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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賣 島 的 紅 色 妖 精



H O K K A I D O

Teuri Island

四月中旬前後，烏海鴿從過冬的海域飛來，為了繁殖集合在天賣島沿岸



巖礁上稍事休息的烏海鴿鳥群



在四月的海上，烏海鴿們進入了戀愛的季節



以利尻島為背景，成群漂浮在海面上的烏海鴿



後方的雄鳥使出渾身解數只為吸引雌鳥注意





交配中的烏海鴿



繞著雌鳥展開爭奪戰的雄鳥們，在追逐戰中過於慌亂而飛進海中的烏海鴿



強浪襲來也處變不驚的烏海鴿



整理羽毛、將頭靠近對方互動的求偶行動





從海面急速高飛，朝鳥巢所在的陡峭崖壁飛去的烏海鴿



岩石縫隙變成烏海鴿公寓的某個斷崖



繞著雌鳥、以紅色雙足走來走去刷好感的雄鳥



在鳥巢入口的露台相互依偎的烏海鴿夫婦



無論是飛翔還是潛水，烏海鴿的羽翼都能發揮最佳的運動能力



在水面跳躍前進，就像輕功水上漂，激起陣陣水花



用來做為繁殖場所的斷崖，往海岸線望去，有許多烏海鴿漂浮在海面上



斷崖所環繞的海灣，是烏海鴿中意的地方



從斷崖降落在水面上



一秒可以振翅 10 次以上的羽翼和腳蹼，是能在水面強力而快速跳躍的原動力





成雙成對的求偶飛翔



早晨佇立在礁岩上



黑色的岩岸風景之中，白色眼周與紅色雙足非常顯眼



天賣島清澄的藍色大海，映照烏海鴿的紅色雙足



「PIPIPIPI......」因為非常響亮而清澈的鳥叫聲，又被稱為「海洋金絲雀」



用如飛機一般寬廣的羽翼，直上青天



啣著捕到的玉筋魚

往鳥巢飛奔而去



從雛鳥孵化的 6 月開始，到 7 月離巢為止的期間，可以看到頻繁的餵食行為



就像點名報數一樣，排成整齊一列行動的烏海鴿



常能看到烏海鴿看過水中狀況後，把頭伸到水面上甩水的動作



即使獵物長達身高的一半，也能成功捕捉



礁岩上為彼此整理羽毛的烏海鴿夫婦。在繁殖期間常常能看到



因火山作用隆起的斷崖，是烏海鴿偏好的繁殖場所



連續振動雙翼的同時，旋轉雙足配合，成了在水面飛躍的連續動作



勻稱而完美的體態，讓烏海鴿能使出超群的運動能力



夏天的赤岩周邊，是烏海鴿巢最密集的地區



周圍是色彩變換自如的海面，如鏡面般映照出烏海鴿的美麗



在烏海鴿夫婦細心餵食一個月後，雛鳥終於離巢，繁殖後代的工作也完成了



天賣島位於北海道西北部海面上，距離羽幌約 30公里，旁邊距離約 3公里處，有個叫做燒尻島的小島。

從空中俯瞰，天賣島的形狀就像人的足印，是個環島一周約 12 公里的小島。雖然是個小島，但有約 300 人和 8 種合計

約 100 萬隻的海鳥住在島上，是數量稀少的海鳥——海鴉和烏海鴿的繁殖地。

抵達天賣島後，首先會在天賣港下船。在這裡可以到租

車行租借自行車、機車或汽車，也可以選擇參加在車上

聽自然導覽員解說的環島行程。另外，走路環島一周約

10 公里，需要三小時左右。為了能盡情享受天賣島，請

在考量您的各種需求後，選擇需要的交通工具。

從天賣港步行約 5 分鐘，就會抵達觀光資訊中心「海之

宇宙館」。若想在島上自力觀光，首先可以到這邊搜集資

料喔。入館是免費的。正十二角形的建築物內，有照片

和解說等展品，也有可以購買天賣島相關書籍和海鳥周

邊等商品的販賣處，也有咖啡店，可以滿足您多種需要。

另外，若以順時針方向沿海繞島一周，會先遇到道路兩

側是住宅區、天賣高中、羽幌町公所、消防局和警局的

地區。若您想購買飲料，請務必在此處的商店購入，不

然接下來就買不到了。沿路繼續往前走會看到中小學和

郵局，再繼續往前走將進入人煙稀少的地區，請特別注意。

天賣島是個海產豐饒的島嶼。其中最令島民自誇的是剛

捕獲時閃耀著橘色光芒的新鮮海膽！海膽的產季在 6 月

到 8 月，天賣島周邊，一整年間都有豐富的漁獲，種類

超多樣。天賣島是漁業之島，島上的居民有半數以上從

事漁業相關產業。天賣島居民和島上棲息的海鳥，都過

著依賴海洋的生活。因此，島民也在漁法和捕撈範圍都

特別嚴格，希望採用對海鳥影響最小的方式，達到人鳥

共生的目標。

漁業之島與海鳥

天賣島是什麼樣的島？

在天賣港依照自己的需求
選擇交通工具吧



當你進入道路兩側沒有住宅的路段後，就抵達了黑崎海岸，廣闊海景在眼前展開，一覽無遺。在這邊，

4 月到 8 月間，黑尾鷗會在此處繁殖後代，從海岸到路旁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蹤跡。開車或騎車經過

