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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九十七年度工作成果報告書 

 

一、 組織更動： 

(1).台北總會及台中、台南分會搬遷： 

隨著組織發展，台北總會的會議及訓練空間明顯不足，經過兩年多的尋找，終於在

97年 11 月 1日由興隆路舊會所搬遷至詔安街新會所，11月 3日起正式於新會所服

務。搬遷過程中志工們竭盡所能協助，並於 12月 27 日假新會所及古亭國中大禮堂

舉辦入厝嘉年華＋歲末音樂會活動。 

台中分會因五廊街舊會所房東無法續約，尋覓大墩一街新會所，並透過志工協助於

97年 11 月 29、30 日完成搬遷，12月 1日起正式於新會所服務。 

台南分會因開元路舊會所房東另有使用，11 月 1 日由志工協助搬遷至東門路新會

所；並於 11月 30 日假新會所舉辦快樂入厝活動。 

(2).台南分會 善化聯絡處新成立： 

聯絡處成立是荒野在地推廣與守護的最有效方式之一，透過志工的召集、借用志工

本身的場所成立聯絡處，除了可以就近推廣荒野理念外，亦可以在地關懷生態環境

的現況，第一時間可以反應及處理。 

97 年 11 月 30 日假善化鎮中山路美善牙醫診所成立荒野台南分會善化聯絡處，由

解說員黃敏忠夥伴（診所院長）擔任負責人，初期安排隔週三講座及自然觀察班課

程，每季配合參加崁頭山戶外解說活動，慢慢營造南科樹谷園區定點觀察活動。 

(3).秘書處共有專職人員 28 人 

台北總會秘書處 18人： 

              秘書長 1人；行政部 4人；推廣部 4人；企劃部 3人；保育部 4人； 

              97 年 9 月新設立財務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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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人；高雄 1人； 

              花蓮 1人。 

(4).委員會（志工群組）： 

荒野是一個以志工運作為主體的組織，目前荒野保護協會因著不同的任務已成立十

三個委員會，為荒野所有環境教育及保育活動運作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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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委員會的名稱及召集人如下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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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菁砡 任召集人。 

