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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1 日，高雄鳥會代表中華民國保護動物

協會赴高雄關，依標售規章，象徵性的以 100 元

標購，原以為當日即可獲准向動物園具領白腹鰹

鳥而予以釋放，沒想到海關居然玩真的，在審標

後不以「象徵性」為想，卻認為出價太低，未達

核定價格而宣布流標(標購前鳥會不悉底價，也無

此經驗)，並另擇期 6 月 5 日再次標售。 

  這天正好是第三屆東亞鳥類保護會議的最後

一天，在閉幕前的酒會中，日本代表向我國代表

團詢問並抗議：「爲何一隻繫有『日本環境廳』及

列有編號的實驗用白腹鰹鳥，被扣押近兩月而不

釋放？」我們雖然回答「釋放」絕對沒有問題，

只是程序上時間稍有遲誤而已，但仍引起與會其

他代表人士的不滿，擬經大會討論，向我國提出

抗議，我國代表深感難堪。幸經中華民國保護動

物協會理事長劉金約先生及身兼中華民國自然生

態保育協會理事長張豐緒政務委員私下與各代表

斡旋，才沒有正式議決向我國抗議，不過這對我

國保護野生動物的形象已造成極大傷害。張理事

長取得與會人士的諒解，立即電知內政部，並透

過駐日亞東關係協會急電外交部速向財政部高雄

關協調「釋放」事宜。 

  是日下午外交部、內政部有關人員即以電話

向高雄鳥會、高雄關、西子灣動物園等詢問白腹

鰹鳥的「釋放」情形，當他們知道當天以標購不

成另擇期標售時，外交部即以最速件分函財政

部、內政部、高雄關、高雄市政府、副本送西子

灣動物園及高雄鳥會，附亞東關係協會在白腹鰹

鳥放飛事宜查照速辦見復，內政部營建署更漏夜

派該署鍾榮峯研究員搭夜車南下高雄，翌日一早

就由高雄鳥會副會長洪炎興、總幹事王健得、鳥

友楊順保及生態保育協會高雄代表陳田圃先生陪

同，赴高雄關及西子灣動物園緊急協商，經過一

個上午的協調溝通，高雄關同意撥贈給內政部所

屬的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保育課，再轉手放飛，

但應予正式公文申請辦理，6 月 5 日標售案取消。 

    6 月 4 日營建署鍾榮峯先生、墾管處吳崇貴

先生、高雄鳥會楊順保先生等，持墾管處正式公

函，再到高雄關說明，以墾管處保育課正積極從

事各種鳥類調查研究，並與國外相關組織聯繫，

以從事多種遷徙性鳥類繫放研究為由，請求高雄

關撥贈所遭扣的白腹鰹鳥。高雄關遂即同意以墾

管處保育課為撥贈對象，並當即通知私貨倉庫股

開具扣押貨物放行通知單；吳崇貴等一行再轉往

西子灣動物園提領，蔡所長亦同意免收飼養費，

並重新繫上有「日本環境廳」及「120-00232」字

樣的腳環，交給墾管處保育課收領。 

 6 月 5 日清晨 6 時，白腹鰹鳥經過一個晚上

的充分休息，終於由墾管處施孟雄處長親自率領

保育課部屬、鍾榮峯先生和多家報社、電視台記

者面前，選擇靠近海邊的青蛙石畔歡愉地將牠「放

飛」了。但天不從人願，這隻白腹鰹鳥自被釋放

後，一直到下午 6 時，還只是徘徊在放生的岸邊，

雖然曾嘗試起飛多次，卻難振翅高飛。可能是關

在牢籠裡二個月一時無法適應，也可能是另有原

因，保育課人員惟恐夜晚發生意外，只好無奈地

再將這隻不願離去的白腹鰹鳥捉起放進籠中，由

鍾榮峯先生連夜運回台北營建署再作決定。 

  6 月 6 日上午，營建署正在考慮如何處置這

隻驚動國際學術組織出面抗議，勞動內政、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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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各部協調才予解決「放生」的白腹鰹鳥，卻

又戲劇性地重返牢籠時，剛在日本東京開完東亞

鳥類保護會議的國際鳥會總秘書長應波登(Dr. 

