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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崇航 攝)

2000年，在消失了63年後，黑嘴端鳳頭

堅持之下，2015年我們在馬祖與浙江的三處

燕鷗(Thalasseus bernsteini )意外地被生態紀錄片

海鳥保護區共觀察記錄到近百隻黑嘴端鳳頭燕

導演梁皆得先生拍攝到牠在馬祖的島嶼上繁殖

鷗，其族群量一舉突破過去所認定的「不到50
1

身影。由於地處邊陲地帶，加上海鳥的飛行與

隻 」。這對海峽兩岸共同參與黑嘴端鳳頭燕鷗

遷徙能力極強，牠在海峽間撲朔迷離的行蹤恰

保育的人們來說，是相當振奮人心且具歷史意

如劉小如老師替牠取的美名：「神話之鳥」。

義的一刻，本文便為您介紹這段從零到百的漫

這些年來，我們對牠的瞭解也一直侷限在片段

漫長路。

一、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從軍事管
制到海鳥保護
關於黑嘴端鳳頭燕鷗這段「神話」應當
要從1861年說起，當時是由德國的鳥類學家
Hermann Schlegel在印尼的哈馬黑拉(Halmahera)
發現，為了記念另一位動物學者Heinrich
Agathon Bernstei，而以他的姓氏作為黑嘴端鳳

的觀察紀錄中。要到交通不便的離島乘船在海

紀錄不明確且數量稀少，在2000年以前多本圖
鑑的作者認為此種燕鷗可能已絕種(Viney et al.
1996; Robson 2000)。直到2000年，臺灣攝影
師梁皆得在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內拍攝生態紀
錄片時，意外在一群鳳頭燕鷗(T. bergii )中發現
清晰的黑嘴端鳳頭燕鷗影像，並確認有8隻成
鳥與4隻幼鳥於島上活動，是歷史上第一筆繁
殖紀錄。巧合的是，在發現黑嘴端鳳頭燕鷗之

上尋找牠飄渺的身影，對研究人員的眼力、體

頭燕鷗的種小名。後來在馬來西亞、菲律賓、

前，連江縣政府因馬祖列島周圍的幾座無人島

力與財力是非常嚴苛的考驗。所幸15年來在行

泰國與中國的山東省煙台與福州都有標本紀

有近萬隻的燕鷗繁殖，在2000年初選定8座無

錄。直到1937年，中國的鳥類學家壽振黃先生

人島礁公告為「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神話

在山東省的沐官島蒐集到21隻標本後，數十年

之鳥的再發現不僅為保護區增添了許多光彩，

來在東南亞地區僅只有零星的目擊紀錄。鑒於

也驗證了此區域對海鳥的重要性。

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以下簡稱林務局)、連
江縣政府、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台
北市野鳥學會與浙江自然博物館共同的努力與

1 根據 2010 年兩岸學者共同發表的保育行動綱領 (Chan
et al ., 2010)，認定其全球的族群量可能不超過 50 隻，
在 2012 年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IUCN) 也將黑嘴端鳳頭
燕鷗列為百大瀕危物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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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廟
鐵尖
中島
三連嶼
北竿鄉
1998年以前的黑嘴端鳳頭燕鷗的歷史紀錄，依年分排序圓形(1)1861年在印尼哈
馬黑拉島(Halmahera)的Kao；(2)與(3)為1981年在馬來西亞砂拉越(Sarawak)的
Baram與Buntal；(4)為1896年在山東省的煙台；(5)為1903年在山東省的青島；
(6)為1905年在菲律賓的馬尼拉灣(Manila Bay)；(7)為1916年在福建省的福州；
(8)為1923年在泰國的Pak Phanang；(9)為1937年在山東省的沐官島；以上皆為標
本採集記錄。三角形(1)為1978年在河北的北戴河；(2)為1991年黃河口三角洲自
然保護區，以上兩筆為目擊記錄。指標處為目前已知的三處繁殖地(a)為舟山的五
峙山列島；(b)為象山的韭山列島；(c)為馬祖列島。近年在臺灣的澎湖、金門與印
尼的北部也有目擊記錄。(資料來源：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01)。(洪崇航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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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八座島嶼地理位置。(洪崇航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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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8年到1987年的戒嚴期間，馬祖因

