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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特亞種貓頭鷹介紹

陳怡曲の福酷樂世界2

很
多人喜歡貓頭鷹，卻鮮

少人真正面對面接觸到

貓頭鷹，對這種生物的了解，

大都取之於教科書、書報雜

誌。諸如電影「哈利波特」劇

中，即可看到可愛的貓頭鷹。

頭大、眼大、彎嘴、圓如中秋

月餅的面盤、利爪以及柔軟的

羽毛，是一般人對貓頭鷹的初

步印象。

雖
然貓頭鷹是大家一見到

便能辨認的一類生物，

但是日常生活中我們卻相當不

容易見到貓頭鷹。主要是因為

所有的貓頭鷹都是掠食者，在

大自然中的密度原本就相當

低。貓頭鷹憑著一雙大眼睛，

在微弱的光線下也能搜獵老

鼠。獵食時，牠們會悄然無聲

地突襲，一般獵物很難逃離。

從生態的角度看，貓頭鷹位於

食物鏈較高位置，在維持生態

平衡方面，擔當了相當重要的

角色。全世界9700多種鳥類中
貓頭鷹約佔2%，但無論在型
態構造、行為表現或演化機制

上都迥異於其牠鳥類。

根
據資料顯示出現在臺灣

的貓頭鷹約有九種留

鳥，分別為東方草鴞、黃嘴角

鴞、蘭嶼角鴞、領角鴞、黃魚

鴞、褐林鴞、灰林鴞、鵂鶹及

褐鷹鴞等。四種候、迷鳥，分

別為東方角鴞、長耳鴞、短耳

鴞、白額角鴞等。

貓
頭鷹物種族群，只存在

於臺灣的東方草鴞、黃

嘴角鴞及蘭嶼角鴞等三種貓頭

鷹，因此也稱之為「特有亞

種」。其中，草鴞已被提升為

一級保育，屬「瀕臨絕種」等

級，其餘十一種均屬二級保

育，屬「珍貴稀有」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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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曲の福酷樂世界 3

學名：

英文：

全長：

灰
林鴞異亞種，廣泛分布

於歐洲、非洲西北部、

西奈巴勒斯坦、阿拉伯、喜馬

拉雅、中國及朝鮮；台灣為分

布地的最東端。                                             

灰
林鴞屬於一種壯健的貓

頭鷹，灰林鴞翼長28公
分，  尾長  12公分，  體長約 
40∼ 46公分，屬中大型的貓
頭鷹。頭大而圓，沒有角羽，

面盤較為扁平，呈褐色，雜有

暗褐色羽毛；盤緣黑褐色，外

圈有黃褐色斑點。背部呈黑褐

色，頭至後頸黃褐色斑點，背

部有褐色或灰褐色蟲蠹斑，大

覆羽末端有黃白色斑點，初級

飛羽、尾羽有黃褐色橫斑。胸

以下黃褐色或黃白色，有黑褐

色粽橫交錯斑。腳、趾密布褐

色及黃褐色羽毛。

在
台灣分布於平地至中海

拔山區，海拔2,500公尺
附近；牠是台灣所有貓頭鷹

中，棲息海拔最高的種類。族

群數量不多。唯目前在海拔

2,000公尺以上之闊葉林、針
闊葉混合林及針葉林等，發現

其數量有顯著增加現象。  大
部份棲息於山地樹林中，亦屢

屢出現於城市大型公園，或鄉

村之古老大樹上。為夜行性猛

禽，但陰暗的白天，也偶而出

現。食物來源以高山老鼠和小

型鳥類為主，捕食的獵物種類

甚至還包括鵂鶹、松雀鷹等其

它猛禽，也會捕捉蛙類、鍬形

蟲、金龜子、蛾類等大型昆

蟲。營巢於峭壁之隙縫或樹洞

裡。像一般猛禽一樣，雌鳥孵

雛期間，由雄鳥供給食物，約

5∼6星期後離巢。平常個性
溫和，但在繁殖階段，可就不

一樣了，防禦性特別強，任誰

靠近牠，絕對不客氣地加以攻

擊。

同
多數貓頭鷹一樣，由於

灰林鴞的羽毛表面較

軟，因此飛行時幾乎沒有聲

音。鳴叫聲是高山夜間最常

聽到的鳥聲之一，雌雄鳥均

會鳴叫，最常聽見的叫聲為

「who-who」兩音節。

灰林鴞   攝影：郭偉修

Strix aluco yamadae

Tawny Wood Owl

46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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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

