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森林、漫步，相遇藍腹鵰

那亦步亦趨的腳步聲逐漸擴展，撥弄著森林底層的枯枝落葉，也搔弄了我的

心﹔冬天的陽光穿透台灣揮高大的枝幹， j麗落一地斑駁的樹影，牠緩緩現身，像

個幽靈，我禁不住屏息釋出輕聲讚嘆，真不愧為烏中之后。

I ' Afafeoi 降臨

春風徐徐流轉送別一季的寒霜，滿樹山櫻含直朵朵，等待春光溫暖的氣息。

遠方山谷傳來古老的吟唱，散播在千年的阿里山老樹林。

每年二月，在木懈蘭綻開的時節，鄒族特富野部落便舉行 Mayasvi ，也就是

戰祭。在今天所有的族人都會聚集在「庫巴」的集會所前，舉行神聖的祭典儀式，

迎接戰神「I ’ Afafeoi」的降臨 。會場中擔任解說員的高德生老師，擁有碩壯的

體格、挺直的鼻樑、暗紅褐的膚色，以及粗糙厚實的雙于，是絕大部分鄒族男人

的共同特徵 。

戰祭至中午送神曲結束即暫告一

段落，午餐後高德生老師請我們喝咖

啡，對於現代與傳統的衝擊或潮流，

高德生老師逐一向我們訴說：「我們

鄒的男人傳統服裝除了鹿皮、山羊皮

之外，頭上的羽飾，有三根長長的鳥

類尾羽，褐色的是大冠罵，黑白相間

的是帝矩，另外白色的是藍腹鵬，能

配戴上這三根鳥類的尾羽，才能稱作 2008/02/29 阿里山鄒族特富野 Mayasvi ，砍赤榕
勇士並參與祭典。」

帝雄是黑長尾矩的俗稱，與藍腹鵬同樣都是台灣的特有種鳥類，而大冠鷺則

是特有亞種。近年來，由於保育政策的推動，鄒族男人頭上的羽飾也逐漸由進口

鳥羽補換，尤其是村莊附近的藍腹鵬，最近比較容易看到了。

台灣自一九八九年公布施行「野生動物保育法」以來，藍腹鵰即名列「瀕臨

絕種保育類」的名單中。直到二O O八年農委會林務局才修訂為「珍貴稀有保育

類動物」。藍腹鵰之所以數量稀少而會瀕臨絕種，根據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鳥

類研究室副研究員姚正得的調查，其原因主要是棲地遭受破壞與人為獵捕的壓力

所形成。

台灣才有的特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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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緊鄰著中國大陸，隔著一道狹長的台灣海峽，這一道在歷史文獻中被稱

