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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敬愛的朋友，感謝您 2015 年的支持，回頭看看關渡自然公園已成立二十年，開

幕至今也來到了十五年。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以下簡稱台北鳥會）可以自行籌

措經費維持關渡自然公園的營運，其實是透過許多人的支持與肯定。我們深知這樣的

過程不簡單，因為這段期間每年都得籌措兩千至三千萬的營運經費。這樣的壓力一直

都在管理單位上，所幸獲得大家的支持，十五年累積了將近四億元的經費，使得我們

可以做好對關渡自然公園的守護、對臺灣環境的愛護以及對環境教育的努力。園區絕

大部分費用都是社會大眾所提供，讓我們有能力實踐對於自然環境保育與環境教育的

理想。 

人與自然濕地和諧共存 

    2015 年我們一同度過了臺灣大選年，也共同面對大環境的不景氣與民眾對於未來

的困擾，自然環境似乎也感受到這樣的氛圍。過於炎熱的冬天，讓我們失去了一些常

見的候鳥，對於牠們的生活也感到憂心。所幸關渡自然公園扛起與世界濕地中心連結

的工作，透過各種交流與諮詢，我們明白有許多候鳥並沒有消失，只是停留在比較北

方的濕地環境。關渡自然公園自認要強化臺灣位於東亞候鳥遷移路線的樞紐角色，而

十五年來關渡自然公園的成功，證明了人與自然濕地是可以和諧共存。因此我們花了

許多功夫成為濕地專業管理培訓中心，針對不同的濕地保育與教育專業人員提供學習

機會。而園區長期所經營的臺灣環境教育工作，除了在 2011 年取得臺灣第一個受認

證的環境教育場域外，透過持續努力不懈怠，更讓關渡自然公園在五年後被評鑑為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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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教育場域優異場域之一。我們透過多樣的策略去宣揚環境的價值，在去年也看到了

極大的成效。2015 年第十屆關渡國際自然裝置藝術季，光開幕式當天來了兩萬名遊客，

讓我們深深感受到深耕十年的自然藝術工作有了最好的回報。 

 
（2015 關渡國際自然裝置藝術季照片）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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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成果 

1. 通過環保署環境教育評鑑，並取得優異環境教育場域的肯定。 

2. 辦理第一次東亞濕地中心論壇，成功邀請四國五個中心的專業人員一同交流。 

3. 開始接受中國大陸濕地公園的委託，協助培訓專業人員。 

4. 讓僅僅只有 0.55 平方公里的關渡自然公園的鳥類紀錄突破 268 種。 

5. 成功說服市政府同意開始定期引入乾淨海水，解決陸域化問題。 

6. 完成第十屆關渡國際自然裝置藝術季，並於開幕典禮當天吸引超過兩萬民遊客

入園觀賞。 

 

感謝 2015 年支持我們的夥伴 

    感謝2015年450位小額捐款

人、默默在捐款箱投入捐款的夥伴

以及選擇以 HSBC 信用卡小額捐

款的朋友。你們的肯定是我們最大

的成就，雖然捐款總收入比 2014

年少了些，但是更多小額捐款人的

投入，我們銘記於心。 

     同時，更要感謝我們長期的夥伴 HSBC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您們 12 年的支

持是我們推動有益眾多臺灣發展工作中的最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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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以下團體於 2015 年的支持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年度贊助 1000 萬支持濕地保育教育相關課程與軟硬體 

【教育計畫】 

 台灣愛丁頓寰盛洋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濕地特殊環境教育方案：濕地愛奇兒計畫（40 萬） 

 財團法人英業達集團公益慈善基金會 

偏鄉學童關懷活動《水生家族》（15 萬） 

【棲地保育】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心田認養計畫（20 萬） 

 聯寶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水鳥繁殖環境營造計畫（10 萬） 

【自然藝術】 

 亞太國寶股份有限公司淡水分公司（淡水亞太飯店） 

2015 關渡國際自然裝置藝術季–藝術家住宿費用 



 

頁 6 之 12 

 

 喬和工程有限公司（德國 AURO 天然塗料） 

2015 關渡國際自然裝置藝術季–藝術家與開幕活動使用之天然塗料 

 太平洋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2015 關渡國際自然裝置藝術季–工作帳篷十頂於藝術家創作期無償使用 