Christoph Imboden)，在我國鳥類專家、中央研究

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劉小如的陪同下，正好到營

建署拜會張隆盛署長，張署長當即邀請二位專家

檢視這隻命運多舛的白腹鰹鳥，發現並無明顯外

傷，只是左翅有點下垂，不知什麼原因不肯離開

台灣，經過眾人商議後，決定將牠暫時送往圓山

動物園做進一步觀察。當天 12 時 30 分，這隻經

過一波三折，不該來而來，該走而又不走的珍禽

罕鳥，又被送進圓山動物園第 47 號鐵籠中。不過

這隻白腹鰹鳥，已不再是二個月來的羈押待罪之

身，而是隨時可「自由」飛離的暫時養身之尊了。 

26 年了，回憶起來感觸良多，分享如下： 

‧當時每天被平面媒體及電視台追著跑，詢問該

鳥的釋放日期，的確也為本會風光、轟動一時。 

‧公務單位的官僚傲慢可見一般，社會脈動越來

越精準、進步，希望公務單位能有所改進，不然，

在國際會議的場合實在很難堪。 

‧個人去日本的費用及所花費的時間事小，能拯

救該鳥的命運，以免受國外指責才是重要。 

‧如果再來一次，我想簡單多了，因為保育觀念

提升很多，本會也日趨壯大，人脈及社會地位也

較寬廣，而且公務單位的規定比較彈性，合情合

理，畢竟時代不同，26 年了！真快。 

‧99.12-100.01         整理／楊玉祥、謝季恩、洪貫捷 

每年 12 月到來年 1 月是觀賞冬候鳥的好時機，好鳥況不斷尤以水鳥的記錄最為豐富。由於金門賞鳥活動大成功，領隊群

帶回新鮮的鳥況記錄，各地也多有稀有罕見鳥種回報，如川秋沙、紅胸秋沙、毛足鵟、攀雀…等。總計兩個月來共記錄

50 個點，扣除逸出種與人為豢養的綠頭鴨後，共 59 科 226 種。每種鳥種只列出數量最多的日期及地點，請未列者見諒！ 
 地點 記錄人 科 種數  地點 記錄人 科 種數 地點 記錄人   科 種數

99 12  21 鳳鼻頭 洪福龍 18 24 17 瓊林水庫 洪福龍 21 26
1 大雪山 賴穩元 21 43 22 駱駝山 洪福龍 21 31 18 龍鑾潭 賴穩元 31 66
2 東港溪 洪福龍 27 48 23 檨仔林埤 楊玉祥 1 1 19 高雄三民 黃建華 8 9 
3 屏東潮州 洪福龍 17 22 24 藤技 謝季恩 24 45 20 中央公園 傅明玲 9 11
4 屏東霧台 謝季恩 23 44 100 1  21 中寮山 曾志成 31 64
5 大坪頂 洪福龍 14 25 1 七股 潘致遠 3 3 22 永安濕地 吳崇祥 12 19
6 大寮昭明村 洪福龍 15 22 2 安平 潘致遠 2 2 23 高雄林園 洪福龍 15 20
7 中寮山 曾志成 31 57 3 金門中山林 洪福龍 9 9 24 民生路-愛河 傅明玲 7 7 
8 高雄左營 謝季恩 12 17 4 金門水頭村 洪福龍 14 16 25 南星計畫區 賴穩元 27 52
9 永安濕地 謝季恩 19 33 5 西園鹽場 洪福龍 17 20 26 高雄拷潭 洪福龍 14 19
10 林園 洪福龍 20 32 6 金門乳山 洪福龍 11 15 27 高美館 盧金泉 15 20
11 大崗山 潘致遠 11 14 7 金門林務所 洪福龍 16 23 28 茄萣濕地 鄭和泰 17 37
12 南星計畫區 洪福龍 33 60 8 南山林道 洪福龍 22 32 29 柴山 楊玉祥 12 18
13 拷潭 洪福龍 18 37 9 述美國小 洪福龍 15 21 30 高屏溪口 洪福龍 16 25
14 美濃 陳世明 2 2 10 金門埔邊 洪福龍 24 41 31 高屏溪大寮 洪福龍 15 19
15 茄萣濕地 鄭和泰 21 43 11 金門烈嶼 洪福龍 34 75 32 高屏溪林園 洪福龍 20 35
16 屏溪口 洪福龍 21 34 12 浯江溪口 洪福龍 19 28 33 鳥松濕地 林昆海 9 9 
17 高屏溪大寮 洪福龍 22 47 13 浯江溪牛棚 洪福龍 17 23 34 鳳山水庫 洪福龍 23 34
18 高屏溪林園 洪福龍 22 39 14 金門慈堤 洪福龍 6 7 35 曾文水庫 潘致遠 9 13
19 鳥松濕地 洪福龍 16 17 15 金門慈湖 洪福龍 21 36 36 鰲鼓 楊玉祥 34 87
20 鳳山水庫 洪福龍 28 46 16 金門農試所 洪福龍 14 20 

