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溫暖冬日

對大多數的山區來說，季節到了 11、

12月份便似乎顯得較為寂寥，恆春半島受

到著名落山風週期性的吹拂，雖不時也有陰

霾的時候，但充裕、和煦的陽光還是依然常

為恆春半島駐留下不少生息。

12月清晨，微涼、清新的氣流穿越馬

鞍山側邊山坡上的白榕、茄苳樹林枝椏，帶

動晨霧四處團團流轉，恍如輕煙般迷離，

跳躍在細枝間的小彎嘴畫眉 (Pomatorhinus 

ruficollis) 也隨著將悅耳鳴音從銜接核三廠

前後棟辦公室的通道牆洞中斷續地隨著風聲

飄送傳來，婉轉多變的啼聲也令人精神隨著

提振不少。俗稱「竹腳花眉」的小彎嘴畫眉

常見於臺灣農村，喜歡棲息、營巢在竹圍仔

間，大都活動、覓食在竹子下層附近。臺灣

諧名「奸臣仔鳥」更傳神表達外表像貌長得

神似在戲棚上花面奸臣的小彎嘴畫眉。小彎

嘴畫眉為臺灣普遍的留鳥，平常棲息在與人

甚為接近的低海拔山區雜木林或草叢中，習

性極為機警、靈巧，雖然常在鄰近的樹叢底

下一邊尋覓昆蟲及果實，一邊吟唱著歌曲，

但要耐心觀察才能夠見到牠們亮麗的身影。

在山區曾經出現的畫眉科鳥類還有臺灣

畫眉(Leucodioptron taewanum)、竹鳥(Garrulax 

poecilorhynchus)、蕃薯仔鳥 (Liocichla steerii)

等。不像小彎嘴畫眉羞怯的臺灣畫眉，落落

大方地在迎風的枝頭上暢快地歡唱，當它們

和諧、幽趣生動的大自然鳴音

馬鞍山及鄰近山區的
四季鳥類雜記
文、圖／林禎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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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伏、多變的音域，圓潤自然、流暢悅耳的

細膩音符在山林間乍然喧洩而出時，常令人

不自禁地想要再三鼓掌「安可」，情商請其

續唱。蕃薯仔鳥主要在樹林低層棲息活動，

也由於常在林緣山坡地的蕃薯園邊活動覓

食，因而得名。蕃薯仔鳥為臺灣特有種，胸

部羽毛橄欖綠色，體羽呈現紅褐色，腹部為

灰紫色，眼睛周圍裸露部分則呈藍色，是一

種很美麗的鳥類。在臺灣大都分布在中、低

海拔山區附近之落葉闊葉林，常見棲息在森

林旁長著雜草的開闊地或雜草叢生的山溝

中；大部分時間停留在 2公尺以下的植被當

中，這些地方可以提供較為充裕的食物，雖

然平時在植被的低層中活動，但鳴唱時卻常

站立在灌叢或矮樹上，甚至有些在離地 8公

尺高的樹枝上鳴唱；很少有在地表附近鳴唱

的觀察紀錄。

①	小彎嘴畫眉喜歡棲息、營巢在竹圍仔間

②	臉型及圓圓的雙眼極像似貓頭的貓頭鷹

③ 在核三廠所在山區的叢林中觀察到的臺灣特
有亞種染布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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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角鴞 (Otus bakkamoena) 算是冬季

