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九十五年度工作成果報告書
一、 組織更動：
（1） 秘書處：原秘書長張宏林於 10/14 離職，由副秘書長施純榮接任。
台北總會秘書處 14 人：
行政部 5 人；推廣部 3 人；企劃部 2 人；保育部 3 人。
分會秘書共 10 人
桃園 1 人；新竹 2 人；台中 2 人；嘉義 1 人；台南 1 人
高雄 1 人；宜蘭 1 人；花蓮 1 人。

（2） 工作委員會（志工群組）：
增加原住民工作委員會－由常務理事王世綸任召集人。
在原鄉土關懷委員會下設離島關懷小組－由理事陳清枝任召集人。
推廣講師委員會－由陳介緯任召集人。
目前荒野有十二個工作委員會如下所列：
解說教育委員會－由常務理事蘇崧棱任召集人。
兒童教育委員會－由常務理事汪惠玲任召集人。
親子教育委員會－由副理事長林耀國任召集人。
綠活圖發展委員會－由常務理事汪仁珮任召集人。
推廣講師委員會－由陳介緯任召集人。
特殊教育委員會－由理事高永興任召集人。
自然中心發展委員會－由理事宋宏一任召集人。
研究發展委員會－由副理事長陳楊文任召集人。
鄉土關懷委員會－由理事廖惠慶仕召集人。
棲地工作委員會－由理事賴榮孝任召集人。
國際事務委員會－由副理事長柯典一任召集人。
原住民工作委員會－由常務理事王世綸任召集人。

二、 環境教育工作成果
（1） 兒童夏令營－兒童教育委員會－台北荒青團
兒童的環境教育一直是荒野最重視的部份，每年暑假的兒童夏令營一直都受
到參與家長的肯定，自四年前荒野開始跨出另一大步－向企業募款，為弱勢
兒童舉辦夏令營。

今年是第四年舉辦，緯創資通第三年贊助此有意義的活動，而且將贊助的對
象擴大；地區由台北一地擴大為桃園、新竹、台南、花蓮共五地同時舉行；
台中弱勢的兒童營則由美國吳錦城人權基金會贊助；
高雄及宜蘭分會的伙伴也不落人後，由分會伙伴自行募款舉辦弱勢及原住民
兒童的夏令營；
95 年荒野全國分會均投入此一重要且有意義的環境教育的工作。
台北總會部份：
六梯次弱勢兒童的夏令營－地點在直潭國小－台北市社會局
台北縣家扶中心。
二梯次的一般兒童的夏令營－地點在新店直潭國小。
八梯次的一般兒童的夏令營－地點在淡水自然中心。
桃園分會部份：
與桃園各國小合作的夏令營－地點在桃園百吉國小。
新竹分會部份：
與新竹仁愛之家、慈濟等合作的夏令營－地點在新竹北埔油點草農場。
台中分會部份：
與台中各國小合作的夏令營－地點在台中國立啟聰學校。
台南分會部份：
與台南縣市家扶中心合作的夏令營－地點在南橫中之關。
高雄分會部份：
與屏東家扶中心合作的夏令營－地點在屏東墾丁。
宜蘭分會部份：
為南澳原住民兒童舉辦的夏令營－地點在宜蘭南澳南溪。
花蓮分會部份：
與慈濟合作的夏令營－地點在花蓮光復秘密基地。

（2） 炫蜂團的發展－親子教育委員會
炫蜂團是荒野另一支極具發展潛力的志工群組，由協會訓練 10 位導引員帶著
32 位的親子一同在大自然的場域中作每個月至少一次的炫蜂團團集會活動，
目前協會有親子教育的 8 個炫蜂團：
台北一團
台北二團
台北三團
台北四團
新竹一團

活動基地：台北 桃源國小
汐湖團－活動基地：台北內湖 大湖國小
花新團－活動基地：新店市花園新城
北海團－活動基地：台北縣三芝鄉
活動基地：苖栗 熊月山莊

新竹二團 活動基地：新竹 大坪國小
台中一團 活動基地：台中市啟聰國小
高雄一團 活動基地：高雄都會公園

親子教育委員會的三部曲：炫蜂團－＞奔鹿團－＞翔鷹團；由於大環境因素
仍停留在炫蜂團發展，未能向奔鹿團邁進；卻在眾多家長的要求下，成立了
小蟻團（大班、小一、小二）
；與台北炫蜂二團在同一個場地成立複式團，即
一個育成會（由家長組成）同時支援炫蜂團及小蟻團；運作漸趨穩定，明年
度台北一團即將籌組第二個複式小蟻團。
在台北地區的炫蜂團由總團長領軍，參與了 11 月 4 日全球反地球暖化大遊
行，台北一團、二團、三團、四團圴有大小蜂參與這項有意義的遊行；炫蜂
團的幹部群們，在前一、二次的團集會即引導小蜂，去思考 CO2 與地球暖化
氣候變遷的關係，遊行至美國在台協會抗議的意義。

