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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購買、長期租借、

接受委託或捐贈，取得

荒地的監護與管理權，

將之圈護，盡可能讓大

自然經營自己，恢復生

機。讓我們及後代子孫

從刻意保留下來的台灣

荒野中，探知自然的奧

妙，領悟生命的意義。  

環境教育 倡議行動 

棲地守護 

生態人才培育 

荒野宗旨與推廣方向 



發展現況與行動成果 
 



發展現況與行動成果 

*2019年底統計，荒野全台關注棲地共74處。 

*荒野保護協會組織發展現況 



濕地保育 



五股濕地生態園區 

本區位處候鳥遷徙路線及珍稀保育類物種「四斑細蟌」的重要棲息地，北接關

渡濕地，南至國道1；東至疏洪一路(北59)，西以省道台64為界，總面積為

175公頃，為內政部營建署評定的國家級國家重濕地。除提供野生生物在都市

棲息空間之外，也具防範洪災等功能，以及舊聚落等歷史變遷。該處具備生態、

人文、特殊地景，更為荒野推動「生態淡水河」的起點及示範區。 



五股濕地生態園區 

生態特色 

五股濕地曾經是北台灣最重要的濕地之一，

根據荒野保護協會的資料，至今五股濕地

內共有33科117種鳥類。 

 

營運理念 

本區位處候鳥遷徙路線及珍稀保育類物種

「四斑細蟌」的重要棲息地，為內政部營

建署評定的國家級國家重濕地。為荒野推

動「生態淡水河」的起點及示範區。 

 

 

 



五股濕地生態園區 

            交通方式： 

 搭蘆洲捷運線至終點站蘆洲站下車 ，依步行路線至五

股濕地解說中心集合。約需15~20分鐘。 

 自行開車路線圖。五股濕地附近有收費停車場。 

     詳細GPS座標：：25.098628,121.456651 

 

 

http://wugu-wetland.sow.org.tw/2012/02/blog-post_03.html
http://wugu-wetland.sow.org.tw/2012/02/blog-post_7674.html


企業志工活動流程與規劃 
工作內容(二選一)： 

1.水鳥灘地營造 

    (灘地石塊搬運、挖整灘地空間) 

2.環境清潔(淨溪) 

3.移除小花蔓澤蘭 

 

活動日期： 

待討論(建議周末) 

 

自備清單：     

水壺、帽子、雨衣(雨天用)、一套衣褲(預防弄髒更換) 。 

 
 



工作內容照片 



萬里濕地環境教育中心 

新北市「萬里濕地環境教育中心」原成立之目的在於保存台灣本土水生植物種

類，避免因人為開發之有意或無意的行為導致物種滅絕。因此希望藉由「庇護

行動」將種源得以保存，待未來棲地完成守護或復原後，可提供種源移回的來

源。 



萬里濕地環境教育中心 

生態特色 

據普查本園區穩定庇護了至少 50 科 135 

種水生 植物，其中台灣特有種共有 7 種 

( 台灣水韭、 水社柳、水柳、台灣萍蓬草、

台灣水龍、大安 水蓑衣、台灣水蕹 )。  

 

營運理念 

本中心長期收容與庇護台灣本土水生植物，

累積豐富的水生植物與濕地的觀察與知識，

期待能將這些知識與經驗，讓更多人了解

其相互依 存的關係，以及體認到對台灣生

態的重要性。  

 



企業志工活動流程與規劃 
工作內容(視當月情況調整)： 

水生植物栽種與維護 

植物復育池營造與維護 

園區環境維護 

 

活動日期： 

每月第二個周六 

 

每場人數限制： 

20人內 

 

自備清單：     

視天氣狀況著排汗通風或保暖衣物、帽子、替換的衣褲、簡便午餐及飲用水。 

 

 
 
 



友善農作 



宜蘭-雙連埤環境教育基地 

營運理念：推廣自然生態保育觀念、讓民眾認識本土生態、人文、歷史，

進而愛惜保護環境；推廣友善土地產業，使雙連埤地區減少化學農藥肥料

使用，以保護宜蘭水資源與濕地生態，成為生活、生產、生態三生平衡的

友善農業生態村。 



雙連埤環境教育基地 

 生態特色：雙連埤是台灣東北區陸

域水生植物重要生育地，水生植物

高達112種，58種蜻蜓、20種台灣

原生蛙類，為水生動植物的天堂。 

 

 主題活動：園區環境整理、外來種移

除、水生植物棲地營造、農事體驗等。 

 



                    農事體驗/食農教育 

















農事體驗 



              企業參與場次 
活動日期： 

詳細日期待討論(平日、周末皆可) 

 

活動時間： 

9:00-16:30 (全日) 

 

每場人數限制： 

40人內(環境乘載考量) 

 

小花蔓澤蘭 

布袋蓮 



                    注意事項 

 

     





 

小花蔓澤蘭 

布袋蓮 



宜蘭-五十二甲濕地 

10/18/14 

五十二甲濕地八成為私有土地，有沉重的開發壓力；此外，在地農夫耕種習慣採

用慣性農法，施灑大量農藥，對於生態與土地都有嚴重的衝擊。五十二甲濕地有

170種以上的鳥類，除有上千隻高蹺鴴留鳥，冬天也是黑面琵鷺的避冬地。 



五十二甲濕地 

 生態特色：有170種以上的鳥類，除

有上千隻高蹺鴴留鳥，冬天也是黑

面琵鷺的避冬地。還有全台獨有的

百年風箱樹與最大的水茄苳棲地。 

 主題活動：棲地營造、農事體驗、

冬季賞鳥等。 

 

