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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明

炎夏的9月天屬於賞鳥的淡季，但

鳥訊群組一直不斷有鳥友發表南投縣集

集鎮大眾廟領角鴞育雛照片，一開始是

公鳥或母鳥單隻站在洞前照片，經過2

週，眼尖的鳥友發表領角鴞夫妻站在洞

前的同框相片，表示進入孵蛋期了。九

月下旬正逢赤腹鷹過境，我和老婆依照

往例前往墾丁賞鳥。接著光輝十月又

是國慶鳥�灰面鵟鷹過境，依舊和老婆

夜宿墾丁青年活動中心一晚，欣賞鷹群

遷移至菲律賓的大自然奇景。等到群組

成員大力播放領角鴞夫妻和三隻小寶寶

的全家福照片，我知道再不去就為時已

晚。

週五晚上學弟來電，建議我早上

先去集集拍領角鴞育雛，下午轉去鰲鼓

拍鸕鶿育雛，因為鰲鼓南堤下午順光，

並要留意天氣，東北季風來時要注意保

暖。配合老婆週末晚起的習慣，約定8

點出發。6點起床，插上電壺爐煮開水

的同時，先暖身打太極拳。接著用電動

磨豆機研磨巴拿馬藝妓淺焙咖啡豆，咖

啡果香四溢，滿室芬芳，啜飲一小口，

苦中帶甘。再將咖啡倒入雙層玻璃瓶，

可以保持數小時原味不變，若放在不鏽

鋼保溫瓶容易變酸變苦。同時泡了普洱

茶，削了蘋果，準備一日賞鳥。

8點準時出發，中途在古坑休息站

稍作停留，下了竹山交流道，轉入集

集外圍縣道，兩旁甕仔雞餐廳林立，預

定回程時可以大塊朵頤。定位Google 

Map，大眾廟很快找到，旁邊的公園停

車場早已客滿。事前從媒體看到廟方為

了賞鳥遊客停車方便，主動協調和平國

小假日開放操場供停車，我順利停在操

場旁的小葉欖仁樹蔭下，感謝廟方善意

安排和學校敦親睦鄰的善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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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右側一棵700年的老樟木，盤

