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募得款使用情形報告:: 

團體名稱 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活動名稱 多元環境教育支持棲地守護計畫 

備查方式 線上申請  

目的 

為達到環境守護的目的，本會以「 環境教育」 為方

式， 讓民眾重新與環境恢復連結，再藉由參與「 實際

參與」來體認台灣生態的美麗與哀愁， 感受人與自然

的利害關係，最終使更多人自願選擇以愛惜環境的方

式來愛自己與愛眾生， 讓生命得以存續。  

* 活動代號 109010014  

期間 
准予勸募活動期間 110/01/01 至 110/12/31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 110/01/01 至 111/06/30 止  

許可文號 衛部救字第 1091364804 號函  

::募款活動期間所得:: 

*110/12/31 勸募所得 49,524,069 元  

*110/12/31 利息收入 14,271 元  

合計 49,538,340 元  

::募款活動期間支出:: 

項目 明細說明 合計 

必要支出- 活動及媒體

宣傳費用 

活動執行、媒體報導、場地租金、宣傳設

計、影片製作及佈置等費用  

295,160

元 

必要支出- 人事費 
辦理勸募活動人員。相關支應項目-薪資-勞健

保、勞退，約聘用 8 人。8 人*32000 元*12 月 

2,061,301

元 

必要支出- 辦公費用、

雜支 

行政費、捐款收據印刷費、收據郵資、郵寄

費、影印、水電、郵電、器材等零星支出 

114,839

元 

(一)全國公園生態化倡

議 

1、辦理解說導覽 22 場，於公園帶領民眾(學

校社區)，認識生活周遭的公園綠地，了解都

會公園相關環境議題。 2、辦理志工培訓 3

場，協助在地成立公園守護志工進行巡守、

監測維護等工作。 3、宣傳倡議活動 : 經營網

路社團(例如:IG 或粉專...)進行媒體倡議與活

動宣傳及建置官方網站。 4、監測調查:以公

民科學家方式(生態化普查、樹木調查、樹木

健檢...)帶領民眾進行公園相關調查，將數據

進行環教倡議使用，或提供公部門參考至少

2 座公園。 5、棲地營造:依不同公園屬性及

需求提供公部門公園生態化的改善建議，完

成兩座公園生態化的改造。 6、公園生態化

相關活動之影像紀錄與影片製作。 7、完成

6,302,749

元 



10 場工作假期活動，帶領 250 位民眾親手打

造生態公園。 

(二)統一 X 荒野 社區

公民電廠 

1、完成至少 2 處公民電廠教育示範場域。 

2、辦理社區公民電廠實務工作坊 10 場次。 

1、建置野溪踏查資料庫: 供上傳踏查照片、

軌跡、空拍影片、紅外線相機記錄檔案，與

inaturalist 及水保局、林務局等機關公開資料

介接，累積各縣市溪流流域踏查資料可即時

查詢。 2、野溪踏查工作 30 場次 : 透過踏查

各地溪流，記錄溪流裡人工構造物、生態、

溪流情勢與週圍人類使用的狀況，逐年累積