 集合地點： 

台塑石油親水公園加油站  

地址：268宜蘭縣五結鄉親河路一段201號  



【活動日期】2020年10月-12月  早上9:30至下午3:30  

【活動地點】宜蘭五十二甲濕地 

【預計行程】 

09:30 集合  

09:30-10:00 介紹與說明  

10:00-12:00 賞鳥  

12:00-13:30 午餐(費用含午餐) 

13:30-15:30 農事體驗  

15:30            賦歸 

攜帶物品: 環保餐具(碗筷)、水
壺(裝 滿飲用水)、防風衣帽、防
蚊用品、 健保卡、穿著好活動
的鞋（運動鞋 為佳）、雨具(以
雨衣為佳)、雙筒望遠鏡(如果有
的話，請攜帶)、個人藥遠鏡(如
果有的話，請攜帶)、個人藥 物
等 

志
工
行
動
參
考
行
程 



新竹油羅田 

2014年荒野在油羅(新竹縣橫山鄉豐田村)租了兩塊休耕田，嘗試以友善的方式

耕作(不用農藥、除草劑、不用化肥)，讓原有的生物漸漸豐富。農村裡為了作

物的生存，需定期抑制太強勢的植物，維持農田的生態以及收成。 



里山實踐-新竹油羅田食農教育基地 

 生態特色：油羅田位於大山背山腳

下，灌溉水源來自內灣的油羅溪

（頭前溪上游支流），水源乾淨，

空氣清新，生態豐富。荒野於油羅

附近租借老屋，作為食農教育基地。 

 集合地點：新竹縣橫山鄉63號  

(或google map 搜尋：荒野油羅田) 

若搭乘大型遊覽車前往，請將車輛停

放於外環道路後(座標：24.707194, 

121.154980)，步行約10分鐘入內 



志工活動流程與規劃 

此為參考之志工活動項目，主辦方會視棲地狀況建議最適之棲地營造工作。 

考慮環境與人彼此的安全，國小以下需親

子同行，建議五歲以上小朋友。 

時間 工作項目 

0900 集合@荒野油羅田 

0900-0920 注意事項說明、著裝分組 

0920-1120 農事體驗活動 

1120-1200 器材清洗、回饋分享 

1200 返程 



山林守護 



台北手作步道工作假期 

【手作步道簡介】 
 

都市裡的公園，其實也具有很豐富的生態樣貌，

但有鑑於現行公園管理作法都是從工程面出發，

而無考量到公園的生態環境，時常破壞再栽種非

原生植物，甚至營造過多水泥鋪面，導致台灣的

公園總是談不上「生機盎然」。 

荒野協會夥伴嘗試以手作步道工作假期的方式，

以「親近」而不是「侵進」的方式對待我們的山

野，邀請民眾親自走入棲地，用雙手重拾與土地

的關係，使棲地與人為利用之間得以找到平衡。 



台北手作步道工作假期 

時間 工作項目 

0900-0930 
 

認識手作步道說明當天流
程及內容 

0930-0940 前往工作區域  

0940-1200 投入步道工作 

1200-1330 午餐 

1330-1450 投入步道工作 

1450-1500 心得分享與回饋 

1500 賦歸 

自備物品：耐髒換洗衣物、雨鞋、帽子、防曬乳、

健保卡、防蚊用品、輕薄外套、雨具(以雨衣為佳)

並自備午餐、飲用水(水壺)。 

•活動時間：以每月第一個周六為原則，  
                     但保留調度彈性， (請電洽) 
•地點：大崙尾山或福州山 
•活動時間：09：00～15：00 
•人數：單場20人為上限，不足人數將開 
              放報名。 

服務內容：步道修繕和環境維護。 
 



新竹大山背 

 

新竹縣橫山鄉的大山背，因地處偏僻，而保有豐富物種與自然生態環境，新竹

荒野將此地做為長期關心與解說的定點，也發現環境開發所造成的路殺行為。

因此，從2009年起發起「護蛙招集令」，招募志工守護當地生態。 



山林守護-梭德氏赤蛙棲地維護 
 生態特色：「大山背梭德氏赤蛙棲地」

一直是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荒野保護

協會新竹分會多年來也進行定點觀察與

環境踏查。大山背地區之蛙種約有16種，

佔台灣蛙種二分之一，兩棲資源極為豐

富。 

 集合地點：新竹縣橫山鄉豐鄉瀑布停車場 

 考量夜間活動幼兒安全，未滿6歲兒童請勿報名。 

 護蛙現場無廁所，請事先於橫山超商或加油站上洗手間 



志工活動流程與規劃 



海洋守護 



台中-筏子溪淨溪 

10/18/14 

 

筏子溪是少數流過都市而充滿生命的溪流，也蘊含豐富的生態。台中市民把筏子

溪當做排水溝渠，沒有機會感受筏子溪優質的美，太多人都把這條優美潔淨的水

域，當做排水溝渠。一樣有著垃圾汙染的困擾，這些溪床與邊坡撿到的垃圾與海

邊淨灘有著什麼樣的相似與差異呢? 

 



台中筏子溪 

 活動地點 

筏子溪-西屯路~台灣大道路段溪床 

 報到地點 

西屯路筏子溪口-靈玄宮 

台中市西屯區福裕路188號對面涼亭處 

 

 生態特色 

筏子溪兩岸有茂密的植被、豐富

多樣的棲地環境，是魚群生活的

水域，在水域兩岸的高灘地和邊

坡，更是鳥類、蛙類、蛇類、龜

鱉、昆蟲生命依存的生命之地。 



淨溪流程與規劃 

志工活動項目，主辦方會視棲地狀況建議最適之體驗內容。 

 時間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環境清潔(淨溪) 

 

活動月份： 

全年皆可，建議周末 

 

自備清單：     

水壺、帽子、雨衣(雨天用)、包鞋 

 
 



歡迎加入 

一同守護荒野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