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 2 -3    記錄整理／楊玉祥、謝季恩 

 
這二個月鳥友們共記錄 57 科 215 種鳥類以及 11 種逸出種及豢養的綠頭鴨。由於季節漸漸進入過境期，過境猛禽已

於各地現身，如北雀鷹、灰面鵟鷹…等，有一些冬候鳥尚未離開，鳥況仍豐富精采，特殊鳥種有：黑頸鸊鷉、中華

秋沙鴨、埃及雁、歐亞雲雀…等。因篇幅有限，每種鳥種只能列出數量上最多的日期及地點，敬請未列出者見諒！ 

 地點 記錄人 科 種數  地點 記錄人 科 種數 地點 記錄人   科 種數

100 2  33 林園 洪福龍 1 1 13 恆春春泉 洪福龍 13 21
1 石岡水壩 陳添彥 7 13 34 南星計畫區 洪福龍 28 43 14 恆春茄湖 洪福龍 31 50
2 鞍馬山 陳添彥 15 34 35 高雄拷潭 洪福龍 12 18 15 恆春萬里桐 洪福龍 15 25
3 台北金山 洪福龍 10 15 36 茄萣濕地 鄭和泰 20 45 16 龍鑾潭 洪福龍 18 27
4 台北貢寮 洪福龍 8 8 37 柴山 林昆海 11 16 17 龍鑾潭北岸 洪福龍 30 52
5 台北萬里 洪福龍 6 6 38 高屏溪 洪福龍 7 8 18 龍鑾潭東岸 洪福龍 19 30
6 太麻里 洪福龍 13 19 39 高屏溪口 洪福龍 8 12 19 龍鑾潭南岸 洪福龍 23 39
7 台東長濱 洪福龍 19 32 40 高屏溪林園 洪福龍 15 25 20 恆春關山 洪福龍 23 40
8 台東都蘭灣 洪福龍 16 25 41 曹公新圳 林昆海 15 17 21 滿州永靖村 洪福龍 23 45
9 達人南田村 洪福龍 14 20 42 中華路 洪福龍 * * 22 滿州里德村 洪福龍 20 28
10 崁頭山 盧金泉 22 38 43 鳳山水庫 洪福龍 23 36 23 滿州港口溪 洪福龍 16 22
11 宜蘭五結 洪福龍 13 22 44 鳳山丘陵南 洪福龍 12 17 24 墾丁大尖山 洪福龍 21 30
12 宜蘭南澳 洪福龍 13 21 45 鳳鼻頭 洪福龍 10 16 25 墾丁石牛溪 洪福龍 13 19
13 宜蘭頭城 洪福龍 12 15 46 澄清湖 洪子倫 24 35 26 墾丁牧場 洪福龍 13 17
14 七星潭 洪福龍 13 19 47 臨海工業區 洪福龍 1 1 27 墾丁社頂 洪福龍 8 11
15 花蓮秀林 洪福龍 16 23 48 基隆港 洪福龍 4 4 28 墾丁風吹沙 洪福龍 5 7 

116 花蓮豐濱 洪福龍 15 24 49 雲林口湖 洪福龍 13 24 29 貓鼻頭 洪福龍 14 20
17 屏東旭海 洪福龍 19 28 50 嘉義東石 洪福龍 15 30 30 墾丁龍仔埔 洪福龍 15 20
18 屏東車城 洪福龍 14 18 51 鰲鼓濕地 陳添彥 32 79 31 墾丁龍坑 洪福龍 9 12
19 屏東東源 洪福龍 18 24 100 3  32 墾丁聯勤 洪福龍 17 21
20 滿州港口村 洪福龍 15 19 1 八里觀音山 郁泓智 4 5 33 鵝鑾鼻 洪福龍 14 19
21 鵝鸞鼻 洪福龍 8 9 2 太平山 郁泓智 13 22 34 中寮山 曾志成 21 33
22 苗栗通宵 洪福龍 13 17 3 翠峰山莊 郁泓智 6 9 35 手巾寮 賴穩元 6 7 
23 大坪頂 洪福龍 11 16 4 翠峰湖 郁泓智 5 7 36 半屏山 柯金儀 10 12
24 大崗山 陳添彥 17 24 37 大崗山 潘致遠 15 18
25 大寮區 洪福龍 3 3 