英文：

全長：

褐
林鴞分布於亞洲大陸東

南部，西自印度，東至

中南半島、中國東南部、台

灣，以及婆羅州與印尼。見於

台灣之S. l. caligata，亦分布於
海南島。

褐
林鴞身長約60公分，屬
於大型鴞，在台灣的貓

頭鷹家族中，就體型而論，

是排行老二的大型貓頭鷹，

外觀上，面盤白或紅褐色，

盤緣黑褐色，眉白色，眼睛周

圍有一圈黑色眼眶，虹膜深褐

色，嘴基部剛毛黑色，參雜著

白色羽毛。背部為深褐色，肩

羽有黃白色細橫斑，飛羽、尾

羽有淡色橫斑。頸側、胸部至

腹部則為淡黃褐色，密佈褐色

細橫斑。腳、趾有褐色及黃褐

色羽毛。在台灣多發現於海拔

1,000∼1,600公尺左右的闊葉
林中，族群數量極為稀少，已

被列為第一級瀕臨絕種野生動

物，但在全島分布甚廣，各地

山區皆曾有發現記錄。 

棲
息於林緣或林內較空曠

地帶，白天大多蹲伏於

濃密的樹蔭處，傍晚和夜間才

出來活動。性情機警，聽覺銳

敏，拍翅緩慢，飛行無聲，有

助於夜間在林中獵食。獵捕野

兔、飛鼠、森鼠等較小型哺乳

類，以及竹雞或其他鳥類，亦

捕食蜥蜴、蝙蝠、魚類、兩棲

類及昆蟲等。

築
巢於樹洞裡，繁殖期每

年開始於1∼3月，由雌
鳥伏窩孵卵，約28∼30天孵
化，褐林鴞在孵卵期和育雛期

間的護巢性極強，而且極其兇

猛，常常猛烈地向入侵者攻

擊。

如
果策馬入林，深入其棲

息地，也只能聽到牠的

鳴叫聲，親眼目擊的機會相當

的少。其叫聲常發出低沉、恐

怖似「嗚、嗚、嗚」的連續

聲，猶如嬰兒哭泣般的淒洌鳴

叫聲，不知情者以為鬼哭神號

令人驚恐。 

褐林鴞   攝影：郭偉修

Strix leptogrommica 
caligata

Brown Wood Owl

6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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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

英文：

全長：

東
方草鴞最早被稱為草

鴞，後來依分布地區的

不同，所以區分成草鴞( Tyto 
c a p e n s i s )和東方草鴞 ( Ty t o 
longimembris)，前者分布於
非洲，後者則出現在亞洲地