（3） 綠色生活地圖－綠活圖發展委員會
綠色生活地圖的種子，幾年的孕育下 95 年在各分會紛紛開花結果：
A.首先是與台達電子合作的節能綠活圖的推展：
台達電子是國內最大的電源供應器的製造廠，一向對節能相關的活動積極
參與，荒野提出綠色生活地圖的構想後，台達電子將它的焦點放在如何在
廠房中將節能的綠色生活設備標示出來，並開始去計算該設備為廠內節省
了多少的費用，將綠活圖變成節能綠活圖。
第一階段，由荒野綠活圖導引志工，帶領並協助訓練台達廠內的幹部，檢
視廠內各項節能及綠色生活相圖的設施，不僅繪出各廠的節能綠活圖，同
時創造出好些個『節能綠活標章』
，並向紐約總部核備。
在台灣各廠推展成效良好，第二階段；召集了分佈在全世界的各廠幹部回
到台灣作訓練，將這一項有意義的活動帶回去各廠推展節能成效。
B.桃園分會的伙伴們第二年再度創造 5 社區及 8 學校共 13 張綠活圖
94 年光是桃園地區就有 13 張綠色生活地圖產出，95 年又有另外的 13 張產
出，且 94 年輔導的部份社區，已開始著手進行後續的導覽解說人員的培訓
及解說服務，使綠色生活地圖與當地鄉土環境連繫開始有了新的意義 。
C.新竹分會的伙伴們與交大高正忠教授合作，利用暑假時間培訓綠活圖的種
子教師，對象均為新竹縣市的國中小學教師，在新竹撒下第一批的綠活圖
的種子。
D.嘉義、台南、高雄三分會聯合舉辦了第一梯次的綠活圖的導引志工培訓。

（4） 自然體驗活動－解說教育委員會
在全國各地 47 個定點的解說員，除了小組的每個月定點觀察外，還提供一般
大眾自然體驗活動的機會，95 年在全國各分會舉辦了 210 場的戶外自然體驗
活動，帶領民眾進一步的體驗大自然。

95 年台北總會與緯創資通的福委會合作，為緯創資通的同仁，每個月安排一
場有意義的自然體驗活動，讓荒野從體驗自然去認識環境與我們息息相關的
理念延俥至企業。

（5） 身心障礙朋友的自然體驗－特殊自然教育委員會
特殊自然教育委員會，今年是第二年培訓特殊自然教育導引員 40 名；這些受
過訓練的導引志工，在第一期學長姐的帶領下，開始嘗試帶領各類身心障礙
的伙伴在大自然中作體驗。
運用荒野兒童夏令營的場地，第一期的特殊自然教育導引志工籌辦第一次聽
障兒童的夏今營，看到孩子天真幸福的笑容，好些個導引志工在活動結訓時，
興奮的應許趕快去募款，明年還要再辦！

（6） 推廣演講－推廣講師委員會
推廣講師一直是荒野推廣理念的一支龐大的志工團隊，過去較少關注海洋相
關的主題，從 94 年開始荒野開始召訓海王子的推廣講師，95 年召訓第二期的
海王子推廣講師，相關教材亦整編完成，開始跨出關懷海洋相關理念的推廣。
台灣自然生態之美一直是荒野推廣演講最經典的教材，重新整編教材後，在
台北總會開始召訓推廣講師，同時將教材電子化，以方便推廣講師的教材的
準備及整理。