親子教育委員會－由理事長 林耀國 任召集人。 

特殊教育委員會－由理事 高永興 任召集人。 

推廣講師委員會－由理事 陳介緯 任召集人。 

綠活圖發展委員會－由常務理事 胡淑貞 任召集人。 

自然中心發展委員會－由理事 宋宏一 任召集人。 

鄉土關懷委員會－由常務理事 廖惠慶 任召集人。 

棲地工作委員會－由副理事長 賴榮孝 任召集人。 

原住民委員會－由理事 王世綸 任召集人。 

研究發展委員會－由副理事長 陳俊霖 任召集人。 

國際事務委員會－由副理事長 柯典一 任召集人。 

資訊管理委員會－由常務理事 蔡明易 任召集人。 

二、 荒野環境教育的工作成果 

(1).戶外教學－兒童教育委員會－戶外學習導引員 

有感於現今國內許多學校的戶外學多流於遊玩性質，除了浪費教育資源之外，也降

低了學童於戶外真正學習的機會。因此荒野在 97 年度開始嘗試與學校接洽，結合

荒野自身的資源，帶領國小三至四年級的孩童，進行單日校外教學活動，藉此推展

荒野自然生態的理念。 

今年首先在台北總會富陽公園、五股溼地、新竹分會十八尖山、東山溼地、台中分

會勝興等五地推展戶外教學，共進行了 90場次活動。 

為了往後持續戶外教學活動的推展，特別訓練了一批戶外學習導引員志工，主要是

招募平常日週間的活動人力，以利戶外教學活動的進行。 

97 年是一個新的開始，期望在 98年有更好的發展，也希望能募集企業公益的贊助

與支持，以推展國內正確與良善的戶外自然教學風氣，並帶領我們下一代的孩子，

認識所居住的美麗台灣，建立孩子生命與這塊土地的情感連結！ 

(2).兒童夏令營－兒童教育委員會－台北荒青團 

兒童的環境教育向來是荒野最重視的部份，自 91 年起於每年的暑期舉辦兒童夏令

營，一直都受到家長的肯定。92年開始向企業募款，帶領弱勢的孩童參與夏令營。

緯創資通有限公司由 93 年開始贊助荒野弱勢兒童夏令營計劃，已持續進行了第五

年。夏日星辰自然藝術仁愛基金會則由 96 開始贊助荒野台中、嘉義地區弱勢孩童

自然體驗營，97 年更與荒野簽訂了為期三年的計劃，以贊助台中地區弱勢兒童的

計劃。往後也期待有更多的企業能夠關注到兒童環境教育的部份，贊助荒野兒童自

然生態教育的發展計劃，投入此一重要且有意義的環境教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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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度的兒童夏令營總共舉辦了 15 梯次弱勢兒童夏令營、3 梯次特殊兒童農事體

驗營、12 梯次一般生兒童夏令營、11 梯次弱勢孩童單日自然體驗活動。除了梯次

數增加外，97 年的活動對象除了一般孩童、經濟弱勢的孩童之外，更將對象擴及

到身心障礙的孩童，像是聽覺障礙、自閉症、過動兒等特殊兒童體驗自然。而活動

的模式，更除了既有過夜的營隊之外，並在下半年邀集參與過荒野夏令營的弱勢孩

童回來進行單日的自然體驗，得到了良好的回響。 

在台北青年團的部份，歷經 5年的荒青團經過重新審視後，97年間轉變訓練模式，

透過實際接觸不同生態系統及從活動中實做學習的過程，讓大專青年能積累帶領活

動的能力及自然的經驗，除了將此運用在兒童自然體驗營之外，進而影響更多相近

年紀的大專生為另一大目標，並獲得了大專院校生的認同。 

(3).炫蜂團、小蟻團的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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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月至少進行一次的炫蜂團團集會活動。 

親子教育委員會的三部曲：炫蜂團→奔鹿團→翔鷹團；95年在眾多家長的要求下，

在台北二團成立了小蟻團，為一複式團(由一個育成會支援炫蜂團及小蟻團的活

動)；並在此團持續發展之下，台北一團亦於 96年成立小蟻團。 

97 年度新成立了台北第五團，這是第一個由小蟻團開始的親子教育委員會群組，

除了桃園及花蓮分會之外，各分會均有炫蜂團，97 年度全台共有 12 個炫蜂團，3

個小蟻團。 

期許荒野保護協會的炫蜂團、小蟻團的所有夥伴都成為台灣的綠色種子，為我們的

生活環境持續散播永續綠色生活的新概念，讓明天是一個可期待的未來。 

(4).身心障礙友的自然體驗－特殊自然教育委員會 

大自然是最好的醫治者，有些朋友比一般人更需要來自大自然豐富生命的滋養，但

因為身體障礙的關係，他們反而沒有機會親近自然。 

荒野保護協會自 94年起將眼光放至特殊自然教育，成立了「特殊教育委員會」（簡

稱特工坊），以期帶領各類身心障礙及罹患各種特殊疾病的夥伴，重回大自然，體

驗自然的豐富與生命力，並在其中獲得撫慰心靈的正面能量。自成立以來，培訓了

60位的特殊自然體驗導引員，帶領了近 800 位身心障礙者及其家人體驗自然之美。 

荒野特殊教育委員會 97 年的工作重點，除了持續服務身心障礙者之外，仍著重於

擴充人力資源，並將培訓的經驗帶到荒野的分會，以及整理出版服務活動的教案教

材手冊。 

特殊自然體驗導引員培訓課程 

特殊自然體驗導引員的課程，主要在培訓帶領特殊朋友體驗自然的志工人力，並針

對不同身心障礙的類型，發展適宜的活動教案。97 年荒野台北總會舉辦了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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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自然導引員培訓班，完成培訓人數為 26 位，而這 26 位新生力軍，也於 12 月

