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九十八年度工作成果報告書 

一、 組織更動： 

(1).桃園、新竹及台東分會搬遷： 

桃園分會因楊梅鎮舊會所房東另有使用，尋覓中壢市新會所，並透過志工協助

搬遷，6月 4日起正式於新會所服務。 

新竹分會因空間不足，11 月 8 日由志工協助搬遷至公園路新會所；並於 11 月

29 日假新會所舉辦快樂入厝活動。 

台東分會由會員提供在台東市新社三街的住所做為新會所；並於 10 月 25 日假

新會所舉辦熱鬧的入厝活動。 

(2).桃園分會 北桃園聯絡處及嘉義分會 西螺聯絡處新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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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年 6 月 7 日假桃園縣桃園市國光街成立荒野桃園分會北桃園聯絡處，由會員

羅美玲夥伴擔任負責人。 

98年 3 月 8 日假雲林縣西螺鎮延平慈愛中醫成立荒野嘉義分會西螺聯絡處，由

會員陳慧如夥伴擔任負責人，初期安排週二講座及自然與人文課程。 

(3).秘書處：秘書處共有專職人員 30 人 

台北總會秘書處 18 人： 

秘書長 1人；副秘書長 1人；推廣部 3人；企劃部 2人； 

保育部 4人；總務部 3人。 

98年 10 月新設立會員服務部 2人；專案管理部 2人 

分會秘書共 12 人： 

桃園 1人；新竹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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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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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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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綠活圖發展委員會－由常務理事胡淑貞  任召集人。 

推廣講師委員會－  由理事陳介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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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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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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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委員會－    由理事王世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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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教育委員會—兒童夏令營－全國各地志工群組 

除了常態性的舉辦兒童環境教育活動，弱勢兒童營的舉辦是荒野近七年來發展兒

童教育的重心，而企業的肯定與持續贊助更是讓本會能夠穩定走下去的動力之

一，在這裡感謝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與劉沙林女士多年來的支持，讓弱勢兒童

營能夠一年又一年的影響越來越多的孩子親近大自然。 

98 年度全國弱勢兒童營型態分成三類型：分別為兒童自然體驗營 17 梯次 576

人、回娘家單日體驗八梯次 245 人，階段性定期活動一梯次 58 人，共計 876 人。

合作六年累計下來共帶領了 2328 個孩子走入大自然。多年來合作對象無論是透

過與世界展望基金會、家扶基金會、全國各地的育幼院與在地學校，我們嘗試著

找到更需要資源的孩子，讓美好的自然體驗透過荒野志工群這個橋樑，傳送到每

個孩子身上。 

另外，除了弱勢生的服務，針對一般生我們也辦理了在台北淡水自然中心與二格

自然中心、新竹油點草自然農場、台中八仙山、台東達魯瑪克部落的兒童夏令營，

共舉辦了 23 梯次，約 449 人參加。 

兒童營累計共 1325 人參加。 

  (2).親子教育委員會—小蟻團、炫蜂團、奔鹿團 

親子教育顧名思義是由家長與孩子為主體，從事以自然為主的體驗活動，依照不

同年齡層進入不同團體，家長為當然志工。小蟻團為幼稚園大班到小學二年級，

炫蜂團為小學三到五年級，奔鹿團小學六年級到國中二年級。民國 91年首先成



立炫蜂團，陸續成立了小蟻團與奔鹿團，目前全國共有 18 個親子團，分別為三

個小蟻團、一個奔鹿團與十四個炫蜂團遍佈全國各地。保守估計全國共 1500 人

參與親子團活動。 

為了讓家長在擔任志工的時候能夠減少摸索的過程，委員會安排了各式訓練讓家

長能夠從中學習與熟悉，包含了導引員基本訓練與進階訓練，而各個親子團更針

對本身團體的需要而不定時安排團務研習與共識營來凝聚團體共識。 

 

  (3).自然中心發展委員會—淡水自然中心、悟洞自然教室 

淡水自然中心位於聖約翰大學附近，一個以農是體驗為主的基地，除了杜圃基

地，我們在今年更擴大了基地範圍，新增杜圃基地，這些基地都是擁有農田與伊

棟建築物，由當地居民無償提供，讓工作人員與民眾可以透過與土地親近的方式

認識環境的美好與現況。透過邀請加入穀東會的方式，讓民眾可以參與四季的農

事，這裡除了有針對一般民眾的「假日農夫」活動、大專青年的「青年壯遊」與

小朋友的「兒童營」各類型活動，穀東會共計 48 人加入。全年約 2,000 人參與

自然中心體驗活動。 

悟洞自然教室位於高雄縣三民鄉悟洞地區，是由當地一對原住民夫妻無償提供十

年土地，讓協會透過自然造屋方式來建造與自然相融的建築物，之後作為環境教

育基地。今年我們嘗試以小額捐款方式募集了來自 200 位伙伴的愛心費用來支持

自然教室後續的建材花費，而志工們更以工作假期方式來接力，共同實踐自力造

屋的夢想。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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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年持續在台北總會富陽公園、五股溼地、淡水自然中心、新竹分會香山溼地、