為「黑水溝」的海域，千百年來，載浮載沉了許多渡海來台的先祖移民，她充滿

危險、挑戰，同時也充滿了無限的希望。

自十六世紀中葉以後，亞洲地區的海上航運逐漸頻繁，當時，來自葡萄牙的

貿易商船行經台灣海面時，從海上遠望台灣，發現島上高峰峻嶺、綠意盎然，甚

為美麗，於是讚呼「Ilha Formosa」’即「美麗之島」的意思，從此西方的航海圖

上，就出現了「Formosa」這個亞洲小島的名稱。

在更久以前，數萬或數千年的久遠年代，當時的平均氣溫比現在還要低許

多，海平面也隨之下降一百公尺左右。台灣海峽的深度大部分不超過一百公尺，

於是海平面下降，在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便產生了一片廣闊的新生土地，最後

一次是在一萬八千年前。

這一片從海洋中裸露而出的新世界上，逐漸形成一個寬闊的大草原，吸引了

許多中國大陸的動物來此，甚至來到台灣 ， 除了人類，牠們便是台灣最早的先祖

移民。

這些台灣最早的先而且移民有來至鄰近的中國大陸沿岸，也有長途跋涉來自遙

遠的喜瑪拉雅山區，牠們齊聚一堂，共同生活在 Formosa ’在這一個美麗的台灣

島。

而後全球溫度逐漸上升，海平面也隨之高漲，直到三千年前左右，台灣海峽

才維持在目前的海平面高度，台灣與中國大陸才又再次的分開。

經過二三千年後的今天，原本相同的物種在外貌體型、鳴唱叫聲或生活習性

上，產生了不一樣的發展與轉變，而停留在台灣的許多物種便相繼演化或發展成

獨一無二的台灣特有種或特有亞種生物。

生活在台灣島上的生物，經過博物學者與科學家一百多年來長期的研究與觀

察，幾乎已完成絕大部分的生物資源調查與鑑定，其中有一種生物牠特別受到民

眾的關注，牠或許外形樸實，或老是鳴聲唱噪，甚至還有惱人的特性，不過牠仍

然廣受歡迎，牠就是「鳥類」 0

台灣有將近五百種的烏種，佔全球的二十分之一，僅次於排名第一名的哥斯

大黎加，不過我們小小的台灣卻擁有十七種特有種，六十八種特有亞種的烏干重，

另外包括竹難與小彎嘴畫眉等十多種，也正在等待被宣布為新的特有種，這比哥

斯大黎加僅只六種特有種鳥類還多出了許多。

台灣還有幾種世界級的遷徙性保育烏干重，每年都會定期拜訪台灣，包括台南

七股的黑面琵鷺、馬祖~t:竿的黑嘴端鳳頭燕鷗，以及雲林湖本村的八色鳥。

雲林縣林內鄉的湖山水庫建造地，是保育類八色鳥全球分布密度最高的地

方，然而自二O O二年開始動工之後迄今為止，根據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

心的調查，八色鳥的數量已經銳減了七成左右，究竟湖山、湖本地區的環境出現

了什麼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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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本風雲

二O O八年二月二十九日阿里山鄒族特富野戰祭結束後，同年四至五月，我

去了三趟雲林縣林內鄉湖本村，前幾年湖山水庫並沒有因部分居民反對與環評有

問題而一度中止建造過，絡繹不絕的砂石車巨輪倒是翻轉出沸揚的塵土，飄落在

甜度不足的果園上。

張景開是湖本村的居民，六、七十年代會以捕捉鳥類為生，主要物種是外銷

日本的八色鳥、藍腹鵬等標本，直到一九九八年雲林縣政府將進行湖本村的陸砂

開採計畫，張景開才開始思索家園與生態環境的議題與重要性。

湖本村的陸砂開採面積規劃約五百公頃，張景開因為「陸砂一開採，湖本村

將形同滅村」這句朋友所說的話，張景開便毅然投入反對陸砂開採。首先他成立

自救會，並擔任自救會副會長，數度帶領居民展開一連串聲明與抗爭活動，曾經

一度面臨他人威脅、恐嚇，也與親戚朋友反目相向的生活苦境，造成長期失眠，

他說「那一段日子真不是人過的生活」 。

後來張景開叉替特有生物研究保育

中心做八色鳥的生態調查開始，才轉為

湖本村保育生態與環境保護的核J心人

物，同時也是稱職的生態導覽解說員。

張景開反對開採陸砂的訴求，獲得各界

支持，採砂計畫最後銷聲匿跡，看似成

功不過暗地卻隱伏著另一個更大的浩

劫。 張景開帶隊擔任生態解說員
二O 0 0年五月，環保署通過的湖山

水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隻字未提「八色烏」，不久經濟部水利署即編列出湖

山水庫的興建預算，準備強行開工。

各地環境保護團體反對聲浪以湖本地區是全球八色鳥分布密度最高的棲地

為主要訴求，連同朱麗島、藍腹鵬、諸羅樹蛙等數十種保育類生物均需受到重視。

二O O二年的湖山水庫興建工程宣告動工，再度向各地保育、環境團體與張景開

等部分當地居民宣戰，不過這次湖山水庫預定地的範圍在斗六市東南方的丘陵地

至古坑鄉湖山岩之間，其中包括一部分湖本村。由於官方、營造商與村里樁腳之

間私下的遊說與買通，反對興建的聲浪便逐漸萎縮，最後無疾而終。

湖山水庫動工後，張景開目前能做的便是幫助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逐步完

成湖本村的生態資料庫建立。林瑞興是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的助理研究員，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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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與鳥類相關的研究目前已經有十五年了，而湖本村的八色鳥正是他近九年來長