底以前完成 2次以上的服務活動。另外工作團隊除了在台北舉辦特殊自然體驗導引

員訓練之外，並將這個培訓的經驗帶到荒野的台南分會，籌辦了台南分會第一期的

特導員，以期服務台南地區的特殊朋友。 

特殊自然解說服務 

定期為身心障礙者及其家人舉辦自然解說服務，97年度特工坊共舉辦了 10場次的

特殊自然體驗，其中包含三梯次的特殊兒童暑期夏令營，服務的類別有：智能障礙、

亞斯伯格症、聽障孩童、視障高中生、自閉症、過動兒、精神病患、心智障礙、癌

症病患等，服務人次達 200 人。無論是服務對象的類型及服務人數上都已達到預定

的目標。 

身心障礙自然體驗活動方案手冊 

針對不同身心障礙類型，發展出適宜的活動方案，並經由實務操作的經驗累積，發

展成為易於學習和操作的活動範例，經彙整編印 2000 本「特殊解說活動工作手

冊」，將提供給荒野各地分會及解說人員參考運用，以擴大服務身心障礙者的能量。

歷經一年多的籌備規劃及撰寫，終於在 97 年 7 月完成印製出版。除了做為特導員

培訓的教材，也可提供給特殊教育相關領域的夥伴參考。 

(5).推廣演講－推廣講師委員會 

推廣講師委員會為有較好的演講品質，建立起一套培訓模式，由上課、表達能力訓

練、組織分析訓練、試講評分等制度的執行，培訓出一批優秀的講師，對於荒野理

念的推動十分有助益。 

96 年開始將這套培訓的方式推展到荒野的其他分會，97 年度全會共舉辦 7 場次的

推廣講師志工訓練課程，培訓出一批批優秀的推廣講師，今年共執行了 537 場次推

廣演講，將荒野的生態理念推展到各機關團體及校園。 

今年推廣講師委員會承接了荒野年度義賣品的規劃，將推廣演講的教材融入荒野年

度義賣品桌曆當中，讓更多夥伴了解荒野的推廣演講教材，並進行演講的邀約。不

僅促進了桌曆的銷售，也增加了演講邀約場次。 

教材方面除了已完成台灣自然生態之美、重新看見海洋及與自然做朋友三套教材的

電子化及教案。今年度進行全球暖化教材的編製，以因應目前全球暖化的問題。 

(6).綠色生活地圖－綠活圖發展委員會 

綠活圖除了既有的工作坊邀約之外台北、桃園、高雄各自有專案進行。高雄繪製了

北恆春綠活圖，桃園則進行陂塘采風綠活圖的設計規劃，台北總會則與台北縣政府

合作進行淡水河綠活圖的踏查、繪製。 

桃園地區的綠活圖結合工研院 Tagale 系統，將紙本綠活圖轉化為電子版，加上時

間軸的部分，是觀察棲地變化的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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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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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在全國各分會舉辦了 333 場的戶外自然體驗活動，15

