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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防範有人驚嚇牠們，警戒線外，愛

鳥的鳥人，或用大砲鏡頭拍攝，或用望

遠鏡觀看，由早到晚，人群集聚如市，

停放的車輛，在偏遠的鄉野小路上大排

長龍，首尾長度超過一公里，由中南部

專程趕來拍攝白頭鶴的大有人在。

番薯田的主人非常好心，到了三

月，白頭鶴已經把田裡的番薯吃光，就

特別買番薯給牠們吃，許多愛鳥人士也

都慷慨樂捐。

到了四月下旬，天氣開始暖和了，

公鳥還跳起鶴科鳥類獨有的求偶舞，可

惜為時不到一周，南風起了，這對可愛

的鳥夫妻，不再貪戀異鄉的可口番薯，

就在一個晴天的午後，眾目睽睽下展翅

高翔。牠們不是去喝水，而是起程回家

了。隔天有鳥友說清晨在三貂角看到牠

們起飛，愈飛愈遠，消失在北方海天交

會處。

白頭鶴在台灣生活三個多月，讓

大家留下美好的回憶，如白頭鶴夫婦有

知，也會懷念這一段愉快的辰光。

紅頭伯勞 旅行小殺手

紅頭伯勞體長僅約20公分，翼展約

23公分，實在很難想像這麼小的一隻鳥

兒，居然是從西伯利亞飛來的，旅程長

達4500公里，說牠是旅行高手，一點不

誇張。

這隻屬於伯勞科的鳥，英文稱作

Bull-headed Shrike，所以在中國大陸叫牠

牛頭伯勞。

伯勞是小猛禽，紅頭伯勞是其中

最猛的，哪裡有肉吃就到哪裡去，是個

小殺手。當北國入冬，食物減少時，牠

們就會南遷。紅頭伯勞的度冬地點是海

南島、中南半島一帶中低海拔的叢林，

來台灣的機率很低，最近一次的紀錄是

民國97年，所以當今年年初，在新北市

金山區清水路60巷的偏僻菜園中，出現

了一隻紅頭伯勞時，立刻震驚鳥界，僻

靜的巷道出現大批的車輛，無論颳風下

雨，每天都有數十人扛著大砲去拍牠。

▲紅頭伯勞。

迷航到台灣的珍稀鳥兒
▓劉本炎

台灣有500多種鳥類，其中155種是

在台灣生活繁衍的留鳥，其餘370多種則

是候鳥。

當季節變化候鳥遷徙時，有少數受

到氣流影響，偏離航道，迷航來台灣。

這些「迷鳥」原不會來台灣，居然出

現，當然很稀罕，成為鳥界大事。

雖然台灣每年都有迷鳥，但今年由

於氣候異常，迷航的珍稀鳥兒特別多，

筆者細數，從一月的白頭鶴和紅頭伯勞

開始算，三月的川秋沙、黑頸鸊鷉，四

月的栗鳶，再到十月的赤頸鶇、桑鳲、

寬尾維達雀，多達八種，真是盛況空

前。

筆者有幸，這八種鳥都沒錯過，也

都拍攝下牠們美麗的身影。

白頭鶴 長壽之鳥

白頭鶴的英文名稱是Hooded Crane，

頭上彷彿戴著白冠，體高約一公尺，翼

展約1.6公尺，公母配對後即終身廝守，

能活上20年。我國自古就把牠們當作祥

瑞之鳥，是長壽的徵兆。牠們的原生地

是東北黑龍江，現在總數量逐年下降，

已經列入瀕臨絕種動物紅皮書中，受到

國際保護。

每年十月，白頭鶴習慣飛到日本

南方的鹿兒島過冬，也有一些會飛到琉

球。台灣過去僅有出現兩次的紀錄，最

近一次是民國67年。

一月初，在宜蘭縣壯圍鄉壯濱路6段

海邊的番薯田中，突然現跡了一對白頭

鶴，埋頭翻掘冬土裡的番薯吃，偶或飛

到附近的水池去喝水。野鳥學會研判，

牠們可能是被旺盛的東北季風吹來台

灣。

縣政府把這塊番薯田用警戒線攔起

▲白頭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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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迷航。