期監測的重點物種，而張景開便是他最好的搭擋。

四月中旬，來夏候鳥八色烏將逐漸進入湖本、湖山地區，林瑞興拿著無線電

發報辯說：「湖本森林狀況其實越來愈不好，盜獵的情形也仍然嚴重，這對低海

拔森林性鳥類影響確實不小，需要更多積極的作為，才能對這些生物有幫助，這

也是我現在努力的方向，就是森林復原。」

湖本村入口標誌之一

泣年來湖山水庫在湖本地區附近持續建

造，另外，盜獵鳥類的情況也不會縮減，除了

夏候鳥八色鳥已相繼離散之外，棲息在湖本地

區的本土鳥種也面臨極大的生存威脅，其中以

維科鳥類最為明顯。

湖本地區海拔平均不超過一百五十公

尺，除了棲息在中、高海拔環境的黑長尾矩，

與棲息在低海拔開闊田野的環頸矩之外，其他

的維科鳥類均都可以在森林裡或森林邊緣發

現牠們漫步覓食的蹤影。

除了農村或田野放養的公雞之外，竹雞是

一般我們最常見的矩科成員，「雞狗乖～雞狗

乖～」連續的呼可回響林間，相對之下，藍腹

鵰與台灣山鵑搗的鳴叫聲卻少微人知，至於牠

們美麗的身影就又更難得一見了。

維科家族的成員們利用或棲息的環境有些微的不同，竹雞除了會在較深山的

原始森林出現之外，也經常在已開發的果園或鄉間小徑上出沒，至於藍腹鵰與台

灣山鵰搗卻喜歡偏向在原始林活動。

回去湖本生態合作社的工作站裡，林瑞興用電腦播放出近年來利用小型監視

器所拍攝到的畫面，主要是要探討天敵。另外，還有成功紀錄到台灣山鵰搞成功

離巢的珍貴畫面。同樣是維科鳥類，也同樣生存在這裡，不過卻發展出不同的環

境資源利用與生存本能。「這反應各物種對棲地利用的限制。竹雞適應棲地類型

廣，而藍腹鵰與山鵰搗偏向森林性，但如果森林邊緣有適合的環境，牠們偶爾也

會在該類環境出現，亦即雖然他們偶爾可在稍開闊地點出現，但附近一定會有森

林。像山鵰搗，甚至是藍腹間昌都可能會被鳳頭蒼鷹給捉走。」林瑞興指著螢幕裡

台灣山鵰晶的屍骸殘羽說。

維科鳥類與其他鳥類最大的差異是牠們幾乎習慣在地面上活動，除了夜晚牠

們會選擇在隱祕的樹上過夜休息之外，其他大部分的時間均出沒在森林底層或森

林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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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陸地上的鳥類所要面對的危險因素相對就增加了許多，野狗、貓科、