山區樹林中較難以被觀察到的神秘稀客，

由於臉型及圓圓的雙眼極像似貓頭，所以有

貓頭鷹或貓頭鳥的名號，如果依照鳴叫的聲

音，則另外還有「貓頭咕」的稱呼。墾丁地

區昔時有姑嫂兩人相處極為和睦，經常同進

同出。一年姑嫂相偕前往墾丁社頂公園附近

山區的竹林叢生處採取幼筍，適逢大雨，直

到深夜時都未曾見到兩人返家，家人上山尋

找，仍未見她倆蹤影，只在一棵茄苳樹下聽

到兩隻鳥在樹上「咕、咕」的鳴叫，由於

「咕、姑」音似，此後在墾丁地方，貓頭鳥

另有姑嫂鳥的稱呼。

領角鴞屬猛禽，平時保持靜態習性，

但如發現天敵或獵物移動時，領角鴞的頭

部便會轉動 180度看向後方，長耳鴞 (Asio 

otus) 更能轉動達 270度，同時也能將臉部

上下顛倒轉動。牠們的腳短卻有力，獵殺小

動物時則使用前後各 2趾的腳趾和銳利的

趾爪；後方外趾卻能自由向前或向後使用。

長耳鴞羽毛柔軟，雙翅羽毛末端皆呈細微裂

狀，飛行時幾乎不發出聲音。在發現野鼠、

蝙蝠或小鳥時會瞬間衝出，以其銳利的趾爪

抓住獵物，撕碎吞食。

大部分的領角鴞是樹棲性，白天大都隱

伏在濃密的樹林黑暗處或樹洞裡頭睡覺。由

於長期在樹林內活動，為了生存、獵食和防

衛，因而長久以來演化出使自己看起來像折

斷樹幹一樣的隱蔽羽色之擬態行為。有角羽

的領角鴞平時角羽呈現收斂狀，如果發覺天

敵或獵物出現，牠們的角羽就會即時豎起，

偽裝成像折斷的樹幹模樣。無角羽的貓頭

鷹，由於近似球形的頭部類似棲息環境的樹

幹或枯枝葉等，當靜坐於大樹主幹分叉處附

近時，就好像是樹瘤一樣。這是另外一種擬

態，既是獵物陷阱，同時也是預防天敵來襲

的巧妙偽裝。

路過林間小徑有時會驚鴻一瞥的看到

藍色小巧身影快急地一閃而逝，短促的「ㄐ

ㄧ、ㄐㄧ」清脆鳴音也隨即在灌叢枝椏裡頭

響起，這就是為滿山綠意增添另曲藍調的染

布鳥，雄鳥全身羽衣大都呈現藍色，宛若昔

時在染坊工作的染布師傅般，由於在染布時

被染料污染，不但所穿的衫褲，連臉部、手

腳、全身，幾乎都被染成遍體藍色，因而也

得到染布鳥的稱呼。

又名「黑枕藍鶲」(Hypothymis azurea)

的染布鳥是臺灣特有亞種，普遍分布在低海

拔山區和丘陵地帶，棲息於雜木林、果樹林

或竹林間。在核三廠所在山區濃密且蔓藤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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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臺灣留鳥白尾扇

⑤ 臺灣留鳥白尾扇，常棲
息於農耕地、河床及路旁

雜草叢等

結的叢林中常可觀察到牠們活潑好動的藍色

身影，平常停棲在小樹枝上，發現飛蟲時則

起飛快速追捕獵食。雖然黑枕藍鶲大都雌雄

成對地確保領域，但對於別種小型鳥卻不會

加以排斥，常可看到黑枕藍鶲和青笛仔在樹

林上一起覓食。

春時雨潤

「江南草長、群鶯亂飛」，4、5月的

草野經春雨一陣接一陣的細細滋潤之後，車

前草、紫花藿香薊、竹節草、昭和草、大花

咸豐草、五節芒等也在野地間四處快速萌

生。大葦鶯、白頭錦鴝等玲瓏細緻的身影

忽左忽右地在道路四周出沒。「白尾扇 (錦

鴝 )」(Cisticola juncidis) 如同乘風破浪般在

路旁的雜草叢中上上下下翻飛，邊飛邊鳴叫

著，帶有顯著白色斑的尾羽如摺扇般時張時

闔。

大葦鶯大多在蘆竹林裡棲息，也因而

有蘆竹鳥的稱呼，「爾雅釋鳥」將大葦鶯稱

為剖葦。明朝李時珍本草綱目：「剖葦，似

雀而青灰斑色，長尾。好食葦蠹，亦鷦類

也。」，鷦類就是鷦鷯之類。蘆竹仔鳥，棲

息及覓食於山麓或平原之濕地、河川、圳溝

邊等，草叢、蘆竹仔密生之處，大多單獨活

動，個性機警，行動敏捷，以昆蟲、無脊椎

動物，植物幼芽或種籽為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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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時常見的臺灣留鳥白

