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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物研究工作依赖于高质量的野外工作，以及对种类的准确鉴别技术，而鸟类由
于大多具有艳丽的色彩、容易被观察到、并具有高声鸣叫的特点，成为了最容易
调查的动物类群之一；因此鸟类研究也是众多野生生物研究中，被较多人所认识
的。自鸟类学发展至今，因为研究的广泛参与性，鸟类无疑成为了被调查最频繁
的生物。
许多研究计划广泛吸收了许多的观鸟者参与其中的鸟类调查和监测工作，使得鸟
类调查在所有环境监测中是最经济有效的。鸟类调查所得资料的应用范畴亦相当
广泛，例如作为评估地区生态环境的工具、作为让决策者在环境管理和规划的本
底资料、作为生态旅游的基础资料、以及教育及宣传的好载体。
进行鸟类调查，虽然有其严谨的学术要求，在实际执行中却可以通过观鸟者累积
的经验来调整。观鸟者如果想在日后将所搜集的成果资料，转为调查报告、学术
论文，或者媒体教材时，那么他们必须从一开始开展调查工作时，就应该有正确
的调查方法、调查的设计。本手册较关注的焦点，是如何进行野外调查工作，并
鼓励思考与建立一套可持续的调查方式。
《鸟类调查方法实用手册》的对象是业余观鸟者，我们尝试收集和翻译多方面的
鸟类调查方法、经验，收录一些观鸟者或鸟会所进行调查的案例，供大家参考和
交流。手册中部份引文方面，我们亦保留了原作者的英文词汇和参考资料，让有
兴趣深入研究的鸟友进一步寻找资料。
我们期望将来，观鸟者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鸟类调查，让鸟类记录更加完善、有
更多重要的发现、所参与调查的工作更科学，为鸟类的保护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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