2006-2008年期間，在連江縣政府建設局服務的

交通不便，且海岸、水上的活動與攝影行為皆

張壽華先生憑藉著對生態保育的熱誠，完成了

需受軍方管制，野鳥與其他生物的記錄相當

首篇對馬祖的黑嘴端鳳頭燕鷗形態、行為與繁

稀少，有些無人島嶼甚至是火炮演訓的轟炸目

殖研究的碩士論文。內容不但彙整了2000-2008

標。所幸，1992年國防部宣布對金門及馬祖地

年間的馬祖野鳥調查資料(表1與表2)，也發現

區居民出入境、燈火使用等多項管制的戰地政

在他1998-1999年的拍攝照片中就曾記錄到黑

務解除後，連江縣政府便積極進行馬祖各島嶼

嘴端鳳頭燕鷗的身影(張壽華 2008)。根據馬祖

的生態資源調查，並在1996年委託中華民國野

地方漁民的記憶，在1960-1980年就常在夏季

鳥學會進行為期二年多的野鳥調查。期間發現

於海島上觀察到上萬隻的燕鷗(張壽華與梁皆得

在各島上繁殖的鳥類計有鳳頭燕鷗、白眉燕鷗

2001)，顯示黑嘴端鳳頭燕鷗在馬祖列島繁殖的

(Sterna anaethetus )、紅燕鷗(S. dougallii )、蒼燕鷗

歷史可能追溯到更早以前。

(S. sumatrana )、黑尾鷗(Larus crassirostris )、岩鷺

在張壽華個人於1998-2008年間的觀察紀

(Egretta sacra )及叉尾雨燕(Apus pacificus )等7種，

錄中，發現黑嘴端鳳頭燕鷗每年5月初便與鳳

且總數量高達9,000餘隻，奠定未來劃設為野

頭燕鷗一起抵達馬祖，並共用繁殖島嶼，但繁

生動物保護區的基礎(張壽華與梁皆得 2001)。

殖的地點每年不固定，10年間除了距離較遠的

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中位於東引的雙子礁，島上還留有
以前軍方劃設的標靶。(洪崇航 攝)

表 1. 1998-2008 年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的黑嘴端鳳頭燕鷗繁殖季時的成、幼鳥數量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中島

蛇山

進嶼

三連嶼

鐵尖

白廟

瀏泉礁

1
1
12
1
9
1

1
16

12

資料來源：張壽華 2008；台北市野鳥學會 2008

2
10
3
20

2

總數
成鳥

幼鳥

1
1
8
1
6
2
12
2
7
10
15

4
0
3
0
6
0
3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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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0-2008 年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的鳳頭燕鷗繁殖季時的最大族群數量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7
2008