貂科、瀰猴、蛇類或猛禽，都可能是牠們的天敵，甚至是人類，並且對牠們造成

一定程度的威脅。因此維科鳥類發展出一套不隨意輕舉妄動的生活本領，為了面

對危機四伏的陸問環境，牠們擁有高度的警覺心和善於隱藏身體的習性。

矛盾的是，較大型的母維基於繁殖的天性往往羽翼樸實無華，不過雄矩卻大

放異彩而羽色耀眼，尤其是在求偶或繁殖期之間更顯得昂然豔麗、引人注目。

鳥中之后現身

藍腹鵬是台灣最早享譽世界的特有種鳥類，西元 1862 年由英國博物學家

Robert Swinhoe （羅勃﹒史溫侯）在台北淡水的山區首次記錄，而後他叉陸續

發現幾種台灣特有種鳥類、哺乳動物或是爬蟲類等生物，不過也唯獨美麗而神秘

的藍腹鵬，始終令他深深著迷、戀戀不忘 。另外，當時也為了紀念 Swinhoe 的

貢獻，藍腹鵰的種名「 swinhoii 」與英文名「 Swinhoe's Pheasant」都以他的

名字命名 。

四月二日清明節前兩天，湖本

山區黎明初曉，冷清淡薄的晨曦還

籠罩著昨夜的寂寥，對於一隻進入

求偶期的公藍腹鵰而言，寒冬的冷

峻也比不上遇見一隻母矩來的熱

情。公藍腹鵰緩緩現身，牠隱藏在

沉著冷僻的林下找尋食物，雖然光

線不佳，仍然不能掩飾牠一身的光

求偶期的公藍腹鵬會藉由振翅宣示領域 彩華麗，牠邊走邊吃，也在等待機

會，等待一隻青睞牠的母推出現。

公藍腹鵰遠離後，不知隱身何處的台灣山鵑搗才悄悄出現，一隻先出來刺探

環境與狀況，然後第二隻、第三隻、第四隻也緊接著在後，總共有五隻台灣山鵑

搞。

牠們是一個家族，至於那一隻是爸爸、媽媽或公母烏之區分，分辨上還有待

研究，不過，這也表示我們至今對於台灣山鵑捕的生態習性並不全然了解，牠是

所有台灣特有不重鳥類中最神秘的。

台灣山鵑搞生性隱密，幾乎聞聲不見影。「去咕～去咕～」連續的低音逐漸轉

高音是我們常聽見的鳴叫聲。

渾圓蓬滿的身軀，搭配與森林底層相似的保護色，台灣山鵰搞謹慎而輕巧地

踏出每一步，除了那雙淡紅色的雙腳之外，牠們幾乎與自然融為一體，而且無聲

無息，也許牠們就在賞烏者或觀察者的附近，可是就是不知道牠們在那裡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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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心翼翼地躲在迷彩的偽裝帳裡，不動聲色，深怕錯過這次難得的近距離

接觸。牠們覓食時會利用淡紅色的小腳撥開落葉層，啄食裡面的草莖、小蟲或軟

體動物，偶爾會發出緊湊而小聲的「咕咕」聲，彷彿在與同伴交談或互相告誡。

我在小小的迷彩偽裝帳裡安靜地窩到傍晚，除了望遠鏡、書本與惱人的蚊蟲之

外，我與藍腹鵬、台灣山鵑搗、竹難、翠翼鳩、黑枕藍貓、赤腹松鼠等近二十種

生物渡過無憂、愉悅的一天。

鷹目良﹒王者之爪

在湖本地區的鳳頭蒼鷹經常以高超的飛行技巧穿梭在森林邊緣，精湛的持獵

技術往往令牠的食物不于匿乏。湖本地區較高的枝頭經常可以發現停棲的鳳頭蒼

鷹，牠在等待粗心大意的迷糊羔羊，等著大吃一頓。

相較於藍腹鵬亞成或幼鳥、台灣山鵑搗、竹難等小型矩科的天敵 ，在造物者

的安排下， 大自然都有一定的循環法則。

熊鷹是台灣最大型的猛禽，牠遨遊在中低海拔之間的原始森林裡 ，白面髓鼠

與竹難是牠日常性的菜單 ， 另外，牠也對於大型維科鳥類產生極大的威脅。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孫元勳老師是國內研究中、大型猛禽

