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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白腹鰹鳥 

                 誤闖高雄海關，鳥事 

                 人辦，於法無據，無 

                 法通融，事情越闖越 

                 大，最後驚動了外交

部、財政部、內政部及中日交流協會… 

    1985 年 3 月下旬，一艘航行於香港、高雄之

間的商船「光大二號」輪，於返航高雄約在東經

117.30°、北緯 22.00°的途中，在甲板上發現一隻黑

褐色身子、白色腹部，巨大尖喙及蹼趾的大鳥，

由於迷航及疲憊，輕易地被船員捕獲。當天，「光

大二號」輪駛進高雄港，在通關時，這隻在海上

被捕獲的大鳥因為沒有進口及檢疫證明，被高雄

海關以走私貨沒入處理。這隻不知名的大鳥在高

雄關因吃喝困難問題，於是急電西子灣動物園協

助。動物園基於保護動物的立場，乃將牠接回暫

時飼養，待高雄關依法處置後再歸還。 

  這隻大鳥在 4 月 3 日電視報導的第一時間，

我看到是白腹鰹鳥(Brown Booby Sula leucogaster) 

再仔細一看，有個明顯的腳環，專業的直覺引起

我極大的興趣，於是我直接去動物園拜訪這隻大

鳥及當時的園長蔡有源先生、主任王弘茂先生，

談如何盡速在最短的時間內野放，當初我認為可

以很簡單的解決，因為這是日本政府的研究鳥；

後經拜訪物主高雄關後，才知事情大條了，以致

於演變成營救事件，4 月 4 日經各大報披露後全

國皆知，轟動一時，幾乎每天都有電視台、媒體

來訪問，欲知野放的日期。 

    大鳥的腳環寫著「JAPAN 120-00232」字樣，

係日本政府的研究鳥，依國際鳥類繫放通則，應

速將所獲資料通知相關單位並檢查健康狀況、寄

生蟲及測量體重、身高等，飼養數日待其恢復體

力後立即放飛，以利該研究工作繼續執行，可是

高雄關不管這些理由，公事公辦依法辦理。 

  4 月 8 日，日本野鳥會總幹事市田則孝訪問

台灣，4 月 9 日在台中與北、中、高鳥會代表諮

商有關擬於 5 月底在日本東京召開的「東亞保護

鳥類」會議事宜，當他獲悉有一隻繫有「日本環

境廳」實驗用的「白腹鰹鳥」刻正寄養於高雄西

子灣動物園時，當即在眾鳥會代表的面前，請高

雄鳥會就近快速協助該鳥的釋放。 

  日本山階鳥類研究所也於 4 月 19 日覆函台中

鳥會請吳森雄會長盡力設法營救，同時隨函附上

該所直接函寄高雄西子灣動物園請予以釋放該鳥

的信件副本，這兩件信函的影本隨即由吳會長轉

達高雄鳥會催促就近速洽動物園釋放。 

  我乃以高雄鳥會名義逕向高雄海關接洽白腹

鰹鳥的釋放事宜，與海關人員多次協調，均因該

鳥係以緝私貨品沒入處理，無法撥交高雄鳥會也

不可由其逕自釋放，故一時間不得要領。經與中

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聯繫後，於 4 月 17 日由該會

正式發函財政部高雄關，副本函送中央社會工作

會、財政部、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台灣省政府農

林廳、高雄市政府建設局萬壽山動物園管理所(即

西子灣動物園)及高雄鳥會，說明該扣押而寄飼於

動物園的白腹鰹鳥係日本環境廳所繫放，旨供學

術之用，祈請高雄關惠予釋放。 

  財政部高雄關獲函後原則同意，但礙於海關

緝私規章，依照變賣貨物及運輸工具處理程序，

有關特殊貨的野生動物的處理可包括標售、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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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無價撥贈動物園，但不能將緝私沒入品「釋

