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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內惟埤
文／鄧柑謀（高雄市左營高中退休老師）

每個人的心目中都有一個湖，那是一個夢，一個嚮往。梭羅筆下的華登湖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敘述著一個

簡單、自然、沒有壓力的環境。而我心中的湖，就是高美館的人工湖，它的前身叫內惟埤，無論清晨或黃

昏，總愛繞著湖邊繞個幾圈，看一下自然的風景，聽一聽萬物的聲音，這樣的生活非常的愜意，完全的沒有

壓力。

紅嘴黑鵯白頭型

雀榕－鳥餐廳

園區內種植許多的雀榕，大自然似乎早有安排，每一棵雀榕

果實成熟時間不一，這恰好提供園區內眾鳥兒不同時間內所需的食

物，只要駐足在雀榕果實成熟的樹下片刻，園區內本地的留鳥如白

頭翁、綠繡眼、樹鵲、五色鳥、紅嘴黑鵯及秋冬時期南下度冬的冬

候鳥如赤腹鶇、白腹鶇、白眉鶇、藍磯鶇等都會光臨雀榕鳥餐廳用

餐。

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一隻紅嘴黑鵯白頭型的光臨，此種鳥兒外型

與紅嘴黑鵯無異，但特別的是，頭部完全白色，發現牠時，還以為

是白頭鶇，但白頭鶇棲息於中海拔山區，應不太可能出現在都會區

的內惟埤，待拿起望遠鏡一瞧，真是發現寶了，趕快以百米的速度

跑回家拿攝影裝備，為園區記錄此一特別的鳥種。紅嘴黑鵯白頭型

亞種（leucocephalus）分布於東亞，在台灣只有零星的出現（曾出

現於澎湖花嶼、東引、野柳、台灣大學），牠出現於園區頗令人驚

訝，當然又是重砲雲集，遠從台灣各地前來觀賞牠，園區又再度掀

起拍鳥、賞鳥的人潮。

紅嘴黑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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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賞蜻蜓