的重要研究學者之一，他的研究室助理黃永坤已經追蹤台東縣利嘉林道與延平林

道沿途區域的熊鷹已經有二年多的時間。

四月十六日我開車抵達台東縣卑南鄉的利嘉林道，黃永坤與他太太早已在

11.SK 處做調查，他們使用「無線電定位追蹤」目前對於熊鷹的活動範圍、活動

模式與掠食策略等行為已有初步的成果。黃永坤曾經在熊鷹的繁殖期階段，觀察

到三筆公藍腹鵬也淪為育雛食物的記錄。「嗶．．．嗶．．．嗶．．．」無線電的訊號聲逐漸

轉弱，「熊鷹現在已經飛到 22K 的那一邊了」黃永坤對著西南方轉動無線電的

天線說。

接著我們便都上車，把車開到 21K 處，黃永坤下車，一邊打開無線電一邊

轉動另一隻于上的天線，「牠現在可能在進食或者休息，牠是一隻介於亞成烏至

成烏之間，牠身上的無限電發報器，是孫老師替牠繫上去的。」

我請教他關於熊鷹會掠食什麼生物，黃永坤喝了口水說：「在哺乳動物方面

呢，我們有發現有白面髓鼠、大赤髓鼠、赤腹松鼠、長吻松鼠、黃鼠狼、馳權、

幼年的山羊、台灣瀰猴等等的獵物﹔在爬蟲類有台灣標蛇、攀木蜥蜴這一類的﹔

那在鳥類部分有綠鳩、藍鵲的幼鳥、深山竹難，以及藍腹鵬等等，那藍腹鵰呢因

為牠帶回來的時候，有經過部分拔除羽毛與去頭的動作，但是我們經由牠的泛藍

的體羽跟體型，還有牠紅色的腳跟腳上的距，我們因此判斷牠是一隻公的成年的

藍腹鵬。」黃永坤又接續著說：「熊鷹一般十二月至二月會進入求偶期，三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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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會進入繁殖期，今年這隻公的可能運氣不好或經驗不足吧！到現在還是孤家