放」，故再三協調後，海關只能同意以沒入品無價

撥贈西子灣動物園，再由該動物園自行處理。此

時白腹鰹鳥的釋放似乎已有眉目，不勝欣喜，但

是動物園考慮的結果卻不願接受「撥贈」，因為接

受後，此鰹鳥即變成市有財產，手續麻煩且費時，

只願接受寄養，於是釋放自是無期。 

  至此，另一段漫長的洽商又在奔波於海關及

動物園之間展開，大家都很樂意促成此事，但都

無法突破規章。最後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又於

5 月 21 日再函財政部高雄關，建議高雄關基於促

進國際鳥類繫放工作順利進行，改採拍賣方式，

由協會優先承購，再由高雄鳥會具領後釋放。 

    此時，第三屆東亞鳥類保護會議即將於 5 月

28 日在東京舉行，我身為中華民國代表也將於 26

日啟程赴日，因此快馬加鞭與高雄關承辦人員溝

通，希望在 28 日前標售以便釋放，以免在會議中

遭受日本鳥會代表的關切，而使我國代表在保護

野生動物的立場處於尷尬的場面。海關承辦人員

極欲促成，懇切答允盡快處理，並同意象徵性的

價格拍賣，由高雄鳥會承購。但經層層請示後，

始訂定 5 月 31 日標售，雖然已無法將釋放的好消

息帶到日本，但因釋放有期也寬心不少。我於 5

月 26 日啟程赴日，行前，將此事交由副會長洪炎

興、總幹事王健得及鳥友楊順保等辦理，並囑咐

釋放後即刻通知以便釋疑。 

‧99 10 -11            記錄整理／楊玉祥 

10–11 月正是過境猛禽灰面鵟鷹經過台灣的黃金時段，而過境、冬候鳥也接踵而至，各地均有不錯的鳥況回報。扣

除 13 種的逸出種及人為豢養的綠頭鴨記錄後(茄萣濕地有野生綠頭鴨群)，10-11 月共記錄 55 科 201 種鳥種！夏候鳥燕鴴、

中杜鵑少數尚有記錄；過境鳥有灰山椒鳥、亞洲壽帶、茅斑蝗鶯…等稀有鳥種；冬候鳥如紅尾伯勞、紅隼、白冠雞及雁

鴨、鷸、鴴、鷺科水鳥們也都陸續來到。因篇幅有限，每種鳥種只能列出數量上最多的日期及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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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10  23 墾丁龍坑 洪福龍 15 17 46 衛武營 柯金儀 9 10
1 台北田寮洋 賴穩元 17 31 24 龍磐草原 洪福龍 15 17 47 嘉義鰲鼓 曾建偉 2 6 
2 台北野柳 賴穩元 14 18 25 墾丁聯勤 洪福龍 20 31 99 11  
3 宜蘭五峰旗 賴穩元 9 11 26 貓鼻頭 洪福龍 14 17 1 台南七股 洪福龍 18 31
4 龜山島 賴穩元 16 29 27 鵝鑾鼻 洪福龍 15 22 2 曾文溪口 潘致遠 4 4 
5 屏東車城 洪福龍 23 42 28 中寮山 曾志成 15 21 3 南星計畫區 洪福龍 35 68
6 東港溪 林傳傑 20 33 29 三民公園 林柏余 5 5 4 屏東潮州 洪福龍 17 23
7 恆春水泉 洪福龍 21 27 30 中央公園 傅明玲 8 8 5 大坪頂 洪福龍 14 21
8 恆春白砂 洪福龍 19 26 31 世運主場館 林柏余 13 20 6 熱帶植物園 洪福龍 11 13
9 恆春茄湖里 洪福龍 23 40 32 凹仔底公園 林柏余 12 13 7 中央公園 洪福龍 8 9 
10 萬里桐 洪福龍 13 20 33 大龜山 郁泓智 3 3 8 中寮山 曾志成 22 31
11 恆春德和里 洪福龍 23 38 34 半屏湖 郁泓智 14 14 9 左營 謝季恩 12 14
12 龍鑾潭 洪福龍 31 70 35 左營菜公路 郁泓智 6 6 10 新民國小 謝季恩 6 6 
13 恆春檳榔坑 洪福龍 16 22 36 微笑公園 李立方 10 12 11 南星計畫區 洪福龍 31 61
14 恆春關山 洪福龍 18 23 37 西子灣 陳添彥 18 20 12 拷潭 洪福龍 20 32
15 滿州永靖村 洪福龍 16 22 38 南星計畫區 賴穩元 25 38 13 茄萣濕地 鄭和泰 23 52
16 滿州里德村 洪福龍 19 25 39 茄萣濕地 鄭和泰 21 50 14 高屏溪口 洪福龍 21 34
17 滿州港口溪 洪福龍 28 41 40 高都公園 黃百崇 23 31 15 高屏溪林園 洪福龍 21 39
18 墾丁大尖山 洪福龍 17 24 41 黃蝶翠谷 廖金山 16 22 16 高屏溪昭明 洪福龍 13 21
19 墾丁西海岸 洪福龍 17 20 42 黃蝶翠谷 劉孝伸 17 27 17 鳳山水庫 洪福龍 36 59
20 墾丁牧場 洪福龍 14 22 43 旗山公園 陳世明 4 8 18 鳳鼻頭 洪福龍 13 19
21 墾丁社頂 洪福龍 24 54 44 旗后山 陳添彥 16 21 19 駱駝山 洪福龍 15 21
22 龍仔埔 洪福龍 14 18 45 澄清湖 洪子倫 17 19 20 嘉義鰲鼓 潘致遠 11 16