沿著湖畔觀賞蜻蜓，褐班蜻蜓可說是迎賓客，

無論清晨、中午或黃昏總會看到他們在某個角落處

來回巡弋飛行，飛累了就找個停棲點休息一下，枯

枝、葉端或小草都是他的停棲點，有時一根枯枝停

著三四隻也不為過，雄蟲數量遠遠超過雌蟲，所以

爭風吃醋在所難免，常見到牠們在雌蟲面前表演追

逐飛行的技巧，動作快者，趁著雌蟲停棲時，來個

霸王硬上弓，從天而降以尾巴的肛附器直接抓住雌

蟲的頸部，若獲得雌蟲的青睞，雌蟲便會翹起尾

巴，伸至雄蟲第二腹節的儲精囊，完成交配的動

作，隨後雄蟲便定點飛行，監視著雌蟲在水面上點

水的產卵動作，而雌蟲產卵後，會用後腳摩擦尾巴

的產卵器，再以極快的速度以尾巴點水，這動作似

乎在清洗牠的尾巴，而此時就是拍攝雄蟲定點振翅

飛翔及雌蟲點水產卵的的最佳時機。

最有意思的是夜遊蜻蜓，總在黃昏前才會出

現，牠們分布在沼澤、池塘、湖泊等靜水域，偏好

水較深的環境，內惟埤的靜水環境剛好適合牠們的

習性。雄蟲飛行的方式頗為特別，牠沿著湖畔有草

的水岸巡邏，以定點盤旋及快速位移來交互進行

著，想要拍攝到牠真的很困難；運氣好的話，就是

當他發現有雌蟲，兩者相互追逐一陣子之後，行完

周公之禮，也會如褐班蜻蜓般，定點飛行監視著雌

蟲在水面上點水的產卵動作，才有機會拍到牠。

橙班蜻蜓大都在行政中心旁的荷花池活動，只

有少部分在湖畔邊，因此在此要看到雌蟲的機會幾

乎微乎其微，但很幸運地，在去年八月底的早晨，

竟發現到一隻剛羽化的雌蟲，由於其翅脈尚未完全

開展，表示尚無飛行的能力，所以是好好與他親近

的好機會，靠近牠時，只見牠以腳步行，微微移動

著，牠甚至爬到你的手指頭上，於是把手指頭靠在

一棵黃金露花上，讓牠爬至紫色花朵上，之後慢慢

地看他撐開翅脈，待翅脈完全開展，充滿體液時，

便見牠展翅高飛，生命之歌於是響起、也恭喜牠開

始展開生命的旅程，去完成傳宗接代的神聖使命。

雄蟲監視雌蟲

雌蟲點水產卵

夜遊蜻蜓交尾

夜遊蜻蜓雄蟲定點飛行 橙班蜻蜓雌蟲

橙班蜻蜓雄蟲



98 99藝術認證ART  ACCREDITING

Story of Neiweipi 埤 仔 內 的 故 事NO.75 Aug 2017 NO.75 Aug 2017

湖畔賞蜻蜓

沿著湖畔觀賞蜻蜓，褐班蜻蜓可說是迎賓客，

無論清晨、中午或黃昏總會看到他們在某個角落處

來回巡弋飛行，飛累了就找個停棲點休息一下，枯

枝、葉端或小草都是他的停棲點，有時一根枯枝停

著三四隻也不為過，雄蟲數量遠遠超過雌蟲，所以

爭風吃醋在所難免，常見到牠們在雌蟲面前表演追

逐飛行的技巧，動作快者，趁著雌蟲停棲時，來個

霸王硬上弓，從天而降以尾巴的肛附器直接抓住雌

蟲的頸部，若獲得雌蟲的青睞，雌蟲便會翹起尾

巴，伸至雄蟲第二腹節的儲精囊，完成交配的動

作，隨後雄蟲便定點飛行，監視著雌蟲在水面上點

水的產卵動作，而雌蟲產卵後，會用後腳摩擦尾巴

的產卵器，再以極快的速度以尾巴點水，這動作似

乎在清洗牠的尾巴，而此時就是拍攝雄蟲定點振翅

飛翔及雌蟲點水產卵的的最佳時機。

最有意思的是夜遊蜻蜓，總在黃昏前才會出

現，牠們分布在沼澤、池塘、湖泊等靜水域，偏好

水較深的環境，內惟埤的靜水環境剛好適合牠們的

習性。雄蟲飛行的方式頗為特別，牠沿著湖畔有草

的水岸巡邏，以定點盤旋及快速位移來交互進行

著，想要拍攝到牠真的很困難；運氣好的話，就是

當他發現有雌蟲，兩者相互追逐一陣子之後，行完

周公之禮，也會如褐班蜻蜓般，定點飛行監視著雌

蟲在水面上點水的產卵動作，才有機會拍到牠。

橙班蜻蜓大都在行政中心旁的荷花池活動，只

有少部分在湖畔邊，因此在此要看到雌蟲的機會幾

乎微乎其微，但很幸運地，在去年八月底的早晨，

竟發現到一隻剛羽化的雌蟲，由於其翅脈尚未完全

開展，表示尚無飛行的能力，所以是好好與他親近

的好機會，靠近牠時，只見牠以腳步行，微微移動

著，牠甚至爬到你的手指頭上，於是把手指頭靠在

一棵黃金露花上，讓牠爬至紫色花朵上，之後慢慢

地看他撐開翅脈，待翅脈完全開展，充滿體液時，

便見牠展翅高飛，生命之歌於是響起、也恭喜牠開

始展開生命的旅程，去完成傳宗接代的神聖使命。

雄蟲監視雌蟲

雌蟲點水產卵

夜遊蜻蜓交尾

夜遊蜻蜓雄蟲定點飛行 橙班蜻蜓雌蟲

橙班蜻蜓雄蟲



100 101藝術認證ART  ACCREDITING

