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昆海 

【研究保育】 

春季鳳山丘陵過境，灰面

鷲的數量不如預期，今年過境

高峰的時間也晚了一週！整個

鳳山丘陵除了營區之外，多為

墓園，殘留的樹林、竹林面積

不多，相較於五十年前的景

況，地景殘破許多，大環境的

改變對於灰面鷲的停棲、休息

和覓食確實不利，國道七號的

開發對於整個鳳山丘陵的生態

更是雪上加霜。如何回復鳳山

丘陵的生態樣貌，我們呼籲高

雄市政府推動鳳山丘陵的整體

規劃、評估劃設「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地」的可行性，進行遷

墓、造林和棲地營造的工作、

推廣學校與社區生態教育，讓

更多人愛護鳳山丘陵，回復舊

日八景的名聲。 

草鴞的野外調查工作持續

進行中，我們進行了草鴞棲地

的鼠類調查工作，發現野外的

老鼠數量不多，這樣的結果透

露出—草鴞食物不足的警訊！

繁殖季即將結束，我們必須盡

快把握時間，收集更多棲地與

食物的資料，以便在保育論壇

舉行時可以提供更為清楚的資

訊。 

鳥松濕地公園近期遭受不

明人士破壞，包括竹筏、鳥屋，

烏龜和鴨子不明原因死亡，推

測與勸導取締非法釣魚有關。

鳥松濕地公園缺乏有效的圍籬

阻隔和保全設施，偷竊、破壞、

放生、獵捕等情事無法有效抑

止！除了加強設置保全監測系

統之外，在下班時間，我們也

呼籲各位鳥友和社區運動民眾

共同來守護鳥松濕地，維護其

生態面貌。 

日本地震造成核輻射危機

引起世界各國的關注，台灣也

不例外的引起各界的討論。做

為一個生態保育團體，我們強

烈要求政府應加速推動綠色能

源所佔的比例，逐步廢核，落

實「非核家園」的政策。因此 4

月 30 日舉行南台灣廢核遊行，

希望透過市民的力量，向政府

提出非核家園的訴求！  

1.4/01 環境資訊協會廖靜蕙特

約記者來高雄採訪國道七號議

題，鄭政卿理事協助介紹。 

2.4/02 中寮山草鴞調查，鐘素

惠、莊雅富、柯木村、黃建華、

林昆海、理事長共同參與。 

3.4/10 於中寮山野放短耳鴞成

功！另 4/21 移送一隻受傷的遊

隼及二隻領角鴞幼鳥到屏科大

野生動物收容中心。 

4.4/11 參加海管處召開之「澎

湖南方四島生態旅遊先期規劃

案」、「自然、人文及生態旅遊

解說導覽手冊」及「澎湖南方

四島鳥類生態調查解說手冊」

期中審查會。 

5.4/14 官田水雉教育園區翁榮

炫前來討論水雉副棲地計畫，

預計在鳥松濕地種植水生植

物，以增加水雉棲地。 

6.4/18 與養工處討論中都濕地

巡守計畫。 

7.4/21 到屏科大與孫元勳老師 

討論國道七號與草鴞保育之相 

相關議題。 

8.4/24 中都濕地啟用典禮，代

表理事長致詞，感謝李文化、

李俊輝、姚德忠伉儷、邱滿星、

↓鳥松濕地的工作竹筏與賞鳥屋最近遭受不明人士的破壞，已報警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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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鳳松、何瑞枝、謝季恩及陳