東山溼地、高峰植物園、金城湖、東門城護城河、台中分會勝興等八地推展戶外

教學，共進行了 176 場次活動，帶領約 9345 學生。  

延續 97年，也持續第二期戶外學習導引員志工訓練，更增加了平常日週間的活

動人力，以利戶外教學活動的進行。 

98 年是戶外教學的成長期，除了將戶外教學活動模式運作的更完善之外，也將

戶外教學與更多的學校合作，將環境教育帶給更多的學生來學習。 

 

 

 



    (5).綠領學習AAA－兒童教育委員會－校園低碳志工  

自 98年 4 月策劃提案以來，於 9月完成第一期種子講師培訓開始，陸續至北縣

市各小學進班推廣；並陸續於新竹、台中、台南等地區辦理種子工作坊，另於北

縣市 11 所國民小學培訓校園志工父母，成為該校能源推廣講師，期內總計培訓

能源志工 328 人次，服務 47 所學校有 3800 餘位學生接受節能教育，概估約有

4000 餘家庭接受『綠領學習- AAA』對環境資源之觀念，盰衡全球暖化與能源問

題日益嚴重之際，期望渠等能成為台灣各角落之能源種子，我們企圖以小學生為

希望，誘發成人重視我們的現存環境的危機，讓大家從日常生活中的小習慣開

始，延伸到食、衣、住、行、育、樂等面向節能減碳具體作法。在團隊夥伴努力

耕耘下，我們的成果為經濟部能源局所肯定，行政院於 99年 5 月 18 日辦理節能

減碳服務團隊成軍授旗活動，由總統馬英九先生親自為志工大隊授證，本專案課

程納入志工大隊推廣課程；咸此，我們將為能源教育盡最大努力持續不懈! 

很高興我們能有能源教育及節能減碳推廣的機會，感謝教育部社教司對本案的支

持；感謝扶植團長台達電子文教基金會一路的扶植，自此以後，我們將更加持續

在能源教育的面向作耕耘! 

 
  (6).綠色生活地圖－綠活圖發展委員會 

在今年持續推動綠色生活地圖在台灣的推廣。在各級學校、機關團體共辦理 10

場次工作坊及演講。尤其在學校方面的推動，於教師研習的場合中進行綠色生活

地圖工作坊，讓教師能運用於各項科目的教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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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年在全國各分會舉辦了 243 場的戶外自然體驗活動，

帶領民眾進一步的體驗大自然。 

全國各分會共舉辦 7梯次的解說志工培訓，讓環境教育推廣業務，能更加擴展。

帶領更多民眾認識自然之美，進而共同守護。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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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往三年培訓的基礎之下，今年的重心在於帶領各類身心

障礙的夥伴感受自然，引導肢障、精障、聽障、失智老人等夥伴體驗自然，總共

服務了 7 個場次，帶領了 200 位特殊夥伴。 

除了一般的特殊自然體驗外，也針對了暑期的特殊兒童，辦理為期三天各二梯的



夏令營活動，與愛加倍、陽光基金會等單位合作。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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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全國各分會一共舉辦了 6 梯次的講師志工培訓，