   

 
★ 鷉★ ★ ★ ★鹮★ 18 
．小鸊鷉：15 筆，10/16 茄萣濕地 106 
．鸕鶿：17 筆，11/2 高屏溪大寮 975 
．白腹鰹鳥：10/3 龜山島 1 
．蒼鷺：35 筆，11/15 茄萣濕地 264 
．紫鷺：10/1 恆春茄湖 11/15 茄萣 1 
．池鷺：10/9 南星計畫區 4 
．黃頭鷺：87 筆，10/2 台北田寮洋 800 
．小白鷺：75 筆，11/15 茄萣濕地 810 
．中白鷺、大白鷺：10/16 茄萣 48、165 
．岩鷺：3 筆，10/2 龍鑾潭 1 
．栗小鷺：10/16 茄萣、10/29 龍鑾潭 1 
．黃小鷺：3 筆，10/16 茄萣濕地 1 
．夜鷺：26 筆，11/16 茄萣濕地 963 
．綠簑鷺：10/3 龜山島 1 
．黑冠麻鷺：4 筆，11/25 南星計畫區 2 
．黑面琵鷺：6 筆，11/17 鰲鼓 15 
．黑鸛：11/24 鳳山水庫 1 
★ 12  
．尖尾鴨、琵嘴鴨：11/15 茄萣 802、830 
．小水鴨、赤膀鴨：11/15 茄萣 1016、2 
．赤頸鴨、綠頭鴨：11/15 茄萣 830、3 
．花嘴鴨：14 筆，11/2 高屏溪林園段 64 
．白眉鴨：3 筆，10/16 茄萣濕地 143 
．澤鳧：4 筆，11/17 嘉義鰲鼓 158 
．白額雁：2 筆，10/28 龍鑾潭 9 
．豆雁：2 筆，10/28 龍鑾潭 5 
．紅頭潛鴨：4 筆，11/17 嘉義鰲鼓 5 
★ ★ ★ 18  
．魚鷹：25 筆，10/11 社頂 3 
．台灣松雀鷹：3 筆，10/5 社頂 1 
．日本松雀鷹：23 筆，10/28 社頂 9 
．北雀鷹：1 筆，11/1 高雄駱駝山 1 
．赤腹鷹：27 筆，10/9 社頂 2144 
．鳳頭蒼鷹：33 筆，10/14 社頂 5 
．灰面鵟鷹：45 筆，10/18 社頂 12023 
．蜂鷹(東方蜂鷹)：28 筆，10/11 社頂 21 
．澤鵟：8 筆，10/2 社頂 1 
．大冠鷲：29 筆，10/13 社頂 6 
．黑翅鳶：4 筆，10/24 鰲鼓 
．黑鳶：3 筆，10/2 台北田寮洋 4 
．鵟：5 筆，10/31 社頂 1 
．蒼鷹：11/1 鳳山水庫 1 
．黑冠鵑隼：3 筆，10/3 社頂 1 
．紅足隼(紅腳隼)：3 筆，10/24 社頂 1 
．遊隼：27 筆，10/10 社頂 4 
．燕隼：15 筆，10/8 社頂 2 
．紅隼：54 筆，10/24 墾丁聯勤 4 
★ ★ ★ ★ ★ 10    
．竹雞：35 筆，10/3 社頂 3 
．深山竹雞：1 筆，10/3 宜蘭五峰旗 2△  
．棕三趾鶉：11/1 大坪頂熱帶植物園 1 
．林三趾鶉：10/9 南星計畫區 1 
．白腹秧雞：10 筆，11/18 南星計畫區 3 
．白冠雞：3 筆，11/15 茄萣濕地 10 
．紅冠水雞：31 筆，11/7 高屏溪口 32 
．董雞：10/28、水雉：10/29 龍鑾潭各 1 
．彩鷸：2 筆，11/16 茄萣濕地 2 
★ ★ 鴴★鴴★ 27  
．高蹺鴴：13 筆，11/15 茄萣濕地 301 
．反嘴鴴：1 筆，11/2 高屏溪口 2 
．東方環頸鴴：34，11/15 茄萣濕地 890 
．小環頸鴴、金斑鴴 10/1 茄湖里 130、170 
．跳鴴：1 筆，10/28 龍鑾潭 1 
．燕鴴：27 筆，10/15 社頂 200 
．三趾濱鷸、尖尾濱鷸 10/29 龍鑾潭 8、3 