堂自然觀察班，81堂自然生態相關課程，帶領民眾進一步的體驗大自然。 

97 年台北總會與美商 INTEL 的福委會合作，為 INTEL 的同仁每個月安排一場戶外

體驗活動，並搭配室內講座及環境行動的部分，讓自然體驗活動更加深化而有意義。 

今年荒野全國共培訓了 6梯次的解說員訓練班，訓練出約 200 位優秀的解說員，以

舉辦荒野的自然體驗活動，帶領民眾親近自然，領略台灣自然之美。 

(8).淡水自然中心、高雄悟洞自然教育中心－自然中心發展委員會 

淡水自然中心位於台北盆地大屯山下，是台北近郊難得的稻田區。為了勸導農民以

自然的方式進行耕作，而設置了「穀東會」。主要是以保證收成稻米的方式，讓老

農民放棄休耕補助，重新回來耕作，並輔導用自然農法的施作，不灑農藥、不施化

學肥料，將前人的智慧導入農事活動之中，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過程依然

可以是城市農民曆的重要環節，讓土地重新恢復生機。 

97 年總共招募了 73位穀東，除了讓農民可以無後之憂的耕作之外，並讓穀東親身

參與農事，並透過志工人力及工作假期的方式，來克服自然農法所耗費的人工，讓

離開土地已久的現代人，重新拾回對土地的情感，也讓年終的收成格外香甜。 

除了北部淡水自然中心之外，97 年高雄分會於三民鄉悟洞地區，以協力造屋的方

式，建構自然教育中心，以期成為高雄地區自然教育的基地。 

協力造屋是一個龐大而繁複的工程，由一開始的整地、木料準備、木結構準備、木

結構組裝、屋頂鋪設、牆壁建造、水電安裝、室內隔間、環境整理…等林林總總的

事情，都由自己規劃設計，逐步安排工作，透過自己的雙手完成。在拆除的舊工寮

的過程中，全程不使用怪手，而全賴夥伴們一樑一柱地慢慢拆下，雖然耗時費工，

但能將建築材料做到最大程度地回收再利用，我們希望展現的便是此種雖然麻煩、

雖然繁複、但堅持自我理想，讓環保的理念處處實踐的作法。但合力造屋的精神就

是，不是專業沒關係、不會拿槌子沒關係、小孩子也可以參與，只要帶著開放的心、

學習的心，在這兒大家都可以找到合適的工作，共同享受親手敲鑿至完成的過程、

享受把木料組成木結構的滿足感、享受在陽光下揮汗而得的成就感。目前造屋工作

仍在持續進行當中。 

 

三、荒野棲地圈護的工作成果 

(1).台灣溼地保育實務交流研討會－棲地工作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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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 6 月荒野邀請林務局、營建署、台北縣政府、台北縣永續教育中心、台大生