並至各單位進行了近 700 百場的講座。 

教材方面則除了前年的三套外，今年更增加台灣溼地之美及暖化的危機與轉機二

套教材。讓已邀約過的各級機關團體，能再度申請講座，增進對環境保護的了解

和行動。 

三、 荒野棲地圈護的工作成果 

  (1).參與國家重要濕地評選與相關計畫執行 

營建署九十八年初共劃設七十五處國家重要濕地，協會除協助提名與評選外，針

對台北縣五股溼地；宜蘭縣蘭陽溪口、五十二甲、無尾港；新竹市三姓溪口(香

山濕地)；新竹縣竹北蓮花寺等三個國家級溼地、一個地方級溼地提出生態環境

調查與復育計畫，將各棲地的生態資料作進一步累積，並串聯在地居民與社團共

組巡守隊維護溼地生態，透過環境教育活動讓更多民眾得以體驗溼地的自然之

美。 

(2).棲地認養成果及棲地工作白皮書架構 

過去三年協會棲地工作主要以累積實作經驗為主，並未進行整合與系統性的關注

台灣各類型棲地所面臨之狀況，以及荒野能在其中所扮演之角色。因此，九十八

年棲地工作委員會開始討論建構荒野棲地工作白皮書，期以系統性的觀點檢視目

前協會所關注的棲地，闡述各自所面臨不同的課題分析以及因應不同課題的工作

執行策略與行動方案。 

總計九十八年度荒野接受認養或委託之棲地，包括台北五股溼地(約 300 公頃)、

台北富陽(近 4公頃)、高雄觀音山(5 公頃多)，認養面積共約 310 公頃。而以執

行相關保育計畫參與棲地保育者，則包括台北-挖子尾河口紅樹林溼地(台北縣國

家重要濕地計畫)、台北-新店大漢溼地(台北縣國家重要濕地計畫)、台北-夢幻

湖(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桃園-魏家池(過去定期前往維護)、新竹-香山溼地(國