這路段，請多留意黑尾鷗，避免路殺事故。也請不要過度靠近，保持距離觀賞黑尾鷗！

從黑崎海岸再往前，是一段連續上坡。爬上後看見的白色燈塔，是南端赤岩展望台的地標。從展望

臺可看見清澈見底的海，以及高達 48 公尺的赤岩，非常壯觀！斷崖上有烏海鴿，在下面的海上是

海鴉的觀賞點。此外，周遭有非常大量的洞，那是角嘴海雀的巢。日落之後有可觀賞到角嘴海雀歸

巢景觀的導覽行程，容後詳述。

在這裡的道路上迴轉，再往上爬的話，就可以看到位於島上最高點 184.5 公尺處小丘上的燈塔。不

多久，就可以看到通往海鳥觀察小屋，向著海的步道。海鳥觀察小屋提供免費的望遠鏡，在海鳥的

繁殖期當中，可以看到在斷崖絕壁上養育雛鳥的丹氏鸕鶿、海鸕鶿與大黑脊鷗。

再繼續往前走的話，就會看到觀音岬。在岬角上看見的崖壁上，可以看見大型的心型地形與海鳥繁

殖地的全貌。

途中，在天氣好時可以看見利尻富士，另外路上在不同季節綻放的花草，也是一樂。

從南端的赤岩展望台觀賞海鳥樂園！

夕陽西下，星光開始閃耀之時，隨著突然間響起的振翅聲，

角嘴海雀以高速從海上飛回陸地。歸巢時，在 5 月底到

7 月的養育雛鳥期間，也可以看到叼著魚回巢的景象。隨

著天色漸暗，角嘴海雀也飛得更加匆忙，掩蓋了整個天空。

在天賣島繁殖的角嘴海雀有 40 萬對，是世界上最大的繁

殖地。在 4 月底到 7 月間，會舉辦觀賞角嘴海雀歸巢的

夜間行程。有興趣的旅客，請向住宿處洽詢。

絕對不能漏掉！
赤岩展望台的角嘴海雀歸巢

為了兼顧觀光與海鳥保護，天賣島

相當重視且明定有賞鳥規則。請事

前在網站上確認，並切實遵守規則，

感謝您的配合。

請遵守規則！



三月時，烏海鴿是天賣島沿岸海面上最顯眼的存在，當冬天過去，鳥群也從附近海域集合到天賣島繁殖後代。

這個時間點，常常能看到兩兩飛翔追逐的烏海鴿，也能看到海鳥們變成配偶，開始成雙成對行動。

天賣島西北方的海岸，有綿延超過100公尺的斷崖絕壁，烏海鴿利用岩壁上的小裂縫在內側產卵。4～5月間，

在山崖下方的海面，以上午的時段為中心，一早就成雙成對地，一邊啼叫，一邊進行求偶和交配的活動。

產卵期約在 5月前後進行，一般會產下兩個蛋。孵蛋日數約在 28天左右，6月雛鳥孵化，7月就開始離巢。

哺育期間由親鳥雙方捕捉玉筋魚、杜父魚或雲䲁等魚，來餵食雛鳥。8 月初的繁殖地沿岸，幾乎就看不到

親鳥和離巢的雛鳥了。

烏海鴿以陡峭斷崖做為繁殖場所的行為，在繁殖生態的研究中沒有什麼相關的研究。2019 年的繁殖季是全

世界首次，成功以小型攝影設備，在巢內紀錄親鳥跟雛鳥的行動，因此能針對產卵和育雛做相關的詳細分析。

烏海鴿 Spectacled Guillemot

天賣島的紅色妖精

烏海鴿在我國的繁殖地，從鵜居島和小鵜居島等北海道離島到青森的尻屋

崎等地。在其中，天賣島是最大的繁殖地，可以看到約有兩百隻烏海鴿在

此繁殖後代。

近年來，天賣島上烏海鴿的繁殖越來越安定，2017 年 4月時觀測沿岸海面，

紀錄數量是 778 隻，1963 年曾記錄到有 3000 隻棲息在此，數量較過去減

少是明顯可見的。

烏海鴿的分布不廣，能觀察到烏海鴿的地方也不多，即使放眼全世界也是

很稀少的海鳥。因此，要觀察烏海鴿，最適合的地方就是繁殖期間的天賣