5 翠峰湖 
環山步道 

郁泓智 8 11 
38 南星計畫區 賴穩元 12 15

26 太平國小 洪福龍 1 1 6 車城 洪福龍 27 46 39 茄萣濕地 鄭和泰 24 56
27 小港金府路 洪福龍 ﹡ ﹡ 7 車城後灣 洪福龍 16 23 40 高屏溪口 洪福龍 2 4 
28 中央公園 洪福龍 ﹡ ﹡ 8 車城射寮 洪福龍 25 41 41 旗后山 賴穩元 15 24
29 中寮山 曾志成 27 42 9 恆春大坪頂 洪福龍 24 39 42 鳳山水庫 洪福龍 23 36
30 四海一家 柯金儀 7 9 10 恆春水泉 洪福龍 15 18 43 澄清湖 洪子倫 23 35
31 左營 洪福龍 1 1 11 恆春白砂 洪福龍 25 37 44 駱駝山 陳添彥 16 26
32 真愛碼頭 黃百崇 8 8 12 恆春西海岸 洪福龍 23 28 45 阿里山 盧金泉 10 21

﹡

★ 鷉★ ★ ★ ★琵鷺 18 
．小鸊鷉：9 筆，3/13 茄萣濕地 62 
．冠鸊鷉：2/23 鰲鼓 
．黑頸鸊鷉：2/13、20 茄萣濕地 2 
．鸕鶿：20 筆，2/3 高屏溪林園段 720 
．白腹鰹鳥：2/19 台北萬里 2 
．蒼鷺：40 筆，2/13 茄萣濕地 188 
．紫鷺：3/11 龍鑾潭北岸 1 
．池鷺：3/5 鳳山水庫 1 
．黃頭鷺：49 筆，2/15 台東長濱 89 
．小白鷺：56 筆，2/13 茄萣濕地 662 
．中白鷺：19 筆，3/13 茄萣濕地 21 
．大白鷺：32 筆，2/13 茄萣濕地 116 
．岩鷺：6 筆，3/7 龍鑾潭 2 
．黑冠麻鷺：2/8 南星計畫區 1 

．黃小鷺：3/13 茄萣濕地 1 
．夜鷺：14 筆，2/13 茄萣濕地 1,050 
．黑面琵鷺：9 筆，3/13 茄萣濕地 34 
．白琵鷺：5 筆，3/13 茄萣濕地 2 
★ 16  
．花鳧：6 筆，2/1 高屏溪林園 2 
．豆雁：2/23 鰲鼓濕地 
．尖尾鴨：7 筆，2/13 茄萣濕地 495 
．琵嘴鴨：6 筆，2/13 茄萣濕地 738 
．小水鴨：14 筆，03/13 茄萣濕地 649 
．羅文鴨：2/23 鰲鼓濕地 
．赤頸鴨：7 筆，2/1 高屏溪林園 500 
．綠頭鴨：6 筆，2/17 五結 4 
．花嘴鴨：18 筆，2/1 高屏溪林園 110 
．白眉鴨：2 筆，3/29 茄萣濕地 18 

