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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达卢西亚地处欧非
两大洲之间，是每年
在两洲之间迁徙的候
鸟的必经之路。各种
鸟类的栖息地像马赛
克画一样散落在安达
卢西亚辽阔的土地
上，共有63个安达卢西亚禽类保护区(ZEPA)
，大部分都分布在当地的自然保护区内。

外出观赏鸟类因此而成了一个旅游项目。
由于本地鸟类研究资源丰富，公共设施完备
（观察站、接待中心、观景台……） 外出
观鸟活动既方便又廉价，只需要舒适的运动
鞋、合适的衣服（避免过于醒目的颜色）、
望远镜以及一本插图齐全的专用导游手册就
可以了。

多尼亚纳海滨湿地

安达卢西亚沿海和内地都有丰富的湿地资
源，是欧盟国家中数量最多、保护最好的地
区，共有20多个湿地被列入Ramsar名录。这
些湿地都具有重要的环保意义，因为这里是
欧洲很多候鸟越冬的大本营，也是非洲候鸟
向高纬度地区迁徙的中转站。

 
多尼亚纳海滨湿地是
西班牙最重要的海滨
湿地。

无论从繁殖方面还是
从迁徙和越冬方面来
看，多尼亚纳海滨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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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鸟辨别手册 

地都是欧洲南部最重
要的湿地。标志性的
濒危动物西班牙帝
雕、云石斑鸭、红
瘤白骨顶都在这里繁
殖。作为越冬栖息
地，也没有其它地方
可以与之相比（每年
有4万到8万只灰雁在
此过冬），水鸟种类不少于20种，数量占到
地中海西区的1%。
 
位于马拉加省的石头泉湖是一个重要的红鹳繁
殖地，这里的红鹳群是伊比利亚半岛最大的种
群，每年多达一万两千只红鹳在此筑巢。为了
方便研究，每当雏鸟生长到一定阶段，就要进
行捕捉，几百名志愿者参加这项工作，构成了
一个壮观的场面，也创下了记录。

阿马尔加湖、提斯卡
尔湖、索尼阿尔湖、
林孔湖、洛斯哈拉莱
斯湖、沙罗布拉尔
湖、孔德湖这些自然
保留地一起构成了南
科尔多瓦湿地保护
区。建议冬季前往，
可用棱镜望远镜观

察到以下禽类：紫水鸡、红头潜鸭、赤嘴潜
鸭、鸊鷉、白头硬尾鸭等，其中白头硬尾鸭
蓝喙立尾，非常容易辨认。

其它湿地保护区还有韦尔瓦省的奥迪埃尔海
滨湿地，在其中的恩梅迪奥岛，栖息着欧洲
最大的琵鹭群；加塔角的萨利纳斯也生活着
很多红鹳；阿德拉的阿尔布菲拉斯是白头硬

尾鸭的冬季大本营；
靠近多尼亚纳的巴哈
罗斯谷有很多濒危
鸟类生活在半自由状
态。

山地和猛禽

在卡索拉、塞古拉
和拉斯比加斯山，生活在河滨的鸟类与猛禽
和一些胡兀鹫共存。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
环境部有一个胡兀鹫回归的计划，一部分胡
兀鹫就是在这里放飞的。 在这个自然公园
里有叫瓜达兰庭胡兀
鹫护育中心，是和胡
兀鹫基金会合作建立
的。每到夏季，当地
的一些自愿者免费陪
同游客参观该中心以
及卡索拉濒危物种主
题中心。
北山生活着将近125
种鸟，其中20多种是
欧盟国家的保护鸟类，占欧盟受重视鸟类总
数的四分之一 。在这里可以看到黑鹳、蛇
鹰、黑鹫、灰喜鹊、鸱鸮、黄金鹂和蓝胸佛
法僧。