島了。

天賣島附近的海域，一整年都能看到烏海鴿。在繁殖期結束的秋天到冬天期間，從海岸望去，幾乎什麼都

看不到。若搭乘連結天賣島跟羽幌間的渡輪，可以觀察比較烏海鴿一整年在不同時期的樣貌。

這個季節是冬羽，跟繁殖期的樣貌大不相同。完全換成冬羽後，喉嚨到腹部的下方都是白的，腳是紅的，

但不若繁殖期的鮮豔。另外，做為特徵的白色眼周依舊，是辨別烏海鴿的識別重點。

繁殖期以外的生活樣貌

放眼全世界也很稀少的海鳥

棲息在天賣島



在天賣島繁殖後代的8種海鳥

大黑脊鷗 海鴉

丹氏鸕鶿 扁嘴海雀



在天賣島繁殖後代的8種海鳥

海鸕鶿 黑尾鷗

角嘴海雀 烏海鴿



官方網站 官方網站

●稚內

●北見

●網走

羽幌

羽幌 北海道

旭川機場

新千歲機場

●留萌

●美唄

小樽●　

苫小牧

函館

●岩見澤
●釧路

●青森

●帯広
●

札幌

新千歲機場

札幌站

羽幌本社巴士總站

羽幌渡船航廈

經燒尻島

天賣島

從新千歲機場搭乘公共交通系統約 5小時 / 7,960日圓

01648-3-5529
01648-3-5111
01648-3-5224
01648-3-9311
01648-3-5336
01648-3-5729
01648-3-5437
01648-3-5151
090-1097-0500

住宿資訊

漁船遊覽

ORORON 租車（自行車～車）

和光丸自行車租借

01648-3-5729
01648-3-5125
01648-3-5306

交通・租車

羽幌町公所天賣支所

道立天賣診療所

消防組合天賣分遣所

天賣駐在所

01648-3-5131
01648-3-5030
01648-3-5114
01648-3-5110

緊急聯絡處

炭火海鮮番屋

漁夫的店 海友丸

B PORT

01648-3-5714
01648-3-5611
090-9514-8052

餐廳

天賣島遊客中心
海之宇宙館

天賣故里館

090-4876-9001

090-8633-3906

觀光景點

天賣觀光諮詢處 01648-3-5401
觀光情報

焼尻島
天売島

渡船：約１小時
高速船：約３５分鐘

渡船：約２５分鐘
高速船：約１５分鐘

時刻表請由此確認

沿岸巴士 羽幌沿岸渡船

相關觀光單位的電話號碼

旅館 ORORON 荘

島之宿 大一

萬谷旅館

旅館 NOGAMI

旅館青鳥

民宿榮丸

竹內民宿

山田民宿

guest house 天宇礼

（渡輪使用）

【JR 新千歲機場站】
40分鐘 /1,150日圓（無保留座位）

【特急羽幌號】
3 小時15分鐘 /4,090 日圓（來回 7,760日圓）

【羽幌港聯絡巴士】
10分鐘 /200日圓

【渡船】1小時（７〜８月）/2,520日圓（到天賣島）
【高速船】35 分鐘（７〜８月）/4,360日圓（到天賣島）
            6〜8 月 / 7 折

停泊時間
【渡船】25 分鐘　【高速船】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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