家重要溼地計畫、林務局計畫)、新竹-蓮花寺食蟲植物溼地(國家重要溼地計畫、

林務局計畫)、宜蘭-雙連埤(縣政府計畫)、宜蘭蘭陽溪口、五十二甲、無尾港濕

地(國家重要濕地計畫)、金門-田埔食蟲植物棲地(縣政府計畫)、金門-浯江口外

來種移除計畫(縣政府計畫)等，此外，亦持續於萬里棲地辦理工作日並發展志工

培訓課程與外接推廣活動。 



未來各棲地將以執行人力面、棲地管理面、學術研究面、環境教育面、企業合作

面⋯等面向依據不同棲地需求擬定不同行動策略與執行方案。 

(3).開始投入海洋事務以及海岸認領計畫 

台灣四面環海，台澎地區海岸線總長度為 1,730 公里。身為海洋子民的台灣人，

對於海洋環境的認識，僅止於停留在假日的遊樂與海鮮的饗宴上。天然海岸線已

不到 50%，陸地上人為產生的廢棄物，已經嚴重入侵大海造成嚴重的海洋環境污

染，並影響了我們的健康與安全。 

協會自 2007年地球日淨灘開始關注海洋保育事務，而今年更舉辦了兩梯次的海

洋關懷志工培訓(約計培訓 70 名志工)，並與公共電視合作分別在台北挖子尾、

新竹、台南與在地分會幹部舉辦環境紀錄工作坊，同時將相關資料與紀錄累積在

海岸守護網，並於年底開始發展荒野長期海岸認養計畫，全面展開海洋保育與海

岸認養。 

四、 參與環境議題與政策工作成果 

(1).建立顧問群組，並從國會、政府部會遊說，累積參與政策及法令修

正之基礎 

過去荒野累積許多人脈，應充分利用。一方面需增長專業知識才能與政府或企業

對話，另一方面也是需與專家學者合作，共同商討最佳策略，更具說服力。或許

還可透過顧問關係，直穿核心，尋找關鍵人物進行遊說，事半功倍。九十八年底

已陸續開始拜會相關顧問與學者之行程。 

而目前荒野關注的議題大致分為七大主軸，包括：東部永續、離島永續、河川

山林、溼地系統、海岸海洋系統、節能減碳與氣候變遷與其他（企業 CSR、環境

信託），範圍包山包海。然而依目前協會人力，是無法全盤投入研究，因此需先

評估、訂定出目前主要推動遊說之方向與條列相關政策法令。九十八年起陸續

選定投入的政策法令做研究(例如海岸法、國土計劃法等相關政策)，並陸續拜

訪相關人員或團體(如千里步道與 OURS)，以形成後續行動策略，並與志工或社

區團體關注之個案議題連結。 

(2).重新擬定鄉土關懷委員會運作架構與培力志工培訓 

本年度台北總會舉辦第五期環境守護培力志工培訓課程，而新竹分會也成功開設

第一期的培力課程，期間則以蘇花替、高山纜車、盜採砂石、比麟水庫等環境議

題做為分組操作主題，並為相關環境議題進型宣傳與累積能量。為擴大培力志工

參與範圍以及建立協會參與環境政策遊說等經驗，九十八年底開始進行鄉土關懷

委員會架構重組，未來將以持續進行志工培訓課程、累積政府與國會遊說經驗與

技巧、厚植在地議題參與能力等三大部份，提升荒野參與議題的層級與加強在地



夥伴處理環境議題的對策能力。 

(3).協助參與之環境議題 

本年度荒野環境議題之參與，雖希望逐步轉向環境政策與法令之研究並選定參與

之議題範疇，但仍持續積極參與攸關花東永續發展的蘇花山線道路改善工程後續

(蘇花高議題延續)、關注合歡山高山纜車、協助理事長與常務理事持續參與「行

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等，並與相關友會一同關注效益不高卻又破壞生態與

景觀的淡水河北側沿河快速道路、破壞大城溼地與中華白海豚棲地的國光石化

案；協助高雄永安濕地保存發聲、澎湖反賭宣傳、反對基隆卸煤碼頭開發、持續

參與水患治理監督聯盟與關注台北市山坡地政策等，並與相關環保團體共同舉辦

全國 NGO 環境會議、呼籲世人正視二氧化碳上升危機的「350」與 1212 抗暖化等

大型活動。藉由相關環境議題的參與及宣傳，除了讓荒野的會員與志工夥伴深入

了解並進而以行動支持這些議題外，更希望藉由荒野柔性的參與及廣度的宣傳，

讓這些議題有更多發聲與被社會大眾理解的機會。 

五、 大型倡議環境教育活動工作成果 

(1).四月十八日地球日  從單次淨灘活動到建構海岸守護網絡 

2009年荒野地球日繼 2008年串聯台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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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新增澎湖以及東沙島兩地，以及台

北縣沿海 13 所小學。全台荒野保護協會動員志工人數總計 1,400 名，來自於

社會大眾和贊助企業的一日志工更超過超過 6,500 人，總計於四月份有 24 場

次的淨灘活動，總計清理了 23 公里的海岸線，清出 27.3 公噸的垃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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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年地球日結合保育部海洋關懷志工共同規劃「海岸守護網」將單次、單向

且由荒野主導的淨灘活動轉換成人人皆可執行的有效監測方法，於四月地球日

之前發佈動訊息。該網站包含記錄監測、通報以及活動訊息傳達三大功能，並

利用公共電視 peopo 部落格平台將淨灘資料及生物觀察記錄整理公告，屢獲公

視新聞播報。 

(2).六月二十一日夏至關燈 各地社區擴散舉行、60 分鐘省電 25 萬度 

2009年舉辦之「夏至關燈-減碳綠生活」，則挾前四年節電成果、走出台灣，以

台北市「夏至關燈-星空音樂會」作為串連主場，於六月二十一日晚上聯合 10

縣市、12 座城市於八點-九點時段共同響應夏至關燈，總計節電成果為 25 萬

度，建築物響應及企業響應比例與往年相較，分別多出三倍及四倍。 

延續 2008年街頭宣導的概念，2009年推出「綠生活,I do」承諾卡，由各地炫

蜂團作為宣導尖兵，將該卡片分送各地社區以及學校，親自利用人際傳播來宣

導綠生活之概念。 



2009年活動著眼於世界串連、著手於社區擴散，與香港自然之友於六月環境日

召開「夏至關燈 亞洲串連」國際記者會，連同北京自然之友及香港地球之友

兩大團體發起三地連線視訊座談會。此外並將每年固定於大安森林公園舉行之

晚會活動擴散至社區行定點舉辦，鼓勵未來社區往後自行舉辦夏至關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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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9 日應澳洲駐台辦事處之邀，參與「氣候變遷與全球經濟危機」座談會。 

8 月 8-14 日外交部辦理 NGO 赴美國波特蘭州立大學研習，與在地 NGO 組織交流。 

9 月 12-28 日青輔會補助赴砂勞越荒野實習，了解海外荒野的運作並給予協助資

源。 

七、 會員會務發展的工作成果 

(1).十四週年慶移師新竹盛大舉行 

98年 9 月 19-20 日於新竹盛大舉辦兩天一夜的「荒野․光陰的故事」週年慶活動。 

9月19日白天由新竹解說員的帶領「十八尖山」、「香山溼地」、「護城河」的導

覽活動；還有「紅樹林工作假期」與「食蟲工作假期」，搭配「單車漫遊芎林」

的活動，再加上呈現客家文化而有的客家之夜。 

9月20日上午精采絕倫的年會表演節目輪番上演，會中也讓荒野人知道「荒野」是

如何醞釀成立的？從創會至今耕耘了14年的夥伴們十多年的熱情如一，期使新夥

伴感受荒野的溫馨和凝聚力。最後由新竹分會長將舉辦年會活動的新竹客運交給

秘書長林金保，明年台北見。 

 (2).荒野官方網站改版建置 

規劃多時的荒野官方網站於 2009年九月上線完成，改變舊有網站僅為傳統資料單向

更新架構，重新規劃成互動式介面網站，並建構前後台系統與動態資料庫，整合舊

有會員資料庫、活動報名系統以及線上刷卡功能，有助於未來發起大眾小額募款業

務;此外，線上報名功能將以往未加以整理之活動報名資料，利用資料庫方式進行管

理，甚至分眾行銷。 

改版至今，網站網頁到訪率較以往提昇數倍，由每週電子報訂閱數來看，相較於以

往未改版前高達數倍之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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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