區。東方草鴞已知有7個亞
種，其中台灣地區是屬於獨立

的特有亞種(T l pithecops)。由
於數量稀少又有滅絕的可能

性，2008年新修正的野生動物
保育法特別將草鴞的保育等級

由珍貴稀有的二級保育類提升

為瀕臨絕種的一級保育類。

東
方草鴞屬中型貓頭鷹，

體型約為38cm至42cm。
羽色變化多樣，全身黃褐色至

灰色遍佈細小黑色或白色斑

點，面盤輪廓較不明顯，跗蹠

很長，尾羽相對較短有3至4條
深色條紋，頭及背部深褐色，

面盤淡黃色。

習
慣於茂密草叢中築巢並

以草叢經營出一個類似

通道的路線因白天躲巢穴、夜

晚覓食，相當罕見，尤其是在

巢區出入口，出洞準備獵食之

際，呈警戒狀態，兩隻翅膀聳

立起來裝腔作勢，好一幅「現

在要出征」的架勢十分可愛。

每次被發現時不是誤觸鳥網就

是受傷，關於牠的生態習性難

以捉摸。而東方草鴞最讓人容

易辨認的就是牠那心形的臉

盤，其叫聲頗為特別，類似吹

哨子般的長音與虫鳴有些類

似。近距離靠近時，還會發出

相當淒涼的低鳴聲來表達牠的

不安(或不滿)。大部份時間都
是在地面上活動的草鴞，腳的

比例也明顯地較其它貓頭鷹更

為修長，草鴞不同於其他貓頭

鷹，具有較長的跗蹠，能夠在

地面上快速行走。甚至可以進

行短距離的衝刺奔跑。背部呈

黃褐色深淺不一的斑駁花紋，

白天在草叢裡也形成了良好的

偽裝效果。其捕食獵物以老

鼠、野兔、蜥蝪及青蛙等，彰

化八卦山、台南善化、玉井、

高雄旗山可見其蹤跡。

東方草鴞   攝影：柯木村

Tyto longimembris

Eastern Grass Owl

38至42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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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

英文：

全長：

台
灣貓頭鷹中，就體型而

論屬於大塊頭的傢伙。

虹膜黃色，眉斑黃白色，顏盤

褐色，全身羽色大致為黃褐

色，背部羽毛黑色大斑點，羽

緣橙黃色翼及尾羽則為橙黃及

黑褐色的相間橫條紋，頭及腹

部羽毛中軸黑色明顯，耳簇羽

呈水平朝向身體外側，極為醒

目。跗蹠三分之一有覆羽。最

大的特色，趾底部有如雞爪的

棘狀肉塊禿凸起，可以用來捕

捉滑溜的水中動物。

黃
魚鴞除本島族群外，分

布於喜馬拉雅山區、阿

薩密、緬甸、中南半島，以及

中國浙江、安徽、江蘇南部、

廣東等地方。在台灣，活躍於

中低海拔溪流周圍的森林，其

棲息分布於包括南勢、北勢、

蘭陽、大安烏石坑、大甲太麻

里、北縣貢寮坑溪、嘉義大埔

鄉曾文溪上游、以及墾丁南仁

山溪等幾個溪流中上游靠近溪

流之濃密森林中。台北坪林、

新竹五蜂、苗栗南庄、台中谷

關、台東知本等地亦可見其蹤

跡。

由
於人類過份破壞大自

然，加上溪流受到污

染，黃魚鴞「討食」不易，稀

有恐將滅絕。獵物包括，蟾

蜍、樹蛙、水中魚、蟹等都是

黃魚鴞喜愛的餐點。山區之

鱒魚、香魚養殖場，於冬、

秋季，曾屢屢受黃魚鴞之光

顧。別小看黃魚鴞，還真有一

套，，捕捉到具有毒腺的蟾蜍

時，會先將之剝皮後再吞食，

以免中毒，真所謂一物剋一物

一點也不虛假。

白
天黃魚鴞好像吃了安眠

藥一樣，會停在樹枝上

靜止不動。夜間則不同，生龍

活虎居高臨下虎視眈眈等待獵

物出現，再俯衝而下舞起利爪

捕捉獵物，好個神勇的黃魚

鴞。

另
外黃魚鴞的叫聲，相當

可怕，有如人的哭泣

聲。如果夜間漫步其間，保證

讓你嚇破膽頭皮發麻。惟當地

人都知道那是貓頭鷹的叫聲，

聽都聽習慣了，一點都沒有感

覺。

黃魚鴞   攝影：張燕伶

Ketupa flavipes

Tawny Fish Owl

58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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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