尾扇，常棲息於農耕地、河

床及路旁雜草叢等。飛翔時

呈現波浪狀，常邊飛邊「ㄉ

ㄧ、ㄉㄧ、ㄉㄧ」地反覆不

停鳴叫。有時會飛升到高空後，快速俯衝到

草叢裡。主食為昆蟲及其幼蟲、草籽、植物

嫩芽等。營巢於離地不高處的草叢，以芒草

花穗等為材，築成長梨形巢。

布袋鳥 (褐頭鷦鶯，Prinia subflava )由

於經營的巢宛如袋狀，因而得名。在鄉野間

也另外有「芒噹丟仔」鄉土味極濃的名稱。

常可見到於菅芒草叢裡四處活動，飛翔時不

斷地上下擺動長尾羽，動作丟嘞丟嘞地極為

可愛，在菅芒花開時節更為活躍，也因而得

名。清朝鳳山縣志（陳文達，1719）稱作

芒丹鳥，云：「芒丹鳥，似蓽雀，形小，黃

色。」噶瑪蘭廳志（陳淑均，1840）稱之

鷦鷯，為布袋鳥古名，曰：「鷦

鷯，生蒿木間，居藩籬上，

狀如黃雀而小，灰色、有斑，

聲如吹噓，窠如雞卵。土番

出草，聞聲則返。」，臺灣

通史（連雅堂，1918）也有如下一段描述：

「鷦鷯，土番出草，聞聲則返。」，臺灣鳥

類名錄將布袋鳥稱為鷦鶯，為日系的外來

名。布袋鳥古時名為鷦鷯，最早見於莊子逍

遙遊篇（莊周，戰國），曰：「鷦鷯，巢於

深林，不過一枝。堰鼠飲河，不過滿腹。」

說苑善說篇（劉向，漢），云：「鷦鷯，巢

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為也。」

由於布袋鳥在分類學上屬於日義漢字的鶯

科，鳥學界就將「鶯」字與古籍上的鷦鷯結

合成「鷦鷯鶯」，後來再簡稱作鷦鶯。布袋

鳥分布於平地、丘陵至低海拔山區，牠們均

喜歡停棲於菅芒草莖或其穗上不停的鳴唱。

⑥ 俗稱塚仔鳥的白頭錦鴝

⑦ 與布袋鳥體型相似的黃雀

⑧ 番鵑也是在核能三廠可觀察到的
杜鵑科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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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鳥以造巢而聞名，以菅芒草或茅草纖維

當作織料，再以尖細的嘴作為織具，很巧妙

地織成布袋形巢，出入口位在頂端之側面。

白頭錦鴝 (Cisticola exilis) 俗稱「塚仔

鳥」，塚仔鳥分布於低海拔山區至平原，塚

仔埔、荒地雜草叢生處或灌木叢中，鳴叫聲

很像「有鬼、有鬼、仔鬼、仔鬼」一般從四

方傳來；由於保護色良好，常常只能聽聞其

「聲」卻不見其「身」。雄塚仔鳥乳白色羽

毛頭部為臺灣特有亞種的特徵；與分布在華

南的亞種「黃頭」特徵大不相同，繁殖期的

雄鳥常於草莖的頂端豎立冠羽鳴叫不停。塚

仔鳥的尾羽在冬天時長達 4.5公分，春夏羽

則顯然較短，只有 2.7公分而已。大部分的

塚仔鳥維持一雄多雌的婚姻關係，在一個繁

殖季節內，每隻公鳥可以同時擁有 4個繁

殖巢，雄鳥有很明顯的領域行為，常常平均

一個小時內會花費約 25分鐘來連續鳴唱宣

告領域，但雄鳥並不擔負任何照顧子代的責

任。

除了地上草叢之間的鶯燕細語，春日期

間還常可聽到雲雀 (Alauda arvensis) 從雲

間傳來的輕快鳴唱，由於牠們不斷地在雲間

邊飛邊唱，也因此臺灣俗語將牠們稱作半天

仔。清光緒年間恆春縣志曾記載到，「土百

靈似雀稍大，長爪。居草叢中，春日晴和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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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飛鳴半空，繚繞不絕，音韻宜人。」，

