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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保育】 

今年初中寮山發生錦鯉放

生事件，在市府農業局、屏東

林管處的支持下，高雄鳥會組

織社區居民和會員，共同巡守

這塊山林，同時舉辦魚苗放流

儀式和教育推廣。巡守隊成立

至今，發現了亂倒建築廢棄物

的事件，也針對台電電塔工程

便道未做好水土保持的工作加

以舉發，促使主管單位水利局

召開二次現勘，限期台電三個

月內要做好改善。 

為了喚起更多人的注意與

關心，中寮山生態巡守隊在

8/21 舉辦成立儀式，轉變過去

不著服裝、低調的巡守方式，

正式成軍，集合鳥會、旗山聯

合社區營造協會、羌仔寮新光

里社區的居民，共同來守護中

寮山，除了野生動植物保育

外，台電輸變電工程對山林造

成的破壞、水土流失和電磁輻

射對人體的影響也成為另一個

關注的議題，也凸顯地方人士

主動關心公共事務的重要性。 

延續去年的社區紮根與推

廣活動，9/24 將假旗山鯤洲宮

舉辦保育宣導說明會；另外「草

鴞保育論壇」也定在 9/30 假林

務局舉行，希望藉由這個論

壇，匯集各方的意見，擬定草

鴞保育行動綱領，為草鴞的保

育行動奠立良好的基礎。 

1.8/01 理事長、總幹事前往中

寮山會勘台電 18 號電塔工程與

便道造成的水土保持問題。8/15

主管單位水利局再次召開二次

現勘，限期台電三個月內要做

好改善。 

2.8/01 營建署顧問團訪視墾丁

龍鑾潭，總幹事與專職玉祥、

屏東鳥會共同接待，現場並參

訪龍水里湧泉、北岸及東岸重

要濕地遭受開發壓力的現況。 

3.8/08 參加營建署「壽山國家

自然公園」規劃與管理站整修

期中報告。 

4.8/10 提送 101 年度鳥松濕地

多元就業計畫。 

5.8/11 施華洛世奇大中華區侯

會華經理與業務代表宋靜波先

生到鳥松濕地參訪，由總幹事

導覽介紹。 

6.8/12 總幹事至台南鳥會介紹

英國學習經驗。 

7.8/16 總幹事受邀至永安區公

所介紹濕地生態。 

8.8/17 總幹事參加營建署國家

重要濕地計畫培訓課程。 

9.8/18 鳥松濕地自然中心整修

協調會，針對 99 年、100 年計

畫整修銜接進行討論，並請建

築師儘速提送修正圖面。 

10.8/21 中寮山巡守隊成立，感

謝市府農業局鄭清福技正、黃

世柱股長；屏東林管處許碧如

秘書、董蓁課長；旗山生活文

化園區柯坤佑老師；美濃愛鄉

協進會及八色鳥協會專職辜以

舒、謝淑玲；新光里社區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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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來賓共約 50 人與會。儀式結

束後，成員並至大洲國中參加

生態培訓課程，首場邀請高雄

醫學大學邱郁文教授介紹「河

川溪流的生態與保育」。 

11.8/22 鳳信電視台「厝邊來開

講」節目訪問總幹事談鳥松濕

地的經營管理與危機。 

12.8/24 與理事長到旗山鯤洲

宮商借場地及聯繫台電電塔說

明會事宜。 

13.有鑑於台電在未經中寮山

社區居民的同意下，即在當地

設置南北 345KV 輸變電工程，

其工程不僅穿越山林土地、破

壞生態環境，也恐使居民面臨

電磁輻射的危害，因此 9/04，

鳥會將與當地里長在新光里活

動中心，一起舉辦「反對台電

345KV 高壓電塔-磱碡坑社區

共識說明會」，邀約社區民眾齊

來關心。 

14.大高雄 2011 秋季鳥口普查

訂於 10/01-02 同步調查，本次

以過境猛禽、冬候鳥、水鳥為

調查重點，請鳥友多多支援。 

【教育推廣】 

1.8/02 召開鳥松濕地生態季檢

討會，感謝黃淑貞、吳寶鳳、

柯金儀、李俊輝、陳秀華、楊

姿娟、林傳傑、方俞怜等鳥友

參與檢討活動現況、流程及民

眾參與成效；同時感謝張嫚

芬、姜瑞瑤、黃春珠、盧金泉 

 