英文：

全長：

黃
嘴角鴞，為台灣特有亞

種。近似亞種廣泛分布

於中國東南部、海南島、印度

北部、尼泊爾、錫金、安南、

寮北部、泰、馬來、婆羅州等

地方。 

體
型約為15-17公分，體重
約55至120公克，型態：

體色大致為淡棕色，顏盤黃褐

色，有明顯白色耳簇羽、虹膜

淡黃色，鳥喙淡黃至淡青色，

跗蹠末梢裸露無羽毛覆蓋。雌

雄羽毛同色；小腿的中部以上

覆被羽毛。棲息於中、低海拔

山區闊葉林或針闊葉混合林。

大抵單獨活動，白天休息於樹

洞或濃密樹叢中，而在夜間掠

食。常於入夜後發出似「噓

噓」之聲。飛翔無聲，以野

鼠、小鳥或大型昆蟲為食。 

牠
們和一般貓頭鳥一樣，

眼大、臉盤向前，少動

眼球，頭部能轉動180度看後
方。獵殺小動物時使用前後各

二趾之腳趾和銳利的趾爪。黃

嘴角鴞的模樣，初次偶遇讓人

感覺好像蠻可愛的，那是指靜

止不動的時候。如果當牠掠食

野鼠或昆蟲之時，那可就不一

樣了，眼神銳利、角羽豎起，

舞動利爪一點也不手軟，典型

猛禽的野性表現無遺。

黃
嘴角鴞有一口黃色的

嘴，在眾多貓頭鷹中蠻

好認的，人們稱之為黃嘴角鴞 
。鵂鶹和黃嘴角鴞，屬於鴟鴞

科家族體型較小、較可愛的猛

禽。大大的黃眼睛、黃黃的嘴

巴，給人印象深刻。

常
棲息於山區濃密之森林

中，台灣的分布範圍約

在海拔 200 ∼ 2,300 公尺之山
區森林中，族群數量並不普

遍。

早
期黃嘴角鴞偶而會被捕

捉當作寵物販賣，但在

野生動物保育法實施後，這種

現象比較罕見。 

黃嘴角鴞   攝影：楊川懷

Otus spilocephalus 
hambroecki

Formosan Mountain 
Scops Owl

19∼21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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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

英文：

全長：

廣
泛分布於亞洲各地，有

十多個亞種；北自西伯

利亞東南部、中國、台灣至

菲律賓等各地方。分布於東

北亞的兩亞種，為了防寒而

演心出其腳部和趾上被覆羽

毛；包含分布於台灣的亞種

O.b.glabripes等南方產腳趾則
不被羽。台灣產亞種體長約 
19 ∼ 25 公分，翼長約 17 公
分。有豎起之耳羽，是牠的特

徵，當角羽豎起時，表示放鬆

悠閒，如果角羽下垂表示警戒

與不安。全身大致呈灰褐色，

雜有黑色斑紋，有些亦出現褐

赤色羽毛，亦有中間型之褐色

者。。眼睛暗紅色。顏盤明

顯，灰色外圍為黑褐色，嘴呈

鉤狀，十分銳利。

在
台灣則普遍棲於  1 ,100 
公尺以下之闊葉林，，

在平地或山麓亦偶而見之，

曾在松岡海拔2,300公尺處有
記錄，營巢於樹上窟窿或樹

洞中。畫伏夜出，不易發現。

但在晚間，尤其是春夏季節，

可常聽其在樹 上發出單調 " 佈
依依 " 的鳴叫聲，在冬季較少
鳴叫。是典型的鄉土鳥種，適

應能力強因此也會出現在住家

或工廠周圍活動。為普遍的留

鳥。通常單獨活動。白天大抵

躲於樹叢中，宛若樹瘤，閉眼

不動。活動於黃昏至夜裡，貓

頭鷹類鳥種不但嘴銳利，更有

強猛的腳爪，有集音能力，獵

捕獵物時，可僅以聽覺判斷

獵物之所在。飛翔能不發出聲

音。捕食時以其銳利的趾爪和

喙，抓住獵物撕碎吞食。以小

型動物，青蛙、大型昆蟲為主

食；難以消化的骨頭則以橄欖

形塊狀吐出。常為棲息於闊。

樹
林中的，領角鴞跟人類

一樣愛乾淨，據觀察家

表示 :領角鴞幾乎每日都會到
有積水的地方洗澡，就是冬天

也不列外。

領角鴞   攝影：廖茂松

Otus bakkamoena 
glabripes

Bare-toed Scops Owl

♂22公分、♀2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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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