萨佛拉马贡岩一带有
很多西域兀鹫筑巢，
是安达卢西亚西部最
大的群落。这里有一
个鸟类研究演示观察
中心，里面的鹫巢录
像监控屏幕系统吸引
很多游人驻足观赏。

在内华达雪山生活着
60多种猛禽，是当
地主要鸟类。
在其它地方，如奥
纳楚埃罗斯、苏贝
第加山、卡尔德尼
亚和孟托罗、拉斯尼
埃维斯山、栓皮槠林

山、格拉萨雷马山和佩拉达山也都可以看到
猛禽，其中，欧洲最大的西域兀鹫群在格拉
萨雷马山，而安达卢西亚最大的黑鹫群在佩
拉达山。

直布罗陀海峡

欧洲西部所有的候鸟都是经过直布罗陀海峡
飞往非洲的。这里也是大西洋候鸟和地中海
候鸟交汇的地方，鸟类研究爱好者可以在当
地不同的观察站观察这些不同种类的候鸟。
鸟类交配后的迁徙飞行是非常壮观的场面。
每年蜂鹰、黑鸢、白鹳等候鸟“婚礼”后飞
经此地，场面之壮观在自然界实属少见。除
了天上飞的猛禽以外，在这个地区还可以见
到鸻、鸥、雀类动物等，甚至可以见到稀少
的雨燕和棕薮鸲。
2003年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环境部成立了
候鸟基金会以提高对直布罗陀候鸟迁徙情况
的重视并设立一个论
坛，宣传并保护直布
罗陀海峡地区重要的
环保和文化价值，自
愿者组织受基金会委
托协调承担海峡地区
候鸟的跟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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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情况：度夏候鸟
观赏地点：加的斯湾（3）
出现日期：四月至五月到夏末
观察提示：燕鸥在海滩觅食时很
容易被看到。它们常常慢慢靠近
猎物，随后猛扑上去捕获猎物。
燕鸥群很分散，而且越来越少。

迁徙情况：留鸟
观赏地点：萨佛拉马贡岩（44）
出现日期：全年。
观察提示：西域兀鹫很容易被
发现。繁殖中心靠近科利佩绿
色通道。

迁徙情况：留鸟
观赏地点：内华达雪山(2)
出现日期：全年
观察提示：观察较易, 领岩鹨
不惧生

迁徙情况：留鸟
观赏地点：巴哈罗斯谷（45）
出现日期：全年
观察提示：有几对红瘤白骨顶人
工饲养用于繁殖，观察较易。  

迁徙情况：留鸟
观赏地点：朗塞斯海滩（33）
出现日期：全年
观察提示：在哈拉河湿地边上以
及海滩上可以经常看到。

迁徙情况：留鸟
观赏地点：多尼亚纳海滨湿（1）
出现日期：全年， 但是以十月到
次年五月为佳，因为这段时期湿
地有水，而且游客较少。
观察提示：由于西班牙帝雕较为
稀少，虽然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观
察网，但是还是不易看到。一般
来说，它们比较喜欢栖息在河岸
边的大树上，以利观察四周动静。

迁徙情况：留鸟
观赏地点：佩拉达山和阿塞拉多
尔河岸（35）
出现日期：全年。
观察提示：很容易被发现。每当
热气流形成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它们在天空中盘旋，寻找腐肉。

迁徙情况：留鸟
观赏地点：加塔-尼哈尔角（4）
出现日期：全年
观察提示：杜氏百灵胆小避人，
但是叫声很容易识别。

迁徙情况：留鸟
观赏地点：阿德拉的阿尔布非
拉（38）
出现日期：全年
观察提示：数量很多，随处可
见。

迁徙情况：留鸟
观赏地点：拉斯尼埃维斯山
（15）
出现日期：全年
观察提示：啄木鸟数量很多，容
易看到。观察必须悄悄地进行。
啄木鸟飞行有节奏，叫声犹如刺
耳的笑声。

迁徙情况：留鸟
观赏地点：南科尔多瓦湿地浅
湖（40）
出现日期：全年，但是秋冬季
浅湖有水，很多禽类在此觅食
栖息。
观察提示：白头硬尾鸭是一种潜
鸭，典型的特征是高高竖起的尾
巴。雄性鸟的喙是蓝色的，很容
易辨认。

迁徙情况：中途休息短暂停留
的候鸟
观赏地点：直布罗陀海峡（6）
出现日期：十一月中旬到一月
初，七月份和八月份特别多。
观察提示：白鹳都是成群结队飞
行的，很容易被发现。观察网
点很好。刮东风的时候，它们常
常等候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
山谷里。

迁徙情况：留鸟
观赏地点：塞维利亚北山（18）
出现日期：全年
观察提示：鸱鸮为夜行动物，观
察有点儿麻烦。可利用黄昏时
分。十二月份和一月份为发情
期，活动相对活跃。