工中心、與 WWF 香港分會與台灣各團體共同舉辦「2008 台灣溼地保育交流系列活

動」，包括：「台灣溼地之美講座與體驗活動」、「台灣溼地保育實務交流研討會」、「台

灣重要溼地參訪與座談」。 

為期兩個月的時間，曾到過金門食蟲植物溼地、桃園埤塘、五股溼地生態園區以及

萬里溼地植物庇護站進行體驗活動，另外，藉由系列講座，讓更多民眾認識台灣溼

地的美麗、危機與威脅；7/19-20 兩天的「溼地經營管理實務經驗研討會」，總共

有近 150 人參加，透過面對面交流討論，讓更多人了解並關注台灣溼地之保育工作。 

最後溼地參訪的階段，走訪了南北部在經營管理上成功的案例，包含北部關渡自然

公園、五股溼地生態園區；南部的高雄洲仔溼地公園、台南四草溼地以及官田水雉

復育區。緊湊的行程讓大家了解各地的實際狀況與棲地保育的方法，以及更多動人

故事。並於最後的座談會中擬出幾點共同建議，希望政府能有效整合與建立溼地專

責單位，積極推展長期溼地保育。 

1.加強國際保育交流 

2.推動全國溼地普查際化，建立完整資料庫 

3.訂立溼地保育法令，研擬溼地開發補查制度，落實溼地保育政策 

4.全球變遷因素應納入溼地保育之重要思維 

(2).五股溼地生態園區—棲地工作委員會/台北五股組 

協會自從 96 年起認養「五股溼地生態園區」，96 年再延續三年認養合約並擴大認

養範圍達 250 公頃。97 年更獲得花旗銀行贊助棲地改善，成為結合公、私部門及

NGO 一同努力的典範。 

在棲地經營管理方面，在圳邊公園持續進行南北池的人工浮島營造，提供隱密安全

的環境讓鳥類棲息，目前觀察已有紅冠水雞、小鸊鵜、花嘴鴨、鳯頭潛鴨使用，效

果良好。並以花旗銀行贊助之經費，進行了大生態池、疏洪生態公園及四斑微棲地

營造試驗，改善棲地成為多樣性環境，讓包括鷸鴴科、雁鴨科鳥類以及四斑細蟌等

物種獲得較佳之棲息環境，棲地改善試驗後持續進行生態環境監測與紀錄，以瞭解

試驗成效並提供後續改進參考。 

在環境教育方面，除了每週日下午定期免費導覽活動外(97 年度共進行 51 場次，

約有 765 人次參與，平均每次約 15人)，也接受團體預約導覽(本年度 20 個團體，

共 1588 人)，此外，更結合學校推展戶外教學活動，以五股國中、五股國小、忠義

國小、成州國小及大崁國小做為種子學校，辦理教師研習活動（本年度計 439 人次）

以及學生戶外教學活動（本年度共有學生 1622 人次前來參訪）。 

在大型活動部份，4/20 日地球日活動（約 130 人）、4/26 花旗銀行認養五股溼地活

動（約 150 人）、7/19~7/22「2008 年台灣溼地保育實務交流研討會」 (80 人參與)、

8/20~8/30 五股溼地夏日饗燕季(200 人)、11/8 花旗全球志工日活動(410 人)，共

計 970 人。 



10073 台北市中正區詔安街 204 號 www.sow.org.tw / sow@sow.org.tw 
No.204, Jhao-an St., Jhongjhe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0, Taiwan,R.O.C  
Tel／+886-2-2307 1568  Fax／+886-2-2307 2568 

7

(3).台北富陽自然生態公園－棲地工作委員會／台北富陽組 

富陽自然生態公園於民國 95年 10 月正式開園，在緯創資通持續贊助下，荒野與緯

創資通已邁入第四年共同認養富陽公園(95 年至 98 年)。 

97 年仍持續加強附近社區居民的環境教育，希望認同並且加入守護富陽的行列，

共舉辦第二、三期社區巡守志工培訓(共 15 人)與志工進修課程 8 場，由在地志工

每週定期巡守公園並建立巡守與通報管理機制，為公園管理納入在地社區力量。除

此之外，更舉辦四次的週末淨山活動，藉由身體力行的方式來影響喜歡富陽的民

眾，讓更多人一起守護富陽的自然環境。 

97 年增加了戶外教學的部分，針對鄰近富陽的大安與三興國小三、四年級學生試

行，共計 36 場，讓學校戶外教學的內容結合周邊環境的自然教育，更有意義的引

發師生守護自己生活的自然環境。 

解說導覽部份，舉辦第三期緯創棲地守護員培訓，這次結合解說員培訓課程試行，

緯創志工不僅協助富陽解說，也有 15人成為荒野解說員，持續進行每個月的第二

個星期日上午免費解說導覽活動以及不定期的團體預約導覽活動，共計 29場。並

舉辦緯創人自然教室共 4場的戶外課程。 

(4).金門田浦食蟲植物棲地—棲地工作委員會/棲地研調組 

金門田浦為一開闊的溼地，這些溼地因為常年有水份流經地表，土地上的養份便不

斷流失，而造成了一個貧瘠、潮溼，而且帶有酸性的環境，不利其他的植物生長。

因此，田浦海濱成為金門食蟲植物種類分布最多的地方，有長葉茅膏菜、金錢草、

長距挖耳草、絲葉狸藻...等。在陳德鴻夥伴長期關注下，97年度在關懷離島永續

發展，由協會策劃的【離島影展】系列活動后，正式與金門縣政府合作，復育田浦

的食蟲植物棲地，經由教育宣導，讓更多在地民眾瞭解棲地保育的重要性。 

在棲地復育部分，藉由翻耕與持續的監測調查，瞭解監測區內植物種類，及其伴生

植物相之演替，目前共規劃有 15 個樣區進行翻耕與調查。第一年研究得知食蟲植

物棲地在翻耕後第一年，會出現大量寬葉毛氈苔，雨季過後，則毛氈苔數量開始減

少，禾本科迅速蔓生，而食蟲植物也只能在強勢的禾本科之間生存。在翻耕後第三

年，則棲地進入末期，強勢的禾本科壓縮絕大部分食蟲食物生長空間，至此時則需

進行翻耕與整理，俾使珍貴食蟲植物獲得永續發展的生存空間。 

因此，除了持續對原棲地的管理與記錄外，建議於適當地點建立「金門食蟲植物種

原區」，如此可避免種原過度集中，達到生態保存、教育、推廣等多重目的。同時

也需建立「濕地棲地履歷」管理機制，避免人為過度干擾或破壞，才能讓這特殊的

物種能持續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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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夢幻湖台灣水韭監測計畫－棲地工作委員會／萬里庇護站 