．黑腹濱鷸、紅胸濱鷸 10/29 龍鑾潭 31、55 
．長趾濱鷸：8 筆，10/20 龍鑾潭 84 
．丹氏濱鷸：1 筆，10/16 茄萣濕地 1 
．田鷸：8 筆，10/28 龍鑾潭 6 
．黑尾鷸、小杓鷸： 10/16 茄萣濕地各 1 
．中杓鷸：4 筆，10/17 恆春白砂 32 
．流蘇鷸：1 筆，10/13 屏東東港溪 2 
．磯鷸：36 筆，10/16 茄萣濕地 11 
．鷹斑鷸：30 筆，10/1 恆春茄湖里 170 
．白腰草鷸：18 筆，10/2 台北田寮洋 10 
．小青足鷸、赤足鷸：10/15 德和里 9、5 
．青足鷸、紅領瓣足鷸：10/16 茄萣 32、2 
．黃足鷸：4 筆，10/4 屏東鵝鑾鼻 4 
．反嘴鷸：2 筆，10/25 屏東車城 3 
★ ★ ★ 16  
．紅嘴鷗：2 筆，11/17 嘉義鰲鼓 1000 
．小燕鷗、燕鷗： 10/1 屏東車城 13、4 
．黑腹燕鷗：8 筆，10/15 恆春德和里 31 
．白翅黑燕鷗：2 筆，10/20 龍鑾潭 4 
．蒼燕鷗：1 筆，10/1 屏東車城 4 
．鳳頭燕鷗、黑林鴿(烏鳩)10/3 龜山島 1、2 
．翠翼鳩：1 筆，11/5 鳳山水庫 1 
．斑頸鳩：105 筆，11/9 七股 45 
．金背鳩：10 筆，10/30 社頂 17 
．紅鳩：65 筆，11/2 高屏溪大寮段 175 
．紅頭綠鳩：7 筆，10/23 社頂 6 
．綠鳩：2 筆，10/13 社頂 23 
．番鵑：2 筆，11/12 南星計劃區 7 
．中杜鵑：1 筆，11/8 南星計劃區 1 
★ ★ ★ ★ 13  
．台灣夜鷹：7 筆，11/30 南星計劃區 2 
．日本角鴞、黃嘴角鴞 10/12 黃蝶翠谷 1、2 
．領角鴞：10/12 黃蝶翠谷 1 
．褐鷹鴞：2 筆，10/12 黃蝶翠谷 1 
．小雲雀：30 筆，10/1 恆春茄湖里 37 
．大花鷚：14 筆，11/5 南星計劃區 16 
．白鶺鴒：25 筆，11/12 南星計劃區 23 
．灰鶺鴒：9 筆，11/7 中寮山 4 
．黃鶺鴒：43 筆，11/15 茄萣濕地 67 
．東方黃鶺鴒：10/3 宜蘭龜山島 3 
．山鶺鴒：5 筆，11/9 南星計劃區 4 
．赤喉鷚：5 筆，10/0 龍鑾潭 6 
★ ★ ★ ★ ★ 12 
．小雨燕：66 筆，10/7, 10/12 港口溪 80 
．叉尾雨燕：20 筆，10/5 社頂 13 
．白喉針尾雨燕：16 筆，10/28 社頂 60 
．家燕：112 筆，10/15 恆春德和里 250 
．洋燕：122 筆，11/15 茄萣濕地 96 
．赤腰燕：61 筆，10/1 恆春茄湖里 50 
．灰沙燕：龍鑾潭 10/20 37, 10/28 11  
．棕沙燕：4 筆，11/28 高屏溪林園 35 
．翠鳥：26 筆，10/16 茄萣濕地 7 
．五色鳥：44 筆，10/17 澄清湖 5 
．小啄木：15 筆，11/18 鳳山水庫 5 
．地啄木：10/9, 11/15 南星計畫區 1 
★ ★ ★ 11  
．灰喉山椒：2 筆，10/16 黃蝶翠谷 7 
．灰山椒：26 筆，10/5 社頂 21 
．黑翅山椒鳥：2 筆，10/28 恆春關山 2 
．白頭翁：63 筆，10/3 中寮山 259 
．烏頭翁：71 筆，10/12 港口溪 22 
．白環鸚嘴鵯：2 筆，11/29 駱駝山 7 
．紅嘴黑鵯：33 筆，10/27 屏東潮州 11 
．棕耳鵯：10/3 龜山島 25 
．紅尾伯勞：127 筆，10/9 南星計畫區 16 
．棕背伯勞：3 筆，10/16, 11/15 茄萣 2 