根錯節的樹頭圍繞一圈紅布，主幹粗

壯，高大挺拔，綠葉扶疏，生命力無

窮，靈氣十足，六層樓高的古樹有如神

木，鎮守大眾廟。約三層樓高的樹幹上

有個50公分高的自然樹洞，正好提供

給不會築巢的領角鴞最佳育雛點。這七

年來一直都有領角鴞每年在此育雛，只

是廟方低調並未公布。今年9月領角鴞

夫妻開始產卵孵蛋，大部分時間公鳥外

出獵食，母鳥負責孵蛋。領角鴞屬於夜

行性的貓頭鷹，夜間獵食，白天佇立洞

前閉目養神。眼尖的鳥友拍照後po在

群組，立刻引起騷動，就像致命的吸引

力，吸引全省各地鳥友前來拍照。沒有

拍到夫妻同框的畫面算是不及格，一定

要補考。領角鴞羽毛天生具有保護色的

能力，羽色能融合週遭環境顏色，維妙

維肖，像極樟木樹皮，不動如山時，若

不仔細觀察，不容易發現。

10：20來到廣場，現場約有80

餘鳥迷架好長鏡頭照相機對準樹洞，

有如小型迫擊砲，一字排開，十分壯

觀。但是好的位置早已擠滿，選了幾

個位置，不是仰角過高，就是部分被

樹葉遮掩，視野不是很清晰。最後選

了距離最遠，從樹葉隙縫中的特定角

度，可以拍照整個洞穴，再退一步就是

車道。此時，母鳥已經站在洞口右下

方閉目養神，彷如老僧入定，試拍幾

張，效果還好。為了拉近距離，加了

1.4倍的加倍鏡，同時調整相機內部設

定從全片幅改為1.6倍。如此原來鏡頭

500mm*1.4*1.6=1,120mm，目標變大

了。幾位熟識的鳥友過來寒暄，有些已

經來三次，從單隻，公母同框，正等待

全家福5隻同框畫面。有些鳥友和我一

樣初次報到，只求拍到就好。根據資深

鳥友描述，領角鴞喜歡清晨或黃昏獵

食，今早7點前公鳥獵食回洞，將獵物

交給母鳥育雛，此時領角鴞活動力強，

雙眼炯炯有神，是拍照最佳時機，或者

黃昏時捕捉全家福站在洞前的溫馨畫

面。甚至有熱情鳥迷夜宿當地民宿，為

了捕捉不同畫面，晚上繼續拍照，精神

實在可嘉。廟方為了保護領角鴞，規定

夜間不得使用閃光燈，只能利用遠處兩

盞路燈的昏暗光線，使用慢速快門，依

然能夜間拍攝。九點過後禁止拍攝，留

給領角鴞一個清靜夜晚。

約莫過了20分鐘，一隻雛鳥突然

從洞內走出來，撒驕地依偎在母鳥身

旁，小小的嘴喙緊貼母鳥的臉龐，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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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自然可愛。雛鳥白色胎毛尚未完全

脫落，身上羽毛較淡，搭配圓滾滾的雙

眼，好奇的東張西望洞外的世界，真是

天真無邪。此時樹下的相機群快門聲四

起，為了就是捕捉母子情深，自然流露

的溫馨畫面。但母鳥隨即閉目休息，不

理會雛鳥的撒驕。雛鳥還沒有保護色能

力，無法融入洞穴的週遭顏色。此時，

來了幾位單車騎士，看到這麼大陣仗，

紛紛下車詢問，這麼多人在做啥？循著

相機瞄準的方向，看到貓頭鷹，直呼太

可愛了。還半開玩笑的說這裡不僅賞

鳥，還可以見到台灣經濟奇蹟的縮影，

有70餘隻長鏡頭相機，平均一隻20萬

元，這裡就有1,400萬元，而且大家很

遵守防疫規定，每個人都戴口罩。可見

隨著生活富裕，數位照相機的迅速發

展，拍鳥賞鳥的人口逐漸增加。

接近中午時分，廟方準備了數十

份的便當、香蕉、瓶裝水置於桌上，供

鳥友自行取用，真是設想週到，鳥友戲

稱集集大眾廟是五星級的賞鳥地點。廟

方以人為本的想法，不求回報，難怪香

火鼎盛。尤其是對領角鴞育雛的貼心保

護，免除人為騷擾，營造良好生態環

境，領角鴞自然年復一年回來育雛。加

上今年報紙及電視台也來集集專題採

訪，報導樟樹下育雛的領角鴞家庭，使

得聞風而來的觀賞民眾愈來愈多，大眾

廟維護生態的聲名大噪，遠近馳名。此

時有幾位鳥友持望眼鏡搜索樹叢，發現

公鳥及大寶二寶分別站在隱密的枝幹上

休息，我也過去瞧瞧，只是仰角太高，

視野被樹葉遮蔽，不易拍照。雖然沒有

拍到公母鳥及三隻小鳥全家福畫面，但

拍到母子同框，已是不虛此行。

13：50感覺有點餓，還有鰲鼓鸕鶿

育雛要拍照，趕緊添了香油錢，感謝廟方

支持動物保育生態。驅車前往鰲鼓，進入

集集市郊，隨便找一家有停車場的甕仔雞

品嚐風味餐。點了半隻甕仔雞，但店家生

意太好，只有全雞沒有提供半雞，只好作

罷。改點客家小炒、涼拌過貓、醃筍炒蛋

及竹筍湯。其中涼拌過貓的沾醬特別好吃

與眾不同，感覺混合醬油、醋、芥末、芝

麻、昆布等，結帳時特別讚賞這道菜，老

闆娘說北部有個客戶每次來用餐必吃三

盤。今天算是幸運，沒吃到甕仔雞，卻品

嚐不同過貓，算是賺到。

從山區到海邊距離遠，到了嘉義

鰲鼓已是16：30，第一次來到，路況

不熟，沿著北堤，沒看到鳥。轉入南

堤，一群紅嘴鷗在藍天飛翔，白鷺鷥站

在路邊，鸕鶿在遠處樹梢活動，幾位鳥

友正在拍照，我知道育雛的鳥點到了。

走上二層樓高的堤防上，視野開闊，大

約200公尺寬的水池外，一棵木麻黃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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梢頂端築有一巢，一隻鸕鶿成鳥正在四