迁徙情况：留鸟
观赏地点：石头泉湖（41）
出现日期：如果盐湖有足够的水
的话，全年都有。
观察提示：观察较易，特别是三
月到七月的繁殖季节

迁徙情况：留鸟
观赏地点：马西纳山（16）
出现日期：常年
观察提示：观察较易，游隼喜欢
在高处观察动静，因此往往可以
在制高点上看到它们。

迁徙情况：度夏候鸟
观赏地点：奥迪埃尔海滨湿地的
恩梅迪奥岛（31）
出现日期：从一月份到七月份
观察提示：由于琵鹭群居筑巢，
往往十几对，甚至上百对聚集在
一起，因此观察较易。

迁徙情况：越冬候鸟
观赏地点：阿尔波拉非亚丛林
（52）
出现日期：秋冬季
观察提示：苍鹭是群居动物，容
易看到它们栖息在树枝上。

迁徙情况：越冬候鸟
观赏地点：萨尔萨泉公园（55）
出现日期：秋冬季
观察提示：在观察点上很容易看
到。黄昏时，50只灰鹤排成V字
形回到露宿地点，它们的叫声像
喇叭的声音。

迁徙情况：留鸟
观赏地点：卡索拉、塞古拉和拉
斯比加斯山（19）
出现日期：全年
观察提示：胡兀鹫由于数量很
少，行动很快，较难看到，但是
如果坚持一下的话，还是有机会
看到的。

-越冬候鸟：秋冬季到来，春天离开的候鸟。     -留鸟：不迁徙的鸟，有时为了寻找食物而长途飞行。
-度夏候鸟：春天到来筑巢繁殖、秋天离开飞往越冬栖息地的候鸟。     -中途休息的候鸟：在迁徙途中作短暂停留中途休息的候鸟。

紫水鸡

迁徙情况：留鸟
观赏地点：苏阿雷斯塘（47）
出现日期：全年
观察提示：紫水鸡是独居动物，
不易看到，需要深入小岛和北
湖岸边的草丛中寻找，才有机
会看到。

加里多山观景台 鸟类观察 彩鹮 普通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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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鸟地点

观鸟旅游
国家公园

自然公园

保护区

自然风景区

自然保留地

自然景点

其它

游客接待中心
问讯处
休闲区
观景台
观察站
自然教室
植物园
残疾人服务设施

湿地（海滨湿地、浅湖、
水库、滨海湖、泥炭田）

海岸栖所（海滨沙丘、海滨悬崖、海滩）

山岩和山洞栖所 
树林
帚状欧石南丛、灌木丛
放牧草场、田园牧场、草原

首府

居民人数超过100,000的城市

居民人数在20,000到100,000
之间的城市

居民人数在5,000到20,000之
间的城市

旅游机构

航空港

运动港

商业港

公路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省道

高铁

铁路   
    
旅游信息

人类遗产城市

人类遗产联合会

纪念宣言城市

里程碑城市

罗马Bética线路

Califato线路 

华盛顿欧文线路 

los Nazaríes线线

博物馆

城堡/城墙 

民间纪念碑

宗教纪念碑

古老遗迹

高尔夫

滑雪场

全景

山洞

观光洞穴

水上公园

娱乐场

动物园/水族馆

巨石纪念碑

浴场

饲养护理中心

多尼亚纳：靴雕、帝雕、鹗、白头鹞、针
尾鸭、灰雁、红角鸮、凤头麦鸡、大麻、
反嘴鹬、西域兀鹫、紫水鸡、领燕鸻、灰
林鸮、蓝胸佛法僧、云石斑鸭、燕鸥、黑
翅长脚鹬、鸬鹚、杜鹃、黑翅鸢、琵鹭、
红鹳、红瘤白骨顶、须浮鸥、白翅黄池
鹭、草鹭、金腰燕、灰鹤、游隼、白头硬
尾鸭、黑鸢、鸢、彩鹮、黑腹沙鸡、普通
鵟、翘鼻麻鸭、
灰喜鹊