繼 95 年搶救行動後，持續投入夢幻湖台灣水韭保育工作，台灣水韭族群雖於搶救

行動後逐漸穩定，但目前滲漏及環境陸化的問題仍舊存在，為了解台灣水韭於此棲

地的演替情形，97 年計畫即以氣候變化、水文狀況、地理環境、樣區植群覆蓋率

四大調查項目為主，採定期而持續的方式紀錄夢幻湖的各項重要環境資訊，同時評

估溼地內的滲漏位置及晶化施作，以維持台灣水韭族群穩定生存的最適水位。 

進行夢幻湖湖域內植物物種調查，結果發現，台灣水韭逐漸恢復穩定的族群生長數

量趨勢。建議只需每年一次移除強勢物種白背芒即可讓台灣水韭與其伴生植物穩定

生長。湖底滲漏的狀況仍需持續關注，希望可以找出最適合生長的水位高度讓台灣

水韭自然穩定生長。 

境外復育部分，95 年底移至天溪園水生池之台灣水韭，仍持續穩定生長，顯示該

境外復育區已有初步的成果，然後續仍需長期持續進行環境的監測及維護工作。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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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年是荒野經營蓮花寺棲地的第十年，期待能因夥伴持續的關注，逐步改變環境，

更希望能讓這塊棲地恢復為 30 年前的環境，讓此地食蟲植物能夠在此自行繁殖、

生長，達到一種生態平衡。 

因此，今年持續進行樣區食蟲植物生長監測，適度以翻土或其他適當人為方式介

入，藉此建立一套標準復育流程，提高復育成功率。同時也從原棲地採集種原，以

人工種植方式在新竹北埔油點草生態農場進行移地復育，建立食蟲植物種源庫。 

未來亦期許油點草生態農園成為食蟲植物境外復育與生態教育之實習場所，並藉以

提供做為未來食蟲植物相關保育及復育工作之參考。 

四、 荒野環境保護的工作成果 

(1).反對蘇花高速公路的興建－鄉土關懷委員會 

經過各界夥伴及許多友會的努力下，97 年蘇花高議題在四月份的環評大會中，終

於被退回交通部，迫使相關部門重新檢討如此的交通建設是否符合東部永續發展等

上位計畫。然而，在地方選舉與政治人物的諸多壓力下，蘇花高議題不斷被提出，

不論是「蘇花替」、「那一條路」到「蘇花山線」，都未從花東發展之願景檢視真正

的問題及需求為何。 

因此，97 年協會持續與相關友會定期召開策略會議，依不同任務分組，辦理包括

座談會、訪調、營隊與記者會、相關陳情活動等，讓這議題持續被關注與討論，期

待能真正釐清問題與需求；於是七月於花蓮針對交通、地方經濟、教育、醫療等四

大議題舉辦論壇與訪調，也多次以「要車票行動」促使政府加速提升東部鐵路運能。

目前蘇花山線可行性研究已開始，如何讓這條路回歸東部永續發展真正的需求，仍

是未來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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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與「水患治理監督聯盟」之運作-鄉土關懷委員會 