馬偕在臺灣遙記也曾描述：「半天仔是臺灣

鳴聲最好的鳴禽，牠的快樂歌聲會從伸手可

及的地方歌唱，又忽然從很高的碧空中低微

地傳下來。」半天仔，棲息在草原、旱田等

廣闊地區，一邊飛一邊鳴叫，發出優美的歌

聲，當落在地面上時，以雙腳快速步行或馳

走。

夏夜鳥鳴

恆春的夏日總顯得特別早，清晨四、

五點天就已經朦朦亮，番鵑 (Centropus 

bengalensis) 褐紅身影帶著「ㄎㄡ、ㄎㄡ、

ㄎㄡ」的長串急促鳴音也常於天際微亮時，

在香茅草叢上四處起伏覓食。除了番鵑外，

在核三廠廠區所曾觀察、耳聞過的「杜鵑科

(Cuculidae)」其他成員尚有筒鳥 (Cuculus 

saturatus)、公孫 (Cuculus saturatus)、鷹

鵑 (Cuculus sparverioides) 等。

杜鵑在中國文學史上，長久以來就是

文人寫作的上佳題材，只要涉獵過一些中國

文學書籍，就可發現到許多與杜鵑有關的故

事或詩歌藝文。杜鵑的鳥名最早在蜀志（東

漢李庸）中就曾出現過，現今的臺灣鳥類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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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卻將其改稱作小杜鵑，這是從英名 Little 

Cuckoo所翻譯得來；在杜鵑屬中，牠們以

體型較小稱名。在臺灣，杜鵑算是較為稀有

的冬侯鳥，牠們繁殖於東北亞、華東直到西

南部的喜馬拉雅山區，冬季南遷至暖和的華

南、東南亞、西至非洲東南部等地避寒。

公孫由於鳴聲與「公孫、公孫」類似，

因此得名。根據鄉野傳說：「昔有公孫二人

相依為命。掘竹筍充飢時被殺，因而化為公

孫鳥。每年春季新筍一出，即含著哀怨聲音

開始鳴叫，其鳴聲似公孫」。公孫也被稱作

穀雨鳥。牠們於每年穀雨節氣時必定按時鳴

叫，農民聞穀雨鳥之狂鳴，知穀雨，而播豆；

因而有穀雨鳥的稱呼。

臺灣鳥類名錄將公孫稱為筒

鳥其實是誤用東北亞亞種的日名

來命名，東北亞亞種筒鳥，繁殖

於東北亞，冬季南遷於東南亞避

寒；在臺灣為春秋兩季過境鳥。

此東北亞亞種筒鳥與臺灣亞種公

孫，兩者鳴聲幾乎相同。筒鳥，

此公布於東北亞之亞種，全長 34

公分，其同屬異種之布穀，全長

35公分，兩者大小幾乎一樣；羽

衣色紋方面，筒鳥胸、腹部的橫

條紋稍粗大；眼睛虹彩膜為深褐

色，布穀為黃色以外，其姿態、

體羽色紋、生態習性等均很相似，這種情形

在野外很難加以區別。公孫則分布於山腳、

低山區至高山溫帶林，為垂直分布廣闊的鳥

類，在合歡山海拔 2,500公尺處之松泉崗附

近更有過觀察紀錄。

「穀雨後十日，戴勝降於桑」，大學

國文曾讀到「戴勝」，當時對其名感到頗為

困惑，雖然從辭典得知「戴勝」意為戴著首

飾的鳥類，但影像還是相當模糊。與「戴

勝（Upupa epops）」的第一次真正邂逅是

在核三廠進水口岸邊的平野草地，一隻頂著

成列、如扇展開的長冠羽，頭額前端嘴喙細

長、弧形彎曲向下的鳥類在颳風的草地上來

回快速奔跑，且阿拉伯彎刀似的長嘴也在草

⑨ 戴勝鳥頂著成列、如扇展開的長冠羽

⑩ 翠翼鳩是夏季恆春地區常見的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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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土壤裡面插進插出地尋覓昆蟲、蚯蚓。有