          
★ 鷉★ 3  
．小鸊鷉：16 筆，1/1 鰲鼓 135 
．冠鸊鷉：6，1/23 金門埔邊 110 
．鸕鶿：43，1/23 金門慈堤 4000 
★ ★鹮★ 28  

．蒼鷺：42 筆，1/16 茄萣 315 
．紫鷺：1/8 龍鑾潭、1/19 七股 2 
．池鷺：7 筆，12/10 鳳山水庫 3 
．黃頭鷺：16 筆，1/1 鰲鼓 144 
．唐白鷺：12/18 高屏溪口 1 

．小白鷺：78，1/8 高屏溪口 213 
．中白鷺：20 筆，12/27 茄萣 23 
．大白鷺：46 筆，12/27 茄萣 358 
．黑冠麻鷺：6 筆，12/20 左營 2 
．栗小鷺：1/1 鰲鼓 2 

．黃小鷺：4 筆，1/1 鰲鼓 2 
．夜鷺：34 筆，1/16 茄萣 1,131 
．黑面琵鷺：9 筆，1/1 鰲鼓 30 
．尖尾鴨：20 筆，1/16 茄萣 748 
．琵嘴鴨：22 筆，1/16 茄萣 872 



     

．小水鴨：20 筆，12/27 茄萣 936 
．羅文鴨：3 筆，1/1 鰲鼓 14 
．赤頸鴨：20，12/27 茄萣 564 
．花嘴鴨：18，1/27高屏溪林園73 
．赤膀鴨：5 筆，1/1 龍鑾潭 6 
．紅頭潛鴨：3 筆，1/1 鰲鼓 23 
．鳳頭潛鴨：11，1/8 龍鑾潭 439 
．斑背潛鴨：6 筆，12/27 茄萣 4 
．花鳧：3，1/31 高屏溪林園 2 
．豆雁：1/1，1/8 龍鑾潭 7 
．白額雁：1/1，1/8 龍鑾潭 10 
．川秋沙：1/1，1/8 龍鑾潭 1 
．紅胸秋沙：1/1，1/5 鰲鼓 1 
★ ★ ★ 16  
．魚鷹：21 筆，1/24 金門慈湖 6 
．松雀鷹：3，12/10 鳳山水庫 1 
．日本松雀鷹：12/3 鳳山水庫 2 
．鳳頭蒼鷹：25，1/13 中寮山 3 
．蒼鷹：12/6 大雪山林道 1 
．鵟：14 筆，1/22 烈嶼 4 
．毛足鵟：1/22 烈嶼 1 
．澤鵟：3 筆，1/1 鰲鼓 1 
．林鵰：12/6 大雪山林道 2 
．黑鳶：3 筆，12/18 美濃 20 
．蜂鷹：8 筆，12/22 中寮山 3 
．大冠鷲：25 筆，1/13 中寮山 9 
．熊鷹：12/6 台中大雪山林道 2 
．黑翅鳶：1/1，1/5 鰲鼓 2 
．遊隼：21，12/18 高屏溪林園 3 
．紅隼：28，12/7 高屏溪大寮 5 
★ ★ ★ 7     
．竹雞：21 筆，1/3 中寮山 13 
．深山竹雞：12/6 大雪山林道 2 
．白腹秧雞：12，1/11 鳳山水庫 3 
．白冠雞：9 筆，1/1 鰲鼓 42 
．紅冠水雞：40 筆，1/1 鰲鼓 56 
．灰腳秧雞：1/3，1/9 中寮山 1 
．棕三趾鶉：3 筆，12/15 潮洲 4 
★ ★鴴★ ★ 27  
．東方環頸鴴：19，1/19茄萣4,014 
．小環頸鴴：31 筆，1/5 南星 133 
．蒙古鴴：1/22 烈嶼 2 
．金斑鴴：4 筆，1/5 南星 237 
．灰斑鴴：5，1/23 金門慈堤 23 
．蠣鴴：1/24 浯江溪口 18 
．高蹺鴴：6 筆，1/23 永安 800 