英文：

全長：

分
布於台灣的褐鷹鴞有稀

有留鳥及過境鳥之分。

過境鳥繁殖於西伯利亞東南

部烏蘇里、華東以及朝鮮；

其中有部份於冬季移徙至溫

暖的台灣避寒；為本地尚稱普

遍的冬候鳥。棲息於中、低海

拔山區，在玉山國家公園海拔

2,600公尺高地之針闊葉混合
林曾有發現記錄。 

在
蘭嶼及琉球有繁殖之記

錄，為不普遍的留鳥。

惟亦有學者認為這些留鳥為獨

立的亞種，而給予N.s. totogo
亞種名。按，Totogo為〝貓頭
鳥〞的達悟語名。 

褐
鷹鴞沒有像一般鴞類具

特他的臉盤；聽覺較一

般鴞類稍差，喜在夜間活動，

飛行迅速而敏捷無聲音；鳴聲

多變，短促而低沉。有時白天

亦活動，因視覺、聽覺均銳

敏，性極機警，由遠處便能發

現人或其他動物，若是受到威

脅則即刻飛離。一般營巢於樹

洞，或岩壁隙縫等，有每年使

用同一舊巢的習性。

褐
鷹鴞屬於中型的貓頭

鷹，保育級珍貴稀有的

夜行性猛禽。屬於貓頭鷹的一

種，雖有一個鷹字，與老鷹有

別，老鷹是隼型目。褐鷹鴞翼

長22公分，尾長12公分，體

長約28∼32公分。頭部呈 圓
形，無角羽，顏盤不明顯。嘴

黑色，眼睛黃色，腳趾黃色並

具有堅硬的剛毛。體色大致為

黑褐色；僅肩羽和三級飛羽末

端有少數米黃色斑點，

食
物來源以昆蟲為主，種

類包括飛蛾、金龜子、

蟋蟀等，偶爾捕食小型脊椎動

物如鳥、鼠、蛙和蜥蜴等。在

台灣棲息於中、低海拔山區，

一般以落葉闊葉林和針葉林為

主。通常出現在視野良好的開

曠地活動，例如森林邊緣的空

曠谷地或溪谷。停棲在枯枝、

電線或是一些電線，等待昆蟲

飛越經過時再予以捕食。  目
前褐鷹鴞在台灣的主要族群是

留鳥，春秋過境期間會有部份

的過境鳥，但數量不多。

褐鷹鴞   攝影：余秉倫

Ninox scutulata 
usuriensis

Brown Hawk Owl

29∼32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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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