中島

蛇山

進嶼

三連嶼

鐵尖

白廟

瀏泉礁

2,440
590
2,130
680

1470
2,150

380
2,370

450
250

1,823
2,350
450
3,000

12

3
20

1,250

總數

2,440
590
2,130
2,150
3,400
1,823
3,180
3,070
3,000
10
15

資料來源：張壽華 2008；台北市野鳥學會 2008

2008年7月24日由台北鳥會研究組組長阮

報紙等媒體的報導，大陸福建省的海峽市報也

錦松召集的救援小組抵達馬祖，攜帶了各種網

刊載了相關訊息。海洋汙染、國際形象、兩岸

具與氣動式網槍登島欲捕捉「小管」，並交由

資訊交流、瀕危物種的保育強度與物種資訊的

特生中心的獸醫做緊急處置，經過多番嘗試，

缺乏等延伸議題在經歷此事件後，皆曾在媒體

無奈捕捉未果。根據兩岸數日的共同觀察發現

與網路上被討論。也埋下當時救援小組成員洪

牠的體羽整潔也無體力不支的狀況，研判應能

崇航(本文第一作者)日後參與兩岸黑嘴端鳳頭燕

夠自行理羽與進食，短時間內應無大礙。7月26

鷗保育行動，並以之為博士論文研究的動機。

日鳳凰颱風逼近，相關的監測與救援行動都因
海象不佳而暫緩，直至7月30日恢復監測工作後
發現牠依舊在馬祖活動，但救援小組人員稍有
接近的行動牠便驚飛離開。8月2日最後一次發
現牠後，鐵尖島上燕鷗繁殖族群已開始南遷，
燕鷗族群量逐日驟降，而後也未再觀察到「小
管」，研判牠應已帶著幼鳥隨其他燕鷗一同南

東引雙子礁外，都在保護區內的其他7座島嶼

鳥下喙卡著一個塑膠管，隔日此訊息便登上數

下，飛離馬祖(台北市野鳥學會 2008)。整起

間輪替使用。這種繁殖播遷(breeding dispersal)

家媒體的焦點新聞，並以「塑管卡嘴，馬祖神

「小管事件」在當時吸引了多家網路、電視與

的行為常見於群聚繁殖的海鳥中，在許多研究

話鳥命危」的標題登上7月21日的中國時報頭

中發現播遷與否可能與個體經驗、社會訊息

版。適逢當年為台北市野鳥學會(以下簡稱台

(public information)、食物資源、獵捕壓力、人

北鳥會)開始承接燕鷗保護區調查計畫的第一

為干擾、避免寄生蟲或傳染病、棲地的植物演

年，後續便由該會與林務局保育組、行政院農

替狀態等眾多因素有關(Del Hoyo et al. 1996;

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以下簡稱特

Crawford 2003；Martínez-Abraín et al. 2003)。

生中心)與連江縣政府共商救援行動計畫。意外

基於燕鷗這種難以預測的遊牧習性，加上保護

的是，20日下午在對岸的福州市閩江口一帶也

區各島嶼間的距離相當遠，使得管理單位在巡

有福建觀鳥會的鳥友拍攝到這隻黑嘴端鳳頭燕

護與監測上更加困難。

鷗，這是首次證明在馬祖列島繁殖的黑嘴端鳳
頭燕鷗至閩江口鱔魚灘活動的證據，可惜竟是

二、小管事件

透過人造垃圾的標示來證實。當年這隻黑嘴端

自2000年黑嘴端鳳頭燕鷗重現於馬祖列島

鳳頭燕鷗頓時成為兩岸鳥友在網路論壇共同關

後，消息很快地遍布到國內外的學術界與賞鳥

注與議論的焦點，也為牠起了外號「小管」2。

界，各國賞鳥人士紛紛前往馬祖一睹這消失近
70年、一度被認為已絕種的傳奇物種。2008
年7月20日，一批來自國外的賞鳥人士意外地
在馬祖的鐵尖島上發現1隻黑嘴端鳳頭燕鷗成

2 據中國時報 2008 年 7 月 26 日的報導：「鐵尖島小管
消瘦仍能快閃」，這兩天來自台灣與馬祖的搶救小組，
想盡各種辦法要讓這隻下喙被塑膠管套住的「神話之
鳥」。有人稱他為「笨鳥」，但覺得不妥，因此決定
以「小管」來稱呼，因為牠嘴上被管子給套住了。

被塑膠管緊套住下喙的「小管」，
右側可能為其幼鳥。(張壽華 攝)

2008年救援小組在鐵尖島上架設霧網的情形。(洪崇航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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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假亂真」的兩岸保育策略