溪流樣態相關資料。 3、辦理志工培訓 3 梯

次 : 邀請專業講師辦理志工培訓，讓踏查技

術及記錄資料格式一致。 4、辦理「河溪對

話會」2 場次及參與 3 場次公部門河溪相關

會議：拜訪相關主管機關，取得溝通機會，

釐清保全對象並落實生態檢核，推動建立資

訊公開平台及公民參與機制。 

4,697,655

元 

(三)河溪生態零損失 

1、建置野溪踏查資料庫: 供上傳踏查照片、

軌跡、空拍影片、紅外線相機記錄檔案，與

inaturalist 及水保局、林務局等機關公開資料

介接，累積各縣市溪流流域踏查資料可即時

查詢。 2、野溪踏查工作 30 場次 : 透過踏查

各地溪流，記錄溪流裡人工構造物、生態、

溪流情勢與週圍人類使用的狀況，逐年累積

溪流樣態相關資料。 3、辦理志工培訓 3 梯

次 : 邀請專業講師辦理志工培訓，讓踏查技

術及記錄資料格式一致。 4、辦理「河溪對

話會」2 場次及參與 3 場次公部門河溪相關

會議：拜訪相關主管機關，取得溝通機會，

釐清保全對象並落實生態檢核，推動建立資

訊公開平台及公民參與機制。 

2,162,379

元 

(四)淡水河口陸蟹守護

行動 

1、辦理「陸蟹保育」宣導講座 15 場。 2、招

募 40 位淡水河口護蟹志工，辦理培訓課程 4

場。 3、進行淡水河主河段陸蟹分布調查 18

場。 4、辦理陸蟹生態與保育專家學者會議 1

場。 5、編寫淡水河口陸蟹調查及保育策略

報告 1 份，進行保育倡議。 

191,688

元 

(五)四斑細蟌保育與環

境教育計畫 

1、辦理棲地營造維護【工作假期】4 場次 : 

號召民眾共同維護磺港溪四斑細蟌復育試驗

池與復育池，清除淤積、撿拾垃圾並移除威

脅生態之外來物種。 2、完成淡水河流域四

斑細蟌分布普查 1 次(5 條樣線)。 3、完成四

1,605,072

元 



斑細蟌分布熱點族群數量監測，共 25 場次。 

4、完成四斑細蟌繪本 : 以工作坊形式完成

「四斑細蟌環境教育」繪本，作為推廣物種

守護及推動四斑細蟌列入「保育名錄」計畫

宣傳使用。 

(六)導入沉浸式體驗教

育計畫 

1、引進「Sunship III」課程並中文化與製作

多種教具(活動教具)。 2、建置「體驗教育場

域」與現場道具製作: 租用場域並改造成課程

所需環境。(教具為可拆裝並可於不同場域使

用)。 3、辦理「引導人員」培訓營隊 1 梯次

(國外講師交通食宿及翻譯)。 4、對外辦理營

隊活動 1 場次。 

1,072,629

元 

(七)全國兒童環境教育

發展計劃 

1、辦理兒童環境教育引導講師培訓【招募說

明會】2 場。 2、辦理【兒童環境教育引導講

師培訓】2 梯。 3、辦理【兒童環境教育引導

講師實地見習實習】10 場及進行全國各地據

點/學校【兒童環境教育推廣計畫】宣傳。 

4、辦理【全國兒童教育推廣講師研習營】1

場。 5、製作【兒童環境教育引導課程教

具】2 組(1 組 10 套)。 6、辦理兒童營隊(弱

勢)2 場次。 7、辦理「自然科學營隊」師資

培訓 1 梯次、營隊活動 4 梯次。 8、推動

「年度弱勢兒童長期陪伴」計畫。 

3,243,939

元 

(八)溪流守護經驗分享

及各地溪流守護(筏子

溪) 