冠華鳥友參與。 

【教育推廣】 

1.4/02 環境教育小組鳥類教案

操作演練，感謝林傳傑、翁秀

麗、姜瑞瑤、蕭艷慈、蔡優男、

李佩柔、方俞怜等鳥友協助。

4/08「水生動植物教案」場地勘

查，感謝翁秀麗、趙雪惠、林

育如、方俞怜等鳥友協助講師

林穎明認識鳥松濕地生態。 

2.4/02-04 北東眼山-春之旅，感

謝古靜洋、吳淑惠鳥友擔任領

隊，每日與藍腹鷴為鄰的精采

鳥況、幽靜的林道及古家豐盛

的愛心餐，讓伙伴大呼過癮！ 

3.4/08 召開生態解說員會議，

會中決議： 增加每月第一、

三週日的鳥松濕地解說。 98- 
99 年值勤時數累計達 30 小時

之解說員贈送 T 恤一件；達 50

小時者贈送「鳥松濕地生態圖

鑑」一本。 訂 4/22 為頒獎日，

邀請得獎的解說員前來領獎。 

4.4/10 探訪世外桃源-阿禮部落

之旅，感謝方俞怜鳥友擔任領

隊，配合屏科大森林系社區林

業研究室的活動規劃與在地原

住民的解說，體驗阿禮部落的

美景與驚豔山麻雀，感受祖靈

尊崇大自然的精神，並在雲霧

繚繞的美景中品嚐風味餐。 

5.鳥松濕地生態解說員培訓於

4/12、17 上課，感謝吳淑惠、

林昆海、呂學樺、劉嘉暉鳥友

擔任講師以及陳秀華、胡惠強

鳥友擔任班主任與輔導員。 

6.4/16 同時辦理「鳥松濕地生

態解說員」與「濕地環境教師」

培訓，本次邀請麥巨卡索公司

羅亦耀先生介紹「聽眾心理與

講師台風說明」、「教案設計與

活動帶領技巧」，內容生動活

潑，相信未來應用在教案操作

與解說技巧上能夠事半功倍。

4/17「濕地環境教師培訓」邀請

柚園探索農場林穎明先生介紹

濕地的水生動植物及教案操

作。4/23-24 課程由黃淑貞、林

傳傑、翁秀麗、趙雪惠等鳥友

擔任講師，安排生態探索＆遊

↓濕地環境教師培訓課程-鳥類教案操作

↑中都濕地 4/24 正式完工開放，鳥會當天也安排鳥友在現場架設單筒望遠鏡為民眾進行鳥類觀察解說‧姚德忠



     

戲、鳥類、濕地、昆蟲等教案

設計與操作。 

7.4/16、4/23 承接正義高中昆蟲

Life Show 營隊，感謝翁秀麗、

趙雪惠及姜瑞瑤鳥友擔任昆蟲

教案講師，學生們反應熱烈。 

8.4/22 辦理迎新慶生暨生態解

說員值勤頒獎儀式，由理事長

主持，透過迎新慶生活動提高

鳥友間的互動與認識，同時獎

勵解說員對鳥會支持與協助。 

9.四月月會演講感謝基隆鳥會

沈錦豐總幹事分享「鳥語-北方

三島的鳥類介紹」；生態講座感

謝盧金泉鳥友分享「走，登高

賞景去-南台灣暨台灣郊山健

行分享」；羅柳墀老師分享鳥博

士談鳥事系列「各式各樣的鳥

巢」；王健得鳥友分享「攝影大

觀園-攝影作品賞析」。 

【行政總務】 

1.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3/26 於「高雄市新移民家庭福

利服務中心」召開，會中通過： 

‧修改新會員的入會費收費辦

法，自 101 年度起，團體會員

入會費改為 1000 元；家庭、個

人與學生會員全調整為 300 元。 

‧常年會費不變，但自 101 年

度起，高雄鳥會會員只享有「鳥

語」雙月刊雜誌，若要加訂「中

華飛羽」雙月刊，則團體、家

庭、個人會員另需繳交 500 元，

學生會員 300 元。 

會議最後則由理事長與總幹事

介紹「草鴞保育」與「鳳山丘

陵國道七號開發」近況報告。 

2.中華鳥會會員代表大會 4/09

於台中召開，本會共提報 9 位

會員代表：林世忠、王健得、

邱鳳松、柯金儀、黃建華、郭

立初、鄭政卿、魏惠志及林昆

海；並推薦 5 位優良義工接受

表揚：柯金儀、王瓊玲、陳世

明、邱鳳松、郭立初。此次也

改選新任的中華理監事，由程

建中老師連任理事長；本會提

名的鄭政卿鳥友也當選理事。 

    ‧李翠紅、王阿義、郭玉鳳

1. 3/03 在義工通力合作下，大

池靠近中央步道的浮島前放置

一座鳥兒休息平台；3/22 又放

置三座平台，終於讓濕地的鳥

類多了棲息處。感謝總幹事及

義工李德行、王垣瀧、楊公權、

李榮嶺、王阿義等人的協助。 

2.3/24 發現大池的竹筏及賞鳥

屋靠池面牆板被人蓄意毀損，

已報警處裡；而大埤路近麥當

勞的水溝蓋，日前也被偷走。 

3.靠近賞鳥屋之大池岸邊放置

障礙物，以防止民眾偷偷網魚。 

4.整理小池圍籬之蝴蝶食草及

岸邊的小花蔓澤蘭，希望能吸

引蝴蝶前來產卵。 

5.在李志榮大哥熱心贊助及蝴

蝶媽媽揮汗下，由園區外地載

土架網，終於將馬兜鈴移植於

入口右側圍牆邊及貨櫃屋前。 

6.自 4/7 起，陸續發現池中的鴨

子與烏龜群有暴斃現象，已將

屍體送往動物保護處檢疫，希

望能釐清暴斃的原因。 

7.4/07 金獅湖管理站陳先生到

鳥松濕地勘查破損之水管與大

埤路步道燈具。日後觀光局的

對口單位為金獅湖管理站。 

8.4/10 鳥松濕地義工聚會，由

理事長主持，並頒發結訓證書。 

9.冇骨消附近的灑水管路及天

池水管漏水，經通報後，市府

已派員維修。 

10.4/22 清 除 小 池 邊 的 巴 拉

草，以挪出空間種植水生植物。 

11.黑冠麻鷺經常出現於自然 

中心前，已成為濕地裡的明星。 

【社區推廣及參訪團體】 

1.3/16 社區推廣：青青幼稚園、

大華圖書館、江山如畫社區、大

華活動中心等，共 500 人次。 

2.4/9 美商利安德大中華公司

前來進行敦親睦鄰服務。 

3.高雄醫學大學生物系研究生

至園區做魚類調查及採樣。 

4.3 月份共計 18 個團體參訪、4

月份則有 20 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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