．反嘴鴴：6 筆，1/1 鰲鼓 200 
．彩鷸：1/4 拷潭 24，1/1 鰲鼓 4 
．翻石鷸：3 筆，1/22 烈嶼 6 
．黑腹濱鷸：4 筆，1/1 鰲鼓 500 
．紅胸濱鷸：1/16 茄萣 18 
．長趾濱鷸：5 筆，12/9 拷潭 27 
．丹氏濱鷸：12/27，1/16 茄萣 2 
．三趾濱鷸：1/16 茄萣 2 
．田鷸：7 筆，1/16 茄萣 20 
．中杓鷸：4 筆，1/22 烈嶼 6 
．大杓鷸：5 筆，1/1 鰲鼓 72 

．磯鷸：29 筆，1/5 南星 12 
．鶴鷸：1/1，1/5 鰲鼓 1 
．鷹斑鷸：17 筆，12/2 拷潭 174 
．白腰草鷸：25 筆，1/5 南星 17 
．小青足鷸：5，12/26 永安 31 
．青足鷸：23 筆，1/1 鰲鼓 216 
．赤足鷸：3 筆，1/24 埔邊 36 
．反嘴鷸：1/22 烈嶼 2 
．斑尾鷸：1/23 金門埔邊 2 
★ 9  
．黑脊鷗：5，1/16、1/20 林園 4 
．灰林銀鷗： 1/1 鰲鼓 3 
．大黑脊鷗：21/16 高屏溪林園 3 
．黑尾鷗：9，1/16 林園 213 
．海鷗：1/20 高屏溪林園 1 
．紅嘴鷗：7 筆，1/1 鰲鼓 300 
．黑嘴鷗：12/26 永安 2 
．黑腹燕鷗：1/1 鰲鼓 43 
．裏海燕鷗：5 筆，1/23 慈堤 120 
★ ★ ★ 9  
．灰林鴿：12/25 藤枝 35 
．翠翼鳩：5 筆，12/2 駱駝山 1 
．珠頸斑鳩：94，12/15 潮洲 65 
．金背鳩：12/25 藤枝 6 
．紅鳩：54 筆，12/25 潮洲 400 
．綠鳩：4 筆，1/10 中寮山 32 
．番鵑：12/5 南星，1/3 中寮山 1 
．褐翅鴉鵑：3 筆，1/22 烈嶼 3 
．台灣夜鷹：13，1/7、14中寮山7 
★ ★ ★ ★ 10 
．翠鳥：35 筆，1/1 鰲鼓 18 
．蒼翡翠：3，1/21 金門水頭村 1 
．斑翡翠：3 筆，1/22 列嶼 6 
．黑頭翡翠：1/22 烈嶼 3 
．戴勝：11 筆，1/22 烈嶼 5 
．五色鳥：25 筆，12/11 霧台 7 
．小啄木：34，12/23 中寮山 6 
．大赤啄木：12/6 大雪山林道 1 
．地啄木：12/17南星、1/22烈嶼1 
．綠啄木 12/6 大雪山林道 1 
★ ★ ★ ★ 14 
．小雨燕：36 筆，1/1 鰲鼓 81 
．家燕：66 筆，1/1 鰲鼓 193 
．洋燕：82 筆，1/1 鰲鼓 126 
．赤腰燕：62 筆，12/27 茄萣 212 
．棕沙燕：8 筆，12/9 拷潭 36 
．小雲雀：22，12/14 新園 50 
．赤喉鷚：12/17 茄萣 20 
．樹鷚：16 筆，1/22 烈嶼 16 
．小水鷚：12/28 南星 9 
．大花鷚：17，1/24 南山林道 18 
．白鶺鴒：35，1/24 南山林道 40 
．灰鶺鴒：26，1/14 中寮山 12 
．黃鶺鴒：27 筆，12/27 茄萣 188 
．山鶺鴒：8，12/8 南星計畫區 4 
★ ★ ★ 8  
．灰喉山椒：3，12/6 大雪山 8 