1、溪流守護推廣演講(預計 100 場次) 。 2、

辦理溪流守護志工陪訓 11 梯次 : 邀請專家進

行河川守護及環境維護人員培訓，讓在地人

能更關心及守護家鄉之河(在地人守護在地河

川概念)。 

4,773,905

元 

(九)紅樹林生態教育館 

1、館務推動(民眾話務接待)設備維護及文宣

製作、臉書平台經營及媒體宣傳乙式。 2、

辦理紅樹林導覽解說至少 20 場。 3、辦理紅

樹林環境教育教案推廣至少 20 場。 4、紅樹

林館環境及廁所清潔維護。 5、辦理社區居

民培訓課程 4 場次。 6、完成紅樹林生態教

育館環教場域空間改善。 

1,032,657

元 

(十)荒野環境行動論壇 
1、辦理北中南三論壇初選(共 3 場)。2、辦理

全國決選 1 場，邀請評審並頒發獎金。 

1,252,647

元 

(十一)綠能發展 vs 環

境與社會檢核機制認

知培力計劃 

1、招募民眾辦理「環社檢核志工培訓」4 梯

次(含 4 次參訪實習。 2、於社區辦理「社區

環社檢核工作坊」10 場次。 

690,971

元 



(十二)氣候變遷在地推

廣暨種籽師資培力計

畫 

1、招募民眾辦理「氣候變遷推廣講師」培訓

3 場次。 2、推廣講師辦理 101 場推廣活動

(北、中、南、東區)。 

1,093,617

元 

(十三)食蟲植物 

1、完成食蟲植物繪本製作。 2、辦理「食蟲

植物」教育巡迴特展:(10 場)。 3、辦理「食

蟲植物」推廣演講(10 場)。 4、製作「線上語

音介紹系統」乙式，使用於對外環教推廣。 

5、完成全國食蟲植物「原棲地分布」調查乙

式。 6、辦理全國食蟲植物「教案」比賽 1

場次。 

1,363,320

元 

(十四)以管理取代用

藥，非農地禁用除草

劑推廣活動 

1、辦理「倡議推廣講座」19 場。邀請民眾

加入檢舉不當噴灑除草劑行動，即時反應給

主管機關；並累積相關記錄 2、辦理「野草

應用營」9 場，邀請民眾參與，了解野草重

要性與可應用價值。 3、倡議宣傳 : 製作宣傳

網頁、資訊圖表乙式，以便邀請民眾加入不

當噴灑除草劑行動並累積資料，將使用於反

應給主管機關。 

309,520

元 

(十五)萬里溼地教育中

心 

1、本土水生植物庇護水域營造與維護。 2、

建立園區水生植物的身分及漂流史資料。 

3、辦理溼地環境教育推廣活動 5 場。 4、辦

理教育中心「工作假期」活動 10 場。 5、完

成園區維護硬體改善乙式。 

1,501,400

元 

(十六)海岸行腳 

1、完成台灣海岸線影像紀錄: 使用環景相機

記錄台灣海岸線狀況。 2、宣導計畫: 完成 21

場次推廣宣導並帶領志工執行海廢公民科學

家調查。 

216,350

元 

(十七)山林行腳 

1、完成山區公路周邊監測調查(共 3 場次)。 

(1)進行公路旁特殊生物、棲地及環境問題紀

錄。 (2)林務單位進行山區管理實務及法規說

明與交流討論。 2、辦理山區友善耕種交流

會共 3 場次 : 交流與討論推動友善耕作之可

能性。 3、辦理山區公路垃圾堆置熱點移除

工作 3 場次。 

868,461

元 

(十八)生態教育園區設

置計畫 

1、硬體建置與修繕(建物、水電、浴室、桌

椅、教室、會議室)。 2、教學器材設備添購

與教具製作。 3、教案設計規劃研發。 4、環

境資源普查。 

2,889,687

元 

(十九)荒野北北基地區

環境教育扎根計畫 

1、戶外自然體驗 40 場(大台北地區共 18

處)。 2、自然專題推廣講座 150 場(台灣生態

之美、重新看見海洋等 9 項主題)。 3、兒童

環境教育互動遊戲講座 40 場(4 大系列 10 套

3,488,812

元 



教案)。 4、氣候變遷系列工作坊 15 場(3 大主

題，7 套教案) 。 5、增能(公民記者)工作坊 1

梯次。 6、環境教育教案書出版 1 式。 7、土