寡人一隻。」

中午我們便坐在林道旁享用簡單的午餐，約八公尺處草叢鑽出一隻公藍腹

間息，看到席地而坐的我們之後便慌張地橫越林道而去，留給我們一襲華美的想像。

春光洋溢的四月接近尾聲，配對的藍腹鵬會一起活動與覓食，母矩像是一個

羞澀的小女人，總是拘謹地尾隨著公矩。再過一段時間，懷孕的母矩就會獨自離

去，牠要去找一個隱密而安全的地方，呵護新生命的誕生。

五月二十一日，透過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林瑞興的消息，我首次見到藍腹

鵬的巢，在細雨綿綿的午後。四天前，一位採筍人劉先生在割除竹林附近的一些

芒草時，突然竄出一個黑影並往灌木叢裡飛奔，茶葉色的羽毛與紅腳，讓劉先生

斷定牠就是母的「Wa-Koe」’就是母藍腹鵬，並在山蕉下的芒草坡一處發現五

顆圓錐形的茶色蛋，比土雞蛋還要小一些，隔天劉先生又回去看，母藍腹鵬已經

叉回去孵蛋了。

孵蛋中的母維總是不動聲色的潛伏在草叢裡，風吹、日曬或雨淋都無法動搖

牠的決心，擁有自己的孩子是母親此生最驕傲的喜悅。

白面臨鼠如哨音般的叫聲穿透幽黯的森林，夜，終於來了！

騷動的夜晚彷彿透過月光搖曳的樹影，孵蛋的母矩隱隱感到不安，死神的陰

謀正逐漸擴展。

清明節後的隔日清晨，我懷著無比喜悅的心

情來看孵卵中母藍腹鵬，希望能親眼見到藍腹鵰

雛烏離巢時的生命之躍。

陰鬱的山嵐掩蔽希望的晨曦，竅，鳥群起警戒

鳴叫，喚醒沉睡的森林。我再度前往觀察孵蛋的

母藍腹鵬，只見巢邊散落一地的羽毛如同來不及

誕生的維科寶寶一樣，永遠失落在森林裡不為人

知的陰暗底層。

六月二十七日的傍晚，我來到夜晚擁有滿天

星斗的嘉義縣竹崎鄉光華村，前三次的造訪都是

前來進行夜間生態觀察，透過當地主人劉佳縣的

帶領，我們成了觀賞螢光蟲、白面髓鼠與黃嘴角

鳴這些夜間森林角兒的座上賓。 遭天敵攻擊後的母藍腹鵰落羽，及

隔天清晨，我一早便前往森林。森林裡最先 後面山蕉下的巢

發聲的是一群肚子餓的頑皮土著，在一陣喧鬧的

聚會之後，猴王將繼續率領家族前往他處覓食，森林叉再度恢復安靜，而蟄伏在

樹洞裡的白面臨鼠，也獲得短暫安和的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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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彷彿沐浴在陽光下的巨樹，吸取來自上天溫暖光芒的養分，並慢慢展延

他無窮的生命力。生命的喜悅是森林裡從不間斷的小故事，森林照顧、餵養著萬

物如同自己的子女，而萬物的活動則延續、回報森林的生生不息。

在森林最祥靜的時光，隱密的灌木叢中，傳來此起彼落細小的鳴叫聲，這幾

隻剛孵化不久的雛鳥是誰家的孩子？看看牠們身後尾隨的母親，原來是藍腹鵰

啊！

藍腹鵰雛鳥擁有與父母親一般的紅腳，這是辨別藍腹鵰雛鳥最大的特徵。雖

然這一家藍腹鵰母子孵蛋期沒有遭受天敵的傷害，不過雛鳥在未來成長的這一段

期間，不免仍要時時提防天敵的觀靚 o

母親小心翼翼地呵護孩子們，只在灌木叢邊緣活動，發現一有不對勁便迅速

鑽入灌木叢裡躲起來，只到危機解除。這一段期間，母親將會照顧孩子至少一年

以上，直到牠們可以自己保護自己為止。

頂笨仔不笨 生
相對於雲林縣湖本村所面臨的環境議題，在嘉義縣竹崎鄉光華村卻有全然不

同的發展。 光華村包含三個主要社區，依據海拔高度來看，由上而下分別為：頂

笨仔、相仔宅和茄萃仔。其中頂笨仔是閩南劉氏家族的聚落，歷史可追溯至清朝

乾隆年間，同時也孕育豐富的生態環境。頂笨仔位於阿里山山脈南末牛山山腰，

鄰近奮起湖，為八掌溪源頭所在，海拔約一千至一千三百公尺，白面髓鼠、數鳥、

藍腹鵰與台灣山鵑古自是頂笨仔一年到頭最活躍的森林居民。

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約兩點，我與友人抵達天氣晴朗的頂笨仔，以往我來的

時候，多半下午山呦處便開始騰起冉冉的山嵐，隨著太陽規律的西落牛山，霧氣

便逐漸拂過茶園、竹林與闊葉林，為山林帶來j需濕的水氣，尤其以春季最為顯著。

今天是我第五次造訪，接待我們的仍然是健談、好客的劉佳縣大哥，待會兒將還

會有另一批遠道歐美的朋友來訪。

劉佳縣是頂笨仔文化協會的前總幹事，也是地方自組生態巡守隊的召集人。

從早期將打獵做為工作之餘興趣的獵人，轉為森林保育的看守人已將近九年。現

在，我們可以在當地稱為「夜貓子森林」的竹、闊葉混合林裡，感受到處處騷動

的生機與驚喜。

根據劉佳縣大哥二叔劉寧褔與其他長輩的口述，約莫二百年前，劉氏祖先從

平地移墾到山區，在山腰處找到一處有水源的盆地，即稱呼此地為「頂盆仔」’

直至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來台不久後才莫名變換了地名。當初派遣至竹崎鄉處理

地籍的公務員，可能因為不懂閩南語「頂盆仔」之意，便落筆記載為「頂笨仔」’