．赤膀鴨：5 筆，2/3 高屏溪林園 3 
．紅頭潛鴨：3 筆，3/6 茄萣濕地 3 
．鳳頭潛鴨：7 筆，3/12 龍鑾潭南岸 217 
．斑背潛鴨：3 筆，2/13 茄萣濕地 3 
．中華秋沙鴨：2/12 石岡水壩 2 
．埃及雁：2/9 高屏溪林園 1 
★ ★ ★ 17  
．魚鷹：28 筆，3/27 車城 4 
．北雀鷹：2/12 鞍馬山 
．松雀鷹：5 筆，3/12 太平山 2 
．日本松雀鷹：7 筆，3/18 車城茄湖 3 
．鳳頭蒼鷹：40 筆，3/13 恆春關山 6 
．蒼鷹：3/18 車城茄湖 1 
．灰面鵟鷹：19 筆，3/21 恆春關山 3,700 
．鵟：10 筆，3/28 滿州永靖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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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澤鵟：2/23 鰲鼓濕地 
．灰澤鵟：3/31 恆春大坪頂 1 
．林鵰：3 筆，2/13 東山崁頭山 1 
．黑鳶：4 筆，3/11 恆春關山 5 
．蜂鷹：30 筆，3/13 恆春關山 8 
．大冠鷲：48 筆，2/16 中寮山 18 
．遊隼：32 筆，2/10 高屏溪 3 
．紅隼：28 筆，3/23 恆春大坪頂 6 
．燕隼：2 筆，3/6 駱駝山 1 
★ ★ ★ 9    
．竹雞：32 筆，2/28 中寮山 8 
．台灣山鷓鴣：2/12，鞍馬山 
．黑長尾雉：2/12，鞍馬山 
．藍腹鷴：2/12，鞍馬山 
．白腹秧雞：12 筆，3/5 鳳山水庫 7 
．白冠雞：6 筆，3/12 龍鑾潭南岸 28 
．紅冠水雞：24 筆，3/13 茄萣濕地 23 
．緋秧雞：2/22 東石 1 
．棕三趾鶉：3 筆，3/31 車城 3 
★ ★ 鴴★ 鴴★鴴★ 25 
．彩鷸：3/22 茄萣濕地 6 
．燕鴴：5 筆，3/9 恆春白砂 3 
．高蹺鴴：5 筆，3/29 茄萣濕地 81 
．反嘴鴴：8 筆，2/22 東石 87 
．東方環頸鴴：8 筆，2/13 茄萣濕地 3,066 
．小環頸鴴：23 筆，2/5 南星計畫區 50 
．蒙古鴴：2 筆，3/27 茄萣濕地 5 
．金斑鴴：7 筆，2/5 南星計畫區 163 
．灰斑鴴：3 筆，2/22 東石 5 
．黑腹濱鷸：2/23，鰲鼓濕地 
．紅胸濱鷸：5 筆，3/27 茄萣濕地 100 
．長趾濱鷸：2/13 茄萣濕地 2 
．三趾濱鷸：3/7 墾丁石牛溪 1 
．大濱鷸：2/23 鰲鼓濕地 
．田鷸：2 筆，2/13 茄萣濕地 15 
．斑尾鷸：2/23 鰲鼓濕地 
．中杓鷸：2 筆，3/7 墾丁鵝鑾鼻 2 
．大杓鷸：2 筆，2/9 高屏溪口 1 
．磯鷸：19 筆，2/20 曹公新圳 5 
．鷹斑鷸：5 筆，2/13 茄萣濕地 8 
．白腰草鷸：12 筆，2/5 南星計畫區 21 
．小青足鷸：2/23 鰲鼓濕地 
．青足鷸：9 筆，2/22 口湖、東石 13 
．赤足鷸：2 筆，3/27 茄萣濕地 1 
．黃足鷸：2/23 鰲鼓濕地 
★ ★ ★ 14  
．黑脊鷗：2/22 雲林口湖 1 
．黑尾鷗：9 筆，3/3 高屏溪口 55 
．紅嘴鷗：2 筆，2/22 雲林口湖 200 
．黑嘴鷗：2/23 鰲鼓濕地 
．黑腹燕鷗：2/23 鰲鼓濕地 
．小燕鷗：2/22 雲林口湖 39 
．裏海燕鷗：2/23 鰲鼓濕地 
．翠翼鳩：11 筆。2/7 鳳山水庫 6 
．珠頸斑鳩：97 筆，3/23 恆春大坪頂 67 
．金背鳩：18 筆，3/7 墾丁大尖山 21 
．紅鳩：54 筆，3/23 恆春大坪頂 80 
．綠鳩：2 筆，2/16 中寮山 3 
．番鵑：8 筆，3/12 龍鑾潭南岸 1 
．中杜鵑：3/14 車城 1 
★ ★ ★ ★ 6  
．台灣夜鷹：12 筆，2/28 中寮山 14 
．領角鴞：2/28 中寮山 5 
．黃嘴角鴞：2 筆，2/28 中寮山 3 
．鵂鶹：2/12 鞍馬山 
．翠鳥：23 筆，3/5 鳳山水庫 4 