協會自 96 年起參與「水患治理監督聯盟」，經過一年努力後逐步建立參與監督機

制。期間，聯盟針對石門水庫整治拜會水利署副署長楊偉甫三次，拜會水保局臺北

分局三次，參加了石門水庫所舉辦全部的三次評鑑作業，參與審查會至少十次，現

勘近二十次，提出十數篇聯盟的論述，參與無數次民間 NGO 會議與官方決策會議，

也辦理了一個培訓營隊。 

97 年聯盟參與水土保持局於石門水庫山坡地保育治理工程共計 47件工程，合計已

完工工程 29 件，工程減量及取消施作金額總計 266,028 仟元(二十六億元)，此為

初步成果。 

水患治理監督聯盟由數個異質的環保團體所組成，藉由透過「瞭解、公開、參與」

的原則，不僅聯盟迅速建立網站，將聯盟的論述和行動公諸於世，同時也積極的要

求官方就其規劃內容，工程地點等儘速的公開，聯盟與官方的協商內容也都於予公

開等，目的就是要降低資訊不對稱的情形，以利於民眾積極的參與各種決策、規劃、

審查與說明會議。 

(3).參與相關環境議題－鄉土關懷委員會 

協會參與公共事務部分，關注範疇主要在人為干擾較少、生物多樣性豐富或未開發

的自然棲地，大致包括：東部永續發展、離島永續發展、高山開發與河川山林保育、

溼地系統、海洋系統等議題，或是相關環境政策之參與等。 

因此，97年參與之議題簡述如下： 

「東部永續」主要仍以蘇花高議題為主，如第(1)項所述； 

「離島永續」協助蘭嶼沉船事件的發聲； 

「河川山林」除參與治水聯盟如第(2)項所述外； 

            藉由行義路溫泉個案檢視北市山坡地保育政策等； 

「溼地系統」包括爭取保留丹頂鶴來棲息的金山清水溼地、 

            保留高雄永安溼地； 

            參與對彰化大杓鷸族群影響極大的西濱快速道路員林大排段環評； 

            反對淡水河北側平面與淡江大橋等爭議工程； 

「海洋系統」從地球日淨灘活動開始，逐步關注海洋海岸議題， 

            參與石門船隻船隻擱淺漏油事件； 

            參與三浬禁止拖網管理規定公聽會； 

            參與海岸法立法公聽會等會議。 

「環境政策」參與國家公園法修法、 

            溫室氣體減量法立法的相關討論； 

            環評相關法規修訂的相關討論； 

            籌辦 2008 夏至關燈及協助籌辦 1206 全球抗暖化遊行的音樂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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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 年度部落關懷及文化活動－原住民委員會 