Story of Neiweipi 埤 仔 內 的 故 事NO.75 Aug 2017 NO.75 Aug 2017

鵲鴝爸爸餵食幼鳥

大榕樹與鵲鴝

高美館行政大樓旁一棵大榕樹，靠著綠葉的光合作用與大

自然的雨水，除長出滿樹的綠葉與果實養活其他生物，並將其

落葉與落果滋養土壤或土裡的微生物，這棵大榕樹從未耗損周

遭環境資源，相反地還大方回饋整個大地，讓其他生命可以繁

衍滋生，這就是所謂的「樹木的思考」。

在不怎麼引人注意的角落裡從旁走過，樹下除了大片落葉

外，並未發現有何特別之處，其實在這塊土地裡，暗藏著滋養

生物的玄機。只要駐足久一點，便有驚奇之喜：一隻公雀鴝會

帶著二隻小鵲鴝在此覓食，這隻公鵲鴝著實厲害，只見牠在地

上啄了幾下，一隻隻肥美的雞母蟲便已上手，而兩隻幼鳥則跟

隨其後，當發現親鳥捕獲獵物時，較主動的幼鳥隨即開著黃口

衝到地面上索食，親鳥也立即餵食，餵完之後不知何故隨即會

將之趕走，大概是認為，小寶貝，你還未長大，還是乖乖待在

樹上，地面上太危險；而另一隻幼鳥，似乎較為乖一點，會乖

乖等著親鳥把食物送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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澡堂洗澡秀

炎炎夏日，游泳池裡塞滿了人，而在園區螢火

蟲復育區的一處水道也塞滿了鳥。看來愛泡水沖涼

並不是只有人類，鳥兒也愛玩水、泡澡。

在此處洗澡的鳥兒，白頭翁、斑文鳥、樹鵲是

常客；小灣嘴則總是在下午黃昏時準時報到，而野

鴝到此洗澎澎的畫面則是園區稀少的紀錄，冬候鳥

如赤腹鶇、在北返之前的三月中旬之後則是常客，

而此處最震撼的是突然飛下一隻黃山雀下到澡堂洗

澡；黃山雀是棲息於台灣中海拔森林，是台灣特有

種，會出現在低海拔的都會區，真的令人震撼與懷

疑，或許是被人類捕捉關在籠子裡，後又被棄養放

出來的吧！

每種鳥下到澡堂的神情與姿態都不同，班文鳥

洗澡的姿態最文雅，只見牠們微微張開翅膀，讓下

半身泡入水中，再用翅膀在水中打水；而洗澡姿態

最粗獷的非小彎嘴莫屬，牠們在一瞬間幾乎把全身

泡入水中，並震動雙翅，透過鏡頭可攝得水花四濺

的精彩畫面，然後再突然從水裡冒出，由於身體頗

為粗獷，當全身濕透之時，望之猶如落湯雞。

一處的小水道，看似不起眼，但背後確有著這

麼一段精彩的鳥故事。

    

歡樂的邀請

在繞湖走的路途中，你可停下腳步，看看初秋

時節鑲著金黃花朵的台灣欒樹、結滿果實的雀榕，

在湖畔草澤處飛行美麗的蜻蜓，以及巧遇的蟲鳥生

態趣事等等，真的就如梭羅在湖濱散記所描述的：

「每一天的早晨與黃昏，都是一個歡樂的邀請，我

的生活如是真樸，我看見了自然的面目」。

黃山雀出現在高美館令人驚訝

小彎嘴洗澡姿勢粗獷 野鴝也到澡堂清涼一下

斑文鳥洗澡姿勢優雅鵲鴝也是澡堂常客

白頭翁從水中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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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或許是被人類捕捉關在籠子裡，後又被棄養放

出來的吧！

每種鳥下到澡堂的神情與姿態都不同，班文鳥

洗澡的姿態最文雅，只見牠們微微張開翅膀，讓下

半身泡入水中，再用翅膀在水中打水；而洗澡姿態

最粗獷的非小彎嘴莫屬，牠們在一瞬間幾乎把全身

泡入水中，並震動雙翅，透過鏡頭可攝得水花四濺

的精彩畫面，然後再突然從水裡冒出，由於身體頗

為粗獷，當全身濕透之時，望之猶如落湯雞。

一處的小水道，看似不起眼，但背後確有著這

麼一段精彩的鳥故事。

    

歡樂的邀請

在繞湖走的路途中，你可停下腳步，看看初秋

時節鑲著金黃花朵的台灣欒樹、結滿果實的雀榕，

在湖畔草澤處飛行美麗的蜻蜓，以及巧遇的蟲鳥生

態趣事等等，真的就如梭羅在湖濱散記所描述的：

「每一天的早晨與黃昏，都是一個歡樂的邀請，我

的生活如是真樸，我看見了自然的面目」。

黃山雀出現在高美館令人驚訝

小彎嘴洗澡姿勢粗獷 野鴝也到澡堂清涼一下

斑文鳥洗澡姿勢優雅鵲鴝也是澡堂常客

白頭翁從水中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