黑頸鷿鵜 客死異鄉

提起這隻黑頸鷿鵜，就忍不住抱怨

我們河川實在太髒了，人們的習慣太壞

了，什麼垃圾都往河裡丟，結果一條橡

皮筋，殺死這隻瀕危的保育類候鳥，令

人遺憾。

黑頸鷿鵜（Black-necked Grebe）身

長約30公分，生長於歐亞大陸溫帶以北

的沼澤，每到冬季就會南遷至熱帶避

寒，牠和川秋沙一樣，不能高飛，所以

也不習慣飛越海洋，因此前來台灣的黑

頸鷿鵜非常稀少。

這種鳥長得非常優雅，尤其到了春

初繁殖羽長出來以後，眼睛後面一蓬金

黃色的輪狀散羽，再配上紅色的眼珠，

可用豔麗來形容。

今年三月在金山區磺溪發現的黑

頸鷿鵜，就是剛換上繁殖羽新裝的亮麗

姿態，立刻引起眾家愛鳥人士的爭相拍

攝。

牠棲息在磺溪的灌溉水門內，有

天然的保護，也不怕金山的淒風苦雨，

怡然自得，每天晨昏都會在附近水域覓

食，也是拍攝牠的大好機會。只見牠一

下子振翅，一下子伸懶腰，一下子翻身

鑽下水面，一下子又在好機公尺外浮

出，嘴中叼著條魚。很多鳥友在網站上

貼圖，暱稱牠「小黑頸」，還用「超可

愛」來形容。

不幸的事情發生在3月26日上午。

小黑頸照例出來覓食，眼尖的鳥友

發現牠嘴上好像繞著一圈繩子，過了一

會，那圈東西不見了，小黑頸照樣在游

泳。過了中午，眾鳥友發現牠游泳的時

候有些無精打采，而且像打嗝似的伸脖

子，到下午三點多鐘，小黑頸突然在水

面上橫躺下去，隨波逐流，眾鳥友立刻

向農家借來大網，把牠撈了上來，牠已

奄奄一息。有人立刻把牠帶往芝山岩鳥

類救傷中心，可惜無能為力了，經獸醫

解剖，在胃部找到一根橡皮筋，緊緊纏

▲栗鳶翱翔天際。

這隻紅頭伯勞剛來時非常怕人，後

來牠察覺這些帶大砲鏡頭的鳥人並不會

傷害牠，甚至還有人帶蟲來餵牠吃，所

以就愈來愈大膽，愈來愈配合鳥人的需

求，往往就站在鏡頭前十幾公尺遠的地

方搔首弄姿，逗得大家笑呵呵。

今年四月初，南風一起，就發覺這

隻小鳥不乖了，經常在空中盤旋，很少

到田間找蟲，大家知道牠敵不過大自然

的法則，雖然戀棧這塊有肉吃的寶地，

但還是要回家。又過幾天，牠飛走了。

川秋沙 飛不高的大雁

川秋沙英文名字是Goosander，屬

於雁形目、雁鴨科的鳥，繁殖於溫帶的

歐亞大陸，冬天南遷的路線不會跨越海

洋，因為牠們無法飛高，就不太容易乘

風而行，所以在台灣極少見到這種美麗

的雁鴨。

川秋沙是雌雄異色的鳥種，雌鳥頭

部為咖啡色，雄鳥則是深綠色，每年四

月，雌雄交配後，孵卵、撫幼的責任，

都由媽媽扛起，公鳥則四處遊蕩去了。

顧名思義，川秋沙喜歡在河川湖

泊生活，牠捕魚功夫一流，會潛水，可

以在水中憋氣30多秒。牠不僅吃魚，蝦

蟹貝類，只要能吃的就吃。牠體型相當

大，體長可達60公分，重達2公斤，所以

食物需要量也很大，這也讓川秋沙的族

群數量逐年減少，2009年，被列入國際

瀕臨絕種動物紅皮書中加以保護了。

今年三月初，在新北市金山區發現

了一隻川秋沙雌鳥，研判是長江流域出

海口附近居住的川秋沙，在沿海岸南遷

珠江流域度冬時，遇到亂流，給吹到台

灣北部，就在覓食比較方便的磺溪出海

口一帶暫居。

三月間的金山，總是春雨綿綿，而

且多霧，川秋沙不怕這種天氣，可是鳥

人卻吃足苦頭，在磺溪口的堤防間，常

有人為挑好角度而不慎摔傷。只是川秋

沙在台灣出現的機會極少，儘管拍攝條

件惡劣，鳥人還是把整條長約百把公尺

的海口堤防給塞爆。

很可惜，發現牠的時候，已經接

近牠快北返的日子，大家拍了兩三個禮

拜，好不容易盼到個晴天，再去磺溪，

芳蹤已杳。當地農民說牠在破曉時分振

翅沿磺溪飛向大海。祝福牠回家路上不

▲黑頸鸊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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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牛糞的荒地上，居然出現了這麼一隻