内华达雪山：黄喉蜂虎、戴胜、白腹山
雕、伯劳、南方灰伯劳、松鸦、红嘴山
鸦、黑鹡、欧洲河乌、蓝矶鸫、喜鹊

加的斯湾：鹗、白头鹞、鲣鸟、针尾鸭、
凤头麦鸡、反嘴鹬、领燕鸻、燕鸥、黑翅
长脚鹬、鸬鹚、琵鹭、红鹳、须浮鸥、凤
头鸊鷉、翘鼻麻鸭

加塔-尼哈尔角: 白腹山雕、鹗、乌灰
鹞、白头鹞、鲣鸟、杜氏百灵、针尾鸭、
凤头麦鸡、反嘴鹬、鸱鸮、领燕鸻、蓝胸
佛法僧、燕鸥、黑鹳、黑翅长脚鹬、黑
鹡、鸬鹚、琵鹭、红鹳、草鹭、金腰燕、
游隼、黑腹沙鸡、蓝矶鸫、小鸨、凤头鸊
鷉、翘鼻麻鸭

拉-布莱尼亚和巴尔巴特海滨湿地： 鹗、
黑翅长脚鹬、游隼、红鹳

直布罗陀海峡：靴雕、蛇鹰、帝雕、白腹
山雕、鹗、金雕、乌灰鹞、鲣鸟、鹱、西
域兀鹫、黄爪隼、白鹳、黑鹳、蜂鹰、游
隼、黑鸢、鸢

德斯佩尼亚佩罗斯山隘：靴雕、蛇鹰、白
腹山雕、金雕、鸱鸮、西域兀鹫

栓皮槠林山： 戴胜、靴雕、蛇鹰、白
腹山雕、乌灰鹞、伯劳、埃及秃鹫、松
鸦、红角鸮、鸱鸮、西域兀鹫、灰林鸮、
黑鹳、杜鹃、金腰燕、游隼、黑鸢、普
通鵟、喜鹊

安杜哈尔山：靴雕、蛇鹰、白腹山雕、金
雕、伯劳、埃及秃鹫、鸱鸮、西域兀鹫、
黑鹫、黑鹳

阿拉塞纳山和阿罗切峰：靴雕、蛇鹰、金
雕、鸱鸮、西域兀鹫、黑鹫、灰林鸮、黑
鹳、金腰燕、黑鸢、鸢

卡尔德尼亚和蒙托罗山：靴雕、蛇鹰、帝
雕、白腹山雕、金雕、鸱鸮、黑鹫、西域
兀鹫、黑鹳、黑鸢、鸢

卡斯特利尔山：金雕、埃及秃鹫、西域兀
鹫、游隼 鸢

格拉萨雷马山：靴雕、蛇鹰、白腹山雕、
金雕、伯劳、埃及秃鹫、松鸦、红角鸮、
鸱鸮、西域兀鹫、灰林鸮、黄爪隼、红嘴
山鸦、杜鹃、金腰燕、游隼、黑鸢、绿啄
木鸟、普通鵟、蓝矶鸫、喜鹊

奥尔纳楚埃罗斯山：靴雕、帝雕、白腹山
雕、金雕、伯劳、埃及秃鹫、红角鸮、鸱
鸮、西域兀鹫、黑鹫、灰林鸮、黑鹳、游
隼、黑鸢、鸢、普通鵟

拉斯尼埃维斯山：黄喉蜂虎、靴雕、蛇
鹰、白腹山雕、金雕、伯劳、南方灰伯
劳、松鸦、鸱鸮、黑鹡、杜鹃、游隼、绿
啄木鸟、蓝矶鸫、喜鹊

马西纳山：黄喉蜂虎、蛇鹰、白腹山雕、
金雕、黑鹡、游隼、黑腹沙鸡、蓝矶鸫

马利亚-洛斯贝雷斯山：黄喉蜂虎、戴
胜、靴雕、蛇鹰、金雕、松鸦、红角鸮、
鸱鸮、西域兀鹫、灰林鸮、黑鹡、杜鹃、
游隼、绿啄木鸟、
普通鵟、蓝矶鸫、喜鹊

卡索拉、塞古拉和拉斯比加斯山：黄喉蜂
虎、靴雕、蛇鹰、白腹山雕、金雕、南方
灰伯劳、埃及秃鹫、松鸦、红角鸮、凤头
麦鸡、鸱鸮、西域兀鹫、灰林鸮、红嘴山
鸦、杜鹃、金腰燕、游隼、黑鸢、鸢、欧
洲河乌、绿啄木鸟、胡兀鹫、灰喜鹊、普
通鵟、蓝矶鸫、
喜鹊