處張望，翅膀下有兩隻雛鳥探頭。聽隔

壁的鳥友說鸕鶿屬於冬候鳥，來台渡

冬，春天飛回棲息地繁殖，這是第一次

在台灣繁殖的首例，特別引人注目。只

可惜距離太遠，無法拍到毛色等細節，

記錄就好。眼看天色漸暗，由於路況

不熟，提早回家。來到61西濱快速公

路，紅橙橙的夕陽，斜掛西方，彩霞滿

天。只可惜開車中無法停下來拍照，不

久日頭落入雲後，餘暉散盡，沒入黑

暗。我滿足的眼帶笑意，和老婆度過一

個精彩的週末，看了領角鴞家族，品嚐

集集風味餐，拍了育雛鸕鶿，欣賞夕陽

餘暉，下次領角鴞育雛時我還會再來。

留鳥，臺灣特有亞種，鴟鴞

科，角鴞屬，身長23cm∼25cm，

是臺灣角鴞屬中最大的鴞，為中小

型貓頭鷹，眼睛為橙紅色，體灰褐

色，密布淡褐斑紋，有一對豎立如

耳朵的角羽，和不甚明顯之黑色蟲

蠹斑，腳趾部分沒有羽毛。

屬於夜行性猛禽，畫伏夜

出，不易發現。喜歡吃昆蟲類、兩

爬類、鳥類、小型哺乳動物類。

常棲息在低海拔的闊葉林

中，其生活環境和人類最接近。

晚間常可聽到牠發出單調「勿－

勿－勿」的鳴叫聲。

以樹洞營巢，但也會利用檳

榔葉的基部築巢。一次繁殖生約

3∼5顆卵。領角鴞相當能適應人

類改變過的環境，甚至於在市區

內樹木較多的公園、校園都偶有

出現記錄，是臺灣唯一能在都市

內見到的貓頭鷹。

保育等級：第二級珍貴稀有

保育類野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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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松文

依據「竹山鎮志」人物志，介紹

先岳父黃啟奏先生如下：黃啟奏，本

鎮中央里後埔仔獅尾堀人，明治25年

（西元1892）7月1日生，大正二年

（西元1912）「台灣總督府（日）國

語學校畢業，返鄉任教社寮公學校」。

大正八年（西元1919）辭去教職，往

實業界發展。時社寮信用組合創立，當

選理事。至昭和三年（西元1928）當

選為組合長，並兼任竹山庄協議會員，

對於地方金融之振興，頗有貢獻。先後

成立社寮農會信用部、香蕉市場（設於

社寮石碑子），扶助社寮地區（包括富

州里、中央里、社寮里、山崇里）的農

民、蕉農生產銷售事宜，貢獻良多。

儘管內人九歲時父親大人就因病

逝世，然而在她成長過程當中，由岳母

口述，中長姐姐們的言談，及鄉里長輩

們常常提起父親的生前事蹟，尤其對於

他樂善好施的種種事情，讓人津津樂

道。鄉里的人都尊稱他「啟奏先生」、

「啟奏仙」而名聞遐邇。

岳父在日據時代是台中縣參議

員，光復後派任竹山農田水利會首任會

長，對地方農業、農民生活及農田水利

會各方面甚為關心奉獻。當年政府與民

間處在窮困時期，曾經有發不出水利會

員工薪資的窘境。岳父當時擔任會長職

務，只好賣自己的家產（竹林、田地

等）因應燃眉之急。記得早年筆者陪同

彰化銀行陳經理如村到鄉間拜訪客戶，

聽到農民大哥談論此事，充分表達對黃

啟奏先生的感謝與懷念。身為女婿的

我，與有榮焉。

岳父除了關心前面提過的地方農田

水利、農村生活之外，對於地方交通，

尤其本鎮社寮至南投地區來往不便，早

期原依靠流籠等器具交通，確實不便。

於是召集地方人士，共同發起建設社寮

至集集的道路（今集山路），並請員林

汽車客運公司增加班次，促使竹山至社

寮、集集間之交更為暢通。進一步發展

由嘉義至竹山、集集、遠至台中的交通

網，終於實現。造福桑梓，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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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岳父黃啟奏先生的身世，除