．戴勝：2/15 豐濱 1 
★ ★ ★ ★ 10  
．五色鳥：51 筆，2/28 澄清湖 17 
．綠啄木：3/14 翠峰湖環山步道 1 
．小啄木：19 筆，2/28 澄清湖 8 
．叉尾雨燕：17 筆，3/15 恆春關山 13 
．小雨燕：48 筆，2/13 達人南田村 350 
．家燕：66 筆，3/9 恆春關山 33 
．洋燕：97 筆，3/13 茄萣濕地 51 
．赤腰燕：65 筆，3/11 恆春關山 52 
．東方毛腳燕：6 筆，3/13 太平山 68 
．棕沙燕：8 筆，2/15 豐濱 37 
★雲雀★鶺鴒★ ★ ★ 17  
．小雲雀：34，3/9 恆春水泉 44 
．歐亞雲雀：3/27 手巾寮 2 
．赤喉鷚：4 筆，3/9 恆春水泉 110 
．樹鷚：2 筆，2/12 鞍馬山 
．大花鷚：10 筆，2/14 都蘭灣 13 
．白鶺鴒：22 筆，2/5 南星計畫區 16 
．灰鶺鴒：18 筆，2/14 豐濱 11 
．黃鶺鴒：15 筆，2/13 茄萣濕地 124 
．灰喉山椒：2 筆，3/12 太平山 23 
．灰山椒：6 筆，3/15 恆春關山 25 
．紅嘴黑鵯：62 筆，2/13 東山崁頭山 51 
．白頭翁：37 筆，2/28 澄清湖 150 
．烏頭翁：70 筆，3/7 墾丁大尖山 70 
．白環鸚嘴鵯：7，2/5 鳳山丘陵南段 11 
．棕耳鵯：2 筆，3/13 恆春關山 4 
．紅尾伯勞：94 筆，2/5 南星計畫區 16 
．棕背伯勞：5 筆，2/17 五結 8 
★ ★ 22  
．小翼鶇：3 筆，3/13 翠峰湖 4 
．藍磯鶇：48 筆，3/6 滿州里德村 4 
．台灣紫嘯鶇：2/12 鞍馬山 
．虎鶇：2 筆，3/5 阿里山 3 
．白腹鶇：40 筆，2/28 澄清湖 18 
．斑點鶇：4 筆，2/18 頭城 19 
．赤腹鶇：29 筆，3/26 南星計畫區 12 
．白頭鶇：2/12 鞍馬山 
．黑鶇：3/8-9 恆春白砂 1 
．紋翼畫眉：2 筆，3/5 阿里山 21 
．頭烏線：4 筆，3/13 太平山 2 
．灰頭花翼：3/5 阿里山 5 
．台灣畫眉：44 筆，3/13 恆春關山 6 
．繡眼畫眉：17 筆，2/13 東源 36 
．台灣噪眉：5 筆，3/13 翠峰湖 8 
．棕噪眉：2 筆，2/12 鞍馬山 
．白耳畫眉：6 筆，3/12 太平山 21 
．黃胸藪眉：2 筆，3/5 阿里山 4 
．台灣鷦眉：3 筆，3/13 太平山 3 
．大彎嘴：8 筆，2/28 中寮山 5 
．小彎嘴：56 筆，2/7 澄清湖 16 
．山紅頭：23 筆，2/13 東源 13 
★ ★ ★ ★ ★ 18 
．粉紅鸚嘴：3 筆，2/7 鳳山水庫 9 
．棕面鷲：6 筆，3/13 太平山 8 
．短翅樹鶯：12 筆，2/28 澄清湖 6 
．遠東樹鶯：3/13 澄清湖 1 
．台灣小鶯：3 筆，3/13 翠峰湖 3 
．短尾鶯：2/19 金山 1 
．深山鶯：2 筆，3/14 翠峰湖環山步道 4 
．東方大葦鶯：6 筆，3/11 龍鑾潭北岸 2 
．褐色叢樹鶯：2 筆，3/14 翠峰山莊 3 
．棕扇尾鶯：19 筆，3/11 龍鑾準北岸 16 
．黃頭扇尾鶯：4 筆，3/12 龍鑾潭南岸 15 
．灰頭鷦鶯：20 筆，3/13 茄萣濕地 10 