地上的微革命系列講座 16 場次。 

(二十)愛海小旅行網站

更新 

1、進行網站架構編寫製作 。 2、進行網站資

訊與數據更新。 3、進行美編設計網頁設計

更新。 

115,500

元 

(二十一)五十二甲自然

教室 

1、五十二甲鳥類資源調查乙式。 2、對外辦

理「志工培訓」課程 1 梯次 。 3、對外辦理

「食農教育」及「環教體驗活動」共 2 場

次。 4、辦理對外「五十二甲」認識水鳥活

動計 2 場次。 

503,200

元 

(二十二)「廢棄物源頭

減量」在地推廣暨種

籽師資培力計畫 

1、辦理 2 梯次「廢棄物源頭減量推廣師」培

訓。 2、完成社區、學校、企業團體的推廣

活動 40 場。 3、辦理 3 梯次「愛的循環杯-推

廣人員培訓」。 4、與 50 間店家進行循環杯

設置合作。 

873,664

元 

(二十三)棲地調查推廣

計畫 

1、辦理「inaturalist」調查平台巡迴教學課程

12 場。 2、辦理「增能課程」12 場。(安排生

物認識、自然觀察方法、關注棲地介紹等,提

升志工素養,加強參與動機。 3、辦理「自然

觀察班」4 梯次。(藉由民眾的參與，建構台

灣最全面的棲地與物種的名錄。 4、辦理

「生態調查」10 場。藉由累積資料作為環境

教育、棲地圈護或阻擋不當開發的數據。 

5、環境資料庫建置與資料收集。 

1,701,961

元 

(二十四)夏至關燈 城

市節能倡議活動 

1、辦理夜間舞台活動 1 場。 2、辦理夜間環

教活動 3 場。 3、節能&環境教育市集 1 場。 

453,094

元 

(二十五)油羅田友善耕

種基地 

1、辦理食農志工課程「菜菜子班」1 梯次。 

2、進行「獨居蜂生態介紹」10 場次。 3、辦

理園區工作假期活動 10 場次。 4、辦理「農

事體驗」活動，供民眾入門體驗農事活動，

共 5 場次。 5、辦理野草應用班，供民眾學

習如何與這些植物共存及應用活動，共 5 場

次。 6、辦理 5 個學程的「農村學堂」，讓

民眾學習作物種植。 7、「油羅野蜂狂-獨居

蜂的秘密生活」調查出版 1 式。 

1,555,562

元 

(二十六)國有非公用土

地認養 

1、辦理「工作假期」活動 3 場次，建置維護

管理設施(圍籬、告示牌)。 2、辦理棲地調查

志工培訓 2 場次。 3、圈護區進行生物調查

各乙式。 4、圈護區進行維護巡守工作乙

式。 5、辦理專家學者會議 1 場。 

515,047

元 



(二十七)大台北地區手

作步道親山計畫 

1、手作步道志工培訓 1 梯次。 2、志工進階

培訓 1 場。 3、對外辦理郊山步道修繕「工

作假期」8 場。 

711,798

元 

(二十八)國際淨灘行動 

1、 於全台 11 分會辦理 13 場次大型國際淨灘

行動。 2、 進行淨灘 ICC 表數據彙整分析(提

供國內外使用)及持續針對「海灘安全」分級

進行 ICC 表調整及數據收集。 3、 海廢 DIY

特展活動 1 場次。 

1,343,073

元 

(二十九)淡水河守護計

畫 

1、淡水河主河段鳥類、植物監測各 1 年 5

次。 2、對外辦理「淡水河流域工作假期」4

場次。 3、互花米草移除志工增能課程 1 場

次。 4、互花米草移除工作假期 5 場次。 5、

生態淡水河特展 1 場次。 6、完成雙溪生態

調查與水質檢測分析各 2 次。 7、辦理友善

親水及自然體驗活動各 1 場次(共 2 場)。 

1,087,282

元 

(三十)荒野週四見講座

-環境議題沙龍 

1、媒體宣傳 : 網路 DM 製作與 12 波宣傳。 

2、辦理 49 場講座(台北)。 3、地球公民線上

增能系列課程 120 場次。 

1,352,231

元 

合計 51,441,17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