2006年國際鳥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啟
3

針對其中的兩岸溝通與合作關係，自2007

除了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2004年7月大

動了「黑嘴端鳳頭燕鷗保育國際行動綱領 」

年起，兩岸的學者便合作舉辦了數屆黑嘴端鳳

陸浙江自然博物館的陳水華副館長在浙江省的

的編製計畫，並由國際鳥盟亞洲分部陳承彥主

頭燕鷗保育研討會，與會的單位逐年增加，包

任研究員、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袁孝

含來自大陸沿海省份的保護區管理人員、各地

維教授與浙江自然博物館陳水華副館長負責編

觀鳥協會、動物保護協會與太平洋地區的國際

寫。計畫書中規劃在5年內應完成下列事項：

海鳥保育單位等都曾參與。在2010年的第三屆

(一)確認其法律保育地位；(二)瞭解其族群分

黑嘴端鳳頭燕鷗保育研討會上，來自美國奧勒

布；(三)建立並維護其保護區；(四)監測其族群

岡大學(Oregon State University)的Daniel D. Roby

與棲地；(五)喚起社會關注與保育意識；(六)建

教授提出了利用假鳥(decoy)誘引燕鷗到安全的

立其生物研究資訊；(七)建立兩岸保育行動的

復育地的成功案例，會後並由大會決議將應用

溝通與合作關係(Chen et al. 2008)。

此技術在黑嘴端鳳頭燕鷗的繁殖族群恢復工作

韭山列島中發現了10-20隻正處於繁殖中期的
黑嘴端鳳頭燕鷗族群(陳水華等 2005)，2008年
也在韭山列島北方的五峙山列島發現另一個繁
殖族群(4隻成鳥與2隻幼鳥)。當時兩岸學者共
同評估的結果認為其族群量可能不超過50隻，
且發現沿海地區常有漁民上島採拾海菜、貝
類，甚至鳥蛋的行為，加上颱風的影響，造成
鷗群相當大的生存壓力(Chen et al. 2009; Liu et

al. 2009；Chen et al. 2015)。鑒於此物種的數
量稀少，且分布位於浙江至福建沿海一帶的島
嶼，相關的保育策略勢必需要兩岸共同商議與
執行。

假鳥與即時影像傳輸系統的布置狀況。(洪崇航 攝)

上。在自然界中，群居性的動物常常將同種的
3 International Action Plan for the Chinese Crested Tern
在遷徙物種保育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Migratory Species of Wild Animals, CMS) 的 網
站 上 可 以 下 載 電 子 版 http://www.cms.int/en/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single-species-action-plan-conservation-chinesecrested-tern-sterna

個體是否出現視為評斷棲地品質的指標，進而
選擇棲息或繁殖的地點。自1970年代起，美國
的研究人員開始以這種特性，復育緬因灣的大
西洋海雀(Atlantic puffin, Fratercula arctica )。
研究人員利用雛鳥移地、鳥音回播和假鳥模
型，引誘大西洋海雀進入人造復育地繁殖。經

放置在馬祖的鐵尖島上的假鳥模型。( 洪崇航 攝 )

過幾十年的努力，使大西洋海雀在原本數量
減少或消失的棲地上逐漸恢復穩定的族群量
(Kress 1998)。這種利用生物群聚特性而「以假
亂真」的手段稱做社會吸引(social attraction)，
常常應用在野生動物的經營管理上(Reed &
Dobson, 1993; Jones & Kress 2012)。
2011年，由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臺大)
袁孝維教授與台北鳥會組成的合作團隊 4 也開
始進行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的誘鳥與監測計
畫，旨在利用可遠端操控的影像監控系統觀察
被假鳥誘引到島上的鳳頭燕鷗與黑嘴端鳳頭燕
鷗，期望能藉由影像資料蒐集其繁殖棲地與繁
殖生物學相關資料。至2012年，雖然透過即時
4 團隊成員還有臺大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邱祈榮教授負
責棲地環境監測，臺大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的江昭
皚教授和莊欽龍與陳家榜兩位博士負責即時影像傳輸
系統研發。

韭山列島的鐵墩島上的假鳥、棄蛋與監測小屋。
(洪崇航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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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跨海逐鷗