．紅嘴黑鵯：25，12/25 藤枝 138 
．白頭翁：98，12/5 中寮山 161 
．烏頭翁：1/8 龍鑾潭 7 
．白環鸚嘴鵯：1/1、6中寮山11 
．棕耳鵯：1/8 南星計畫區 1 
．紅尾伯勞：80，1/28 南星 19 
．棕背伯勞：12 筆，1/1 鰲鼓 12 
★ ★ ★ 29  
．虎鶇：5 筆，12/20 左營 1 
．白氏虎鶇：1/2 曾文水庫 1 
．白腹鶇：44 筆，12/2 駱駝山 9 
．斑點鶇：4，1/24 南山林道 13 
．紅尾鶇：1/24 南山林道 1 
．赤頸鶇：12/11 霧台 1 
．白眉鶇：12/11 霧台 1 
．赤腹鶇：39，12/27 中寮山 14 
．黑鶇：3，1/21 金門林務所 2 
．台灣紫嘯鶇：12/6 大雪山 1 
．白斑紫嘯鶇：1/23 中山林 1 
．藍磯鶇：12/11 霧台 7 
．小翼鶇：12/25 藤枝 1 
．白尾鴝：3 筆，12/11 霧台 2 
．野鴝：7 筆，12/25 東港溪 7 
．黃尾鴝：38，12/8，1/16 南星 8 
．藍尾鴝：3 筆，1/16 南星 1 
．黑喉鴝：6，1/24 南山林道 3 
．灰叢鴝：1/23 述美國小 1 
．白眉林鴝：12/6 大雪山林道 2 
．栗背林鴝：12/6 大雪山林道 9 
．鵲鴝：15 筆，1/22 烈嶼 30 
．紅胸鶲：1/5 鰲鼓 1 
．紅喉鶲：1/21 金門農試所 1 
．黃胸青鶲：12/25 藤枝 1 
．黃腹琉璃：3，12/6 大雪山 12 
．寬嘴鶲：5 筆，1/3 鳳山水庫 1 
．白眉黃鶲：12/6 大雪山林道 1 
．黑枕藍鶲：44 筆，1/3 柴山 16 
★ ★ 15  
．頭烏線：3 筆，12/11 霧台 2 
．台灣畫眉：14，12/11 霧台 6 
．繡眼畫眉：6 筆，1/3 柴山 33 
．棕噪眉：3 筆，12/25 藤枝 21 
．台灣噪眉：12/6 大雪山 18 
．白喉噪眉：12/6 大雪山 15 
．白耳畫眉：3，12/25 藤枝 37 
．黃胸藪眉：2，12/25 藤枝 25 
．台灣鷦眉： 12/25 藤枝 1 
．大彎嘴：21 筆，12/25 藤枝 4 
．小彎嘴：27 筆，12/11 霧台 12 
．山紅頭：15 筆，12/11 霧台 20 
．冠羽畫眉：4，12/6 大雪山 105 
．綠畫眉：12/11 霧台 2 
．綠繡眼：80，12/25 藤枝 150 
★ ★ ★ ★  
★ ★ ★ 15 
．粉紅鸚嘴：11，12/2 駱駝山 38 
．黃羽鸚嘴：12/6 大雪山林道 14 