．褐頭鷦鶯：52 筆，2/13 茄萣濕地 66 
．斑紋鷦鶯：2/15 大崗山 1 
．極北柳鶯：13 筆，2/18 澄清湖 12 
．黃眉柳鶯：4 筆，2/28 澄清湖 2 
．褐色柳鶯：2/23 鰲鼓濕地 
．火冠戴菊鳥：3 筆，3/13 翠峰湖 3 
★ ★ 13  
．黃胸青鶲：3/12 太平山 1 
．黃腹琉璃：2 筆，2/13 東山崁頭山 5 
．白腹琉璃：3/26 南星計畫區 1 
．灰斑鶲：2/16 中寮山 1 
．野鴝：3/13 茄萣濕地 1 
．白尾鴝：2 筆，2/13 東山崁頭山 1 
．黃尾鴝：16 筆，2/5 南星計畫區 4 
．藍尾鴝：2 筆，3/5 阿里山 2 
．鉛色水鶇：3/12 太平山 1 
．白眉林鴝：2/12 鞍馬山 
．栗背林鴝：2 筆，3/5 阿里山 11 
．黑喉鴝：3/7 墾丁大尖山 1 
．黑枕藍鶲：50 筆，2/28 澄清湖 11 
★ ★ ★ ★ 9  
．紅頭山雀：4 筆，3/13 太平山 8 
．煤山雀：2 筆，3/5 阿里山 6 
．青背山雀：4 筆，3/13 太平山 8 
．酒紅朱雀：2/12 鞍馬山 
．褐鷽：3/5 阿里山 2 
．灰鷽：2/12 鞍馬山 
．黃雀：2/23 鰲鼓濕地 
．小桑鳲：2/12 鞍馬山 
．朱連雀：2 筆，3/27 龍鑾潭 1 
★ ★ ★鵐★ ★ 8 
．綠啄花鳥：2/13 東山崁頭山 2 
．綠繡眼：74 筆，2/13 東山崁頭山 61 
．冠羽畫眉：7 筆，3/5 阿里山 25 
．綠畫眉：3 筆，2/17 南澳 12 
．黑臉鵐：8 筆，2/21 通宵 4 
．麻雀：99 筆，3/20 車城射寮 600 
．斑文鳥：36 筆，2/20 曹公新圳 55 
．白腰文鳥：7 筆，2/13 東山崁頭山 21 
★ ★ ★ ★ 13  
．灰椋鳥：3/2 旗后山 
．灰背椋鳥：20 筆，3/7 墾丁大尖山 55 
．黃鸝：3 筆，3/7 墾丁大尖山 3 
．朱鸝：2/13 東山崁頭山 6 
．小卷尾：4 筆，2/13 東山崁頭山 4 
．大卷尾：71 筆，3/23 恆春大坪頂 24 
．巨嘴鴉：5 筆，2/17 秀林 11 
．禿鼻鴉：3 筆，3/7 墾丁大尖山 3 
．星鴉：2 筆，3/5 阿里山 2 
．樹鵲：70 筆，3/28 滿州永靖村 35 
．喜鵲：10 筆，2/8 南星計畫區 5 
．台灣藍鵲：3 筆，3/28 滿州永靖村 8 
．東方寒鴉：2 筆，3/27 恆春龍鑾潭 2 
★ ★ 12  
．大陸畫眉：3/9 半屏山 2 
．黑喉噪眉：3/2 旗后山 
．戈芬鳳冠鸚鵡：2/28 澄清湖 2 
．橙頰梅花雀：2/12 石岡水壩 10 
．埃及聖鹮：2 筆，2/13 茄萣濕地 17 
．鵲鴝：2/23 鰲鼓濕地 
．黑領椋鳥：2/8 南星計畫區 2 
．輝椋鳥：5 筆，2/4 小港金府路 11 
．家八哥：2/16 七星潭 5 
．白尾八哥：60 筆，2/14 長濱 97 
．栗尾椋鳥：2/17 四海一家 4 
．綠頭鴨：3 筆，2/7 澄清湖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