三、 荒野棲地圈護的工作成果
（1） 五股溼地生態園區－棲地工作委員會／台北五股組
五股溼地園區位於二重疏洪道，高速公路以北，疏洪一路以西，靠近出口堰
一片 92 公頃的溼地，向台北縣政府爭取保留作為溼地公園，今年是荒野第二
年認養。
五股的志工伙伴們，每個星期日固定在成蘆橋下免費為參加的一般民眾作解
說服務，讓他們體驗溼地的生氣盎然的生物族群，一年就舉辦了 52 場的自然
體驗活動。
在五股溼地難能可貴的是：在五股溼地園區內，發現國際上已列為瀕危保育
類的蜻蜒－『四斑細蟌』
，且持續觀察及紀錄，在溼地已有穩定的族群棲息。
在圈護的部份，在溼地園地內的南北大生態池，作了四座生態浮島，提供水
鳥覓食及棲息的空間，這個部份我們邀請企業贊助，並提供製作浮島給企業
員工作工作假期，讓他們一起來體驗為棲地盡一份心力的喜悅。

（2） 台北富陽自然生態公園－棲地工作委員會／台北富陽組
台北市大安區的富陽自然生態公園佔地 3.8 公頃，日據時代為軍事彈藥庫，
國民政府遷臺後繼續沿用，至民國 77 年駐軍撤出。台北市政府於民國 89 年
公告都市計畫變更為公園用地，成為提供居民休憩的地方。
因長久軍事管制隔絕，園區內少有人為干擾及破壞，保留了都市內難得一見
的低海拔森林及溪流等原始樣貌。園區內香楠、烏桕高聳入天，蕨類茂密。
依據中興大學的資源調查，園內植物物種豐富總計達 331 種，動物則包括哺
乳類、鳥類、兩棲爬蟲類及無脊椎動物等，當中計有 10 種屬於野動法保育類
動物。自然觀察時常可見保育類特有種動物「台北樹蛙」及珍稀瀕危二級保
育類動物「長吻白蠟蟬」出現，更顯富陽多樣性生態的獨特珍貴。
荒野保護協會於民國 90 年 7 月正式成立富陽公園定點組，每月固定於此從事
自然觀察及記錄，並舉辦各項導覽解說及學生校外教學活動，藉以推廣宣導
自然生態保育的觀念，期許能保存這個城市中難得的生態樂園。
歷經長時間的努力與溝通，富陽自然生態公園於民國 93 年 11 月 1 日起正式
由荒野保護協會認養，並由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95 年 3 月起贊助參
與，共同認養推動各項保育工作。
富陽自然生態公園是台北市第一座先作資源調查再作規劃設計的公園為明瞭
園區生物物種分布，政府委託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進行為期四年（民國
93~96 年）環境資源調查及生態監測，作為本公園規劃設計及經營管理策略之
依據。園區新建工程首要考量「生態保育」
，規劃設計以生態工法極低度開發，
施工作業均採最小干擾方式進行，展現原始森林面貌的都市公園綠地，為都
市公園綠地生態建設的典範之一。
新建工程於民國 95 年 9 月完工，並於 10 月正式開園。開園以後每個月的第
二個星期日上午，緯創與荒野的志工免費為參加的民眾作解說服務，但須事
前上網報名。歡迎大家多利用荒野保護協會的免費導覽活動，讓富陽的守護
義工帶領您進入富陽奧妙的自然殿堂。

（3） 竹北蓮花寺食蟲植物棲地－棲地工作委員會／新竹食蟲植物組
竹北的蓮花寺是現今所知，台灣食蟲植物僅存的原生棲地，也是荒野接受公
部門委託復育的一塊棲地；在新竹分會伙伴的努力下，幾年下來長葉茅膏菜
復育情形良好，其他數種不常見的食蟲植物也都有穩定的族群。
95 年荒野有了更多的溼地植物保育的經驗，在竹北蓮花寺我們設定了五個樣
區，作必要的翻耕，讓更多的種仔有機會發育，結果情形良好，各種的食蟲
植物都有穩定的放群。

（4） 台灣水韭搶救行動－棲地工作委員會／溼地植物庇護中心
長期作觀測的台師大張永達老師，94 年底發現夢幻湖保護區的台灣水韭只觀
察到個位數的數量，若不採取任何措施可能台灣水韭將從台灣消失，主要由
於水量的不穩定及泥炭蘚及白背芒的大量入侵，使台灣水韭的孢子無法萌發。
在陽管處、張永達老師和荒野保護協會的商議後，荒野保護協會出動了 180
人次的溼地志工分成四批二月 26、28 日、三月 4、5 日，清除積壓的泥炭蘚
及白背芒到保護區的週邊。
六個月後，台灣水韭的族群已發現有上萬株在夢幻湖生長，荒野的溼地志工
成功的搶救了台灣原生種的台灣水韭。