英文：

全長：

為
台灣特有亞種。近似亞

種廣泛分布於喜馬山

區、華中、華南、中南半島、

婆羅州至蘇門答臘等地方。在

台灣普遍棲息於中、低海拔山

區闊葉林或針闊葉混合林。

是
臺灣九大貓頭鷹之中，

體型最小，鳥喙及腳黃

綠色，虹膜黃色，頭部黑褐

色，有褐色細橫斑，頭部後方

有一對黑色的假眼。頸側至後

頸黃褐色，有黑色橫斑，背部

黑褐色，有褐色橫斑。前頸以

下白色；下頸部呈環狀黑褐色

及褐色斑點；胸側黑褐色，有

褐色橫斑；腹部有黑褐色及褐

色縱斑。跗蹠有覆羽。體重52
至63公克，惟雌鵂鶹往往大於
雄鵂鶹，屬於小型的貓頭鷹。

根
據臺灣關於鵂鶹的記

錄，三月四月為求偶

期。鵂鶹的鳴叫聲，以單調似

「噓-噓、噓-噓」或「忽-忽、
忽-忽」之聲。

牠
們雖是夜行性猛禽，日

間亦活動，性極凶猛。

由於體型小，較麻雀稍大而

已，且具有保護色，棲止於樹

幹時，像是樹瘤。全長達16
公分，體型為鵂鶹一倍半的白

耳畫眉，有時亦會被其捕食。

獵食功夫一點也不輸給大型的

貓頭鷹。以野鼠、小鳥、爬

蟲、兩棲類或大型昆蟲為食，

不消化物如骨頭、毛等，以橄

欖形塊狀吐出。營巢於樹上窟

窿裡。鵂鶹的個性也有一些怪

癖，普通的貓頭鷹，大都白天

休息，晚間才出來活動，而鵂

鶹就連白天，也會出勤務，溜

出來伺機捕殺獵物。

鵂
鶹最為人們讚賞的是，

其頭背部的羽毛斑紋，

有如「假眼」，這是鵂鶹的天

然保護色，以防背後敵人的攻

擊，有嚇阻的作用。加上銳利

的眼神，一幅「千萬別來惹

我」的氣勢」，也確實令人不

敢去侵擾它。在台中霧峰、台

東知本、低海拔的山區可見其

蹤跡。

鵂鶹   攝影：孫栗源

Glaucidium brodiei 
pardalotum

Formosan Pigmy Owl

♂15公分、♀16公分



臺灣特亞種貓頭鷹介紹

陳怡曲の福酷樂世界 11

學名：

英文：

全長：

蘭
嶼角鴞（又稱為紅角

鴞），僅分布於蘭嶼，

原分類為角鴞Otus scops 的蘭
嶼亞種，惟1974年經Marshall
根據亞州各種角鴞叫聲的聲

波及音形分析，重新分類為

Otus elegans 的亞種之一。
O.elegans尚有2亞種各分布於
琉球等地(北自奄美大島，南
至西表島。按，西表島位於蘇

澳東方約190公里處)以及大東
島(沖繩島東方約300公里處)
上。

體
形較小，體長約22cm，
眼先、眉黃白色；顏盤

不明顯，暗褐色，雜有灰色羽

毛。有豎起紅褐色的耳羽。虹

膜深黃色。身體背面為暗褐色

蟲蠹斑、灰色細縱斑及黃白

色細斑點構成，肩羽有紅褐色

斑，初級飛羽外側有白色斑

點。胸前羽色為淡黃褐色，友

不明顯的暗褐色縱斑、蟲蠹斑

及灰白色斑。腹部以下較白，

不帶淡紅褐色。

蘭
嶼角鴞的叫聲很有特

點，也就是DO DO WU，
蘭嶼島上的雅美人依它的叫聲

給它起名叫（Do Do Wu）。
在蘭嶼島上大約有1000只左
右，是為臺灣的特亞種，屬於

保育類野生動物。單獨或成對

活動，沒有領域性，大抵在

樹林裡或在芋田等空曠地區捕

食，通常棲坐於視線良好的高

處，若發現獵物則飛撲捕捉。

以昆蟲及無脊椎動物為主食，

蜻蜓、竹虎、壁虎、蟋蟀和蜈

蚣等亦為其喜愛，不獵食鼠

類。。白天時，它們常站在樹

樁上睡覺。如有機會到蘭嶼一

遊，稍加注意也許能見其蹤

跡。

築
巢於樹洞，孵卵由雌鳥

負責，雄鳥攜回食物。

少有天敵，但它們在離巢前容

易受到蛇的威脅，由於蘭嶼經

常會受到颱風的影響，加上惡

劣的氣候和大雨後的積水都會

威脅幼鳥的生存，在保育上較

為困難。

蘭嶼角鴞   攝影：李日偉

Otus elegans 
botelensis

Lanyu Scops Owl

19.4∼22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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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怡曲62年次，新竹師院
美勞教育學系1997年畢