特赫达、阿尔米哈拉和阿拉马山：戴胜、
蛇鹰、白腹山雕、金雕、伯劳、南方灰伯
劳、红角鸮、鸱鸮、灰林鸮、红嘴山鸦、
黑鹡、杜鹃、金腰燕、游隼、绿啄木鸟、
普通鵟、蓝矶鸫、喜鹊

苏贝第加斯山：黄喉蜂虎、戴胜、靴雕、
蛇鹰、白腹山雕、金雕、乌灰鹞、伯劳、
南方灰伯劳、埃及秃鹫、松鸦、红角鸮、
鸱鸮、西域兀鹫、灰林鸮、蓝胸佛法僧、
黄爪隼、杜鹃、金腰燕、游隼、黑鸢、
鸢、绿啄木鸟、
普通鵟、蓝矶鸫、喜鹊

马罗山-戈尔多海滨悬崖：戴胜、白腹山
雕、鲣鸟、鸬鹚、游隼、鹱

辛巴拉瀑布：靴雕、帝雕、白腹山雕、
金雕、鸱鸮、黑鹳、黄喉蜂虎、埃及秃
鹫、灰林鸮

加伊坦内斯峡谷：戴胜、靴雕、白腹山
雕、金雕、松鸦、红角鸮、鸱鸮、西域兀
鹫、灰林鸮、红嘴山鸦、杜鹃、金腰燕、
游隼、绿啄木鸟、普通鵟、蓝矶鸫、
喜鹊

多明戈-卢比奥河滨潮淹区：白头鹞、针
尾鸭、灰雁、凤头麦鸡、反嘴鹬、领燕

鸻、燕鸥、黑翅长脚鹬、鸬鹚、琵鹭、红
瘤白骨顶、须浮鸥、白翅黄池鹭、苍鹭、
草鹭、金腰燕、游隼、黑鸢、
灰喜鹊

叶索-德-索尔巴斯卡斯特地貌区：白腹山
雕、鸱鸮、蓝胸佛法僧、黑鹡、金腰燕、
游隼、蓝矶鸫

大湖：苍鹭、云石斑鸭、
白头硬尾鸭

巴洛斯和拉斯马德雷斯湖：针尾鸭、灰
雁、凤头麦鸡、紫水鸡、云石斑鸭、鸬
鹚、红瘤白骨顶、须浮鸥、
白翅黄池鹭、草鹭、黑鸢

贝尔梅哈山的洛斯雷阿莱斯： 靴雕、
白腹山雕、金雕、鸱鸮、游隼

克里斯第纳岛海滨湿地：黄喉蜂虎、鹗、
白头鹞、伯劳、南方灰伯劳、针尾鸭、凤
头麦鸡、反嘴鹬、领燕鵆、燕鸥、黑翅长
脚鹬、鸬鹚、琵鹭、红鹳、须浮鸥、草
鹭、金腰燕、灰喜鹊、翘鼻麻鸭

奥迪埃尔海滨湿地：鹗、白头鹞、针尾
鸭、灰雁、凤头麦鸡、反嘴鹬、领燕鸻、
燕鸥、白鹳、黑翅长脚鹬、鸬鹚、琵鹭、
红鹳、须浮鸥、白翅黄池鹭、草鹭、黑
鸢、鸢、普通鵟、翘鼻麻鸭