【企業志工】 

 台灣威富品牌有限公司（台灣天柏嵐） 

長期企業志工認養 

 荷蘭商台灣戴爾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年度企業志工認養（5 萬） 

【場域／設備／其他】 

 徠卡總代理 英屬維京群島台灣興華拓展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貳號賞鳥小屋年度認養（10 萬） 

 財團法人英業達集團公益慈善基金會 

埤塘生態區北池年度維護認養（10 萬） 

 台北錫口扶輪社 

關渡自然公園福田米（護生態、護健康、護弱勢）計畫（1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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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這些夥伴們的支持，讓我們有更充分的能量去為社會及土地盡一份心力。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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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關渡自然公園營收狀況  

科目 項目 金額（萬） 比率（%） 

營運服務收入 

門票、商品、餐飲、停車、場

地費等基本營運收入 

996  31% 

教育活動收入 

主題課程、導覽解說、營隊活

動、企業活動等教育服務收入 

477  15% 

專案補助收入 

公私部門補助之環境教育、保

育、公共藝術申請專案收入 

1,510  47% 

捐款與其他收入 捐款與其他收入 232  7% 

收入合計 3,215  100% 

營運管理費用 

門票、商品、餐飲、停車、場

地費等基本營運開銷及人事、

管銷費用 

1,338  42% 

教育活動支出 

主題課程、導覽解說、營隊活

動、企業活動等教育服務開銷 

222  7% 

專案補助支出 

保育、教育與公共藝術專案之

人事、器材、設備與場地之各

項開銷 

1,510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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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與其他支出 

認養募款、社會服務、教育推

廣、文宣、展示費、棲地管理

費、其他支出 

135  4% 

支出合計 3,205  100% 

收支結餘 10    

回饋金              5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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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重點工作成果 

1. 國際交流事務 

 參與國際濕地中心聯盟(WLI, Wetland Link International)亞洲濕地年會，認識

10 餘國、40 幾個濕地中心成員。 

 協助世界自然基金會(WWF, World Wildlife Fund)辦理高階濕地專業人員培訓

工作，共培訓四川、安徽與江西等 10 人濕地保育工作人員。 

 與太湖湖濱濕地公園正式簽署合作備忘錄，雙邊加強人員交流與教育保育工

作。 

 前往杭州參加中國第二屆自然教育論壇，分享關渡自然公園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與系統，與會人員超過 600 位。 

 辦理第三屆水資源教育論壇年會暨亞洲濕地中心論壇研討會。來自香港、日本、

韓國與臺灣成龍、台江濕地、水雉園區、鰲鼓園區等國內外重要濕地中心進行

交流與會談。 

 

2. 營運管理相關工作 

 總服務人數 174,405 人次 

 環境教育服務人數 78,957 人次 

 通過年度消防、汙水、電力安全、飲水水質檢測、電梯安全、冷氣空調以及環

境教育場域等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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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安心餐廳、AED 安心場所等認證 

 

3. 棲地經營管理 

 完成國家重要濕地、關渡濕地、整體鳥類資料與低棲生物普查。 

 水利處新建閥門吊門機組完工，海水引入計畫 105 年 1 月進行引水，每月進行

兩次引水，並進行六次底棲生物採樣，監測變化情形。 

 鳥類種類紀錄 126種，3種新記錄鳥種，紫綬帶鳥成為關渡自然公園新紀錄種。 

 

4. 環境教育推動情況 

 總教育執行時數 6,594 小時 

 總教育執行人時 108,565 人時  

 總教育推動場次 1,814 場 

 

5. 環境藝術與文化推動 

 成功完成第十屆關渡國際自然裝置藝術季，邀請 7 位國際藝術家，1 位現地藝

術家完成 8 項作品與超過 40 場之自然藝術教育活動。 

 

6. 公眾參與狀況 

 正規志工參與 2015 年服務工作者達人數 345 位，總共協助執勤 3,90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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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值勤 1,250 人次。 

 參與園區短期企業志工為 3,118 人次。 

 

（謝謝您的閱覽。再次感謝您對關渡自然公園的支持，因為有您，我們才能更茁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