．紅背伯勞：3 筆，10/2 田寮洋 5 
★河烏★ ★ ★鶲★ 30  
．河烏：10/3 五峰旗 1 
．藍磯鶇：70 筆，11/12 南星計畫區 10 
．台灣紫嘯鶇：10/3 五峰旗 3 
．白腹鶇、赤腹鶇：11/30 南星 14、16 
．白眉鶇：11/17 鰲鼓 1 
．斑點鶇：11/25 南星計畫區 1 
．虎鶇：11/26 南星計畫區 1 
．台灣畫眉：19 筆，10/23 恆春關山 6 
．頭烏線：10/16 黃蝶翠谷 2 
．繡眼畫眉：18 筆，10/7,10/8 社頂 8 
．大彎嘴：3 筆，10/3 中寮山 2 
．小彎嘴：47 筆，10/6 社頂 6 
．山紅頭：28 筆，10/3 社頂 6 
．冠羽畫眉：10/14 社頂 1△ 
．棕噪眉：10/16 旗津 9 
．白腹琉璃：10/3 龜山, 10/25 南星 1 
．黃眉黃鶲：11/3,11/5 南星計畫區 1 
．紅喉鶲：11/18 南星計畫區 1 
．灰斑鶲：3 筆，10/25 南星計畫區 3 
．寬嘴鶲：10/3 五峰旗, 龜山島 1 
．野鴝：3 筆，11/15,11/30 南星計畫區 2 
．黃尾鴝：17 筆，11/12 南星計畫區 14 
．鉛色水鶇：10/3 宜蘭五峰旗 1 
．藍尾鴝：11/1 鳳山水庫 1 
．黑喉鴝：3 筆，10/3 龜山島 3 
．黑枕藍鶲：38 筆，10/16 高都公園 7 
．亞洲壽帶：11/17 曾文溪口 1 
．綠繡眼：64 筆，10/3 中寮山 56 
．低地繡眼：10/3 龜山島 3 
★ ★ ★ ★ ★ 10 
．粉紅鸚嘴、極北柳鶯 11/1 鳳山水庫 18、11 
．東方大葦鶯：15 筆，10/15 恆春德和 4 
．短翅樹鶯：8 筆，11/15 鳳山水庫 3 
．棕扇尾鶯：17 筆，11/3 南星計畫區 8 
．黃頭扇尾鶯：7 筆，11/12 南星計畫區 6 
．灰頭鷦鶯：34 筆，11/5 南星計畫區 5 
．褐頭鷦鶯：60 筆，11/15 茄萣濕地 36 
．茅斑蝗鶯：2 筆，11/28 高屏溪昭明 4 
．黃眉柳鶯：10/4 野柳,11/17 鰲鼓 1 
★ ★ ★ ★鵐 10  
．麻雀：94 筆，11/28 高屏溪昭明段 8000 
．斑文鳥：66 筆，11/12 南星計畫區 65 
．白腰文鳥：5 筆，10/2 田寮洋 20 
．黑頭文鳥：11/16 高屏溪大寮段 27 
．花雀：11/18 南星計畫區 3 
．黃雀：5 筆，10/28 恆春關山 37 
．小鵐：10/3 龜山島 5 
．黑臉鵐：10，11/15 南星計畫區 3 
．黃眉鵐：2 筆，10/3 野柳 2 
．野鵐：11/1 大坪頂 1 
★ ★ ★ ★ 13  
．台灣八哥：3 筆，11/16 微笑公園 3 
．灰背椋鳥：25 筆，10/18 恆春水泉 94 
．灰椋鳥：11/15 南星計畫區 1 
．絲光椋鳥：2 筆，11/25 南星計畫區 40 
．小椋鳥：9 筆，10/16 社頂 50 
．黃鸝：2 筆，11/30 左營 2 
．朱鸝：2 筆，10/17 黃蝶翠谷 2 
．大卷尾：97 筆，10/10 滿州里德村 32 
．小卷尾：3 筆，10/17 母樹林 4 
．灰卷尾：4 筆，10/11 社頂 2 
．禿鼻鴉：2 筆，11/21 嘉義鰲鼓 5 
．樹鵲：108 筆，11/1 鳳山水庫 16 
．喜鵲：21 筆，11/30 南星計畫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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