漂亮的小鳥。消息傳出，真正是轟動鳥

界，眾鳥人不顧牛糞場的氣息難聞，群

居此處，從早到晚，相機快門聲不斷。

赤頸鶇是鶇科鳥，每年九月下旬

到次年四月上旬，有大量的鶇鶇前來渡

冬，但是棲息於蒙古的赤頸鶇，卻是沿

陸路飛往雲貴一帶避寒，根本不會來台

灣，牠今年之會飛來，很可能是高氣壓

作祟，把牠吹離了固定的遷徙路線，迷

航混進了其他鶇科的鳥群中，糊里糊塗

的飛到濱海的大園。

這隻鳥的身長約25公分，比白頭

翁略大，頸部一叢赤色的羽毛，彷彿亮

麗的圍巾，牠在地面移動時，採併足跳

躍，速度相當快，但飛行的速度在同型

鳥種中，則比較緩慢。

牠選擇牛糞場是有原因的，因為這

裡的泥土中有大量的螻蛄和用來釣魚的

雞屎蟲，大約每隔個把鐘頭，就看到這

隻小鳥由附近的樹叢中飛出，先飛到牛

糞場的圍欄上，再跳下地面，跳跳蹦蹦

的在地上東挑西揀，看中目標後，立刻

用爪把蟲耙出，然後快速的一伸脖子，

嘴喙一叼，蟲子到口，就猛甩一陣，立

刻吞嚥下去，再找第二隻。牠每次出來

獵食，總要吃上七、八隻才滿足的飛往

樹林休息，可是鳥是直腸子，很快就餓

了，然後再繼續來牛糞場找蟲吃。

有些鳥友覺得那麼美麗的鳥，棲身

牛糞上，實在不好看，於是搬來一些樹

枝石頭，上面再放一些蟲，引誘赤頸鶇

站立其上，就不會照出牛糞。赤頸鶇不

管牛糞還是樹枝，有蟲吃就好，於是皆

大歡喜。

桑鳲 錯把馮京當馬涼

鳲（音師）鳥的英文名字Grosbeak，

意思是黃嘴雀。在台灣通常所見到的是

小桑鳲（Chinese Grosbeak），原生於黃

河流域，每到冬天，會來台灣避寒。而

桑鳲（Japanese Grosbeak）就非常罕見

了，夏天棲息於中俄邊界的烏蘇里江沿

▲桑鳲。

繞住牠的內臟。

一隻迷航到台灣的珍稀鳥兒，就這

樣死於環境之災。

栗鳶 鷹姿煥發

在新北市五股區出現栗鳶，是鳥界

的一個異數。牠是隼形目鷹鳩科栗鳶屬

的鳥類，分布在南亞的斯里蘭卡至馬來

西亞一帶，從未聽說過牠會飛來北回歸

線的台灣。

栗 鳶 又 名 紅 老 鷹 ， 英 文 稱 作

Brahminy Kite，頭是白色，身體是接近紅

色的栗子色，在天空翱翔時，透過翅膀

看，彷彿一團紅雲，非常亮麗。

這一隻栗鳶，研判是受到熱帶低

壓的吹襲，迷航而來，在新北市五股區

因為翅膀受傷而墜落稻田，好心的農人

發現了牠，把牠帶回家去療傷，並且餵

食牠兩週，牠傷癒後返回天空，每天翱

翔在淡水河口一帶，自食其力，捕魚獵

鼠，也對前往拍照的鳥人很友善。

栗鳶雖是猛禽，但體型並不算大，

翼展約1.5公尺，可是牠善於利用氣流，

飛翔能力驚人，而且也是獵捕高手。

栗鳶最初在關渡大橋附近捕魚，被

眼尖的鳥友看到，隨後牠又跑到五股區

成泰路四段附近的叢林歇腳，不定時的

飛出去獵食，於是接近這片叢林的一座

小小的媽祖廟，成了眾鳥友的目標，晚

到的人，連摩托車都停不下，要從一公

里外的巷道走進來，可見盛況。到了四

月中旬，大家觀察到牠所捕抓到的魚愈

來愈小，而且逐漸看不到牠抓老鼠或松

鼠，可見這一帶的食物來源已經不足，

無法供應牠的需要，牠要搬家了。果

然，4月13日牠在應該出來覓食的時候，

沒有現身在空中，4月14日亦復如此。到

了4月底，有人在桃園縣大園鄉見到牠，

但驚鴻一瞥，再也沒人在天邊看到這朵

美麗的紅雲。

筆者希望牠能順利的乘風南下，回

到南洋的家。

赤頸鶇 牛糞場上的奇葩

英文稱為Dark-throated Thrush的赤頸

鶇，從未來過台灣，在台灣的鳥類圖鑑

上，甚至沒有列出台灣有這種鳥。因此

今年十月間，在桃園大園的春喜牧場拋

▲赤頸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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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保育鳥入境，唯恐被查緝遭重罰，