            

100 09 24 15 30-21 00  84  
◆  15 30-20 00 
‧生態 DIY 遊戲、苗木贈送 

‧大高雄生態攝影展、生態藝品及書籍展售 

‧聯合社區營造協會、南新社區發展協會 

生活文化園區聯合展 

◆  19 00-19 45 
‧國樂表演（大洲長青國樂團） 

‧社區媽媽舞蹈表演（聯合社區營造協會） 

‧車鼓陣、律動表演（南新社區發展協會）  

◆  19 45-21 00 
‧中寮山的生態與人文資源介紹 

‧草鴞及野生動物保育欣賞／生態有獎問答 

邱郁文老師為中寮山生態巡守隊成員介紹「河川溪流的生態與保育」



「南星計畫區」是大高雄的鳥友想要觀察候鳥和過境鳥的絕 

佳地點之一，為了更進一步瞭解這些候鳥在南星的生活情形，探討遷徙性候鳥在高 

雄地區沿海的遷徙狀態，自 2008 年秋季開始，高雄鳥會繫放團隊除了原有的舊鐵橋繫放工作站外，在高雄

市環保局廢棄物處理隊的協助下，於南星成立了第二個工作據點，並依法取得繫放作業許可，展開南星的定

期性繫放工作，至今已邁入第三年，相關成果亦在「2010 南方鳥類論壇」發表。 

鳥類繫放是一件辛苦且需長時間投入的工作，為讓更多鳥友瞭解鳥類繫放的重要性，支持甚至加入繫放

工作的行列，繫放團隊誠摯邀請鳥友們，播空前來觀摩瞭解繫放作業的進行，期待和您於南星計畫區相見喔！

9/18 10/02 10/16 11/06 11/20 12/04 12/18   

08 00    

   