傳輸的影像發現燕鷗抵達的時間與地點，但連

繁殖季後期，鐵墩島的假鳥群誘引了3,300餘隻

續兩年都在繁殖季的初期(6月中旬)發生燕鷗棄

鳳頭燕鷗與19隻黑嘴端鳳頭燕鷗，成功地拓展

在2014年象山的研討會後，陳承彥先生

搭建了兩座觀鳥屋供研究人員研究利用。為加

巢而去的現象，繁殖的島嶼上常留下千餘顆未

了一個新的繁殖基地，且在隔年其族群量更擴

曾到鐵墩島協助繁殖季後的設備回收工作，發

深兩岸保育團隊的合作交流，在浙江自然博物

孵化的棄蛋。藉由影像與過去調查的資料猜測

增至43隻，占當年世界黑嘴端鳳頭燕鷗族群量

現在鐵墩島同樣也有大批棄蛋的現象，在簡單

館陳水華副館長的協助下，臺大袁孝維教授的

可能的棄巢原因有：氣候因素、人為干擾、食

的8成。2014年的8月，臺灣的研究團隊夥同連

的計算過島上的棄蛋數量後，撿拾了近百顆棄

博士生洪崇航於2015年5月進駐舟山地區負責

物資源不足與捕食者(猛禽與鼠類)入侵，受限

江縣政府建設局的相關人員一同到浙江象山參

蛋回浙江自然博物館保存，留待日後分析研究

五峙山列島的燕鷗監測工作；韭山列島的繁殖

於調查頻率與影像涵蓋範圍的不足，能掌握的

加第五屆黑嘴端鳳頭燕鷗保育研討會，兩岸的

用。據當年在鐵墩島駐島觀察長達3個月的陳

族群同樣由國際鳥盟的陳承彥先生與陳水華博

證據十分有限。

團隊交換近年的假鳥誘引計畫執行經驗後，達

承彥先生推測，這批棄蛋可能是繁殖期間燕鷗

士的碩士研究生周曉等人負責駐島監測；馬祖

成以下各點共識：(一)利用假鳥、聲音誘引技

在爭奪巢位時彼此推擠而滾落出巢區，而整體

列島也同樣由台北鳥會與臺大袁孝維教授的合

正式展開，研究團隊 在保護區中挑選了過去

術引導鳳頭燕鷗和黑嘴端鳳頭燕鷗選擇棲息地

巢區較陡的坡度可能也加劇了這個現象。但這

作團隊進行監測。從5月起每日監測人員們互

沒有燕鷗繁殖記錄的鐵墩島做為復育基地，在

是可行的，(二)黑嘴端鳳頭燕鷗可能存在除馬

樣推測還是需要更多的觀察資料才能證實，且

相以電子郵件通報各自的觀察結果，並熱烈地

清除鼠類與過高的植被工作結束後，共在島上

祖、韭山列島、五峙山列島、澎湖列島之外的

其他如黑嘴端鳳頭燕鷗的食性、巢位偏好與其

討論與交換意見，因緣際會下，也為兩岸過去

放置了300隻假鳥與2組聲音播放器，並設置了

其他繁殖地，(三)加強監測與研究工作以釐清

他物種的互動關係等，也都是我們極想瞭解的

各自為燕鷗保育而努力的人們串起一個新的合

監測站供研究人員長期觀察與研究。在當年的

黑嘴端鳳頭燕鷗繁殖失敗的原因，(四)兩岸應

研究議題，這也顯見駐島研究人員在巢區監控

作模式。

合作進行各繁殖區的繫放工作，以釐清其族群

與巡護上的重要性。2015年五峙山列島鳥類保

除了合作關係上的進展，2015年的燕鷗繁

動態，並擬於未來規劃兩岸同步進行施放衛星

護區管理局也有意開始執行燕鷗誘引計畫，挑

殖狀況也獲得了空前的豐碩成果。鐵墩島的黑

發報器之可行性。

選了保護區中的鴨鵲山做為復育基地，島上同

嘴端鳳頭燕鷗數量再度獲得突破，共觀察到52

2013年，浙江韭山列島的燕鷗誘引計畫也
5

5 主要為浙江自然博物館陳水華副館長、奧勒岡大學的
Dr. Daniel D. Roby、國際鳥盟陳承彥研究員與浙江省
象山縣海洋與漁業局。

五峙山列島鴨鵲山上的兩座觀鳥屋與
放置在其間的假鳥。(洪崇航 攝)