後來又將鄰近三個聚落，包括頂笨仔、相仔宅和茄萃仔，合併稱為「光華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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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劉佳縣大哥為我們添倒出氣味茗香的烏龍茶時，他也開始對我第一次造

訪的朋友提提道出頂笨仔的願景之一：「自從清朝時代我們的祖先來到這裡，都

是以農耕與打獵為生。在我阿公的時代，以前這裡都還有山豬、山元，甚至還有

熊卅現。這問題到我們這一代，我們意識到這些東西要保護起來，我們組成一個

文化協會，還有一個巡守隊出來同心協力，大家是自發性的，都沒薪水的保護這

些動物。保護到回到清朝時代的動物都回歸在這裡，都在我們這個區塊生活，這

是我們的責任。」

頂笨仔是一個劉氏聚落，記得我第

一次來時，劉佳縣大哥便對我說：「在

我們這裡，你看到的查甫、查某都可

以叫劉先生或劉小姐，如果不是，就

是劉先生或是劉小姐的親戚或朋友 。 」

或許是這個血源的根吧！頂笨仔社區

的居民有濃厚的情感，促使社區意識

格外的彰顯，農作物的採收、婚喪喜

慶、公共建設、文化資產，以及生態保 頂笨仔社區舉辦活動前的討論會議與職責分配
育的推動，每一位居民都可以召開會議

討論，透過共識來著手進行、策劃或尋求協助。

在劉佳縣大哥即將抽完第二根菸的下午三點，一台載著十三位來自歐美地區

朋友的小巴士終於來了，「烏」是吸引他們遠道而來的精神動力。他們參加英國

「Bird Holidays」生態旅遊公司的台灣賞烏行程，為期十四天，今天是第二站，

日標是藍腹鵰與台灣山鵑搞。

休息片刻，劉佳縣大哥將會帶領他們前往「夜貓子森林」’在保持適當距離

的掩蔽之下，靜靜守候他們夢寐以求的神秘身影。

Birding in Taiwan 

這一團由歐美人士組成的生態賞鳥團，年齡層平均五十七歲，國籍有英國、

法國與加拿大，多數是夫妻一同前往。台灣方面的接洽兼導覽人是廖世卿先生，

他是台灣國際觀烏協會的執行長，從事生態賞鳥的國際交流活動已有十年的歲

月。他深信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外交大使，透過生態保育的交流，每一隻昆蟲、每

一隻鳥，甚至一草一木都可以增進國與國彼此的距離。

賞烏風潮日漸興盛的台灣，除了國內各個大小據點之外，也開始有部分的賞

鳥人前往國外賞鳥並吸取國外的經驗。近年來，在民間團體及部分政府官員的宣

傳、推動之下，「 Birding in Taiwan」到台灣賞鳥，已成為台灣的新招牌，招練言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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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歐美的愛鳥人士，組團前來台灣賞鳥。

加拿大籍的 Jo Ann Mackenzie 女士在廖世卿的邀請之下，也參加英國「Bird

Holidays」這次的台灣生態賞烏團，她曾擔任加拿大 British Columbia Waterfowl 

Society （卑斯省水鳥協會）理事長，也是目前加拿大賞鳥紀錄的保持人，觀察記

錄的烏種約四千五百種。 Jo Ann 是一位溫和、慈祥的長者，她總是靜靜的觀察鳥

類，並詳實的記錄所見所聞。

在劉佳縣大哥尚未帶他們去賞鳥前， Jo

Ann 已準備好坐在走廊的木椅上望著房側的

竹林，我走近，她轉頭對我說：「Rufous 

Abroscopus 。」我望向竹林看見兩隻嬌小的棕

面鶯在活動，然後我們便談談關於鳥的事。

「我第一次來台灣是二O O三年的春天，這

次已經是我第十四次了，因為我喜歡台灣，

來這裡賞烏後，還會一直想再來 。我也樂於

跟台灣人民分享，你們友善，而且在乎自己

家鄉的環境，並且實際去執行 。」 Jo Ann 叉

說：「加拿大有六百多種鳥類，不過卻沒有任

何一種特有種，而小小的台灣有五百種烏

類，更有十七種特有種。」

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八點，我抵達南投縣 賞，鳥活動中的 Jo Ann Mackenzi 女士
仁愛鄉惠孫林場，下午三點前，英國「Bird