鳥友提出相關建議，讓未來生 

態季活動能更有效益。 

2.8/03、11 分別進行小港機場

野生動物保育宣導櫥窗線路整

修與櫥窗清潔工作，感謝林育

如、方俞怜鳥友支援協助。 

3.配合美濃生態據點的推動，

8/20 首次於黃蝶翠谷進行夜間

生態觀察，吸引 30 多位鳥友、

民眾參與，感謝楊玉祥、曾麗

霞鳥友的生態解說。 

4.8/20-22 辦理瓦拉米忘憂之 

旅，感謝蔡福隆、方俞怜鳥友 

協助規劃精采行程，今年花蓮

縣政府補助六十石山的金針花

農，使金針花開滿山頭，鳥友

們體驗採收金針的務農趣，欣

賞色彩豐富的層疊山巒，感動

此地遺世獨立的美麗風情，忘

卻都市的煩憂。 

5.小港國際機場保育宣導值勤

自 7/18 至 8/18 止，在志工的協

助宣傳下，已募集回收 1800 份

問卷，民眾反應熱烈，感謝志

工的協助。 

6.8 月份月會演講感謝鍾明哲

先生分享「小小禾本科的大大

世界」；生態講座感謝吳世鴻鳥

友分享「淺談鳥類繫放」；梁靖

薇鳥友分享「鬼斧神工-台港地

景的對話」；謝寶森教授分享鳥

博士談鳥事系列「繡眼畫眉的

歌聲研究」。 

【行政總務】 

1.自 7/19-8/09 起，利用每週二

晚上定期於會館播映「有影秀

台灣」生態記錄影片，鳥友參

與熱烈，每場次皆吸引 30 多

人，首場「九九蜂鷹」更達 50

多人，因為時間有限，所以這

次只能安排其中的 8 部影片，

甚為可惜！為了不讓這些精采

的影片被錯過，鳥會將可代為

訂購，想要欣賞蒐藏者，快與

專職美祺聯絡！ 

2.8/26 辦理 8-9 月壽星慶生與

迎新，大夥兒除了分享入會心

得感想外，並由理事長介紹鳥

會目前在中寮山進行的草鴞保

育近況。下次的慶生迎新會將 

於 10/28 舉行，歡迎 10、11 月

的壽星與新進鳥友同來參加。 

3.提醒鳥友注意，3/26 召開的

會員大會已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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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家庭、個人會

員另需繳交 500 元，學生會員

300 元。」 
4.本會鳥友陳治平大哥的母親

王瓊枝女士，近期將於高雄市

文化中心舉辦水墨畫展，歡迎

鳥友前往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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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翠紅、王阿義、林月英

【棲地維護】 

1.6/27 於植栽區增設灑水管路

及噴頭，以方便工作。 

2.7/01 自然中心整修工程開工。 

3.7/04 在大池中央島種植 2 株

水柳，順便測試剛修復的竹筏

是否完善。 

4.7/05 於入口左側觀察步道旁

營造一個昆蟲之家，以利觀察。 

5.7/12 下午在門口的茄苳樹

下，發現兩隻南蛇正在交尾。 

6.自然中心的門鎖被破壞，已

立即呈報總幹事、觀光局及大

華派出所並製作筆錄。 

7.與義工姜瑞瑤至曹公圳-鳥松

段移植一批水生植物回園區，

以做為生態小尖兵教材之用。 

8.7/25 在西側入口的血桐樹上

發現黃長腳蜂的蜂窩，在總幹

事指示下，已設置告示牌提醒

遊客勿任意干擾。 

9.7/27 理事長與總幹事前來關

心生態季前置作業，並指示清

除中央步道部分雜草，約留 80

公分寬步道，以在 7/30 生態季

當天開放讓民眾通行。 

10.清除植栽區至教學池木棧

道旁雜草、大池中央島的布袋

蓮；教學池邊的土堤護岸重作。 

11.最近野狗增多，將密切注意

及勸導民眾勿餵食，以免造成

環境髒亂及維護遊客的安全。  

12.至大樹三和瓦窯尋找製作

昆蟲塔所需材料。 

【社區推廣及參訪團體】 

1. 7/12-16 鳥會支援辦理「全國

童軍大露營闖關活動」，並在鳥

松濕地園區設置鳥類概論、鳥

類觀察、鳥音辨識、鳥類 DIY

四個分站。 

2.7/15-26 陸續前往附近社區進

行生態宣導及張貼鳥松濕地生

態嘉年華海報，地點包括：鳥

松區公所、大華社區、文山社

區、仁美社區、福德宮、慈惠

堂、教會、松濤翠堤社區、湖

濱翠堤、尖美小城、阿花夢工

場、菁華幼稚園、理幼幼稚園、

百舜文理補習班、葛莉安美

語、鳥松托兒所，大自然幼稚

園、附近店家…等。 

3.7/20 在鳥松區公所民政課楊

茹蘭小姐幫忙下，將生態季的

活動訊息上傳至公所網站。 

4.7/25 鳥松濕地〈生態小尖兵〉

培訓開始。 

5.7/30 鳥會於園區舉辦「鳥松

真樂活‧濕地保安康-2011 生態

嘉年華」活動並設置 30 個攤位。 

6.8/11 高雄市原住民兒童族語

學習文化營計 100 人前來園區

參訪，由陳秀華、姜瑞瑤、黃

春珠、李翠紅分成三組解說。 

 

圖說：1、義工協助池區的維護。2、整建中的自然教育中心。3、專職楊玉祥介紹「鳥松濕地的兩棲爬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