龙毕多比埃德拉斯和佛莱恰河海滨湿地：
黄喉蜂虎、戴胜、白头鹞、针尾鸭、凤头
麦鸡、反嘴鹬、领燕鸻、燕鸥、黑鹳、
黑翅长脚鹬、鸬鹚、琵鹭、红鹳、须浮
鸥、灰喜鹊

朗塞斯海滩：白头鹞、反嘴鹬、黑翅长脚
鹬、彩鸛、环颈鸻、金眶鸻、红脚鹬、燕
鸥、鲣鸟、鹱

克莱斯特吉纳山：白腹山雕、西域兀
鹫、黑鹡

佩拉达山和阿塞拉多尔河滨：靴雕、蛇
鹰、金雕、伯劳、松鸦、红角鸮、黑
鹫、灰林鸮、黑鹳、杜鹃、黑鸢、普通
鵟、喜鹊

安特克拉的托卡尔山：白腹山雕、金雕、
南方灰伯劳、埃及秃鹫、鸱鸮、蓝胸佛法
僧、杜鹃、游隼、黑鸢、
普通鵟、蓝矶鸫

恩第纳斯萨比纳尔岬：黄喉蜂虎、白头
鹞、针尾鸭、凤头麦鸡、反嘴鹬、领燕
鸻、云石斑鸭、燕鸥、黑翅长脚鹬、鸬
鹚、红鹳、须浮鸥、草鹭、白头硬尾鸭、
翘鼻麻鸭

阿德拉的阿尔布非拉：白头鹞、针尾鸭、
领燕鸻、紫水鸡、云石斑鸭、燕鸥、鸬
鹚、红鹳、须浮鸥、白翅黄池鹭、
白头硬尾鸭、翘鼻麻鸭

埃斯佩拉的恩多雷伊科自然保留地群
落：白头鹞、紫水鸡、云石斑鸭、黑翅
长脚鹬、红鹳、红瘤白骨顶、须浮鸥、
白头硬尾鸭

南科尔多瓦湿地浅湖群：针尾鸭、凤头麦
鸡、反嘴鹬、紫水鸡、领燕鸻、黑翅长脚
鹬、红鹳、红瘤白骨顶、须浮鸥、苍鹭、
白头硬尾鸭、黑鸢、
翘鼻麻鸭

石头泉湖：白头鹞、凤头麦鸡、反嘴
鹬、紫水鸡、领燕鸻、云石斑鸭、黄爪
隼、黑翅长脚鹬、红鹳、环颈鸻、金眶
鸻、红脚鹬

梅迪纳湖：白头鹞、针尾鸭、凤头麦鸡、
反嘴鹬、紫水鸡、云石斑鸭、黑翅长脚
鹬、琵鹭、红鹳、红瘤白骨顶、须浮鸥、
苍鹭、白头硬尾鸭、翘鼻麻鸭

波尔第尔湖：针尾鸭、黑翅长脚鹬、紫水
鸡、鸬鹚、琵鹭、红瘤白骨顶、白翅黄池
鹭、草鹭、彩鸛、凤头鸊鷉

萨佛拉马贡岩：白腹山雕、埃及秃鹫、鸱
鸮、西域兀鹫、游隼

巴哈罗斯谷：紫水鸡、云石斑鸭、黑鹳、
白鹳、红瘤白骨顶、白翅黄池鹭、草鹭、
灰鹤、白头硬尾鸭、彩鸛

阿巴霍田园牧场：云石斑鸭、琵鹭、红
鹳、红瘤白骨顶、黑鸢、须浮鸥、反嘴
鹬、灰雁、白鹳、寒鸦

苏阿雷斯塘：白头鹞、云石斑鸭、黑翅长
脚鹬、红瘤白骨顶、白翅黄池鹭、草鹭、
白头硬尾鸭

布伊特雷拉斯岩：西域兀鹫

圣安德烈斯岛：燕鸥、鸬鹚

特雷罗斯岛和内格拉岛：黑鹡

波克隆岬：黑翅长脚鹬、红鹳

阿尔波拉非亚丛林：鹗、凤头麦鸡、反
嘴鹬、紫水鸡、黄爪隼、黑翅长脚鹬、鸬
鹚、白翅黄池鹭、草鹭、黑鸢、彩鸛

瓜迪阿多河谷：乌灰鹞、大鸨、蓝胸佛法
僧、黄爪隼、黑鹳、黑翅鸢、灰鹤、黑腹
沙鸡、小鸨

塞维利亚郊区： 乌灰鹞、大鸨、领燕
鸻、黄爪隼、黑腹沙鸡、沙鸡、小鸨、黑
翅鸢、蓝胸佛法僧、黑鸢、鸢

萨尔萨泉公园：灰鹤

埃尔巴杜尔湖：白头鹞、凤头麦鸡、紫水
鸡、杜氏百灵

阿巴霍山： 杜氏百灵

贝塔-拉-帕尔马： 灰燕、紫水鸡、云
石斑鸭、红鹳、草鹭、白头硬尾鸭、彩
鸛、细嘴鸥

北山：黄喉蜂虎、戴胜、靴雕、蛇鹰、帝
雕、金雕、伯劳、埃及秃鹫、红角鸮、鸱
鸮、西域兀鹫、黑鹫、灰林鸮、蓝胸佛法
僧、黑鹳、游隼、黑鸢、鸢、灰喜鹊、普
通鵟、蓝矶鸫

更多资讯：

参观游览

猫头鹰蓝胸佛法僧绿头鸭黄喉蜂虎 针尾沙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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