而又縱放。幸好，蘇澳附近的頂寮海邊

與牠原生地剛果的生態環境彷彿，所以

牠得能生存。

牠的英文名字是Broad-tailed Paradise-

whydah，發現的時間相當晚，在 1922 年

才被鳥類學家 Dr. James Chapin 命名。

牠原生在中非剛果共和國，Dr. Chapin在

西非貝南共和國（Republic of Benin）的

維達市（Whydah）發現這種與眾不同的

美麗鳥兒，就以牠的外貌及發現地為鳥

名，單獨在雀形目下成為維達鳥科。

寬尾維達雀的體型比白頭翁略大，

牠的尾巴相當長，是身體的三倍，非常

美麗。出現在頂寮的這隻，尾羽完整，

沒有斷裂傷損，顯示牠健康情況尚佳。

牠喜歡吃植物的種子和果實，每天

都會由樹叢中飛到草地上進食，牠飄逸

的寬大尾羽，迎風招展，在空中飛行就

像風箏飄逸，看牠在藍天、白雲、綠樹

間翱翔，真是漂亮。

愛護野鳥 牠們是不可或缺的動物

野鳥是世界上獨特的動物，少了

牠，我們的地球必然失色。愛護野鳥，

就觀賞牠的美，不要去驚擾牠，更不要

捉牠起來，關在籠子裡，供自己玩樂。

野鳥天生自由，誰有權利剝奪牠的自

由？18世紀的人有這種想法不奇怪，21

世紀的若還如此，就有病了。

編按：本文所附圖片，均由作者拍

攝，如欲轉載，請與本刊聯繫。

（作者為本會會員）

泰國華僑協會余聲清主席來訪

泰國華僑協會主席余聲清趁出席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十八屆年會之

便，特於101年10月1日中午來訪。理事

長陳三井偕秘書長陳鴻瑜、副秘書長劉

本炎接待，就會務推展交換意見。

陳三井致贈余聲清本會分會聯繫

與協調小組委員聘書，期借重余主席

在僑界經驗，推展總會與海外分會合

作，服務僑胞。

余聲清表示，該會於9月15日舉行

換屆改選會員大會，獲全體會員舉手

通過連任主席，預於102年1月13日舉

行就職典禮，邀請理事長率團出席。

陳三井當面應允出席盛禮（編輯室）

岸至日本北海道一帶，冬天飛到琉球避

寒，除非迷航，甚少來台灣。上次出

現，是民國95年，睽違6年，又有兩隻現

跡於金山青年活動中心，令各方鳥人都

扛起大砲，奔赴新北市的金山區。最遠

的來自屏東，三位平均年齡66歲的「不

老鳥人」，連夜開車北上。

或有人奇怪，這種美麗的鳥，怎會

有如此奇怪不祥的名稱？

桑鳲正確的名稱是桑鳸（音戶），

源於《詩經．小雅．桑扈章》：「交交

桑扈，有鶯其羽，交交桑扈，有鶯其

領。」桑扈是什麼鳥呢？三國時，吳人

陸璣撰《毛詩陸疏廣要》云：「桑扈，

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筩中膏，故曰

竊脂。」晉朝郭璞《爾雅注》也說：

「桑扈，俗謂之青雀，嘴曲，食肉好盜

脂膏，因名云。」陸璣、郭璞都弄錯

了，這種鳥是吃素的。

直到李時珍撰《本草綱目．桑鳸

章》才有正確的解答：「扈意同鳸。桑

鳸乃鳸之在桑間者，其嘴或淡白如脂，

或凝如蠟，故古名竊脂，俗名蠟嘴。淺

色曰竊，陸璣謂其好盜食脂肉，殆不然

也。」李時珍對這鳥的鳥嘴描述，的確

允當。

那桑鳸為何又變成桑鳲呢？

1933年，日本著名鳥類學家黑田

長久，繼承父業，著《鳥類原色大圖

說》，桑鳸之「鳸」字，漢字印刷模

糊，誤「戶」為「尸」，乃成為桑鳲。

後來的日本鳥類學者不求甚解，看到

《詩經．曹風．鳲鳩章》有「鳲鳩在

桑 ， 其 子 七 兮 。 淑 人 君 子 ， 其 儀 一

兮。」等語，以為桑鳲有出典，乃以訛

傳訛。其實鳲鳩指的是布榖鳥，跟桑鳸

八竿子打不到邊。

台灣早期的鳥類研究，以日本為主

流，也就錯把馮京當馬涼，誤將桑鳸作

桑鳲，於今已積重難返。

寬尾維達雀 由剛果流浪到蘇澳

寬尾維達雀是「籠中逸鳥」，也未

見諸於台灣鳥類圖鑒。牠是非洲鳥，不

可能自己飛來台灣，除非有人私運這種

▲寬尾維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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