶如電影般，起早(陸鳥)、

趕晚(涉禽)，在泥濘中、草叢中、蘆葦中，山上、

海邊，被鳥啄傷、抓傷，被蚊蟲叮咬，經年的辛

勤努力化成許許多多的記錄資料及一篇篇的論

文，這些都是繫放伙伴們辛苦汗水的結晶；很慶

幸地，在歷經這又衝又拼、辛苦的日子後，終於

累積了些許豐碩的果實。 

繫放成熟期：黃國彰 
    隨著科技的進步、網路的普及，繫放的型態

開始有了轉變。每一個人都可以輕易的連上網

路，透過 Google 大神關鍵字搜尋，找到想要的資

訊。如果需要更專精的資訊，網路圖書的購物平

台，只要等待 1 至 3 個月，位於千萬里外地球另

一端的書籍，郵差都會親自傳送到你的手中，管

天才剛亮，繫放員已經在野外進行鳥類繫放的各項工作了 



   

它是美國、英國還是西班牙出版的圖書，管它是

英文、日文還是法文，加上這幾年海峽兩岸關係

緩和，對岸的鳥類資料取得已非難事，因此繫放

的目的開始被討論。 

繫放需要龐大的人力、體力及物力的支援，

絕非一、二人可成事，傳統繫放資料收集的方式，

工作一整年所收集的結論有可能早已存在文獻

(或書籍)之中，為避免資源浪費，因此必須改變

繫放的型態、必須思考繫放的目的。目前每一季

所舉辦的繫放聚會，就是想要集眾人之力，一起

思考為何而做、有誰要做、要如何做等細節。繫

放不再只是單純體力、勞力的付出，在開始繫放

工作前的討論變得非常重要，繫放員的積極參與

及統整各方資訊，便是關係著相關繫放研究題目

的成功與否。我們正開始脫離為繫放而繫放的模

式，但誠如大家所知，改變是困難的，這個改變

放在以義工型態存在的鳥會組織，困難度更是增

加數倍。義工所能提供的人力、時間，是片段、

不連續的，然而義工對鳥類的關心與熱情卻是持

久、不間斷的。如果沒有很好的統合與激發，要

跳脫為繫放而繫放的模式，真的是不容易，這正

是這幾年繫放組所面臨最艱困的難題。 

路途雖然艱難，而鳥會(鳥友)最可愛的地

方，總在不經意間，會有人跳出來挺你、支持你。

當你訴說著想法、談著願景，總會有人靜靜聽著；

當你振臂一呼，總會有人忍受著冬天的刺骨寒

風，戰勝瞌睡蟲，天破曉前就在野地架網、巡網，

深怕一個不小心，會有無辜的鳥兒斷送性命，這

當是深愛自然、深愛鳥兒的繫放員所最不想要遇

到的，正因如此，繫放員的培養與養成，必須經

過一次次不斷的練習與修正，一個成熟的繫放員

養成非常不容易，在這近乎是半封閉的圈子裡，

為的是確保鳥兒的生命安全、繫放員的野外安全

與繫放團隊合作。 

身為鳥人的你我，心中多少會有種使命感，

希望環境永續長久，希望野鳥永久長存，不要因

人類的貪婪開發，造成環境永遠的傷害，造成物

種的滅亡。身為鳥人的你我，除了拿著望遠鏡賞

鳥，為民眾教育解說、教育大眾外，其實我們可

以做的更多，因為除了熱愛鳥類的我們，沒有人

會為保護鳥類挺身而出， 然而當我們面對人類與

鳥類利益衝突時，當政府做出錯誤的土地開發政

策時，有多少人可以義正嚴詞來訴說土地對鳥類

的重要性。真的，有時我們還是不夠了解這片土

地以及住在這塊土地上的生物種種。 

繫放是一種手段，一種直接了解鳥類的手

段，一種直接關懷環境的手段。繫放團隊需要你

的熱情參與，除了架網、解鳥、測量、記錄，我

們還需要有獨立想法的你，不論是教師、職員、

會計師還是農夫、工人、老闆，鳥會的繫放團隊

需要大量不同專業人才的參與；如果你有興趣、

有熱誠，就可加入繫放團隊；如果你自詡是個有

想法的鳥人，繫放團隊是個值得你投入的地方；

我們需要有人出勞力鋤草架網，我們需要有人出

腦力想點子與鳥鬥智，我們需要有人記錄攝影，

我們需要有人幫忙讀資料，我們需要工程師，我

們需要畫家，我們也需要詩人。不管你是誰，如

果你對於鳥類還有熱情，歡迎加入我們一起為鳥

類的未來努力！在這裡要感謝曾為鳥類繫放付出

過的所有人，在此雖然無法一一感謝，因為你們

的加入，高雄鳥會的繫放走過 20 年，期待另一個

20 年，會有更多人的攜手參與、共同努力！ 

上腳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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