（5） 棲地研調小組成立及運作－棲地工作委員會
荒野有眾多的解說員，在全國的 47 個定點固定作自然觀察，但是對定點觀察
的紀錄方式，未統一格式，致使在一些須要較嚴謹資源調查資料時，往往無
法提出有力的論證，有鑒於此在棲地工作委員會下成立了研究調查小組，統
整各棲地資源調查相關的工作。
棲地研調小組於 8 月 5-6 日二日假台大安康農場，開辦第一期的棲地研調課
程，總共有來自各分會共有四十餘位伙伴一起到台北來受訓。課程結訓後，
分成小組開始作實習，在桃園魏家池、夢幻湖、五股…等一個一個棲地實習，
逐步建立棲地資源調查的雛型。

（6） 溼地庇護桃園雙龍站成立－棲地工作委員會／溼地植物庇護中心
台灣萍蓬草為台灣的特有種，原來在桃園、龍潭、中壢等地有數千口埤塘均
有台灣萍蓬草的蹤影，因為農耕方式的調整，許多水田廢耕後，尚有原生台
灣萍蓬草的埤塘已屈指可數。
近聞新竹科學園區將在龍潭設立「龍潭基地」
，預計場址最近的地方距目前僅
存的數口埤塘只有數百公尺，在未能確保「龍潭基地」不會對台灣萍蓬草的
原始棲地造成影響的前提下，率先在桃園地區雙龍國小成立第三個溼地植物
庇護站，就近庇護桃園地區的溼地植物，此舉獲得統一超商桃竹區的伙伴及
雙龍國小的師生的一致支持，於 95 年 9 月 29 日起正式成立溼地庇護中心的
桃園雙龍站，結合荒野的義工、統一伙伴與雙龍國小共同推動各項保育工作。

四、 環境保育工作成果
（1） 反對蘇花高速公路的興建－鄉土關懷委員會
東部地區因地形特殊，山高谷深，平地狹窄，交通困難，導致產業發展不易，
幸運的未被過度開發，得以維持高品質的生活環境，保有奇特美麗的自然景
觀，人口密度是全台灣最健康的地方。
今日全世界面臨人口過多、環境污染、交通擁擠，生活品質日益惡化，東部
的好山好水是多少人夢寐以求而不可得！喜歡去東部旅行就是因為東部的
美、人少、環境好，維持這個優勢是東部未來發展最重要的關鍵因素。
過去產業東移政策失敗，就是未能體認東部的特性。台灣的產業結構發展已
超越廉價勞工大量生產的加工業，傳統產業無法在西部生存，更不可能到東
部來發展。
東部條件適合發展的精緻產業、服務業、教育、文化生態深度旅遊等非密集
形態之產業；這些產業需要的是優秀的人力水平、暢通的訊息管道、良好的
環境品質而不是大量的高速運輸工具。

（2） 反對離島不當建設－鄉土關懷委員會／離島關懷小組
台灣的離島共有金門、馬祖、蘭嶼、綠島及澎湖；原來因為島嶼的特性及經
費不是很充裕的情形下，自然人文及生態都有可觀之處。然於 93 年中的二個
月的期間，陸續傳來關心各離島的會員及會友的消息；各離島均在關發道路、
建設港口、整修步道，使得許多得來不易的自然生態遭到破壞。
原來政府為了改善離島居民的生活，成立了離島建設基金，以十年的時間，
每年提撥三十億，共提撥三百億來作為改善離島建設，原來內政部將每年提
撥的基金以比例提供給各離島的地方政府，各地方政府就將該經費來作各項
道路、港口等水泥的施工。
瞭解原因後，積極的與相關的政府單位溝通，將各離島的問題讓更多的人知
道、共同關心、相互支援，期望能使各地方都能有民間的保育力量的興起，
在地人的守護力量才可持久。

（3） 反對台北市山坡地不當開發－鄉土關懷委員會
台北市的山坡地有許多的坡地為保護區，但台北市政府為了解決大台北區的
住宅用地的問題，已經分次將部份保護區變更為住宅區；但在民生用水、水
土保持、交通量、防洪、污水等問題未完整考量下，將保變住的政策將嚴重
影響到周邊居民的生活，協會持續關心都市審議委員會相關的程序。