時停佇觀望也「hoopo，hoopo」地鳴叫著。

返回查對圖冊後，方知是多年來僅從文獻記

載片面得知的「戴勝」鳥，初次相逢的印象

確實令人感到「鳥如其名」。

由於「戴勝」常在破墓穴或窟窿處營巢

棲息，被人稱作「墓坑鳥」，另因雛鳥在受

到驚嚇時，皮脂腺會排出極強霉味來嚇阻天

敵，而有「臭婆娘」名號。也許被人認為是

一種很不吉祥的鳥類、也許如同臭鼬般討人

嫌，但不管是名稱或出眾外觀，定能給人留

下深刻印象。

此 外， 史 溫 侯

（Swinhoe） 的「1858 年

臺灣旅行記」書中描述到

常見於南臺灣黃鶯 (Oriolus 

chinensis)； 在 水 邊 礫 地

覓 食、 棲 息 於 開 闊 的 農

耕地、溪床、或堤岸的鶺鴒 (Motacilla 

flava)；背部與雙翅均呈現深綠色的翠翼鳩

(Chalcophaps indica) 都是夏季恆春地區常

見的鳥類。

秋分鷹翔

「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雁群。」除了北

雁南飛之外，隨著秋風的陣陣吹起，赤腹鷹

（Accipiter soloensis）、灰面鵟鷹（Butastur 

indicus，國慶鳥）也會在每年的 9月時乘著

氣流成群飄浮路經馬鞍山區的天空，嘎嘎的

淒厲鳴響也隨著秋風在耳際響起，由於赤腹

鷹會從四面八方聚攏成龐大族

群後再循著同一方向形成龍捲

風般的柱狀旋轉翱翔至高空，

因此形成如同「鷹柱」般的奇

觀。秋季過境滿州鄉的南路鷹

與鷹柱鳥常被一般人誤認，因

11

⑪ 鳳頭蒼鷹後頭有稍長的冠羽，
因而得名

⑫ 藍磯鶇（茨角鳥 ) 並不成群出現

而且習性低調

⑬ 伯勞鳥行動靈活，喜歡站立在
木樁頂端上觀察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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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滿州鄉當地也另以「細號仔」來稱呼赤

腹鷹，此外也可從赤腹鷹的胸部呈現淡鏽紅

色，下腹部白色來加以判別。

觀光客來到恆春半島，除可在墾丁社頂

高地觀賞上萬隻鷹群在高空宛如河流般相繼

不絕連接飛翔的「鷹河」之外，在滿州鄉里

德橋以晚霞落日作為背景，觀察鷹柱鳥、南

路鷹成群降落至林間棲宿的美妙「落鷹」景

象及於清晨破曉時觀賞成千上百鷹群展翅飛

出林間的「起鷹」盛況，則為另外兩場大自

然的壯麗盛宴。

在彰化八卦山、大肚、清水以及大甲等

地方也能觀察到鷹群從南方飛來而稱鷹為南

路鷹，但恒春半島滿州鄉一帶鄉民則因為鷹

從東北方的山後飛來，卻把南路鷹稱為「山

後鳥」。每年清明，鷹群自南往北，到大甲

溪畔時大多為清明節前後，而且鷹群鳴聲哀

哀，因此以前鄉老相傳「南路鷹，每年必定

回來哭清明。」，故也有「清明鳥」的稱呼。

灰面鵟鷹以前由於英名 Gray-faced 

Buzzard之故，曾被誤翻譯成灰面鷲，其實

灰面鵟鷹屬於小型猛禽，非鷲鷹之類，中華

民國野鳥學會已經正式稱其為灰面鵟鷹。除

了赤腹鷹、灰面鵟鷹之外，在恆春半島樹林

上空徘徊飛翔的還有習性極為兇猛的粉鳥

鷹，以捕食蛙類、蜥蜴，小型鳥類之外，有

時也會捕食較大型的兔仔，臺灣稱之為鳳頭

蒼鷹 (Accipiter trivirgatus)，其後頭有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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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冠羽，因而得名，在臺灣的分布只見於山