Holidays」台灣生態賞烏團將會進入園區，這裡是他們的第五站，目標是朱鸝與

台灣藍鵲。

他們一入園便在土地公廟附近找尋朱鸝美麗的身影，這裡雖然也有數量不少

的藍腹鵰與台灣山鵰搞，不過比起雲林湖本村或嘉義光華村卻不常見。一隻松雀

鷹停棲在遠方高大的台灣杉上，歐美賞烏人士透過單筒望遠鏡紛紛輪流觀看。廖

世卿則藉此休息片刻：「台灣目前有 17 種特有種，其實每一種都是他們想要看

到的，在區域的比較特別的烏種，例如：黑面琵鷺、例如黑嘴端鳳頭燕鷗﹔那台

灣特有種裡面最愛的還是最大隻的帝矩，最華麗的藍腹閒息，最神祕的山鵰搞，那

當然還有最有家族性的，我們的國烏『台灣藍鵲』’我相信這幾隻鳥是全世界烏

人來台灣最密切追蹤的。我記得在阿里山的光華村，當我們看到了山鵰晶，你會

曉得十幾個烏人抱著跳，然後非常的高興，那種喜悅感，像那個 Bird Holidays 的

領隊 Roger ，他說他都不敢夢想到他可以看到山鵰晶。」

Roger ：「台灣擁有很好的國際資訊平台，許多的鳥也只有台灣才有，而且有

好的導覽、好的旅館、好吃的美食，尤其是友善的人，所以我們來到這裡。你可

以輕易使用資訊找尋相關資料，並且好好享受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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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他們並沒有如願看到朱麗息，不過卻有一個家族七隻的台灣藍鵲在鄰近

的樹上足足地停留了好一陣子，離去時還一隻接著一隻徜徉天際，劃過黃昏展出

「長尾陣」

逐漸轉為枯黃的樹葉片片飄落，訴說此年即將圓滿的訣別。大雪山林道 23.SK

處是中部地區熱門的賞烏地點之一，每年入冬之後，山桐子果實一串串的結實累

累，鮮艷透亮的紅色果實掛滿樹梢，吸引許多烏爭相前來覓食，同時也吸引了生

態攝影的愛好者，個個聚精會神、佇守等待精彩的一刻。

今天我與資深賞烏人吳森雄老師一同前來，最近，除了在樹上吃果實的畫

眉、山雀與黃腹琉璃烏之外，另有賞烏者陸續見到跳躍上樹吃山桐子的公藍腹

闆息，這引發我們強烈的好奇心。

吳森雄：「我一生最熱愛的興趣就是賞鳥。我曾經去過好幾個國家賞鳥，像

是：加拿大 、中國大陸、日本等等，不過我還是覺得台灣最棒，在小小的島上，

一年四季， 你可以看到五百種以上的鳥，十七種特有種，還有許多特有亞種﹔在

台灣賞烏真的很棒！」

在充滿生機的早晨，靜靜漫步在森林小徑，聆聽千百年來不僧缺席的歌唱。

小徑旁緩緩昂首闊步，華麗的羽衣顯露出你高貴而有品味，我們相遇在美好的早

晨，如同幾世紀前，你來到「 Formosa」相遇這美麗的台灣島。

台灣擁有你喜愛的森林，彷彿綠色的海洋，你幻化為五彩的魚，悠遊在似乎

沒有邊境的世界。你的出現使得台灣大放異彩，台灣的森林也因為有你而感到無

比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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