（4） 守護培力工作坊的舉辦－鄉土關懷委員會
每年一梯次的守護培力營，招訓四十名對鄉土關懷有興趣的義工，作為期一
個半月的訓練。配合室內課程及戶外的踏查，義工們驚見台灣的環境問題，
比想像的嚴重，都願意挺身而出，為自己有興趣的議題貢獻心力，持續舉辦
守護培力坊已成為荒野鄉土關懷義工的主要來源之一。

五、 大型倡議環境教育活動工作成果
（1） 四月 22 日地球日回收碳粉匣及墨水匣活動
地球日今年度的主題定在【快樂綠生活、回收愛地球】地點選在台北松山煙
廠，與印表機的主要製造廠商 HP、EPSON 合作，在地球日到環境日的期間，
回收墨水匣及碳粉匣，廠商就捐相對的基金給荒野作棲地保育基金。在一個
半月旳回收期間，我們共回收了 4745 個的墨水匣及碳粉匣，除了作環境教育
相關園遊會之外，還作了對地球有益的回收活動，。

（2） 六月 11 日耗時三年的台灣水鹿紀錄片發表會
台灣水鹿是台灣原生種最大型的哺乳類動物，早期從平地到高山都可以見到
其蹤影，但人類大量開發後，在一般山區已難得見到其踪影，必須到中高海
拔地區，才得見其踪跡。
協會會員劉思沂，常年登山，一次偶然的機會，在登山途中與水鹿偶然邂逅，
對紀錄台灣水鹿的生態產生了高度的興趣。在累積了與水鹿相處的相關經驗
後，提議拍攝水鹿的紀錄片，獲得林務局的支持，贊助一半的經費。經過三
年的努力，終於有了不錯的成果，選在 6 月 11 日在福華文教會館的卓越堂（可
容納 780 人）舉辦了發表會，邀集了贊助拍攝的會員、會友、保育相關政府
單位及環保團體，共聚一堂來欣賞台灣水鹿的紀錄片。

（3） 六月 21 日第二年舉辦夏至關燈節能倡議活動
今年是荒野與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第二次舉辦『夏至關燈』的節能倡議活動，
今年同步關燈的單位，除了地標 101 八時正關燈 10 分鐘外，加入了美麗華的
摩天輪關燈 17 分鐘，還有台達電子相關廠區等。
主場活動在大安森林公園的【夜之嘉年華】
，除了節能相關設施展示外，荒野
伙伴的夜間觀察、觀星及各項夜間演唱、演奏、默劇等活動，主舞台於九時
準時結束，所有人潮擁向各攤位，好不熱鬧，作了一次成功的節能宣導。

六、 國際分會發展工作成果
繼尼加拉瓜成立分會後，澳洲分會也於今年正式取得澳洲政府頒發的許可證，且
是少數取得捐款可抵稅的民間團體之一。尚餘馬來西亞砂勞越分會正在努力中，
荒野正式步向國際化的路，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七、 會員會務發展的工作成果
（1） 會員超過一萬名
會員人數在荒野剛屈滿十一年時突破了一萬人，代表著環保團體會員人數的
新里程碑。雖然距離我們希望推展公民運動的理想，仍有一大段路要努力，
但會員人數五位數畢竟有其歷史的意義。
在被會員肯定的同時，也代表著一份責任及承擔，期勉第二個一萬名會員可
以一半的時間就達成，讓關心的環保的人士不再是那關鍵的少數，而是普世
的價值，社會主流關注焦點。

（2） 9 月 23 日年會移師台中，並宣佈原住民工作委員正式成立
今年的年會，由台中分會接手承辦，地點在明道管理學院，我們動用了中興
池、PA 訓練場、視聽教室及大會堂，讓參與的伙伴都體會到好客的分會伙伴
的熱情。
今年值得一提的是，在會中理事長正式宣佈了成立了荒野的第十二個工作委
員會－原住民工作委員會，由常務理事王世綸大哥擔任召集人。其實各分會
都有一群關心原住民的伙伴，早在默默地關懷在地的原住民朋友，正式成立
委員會可以讓更多的資訊，可以有更多的交流的機會，同時也確定了今年的
音樂會以原住民為主軸，所募得的款項也以支援原住民相關活動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