區。

臺灣鄉野俚諺曾說到「南路鷹，一萬死

九千。」，恆春半島滿州鄉鄉民自古就有獵

鷹陋習，因而有這樣的俚諺。日本人喜歡鷹

類標本，商人以前常來到臺灣收購，因此在

滿州鄉山區，更曾經有過使用牛車來搬運鷹

屍的現象，在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近年來已大

為收歛。

「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

煙翠。」秋風來臨除了使樹葉變黃，也送來

一群群南下遷徙避冬的候鳥。恆春半島的候

鳥除鷹群外還有常見的紅尾伯勞鳥 (Lanius 

cristatus)。在落山風的陪伴下，伯勞鳥多

於 9月現身，草野、農耕地或山地的疏林

間都充斥著粗厲響亮鳴聲。伯勞行動靈活，

喜歡站立在木樁頂端上觀察四方。由於個性

兇猛，嘴爪強勁有力，因此常可見到牠們俯

衝獵殺、襲擊小型鳥類，或搜索覓食地上昆

蟲、爬蟲或青蛙為食的情景。

根據日本野鳥學會的觀察，紅尾伯勞有

多達 50餘種小鳥鳴聲的模仿記錄。由於恆

春半島一帶為紅尾伯勞秋季過境渡海前的歇

宿驛站，在冷風細雨天候不佳的淒清夜晚，

溫暖的燈光常會吸引紅尾伯勞循著亮光破空

而來，也因而常可被觀察到牠們撞上水泥

牆、窗戶玻璃而摔落地面的情況。

藍磯鶇（Monticola solitarius，茨角鳥 )

是群較為低調的鳥類，雖然同樣是常在身邊

頻頻出現的候鳥，卻因習性較為安靜，而不

如伯勞鳥般來得出名，但在鄉下因其秋來春

去，每年必定飛回來，宛若前來做客且棲息

於茨角，而有了茨角鳥、茨客的名號，是從

生態習性得來的鄉土名稱。

「茨角鳥」繁殖於東北亞，由於牠們在

臺灣的活動範圍相當廣泛，從海邊、村落、

城市，一直到中海拔山區都可以見到牠們的

蹤影，因此不管是抄用日義的「磯」字或是

漢字的「磯」，其實均是名不相符。

如果對周遭環境稍加留意觀察， 茨角

鳥」那挺直佇立在突出茨角、岩石上的藍色

孤立形影便也會隨著增加許多，由於並非成

群出現而且習性也較為低調，藍磯鶇那以靜

制動突襲獵物的身影也不大會引人注目，在

下次秋意降臨的季節，只要稍予留意，就可

觀察到路邊牠們那藍寶石色彩、高雅端正的

跳躍身影。

五色鳥（Megalaima oorti，花和尚 )宛

若暮鼓晨鐘般的「嘓、嘓、嘓」木魚敲擊鳴

音常在清晨矇矇亮光線從雜木林間穿越而出

時，也跟著從山坡邊的老相思樹林巢穴隨著

風飄散到四處，五色鳥全身羽毛呈現五花雜

彩般的豔麗色紋，深綠外羽在常綠闊葉林內

是個極佳的保護色，因此即使循著鄰近的鳴

音往前察探鳥蹤，卻常常令人有種「只在此

林中，林深不知處」的感受。縱使外觀極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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⑭ 五色鳥是啄木鳥的近親，卻沒
有啄木、捕食樹中蟲類的習性

隱蔽性，不易被人循聲發現，

但是在山區樹林上空虎視眈

眈、四處翱翔徘徊的鳳頭蒼鷹、

松雀鷹卻能夠以極為精準的「聽音辨位」功

夫射向五色鳥所在位置投身攻擊，五色鳥也

算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了。雖然是啄

木鳥的近親，但卻絲毫沒有啄木、捕食樹中

蟲類的習性，在附近樹林中活動時，常可見

到牠們和其他鳥類在菩提樹、臺灣欒樹及雀

榕的枝椏之間跳躍爭食情況。和一般樹棲鳥

類不同的是，牠們喜歡在樹洞裡頭睡覺，因

此如到五色鳥棲身的樹林內觀察，常可發現

到不少牠們為了繁殖、休息所曾經挖過的樹

洞。

傍晚下班路過山坡邊

緣的小徑前往候車時，五

色鳥似木魚的鳴聲在遠處

闊葉林間沈沈響起，赤腹松鼠則在小徑旁的

刺竹叢間四處攀爬尋覓，南遷鳥兒們也在枝

頭上進行著夜晚來臨前的最後一次鳴唱，融

合林間深處的靜寂與林外的處處躍動，周遭

處處顯得是那麼的和諧、互不干擾。個人常

想，部分環境被隔絕開來確實是一件好事，

林木不但得到適度休養、鳥獸也得到一個適

宜的棲所，不也是給人們提供了一個形而上

的寄託，也保留了一個值得期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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