「竹山鎮志」人物志簡要介紹外，9歲

喪父，13歲喪母，真是可憐。幸而胞

姊及四代同堂的兩位長輩加以照顧，得

以順利和胞弟黃啟山一起長大成人。堂

兄弟有黃添茂、黃添成、黃粗皮等，另

堂妹黃丹、黃梅二位。

岳父為人慷慨豪爽，喜歡大自

然，結婚後不久，兄弟、堂兄弟等分

家，各自生活。岳父曾經短暫住過南投

縣竹山鎮山崇里靠山的「桌掉嶺」，不

久遷居中央里獅尾巷37號小山丘，就

此落腳於此。這裡的房屋早年都用竹子

做材料建造的四合院，前後二棟，冬暖

夏涼，非常舒適。住家的前後院種植很

多的果樹、花卉；人參果（日語稱沙姆

季拉）就有十幾棵，其中有一棵南洋品

種的紅姆丹，於每年七月開花結果，整

棵紅母丹的果實顯得鮮艷好看，讓人喜

歡，家裡來的訪客都讚不絕口，難怪每

年的七月來訪的親朋好友特別多。其他

的果樹有檬果、荔枝、楊桃、波蘿蜜、

蓮霧等等。岳父為人慷慨，親朋好友常

常來訪，岳母親切招待客人，賓至如

歸，岳父非常欣慰。岳父的世交朋友很

多：林如璋先生、陳木水先生、林朝槐

先生、王美木先生、林緒煌先生、吳登

山先生、林錕玉先生、吳東海先生、

劉獻章先生、張朝邦先生、林建勳先

生、林年來先生、林明海先生、鄭葆椿

先生、楊昭壁先生等多位竹山鹿谷的士

紳。

岳父雖然公務繁忙，對於子女的

教育也很關心。內人的幾位兄長、姐姐

都送到台中、彰化、員林等地讀書。大

哥耀才還讓他去日本唸中學，直到台灣

光復才回來竹山；二哥耀高讀東勢農

校；大姐月娥讀員林家職；二姐雪娥讀

竹山初中；三姐讀集集初中；三哥耀花

讀台中高工；後來的花山弟弟讀台中一

中；天民弟弟讀台中二中；國良弟弟讀

光華電職；內人讀彰化商職，以上是兄

弟姐妹的就學情形。

岳父母育有六男四女共十位子

女，含辛茹苦撫養子女，令人敬佩及感

恩。做子女的更不可以辜負父母親的期

望，至少也要做一位社會上有用的人。

內人曾說，記得四、五歲時，岳

父繼續擔任台中州的參議員，時常出差

去台北開會。或許是內人小時候長得活

潑可愛，有一次他老人家到台北開會，

還帶她一起搭火車北上，結果內人不小

心弄髒衣服，岳父竟然拿去清洗，把略

溼的衣物掛在火車的窗外吹風，讓女兒

有乾淨的衣服可以替換。內人長大後回

想這些往事，對於父親的慈愛，更加感

念、敬佩！

一般情形，嚴父慈母是早期家

庭、社會的一種型態。然而岳父黃啟奏

老先生，給內人幼小（九歲以前）的感

受及印象，卻是慈祥且和藹可親的一位

長者。今天幫內人執筆撰寫「懷念我的

岳父黃啟奏先生」一文，心裡除了感

恩，還是感恩；除了懷念，還是懷念！

岳父因病逝世，享年56歲，帶給家人

無限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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