6月 14日安排華碩及其關係企業熱心員工苗栗南庄瓦祿部落老人關懷及淨山活動。 

11 月 8日為桃園霞雲國小課輔老師講授泰雅族通識。 

11 月 20 日協會周四見講授從九族到十四族台灣原住民族通識。 

11 月 29 至 30 日為輔導崙埤部落體驗舉辦哈盆步道試走。 

12 月 6日安排華碩及其關係企業熱心員工宜蘭崙埤部落體驗及淨山活動。 

12 月 17 日為台中縣沙鹿國中老師講授台灣原住民族通識。 

五、 大型倡議活動的工作成果 

(1).四月二十日地球日  全台串連守護海岸線，長期海洋守護的開端 

97 年地球日是荒野保護協會有史以來首度從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嘉義、台

南、高雄、花蓮和宜蘭共同進行海洋守護行動，荒野保護協會全台總計有 800 名義

工，來自於社會大眾和贊助企業的一日志工更超過 2500 人，總計於四月份有 20場

次的淨灘活動，總計清理了 15公里的海岸線，清出 14,473 公斤的垃圾，並透過海

洋廢棄物監測計畫，對於海廢物的來源和組成有進一歩的掌握。 

而地球日也是海洋守護的開始，繼四月地球日之後，下半年持續在挖子尾及六塊厝

兩處進行每個月或每季一次小型淨灘活動，共計舉辦次數 8 次，累計參與人次達

427 人，並於九月世界清潔日與澳洲在台辦事合作舉行國際連線研討會，將荒野海

洋守護計畫接軌國際。 

(2).六月二十一日夏至關燈 突破 90 萬人次參與、60 分鐘省電 28 萬度 

97 年舉辦的「夏至關燈-城市減碳足跡」，則挾前三年節電成果、走出台灣，以台

北市「夏至關燈-城市螢火」音樂會作為串連主場，六月二十一日晚上至少有 15座

亞洲城市於八點-九點時段共同響應夏至關燈，包含日本東京、香港、北京等國際

都會，更刷新去年記錄，在台灣創下關燈六十分鐘、省電 28 萬度、節電 178 公噸

的成績，響應人數更比去年提高四成，突破百萬人，似乎可以預測民眾已經將夏至

習俗和關燈行動連結在一起。 

97 年更將台灣台北的成功經驗，推展於國際串聯更多亞洲城市來加入城市節能行

列，台北市政府即於二月亞洲主要城市會議中提出城市串聯關燈的構想，荒野保護

協會和香港自然之友於四月份召開「夏至關燈  亞洲起跑」國際記者會，六月初則

由荒野保護協會和台北市環保局共同召開台灣起跑記者會，六月底則和北京地球之

友共同召開「台北-北京 關燈雙城記」國際連線記者會，藉由各階段不同的媒體操

作，將台灣夏至關燈的活潑和多樣性傳達給國際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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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國際荒野發展工作成果 

除了海外荒野在地推廣與發展外，荒野亦積極參與國際交流： 

5月 8日加拿大駐台北辦事處政策與文化處副處長任喆龍蒞協會訪問； 

7月 4日在馬來西亞推動自然生態教育的詠駩蒞荒野總會訪問； 

7月 19-21 日荒野主辦的「台灣溼地保育實務交流研討會」邀請世界自然基金會(WWF)

夥伴來台參與； 

9月 16 日應澳洲駐台辦事處之邀，參與「世界清潔日與海洋保育台澳交流」座談會； 

10 月 29 至 30 日荒野受邀前往福建福州市參與「閩港台溼地與水鳥學術研討會」。 

七、 會員會務發展的工作成果 

(1).十三週年慶移師嘉義盛大舉行 

97 年 9 月 20-21 日於竹崎鄉盛大舉辦兩天一夜的「綠色生活˙相約諸羅」週年慶

活動。荒野的夥伴們也落實節能減碳的觀念，遠道的大家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而來，

更有夥伴騎腳踏車來共襄盛舉。 

9 月 20 日白天參觀完鳥類最豐富的鰲鼓溼地與蘭潭後山公園後，晚間三百多人共

同在夜空下參與集結環保與藝術的「天荒地老野宴」露天茶會。 

9 月 21 日上午精采絕倫的年會表演節目輪番上演，會中並播放《種樹的男人》紀

錄片，片中紀錄嘉義夥伴盧銘世因為一本書以及一趟普羅旺斯之旅，讓他開展了在

嘉南平原的「北回歸線種樹計劃」，至今已執行長達九年。盧銘世表示，他相信這

個世上沒有完成不了的夢想，北回歸線種樹計劃或許是他這一代無法完成的夢想，

但下一代可以繼續執行，重要的是一定要開始做。「只要有人願意做，一定會成功。」 

最後嘉義分會長以足球裝造型出現，化身貝克漢寶，將舉辦年會活動的足球交給新

竹分會長劉月梅，明年新竹見！ 

(2).荒野官方網站改版建置 

96 年申請行政院研考會網站改善與創新補助費用，重整現有網站架構與資訊呈現

方式。目前荒野網站僅為傳統資料單向更新架構，對於資料保存、檢索及交叉運用

相對不便，擬重新規劃成互動式介面的自然學習及環境保育組織網站，建構完整網

站前後台系統以及動態資料庫，有系統地管理及運用本會多年來製作及整理的龐大

的自然教育資源，建立自然教育及環境保育的最佳學習入口。 

目標有四： 

1. 透過網站強化自然環境教育主軸 

2. 增加網站創新服務及整合相關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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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高民眾對於環境議題的參與度 

4. 與國內及國際 NGO 組織的串聯結合 

希望能過網站的改版提升網站效益，提升網站網頁到訪數，有效轉化重複造訪訪客

為會員或義工，籌措捐款或人力，並達到自然教育的推廣以及鼓勵民眾參與環境保

護的行動，並結合學校及環境教育資源，將環境教育的理念推廣予更多單位知悉，

擴大參與面。97 年開始跨部門協調各工作群組網站功能，並規劃前後台功能與形

式，預計 98年四月完成新版網站上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