樣布置了數百隻假鳥與3組聲音回播裝置，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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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成鳥與10隻幼鳥；鴨鵲山面積雖小也觀察到
10隻成鳥在這裡成功繁殖出4隻幼鳥；馬祖的
鐵尖島首次嘗次在繁殖季前以大型機具做植被
修整後，也成功誘引到近3,000隻燕鷗進駐，

Thalasseus bernsteini

其中並記錄有13隻黑嘴端鳳頭燕成鳥與4隻幼
鳥。2015年三處繁殖地共計黑嘴端鳳頭燕鷗成
鳥75隻、幼鳥24隻，總數將近破百，遠超出過
去預估的不到50隻的族群數量。
透過近距離的連續觀察與密切的聯繫，
我們在五峙山列島發現鳳頭燕鷗與黑嘴端鳳頭
燕鷗在鴨鵲山與鐵墩島間可能有族群交流的現
象，另外並發現有雜交種燕鷗 6 的繁殖記錄、
小鳳頭燕鷗(T. bengalensis )在大陸沿海地區的首
筆繁殖記錄與白嘴端鳳頭燕鷗(T. sandvicensis )
的首次目擊記錄。其中，關於族群交流的現象
除了概括性的比對逐日的鳥群數量外，透過繫
放與再次目擊的資料回收是較具科學性的方
式。馬祖的燕鷗繫放工作自2008年開始已有
8年的歷史，累計迄今已標誌近300隻鳳頭燕
鷗，歷年來在馬祖、浙江、福州都有被目擊到
的記錄。有趣的是，一隻2011年在馬祖鐵尖島
出生、被繫上紅色腳環的鳳頭燕鷗，2014年在
韭山列島的鐵墩島被觀察到後，2015年牠又
回到了馬祖，是目前第一筆的幼鳥異地回收資
料。為瞭解更多燕鷗族群在島嶼、季節間的移

6 疑似鳳頭燕鷗與黑嘴端鳳頭燕鷗的雜交子代，特徵為
具有同樣具有黑色嘴端、但嘴喙顏色偏黃與黑嘴端鳳
頭燕鷗的橘色嘴喙明顯不同，且體色偏灰，近年在兩
岸都有數筆目擊紀錄，可能有 2 隻以上。
從五峙山上的觀鳥屋往外看就可以觀察到的黑嘴端鳳頭燕鷗與其幼鳥。(洪崇航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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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資訊，浙江也在2015年進行了首次的燕鷗繫