．火冠戴菊鳥：12/6 大雪山 13 
．棕面鶯：3 筆，12/6 大雪山 18 
．深山鶯：12/6 大雪山林道 1 
．短翅樹鶯：10 筆，1/16 南星 7 
．大葦鶯：11，12/7 大寮 4 
．極北柳鶯：45，12/21 南星 7 
．黃眉柳鶯：4，12/26 大崗山 3 
．褐色柳鶯：4，12/23 中寮山 1 
．棕扇尾鶯：11，12/9 拷潭 13 
．黃頭扇尾鶯：8，12/15東港溪9 
．灰頭鷦鶯：39，12/3 鳳山水庫4 
．褐頭鷦鶯：83，12/27 茄萣 32 
．褐色叢樹鶯：12/25 藤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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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頭山雀：3，12/6 大雪山 25 
．黃山雀：12/11 霧台 1 
．青背山雀：3，12/6 大雪山 12 
．金翅雀：1/22 列嶼 4 
．黃雀：4 筆，1/19 台南安平 30 
．花雀：12/8 南星，1/23 乳山 1 
．小桑鳲：4 筆，1/21 水頭村 14 
．茶腹鳾：12/6 大雪山林道 10 
．紅胸啄花鳥：3，12/6 大雪山 6 
★鵐★ ★ ★ 7 
．黑臉鵐：22 筆，1/22 烈嶼 34 
．黃喉鵐：12/25 藤枝 1 
．麻雀：89，12/1 大寮 700 
．斑文鳥：69 筆，12/21 南星 78 
．白腰文鳥：17，12/22 中寮山32 
．黑頭文鳥：1 筆，12/2 拷潭 3 
．攀雀：1/23 金門西園鹽場 14 
★ ★ ★ ★ ★ 15 
．八哥：20，1/22 金門烈嶼 100 
．灰椋鳥：2，12/30 高雄林園 8 
．灰背椋鳥：4，12/15 東港溪 26 
．絲光椋鳥：5，1/22 烈嶼 37 
．黃鸝：1 筆，12/20 左營 1 
．朱鸝：2 筆，12/22 中寮山 1 
．小卷尾：5 筆，1/3 中寮山 8 
．大卷尾：57 筆，1/1 鰲鼓 35  
．巨嘴鴉：2，12/16 大雪山 12 
．松鴉：1 筆，12/16 大雪山 4 
．星鴉：1 筆，12/16 大雪山 11 
．樹鵲：57 筆，1/10 中寮山 12 
．喜鵲：41，1/22 金門烈嶼 50 
．玉頸鴉：4，1/22 金門烈嶼 13 
．叉尾太陽鳥：1/21 乳山 4 
★ 9  
．灰喜鵲：2 筆，12/27 茄定 20 
．家八哥：9 筆，1/2 林園 26 
．白尾八哥：57，12/1 林園 186 
．緋胸鸚鵡：1 筆，12/8 南星 1 
．葵花鳳頭鸚鵡：1，1/22 烈嶼 1 
．白喉文鳥：4，12/11 駱駝山 26 
．白腰鵲鴝：1 筆，1/3 柴山 2 
．烏領椋鳥：8，1/21 林務所 2 
．輝椋鳥：4 筆，1/16 三民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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