業，在國小任教六年後，一

直無法忘懷創作的她 ,魚與熊
掌的難題盤踞在心中, 她說：
『教書也不錯，但她比較喜歡

陶藝』，所以她選擇了後者，

做為她人生的目標。得到家人

支持與鼓勵後,毅然辭去教職,
投入陶藝創作。

原
先創作的部份，大抵偏

向裝飾陶瓷，隨興創

作，她說希望將『藝術陶』帶

入生活之中，由於都是手工

製作完成，作品每件都是獨

一無二，這些創作品涵蓋多樣

化，擺飾品.花瓶.燈飾，壁飾
等等。

20 0 6年開始製作Q版貓頭
鷹，在市場上頗受好評，

訂單不斷，回娘家時，還需抱

著陶土，回去趕工。正因為如

此，被表哥黃于玻先生質疑

「為何不做真正貓頭鷹？」。

主題系列的創作模式的概念，

在心中萌芽，開始構思要以鴞

形目為主的創作，從原先Q版
貓頭鷹製作轉向『擬真』的取

向。

從
2009年8月起、收集資
料，尋找資金(申請青創

貸款)，經黃于玻先生、黃泰
華醫師、曾風書老師，無私協

助指導下，歷經一年多的努

力，包含特亞種貓頭鷹，1:1
真實呈現9種台灣貓頭鷹原始
相貌。

遍
尋各種與貓頭鷹相關資

料後，將此系列作品訂

名為陳怡曲の福酷樂世界。

貓頭鷹的日文發音ukurou(音
譯-福酷樂)延伸出來有著不苦
勞、不老，可以繁榮並盛，

還有祝福，福氣的意思。希望

以「福酷樂」之名為台灣注入

幸福、快樂、活力、帥酷的因

子。台灣(特)亞種貓頭鷹系列
於2010年在高雄夢時代正式發
表。經手工調整無論顏色、姿

態、外型、動態，每件皆不相

同，跳脫單一形式

的製造模式，每件

產品是單一，獨特

的。

文
創商品賣的

是想法，如

何與眾不同﹖如

何引起注意﹖如何

行銷﹖．．．這些

問題，在構思台灣

(特 )亞種貓頭鷹系
列產品時，曾思考過，要與

眾不同、要引起注意。１：１

的比例，最容易引起話題，但

礙於單價過高、必須縮小〈台

灣(特)亞種貓頭鷹迷你版構思
起源〉以利於行銷，但還是在

『賣』陶藝品而已，無法跳

脫原來窠舊。所以讓『陶瓷發

聲』的想法，產生異業合作的

發展─「貓頭鷹有聲護照」，

結合了IC產業、錄音產業。縱
使市面上有貓頭鷹系列產品，

但我們的產品仍然獨樹一格。

要見到9種台灣貓頭鷹相貌
已屬不易，更何況聆聽  到鳥
音。經由孫栗源先生的協助，

已取得合法鳥音，配合感應器

裝置，讓九隻鴞形目科貓頭

鷹，呈現各自鳴音。

20 1 1年4月間完成東方草
鴞、黃嘴角鴞與蘭嶼角鴞

三種「特有亞種」貓頭鷹迷你

版。易於攜帶的迷你版貓頭鷹

陶藝品，期能成為饋贈外賓、

友人，具有台灣文化風味的純

手工獨特『伴手禮』。

Q版貓頭鷹

有聲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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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特亞種貓頭鷹

擬真版

OWL
Simulate Version

Taiwan Special 
Sub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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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真版-黃魚鴞
23x34.8x62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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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真版-褐林鴞
25x24x58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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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真版-灰林鴞    
22.3x28.3x5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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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真版-東方草鴞   
21x28.2x48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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