路徑、度冬地點與其他可能的繁殖島嶼8。

放工作，並以紅色帶編碼的金屬環標誌了31隻
鳳頭燕鷗幼鳥7。

五、結語

由於2015年馬祖列島的燕鷗繁殖的狀況為

回顧這段「神話之鳥」黑嘴端鳳頭燕鷗的

近年來最佳，7月中旬在鐵尖島上觀察到有近

保育史，彷彿也是回顧了臺灣近代的歷史般，

千隻的鳳頭燕鷗幼鳥群聚，團隊便鎖定這批幼

從殖民時期由國外學者主導的大發現時代才初

鳥為主要繫放目標，希望能透過足旗與色環標

探其基礎生物與分布資訊後，隨著戰火的蔓延

識了解其存活率與播遷情形。由於黑嘴端鳳頭

與隨後的緊張形勢，陷入了長達近70年的渾沌

燕鷗與鳳頭燕鷗幼鳥在幼齡時外貌相似難以區

年代。不知可謂幸或不幸，在劍拔弩張的軍事

別，研究團隊在繫放作業結束2周後幸運地發

敏感區域下，燕鷗的繁殖島嶼才得以保存而未

現一隻帶有白藍足旗組合的黑嘴端鳳頭燕鷗幼

遭開發9，而隨後離島戰地政務的解除也適時的

鳥在鐵尖島出現，是世界第一筆黑嘴端鳳頭燕

銜接上社會保育意識的抬頭與各地鳥會興起之

鷗的繫放記錄。未來這隻幼鳥會在何時、何地

風，保護區也因而成立。發現後的15年間，隨

再次被目擊，將會是揭開黑嘴端鳳頭燕鷗神秘

著兩岸的交流逐漸頻繁與容易，加上來自國際

的生活史與族群動態的一大步。兩岸的研究團

的保育團體與賞鳥人士的參與，黑嘴端鳳頭燕

隊未來除了例行性的繫放與觀察工作，也將嘗
試利用衛星發報器探究黑嘴端鳳頭燕鷗的遷徙

8 台北鳥會曾在 2008 年在馬祖為 5 隻鳳頭燕鷗繫上衛
星發報器，其中兩顆紀錄器完整的紀錄到牠們到當年
冬季的移動路線，一隻延著大陸南方海岸南遷至越南
與柬埔寨交界處，另 1 隻跨越巴士海峽到菲律賓中部
的群島間度冬。

7 資料來源為 2015 年國際鳥盟發布的新聞

9 根據 Liu 等人 2009 在山東地區沿岸島嶼的調查指出，
過去此區域曾發現過黑嘴端鳳頭燕鷗的島嶼都已因人
為開發而未再見其蹤跡。

http://www.birdlife.org/asia/news/brave-efforts-pay-doublysuccessful-project-restore-colonies-chinese-crested-tern。

研究人員在島上架設霧網繫放燕鷗，套上腳環完成測量後便將燕鷗就地放飛。(杜秀良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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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在島上架設霧網繫放燕鷗，套上腳環完成測量後便將燕鷗就地放飛。(杜秀良 攝)

鷗的保育行動才得以落實。「神話之鳥」現已

天災或疾病引起的大規模覆滅危機。且除了繁

是馬祖家喻戶曉的明星物種，出海賞鷗也是地

殖地的保育之外，在度冬地的印尼、馬來西

方政府推動觀光的重要行程。大陸在近年也將

亞、菲律賓、越南、泰國等國家也應是未來應

黑嘴端鳳頭燕鷗改名為中華鳳頭燕鷗，並提高

爭取參與保育工作的夥伴。唯有建立此一完整

其保育級別至與熊貓同等的第一級，可見其重

的監測與保育網絡，我們方能確保黑嘴端鳳頭

視程度。雖目前三處繁殖地的誘引與保育工作

燕鷗在世上的族群已脫離險境，所謂的保育有

都獲得突破性的成果，但對於其與鳳頭燕鷗的

成、神話解謎之時才指日可待！

競爭─合作關係、棲地營造的各項細部因子(面

感謝林務局、連江縣政府與行政院科技部

積、坡度、植被)與天敵的掌控上，我們所知仍

之經費補助，浙江五峙山列島鳥類保護區管理

非常有限，未來仍須透過駐島研究員長期、耐

局之移地研究與生活照顧，東海水鳥研究群、

心的觀察與紀錄，方能有所突破。以目前的誘

臺大及台北鳥會鳥友協助燕鷗繫放工作，並特

引─保育策略而論，長期誘引燕鷗群聚於固定

別感謝馬祖梅花公主號船長吳洪官先生多年來

地點繁殖也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天敵聚集或加速

的支持與照顧。

疾病的傳染，未來應以分散或輪替的方式營造
其他適合保育經營的島嶼，方可降低因天敵、

【參考文獻逕洽作者】

Thalasseus bernsteini
2015年8月在鐵尖島拍攝到
帶有白藍足旗的黑嘴端鳳頭燕鷗幼鳥。
(王建華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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