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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6 年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關渡自然公園管理處順利取得臺北市政府 2016 年至 2020

年的同意，得以持續經營管理關渡自然公園。我們也獲得 2016 年至 2021 年全國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續證同意，證明我們將持續往環境教育的工作持續努力。同時也感謝長期以來合作的

夥伴滙豐（台灣）商業銀行（以下簡稱滙豐台灣）陪伴我們從 2002 年走到 2016 年，更承諾

持續與我們合作到 2020 年。滙豐台灣的支持對於每年營運經費約 3000 萬新台幣的管理單位

相當重要，特別是門票與政府補助收入只佔 20%日常營運經費的我們來說，公眾的支持與肯

定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藝術家 Elena 於藝術季開幕時和大家一起玩編織©杜秀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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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邁向第十一年，主題為來自真實的故事。透過藝術力量說出土地

故事，讓民眾理解生存環境所面臨的真實事件。身為引領民眾接觸自然的領航者，我們期待

民眾透過關渡自然公園看見自然、看見這片美好的濕地、看見遠道而來的候鳥、看見土地的

豐富與價值、看見環境所面臨的困境、看見我們需要動手去守護環境、看見我們可以保有美

好的生態環境、看見我們留下後代子孫的未來。下個十年，期待我們一起看見自然、藝術、

人可以和諧地在關渡自然公園敘述我們彼此的關係與情感。 

 

2016 年也是我們濕地環境新生的重要一年，長期為陸域化所苦的我們，終於可以整整一年透

過約 20 次的放水，引入乾淨海水、滋潤這片長期乾涸的濕地環境。相較於過去兩年，不論

底棲生物或者是鳥類數量與種類都有長足進步，特別是 10 多隻的羅文鴨來園區度冬及近 20

隻的鴛鴦過境，皆創下園區歷年來最高數量，讓我們又驚又喜。 

 
（2016 年飛抵關渡自然公園的鴛鴦©林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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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成果 

 國際交流 

1. 受邀參加 2016 第十屆國際濕地大會，並於簡報分享關渡自然公園的棲地管理經驗。 

2. 10 月前往拉姆薩爾區域中心－東亞辦公室辦理濕地培訓工作，並與韓國順天灣拉姆

薩爾濕地保護區簽署合作備忘錄。 

 

（環境保育部葉再富主任（右）代表參與 2016 拉姆薩爾濕地中心亞洲區工作坊，期間與韓國拉姆薩爾濕

地保護區－順天灣濕地簽署合作備忘錄。） 

 保育 

1. 鳥類種類紀錄 118 種（以穿越線鳥調資料為準)，高於平均 105 種。 

2. 棲地改善工程預計外運土方 6000 立方公尺，渠道清疏 2030 公尺。 

3. 來關渡度冬或過境之雁鴨類達 10 種以上，其中以羅文鴨最為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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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1. 順利取得環保署 2016 年至 2020 年認證之全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2. 成功辦理第一屆水資源教育高階引導人員培訓，培訓近 25 位高階講師。 

 公眾 

1. 順利辦理第一屆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由原本「關渡國際自然裝置藝術季」轉型)，

透過不一樣層次，讓藝術品質與環境價值一同被民眾看見。 

 

感謝 2016 年支持我們的夥伴 

感謝 2016 年 244 位小額捐款人、默默在我們捐款箱投入捐款的夥伴及選擇以 HSBC 信用卡

小額捐款的朋友。您們的肯定是我們最大的成就。雖然我們的捐款總收入比 2015 年少了些，

但是更多小額捐款人的投入，我們銘記於心。 

感謝我們長期的夥伴 HSBC 滙豐台灣，16 年的支持是我們推動有益眾多台灣發展工作的最大

支柱。 

 

感謝以下團體於 2016 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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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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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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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埤塘生態區北池年度認養（10 萬） 

【棲地保育】 

 太古可口可樂 

關渡自然公園濕地復育計畫：半鹹淡水引入底棲生物活化（35 萬） 

 明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心田認養（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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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關渡國際自然裝置藝術季－藝術家住宿費用 

 喬和工程有限公司（德國 AURO 天然塗料）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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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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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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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設備／其他】 

 興華拓展 

二號賞鳥小屋年度認養（10 萬） 

 橘子工坊 

清潔用品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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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營收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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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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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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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9  55% 

捐款與其他收入 捐款與其他收入          317  8% 

收入合計         3,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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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7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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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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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9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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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3% 

支出合計        3860  100% 

收支結餘           10    

回饋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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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６年重點工作成果： 

國際交流事務 

 蘇州太湖湖濱國家濕地公園：辦理三次「濕地太湖謠」培訓工作坊。 

 前往北戴河辦理濕地公園專業培訓工作坊 3 日，共 150 人參與。 

 9 月前往廣州海珠濕地公園進行交流與環境教育研討活動。 

 11 月前往雲南香格里拉市參加世界鄉村論壇，並發表專題分享。 

 12 月前往海南進行濕地生態環境議題交流。 

 

營運管理相關工作 

 總服務人數 244,601 人次 

 環境教育服務人數 64,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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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安心餐廳、AED 安心場所等認證。 

 

棲地經營管理 

 保育核心區、永續經營區以水田模式進行濕地管理，維持水田、水池灘地、高莖草澤等

多樣環境，共約 30 公頃。 

 完成 11 號池擴大改善工程。11 月初觀察到 1 隻水雉在 11 號池及心田活動，為期 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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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至 12 月每月進行 2 次引水，共進行 23 次。（為避免高水位影響棲地工程清疏作業，

取消 8 月第 2 次引水）；2 至 7 月進行 6 次底棲生物採樣監測。 

  

 

環境教育推動情況 

 教育服務人力共計 2657 人次，總人時為 9234 小時。 

 教育執行總計 64181 人次，總人時為 78070.5 小時。 

 志工執勤人數 312 位。志工執勤時數 21,575.5 小時。志工總培訓課程時數 210.5 小時。 

   

(關渡食農學堂－秋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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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藝術與文化推動 

 成功完成 2016 關渡國際自然藝術活動，邀請 6 位國際藝術家，1 位現地藝術家 

並完成廣告片 1 部（3.1 萬人次瀏覽）、成果片 1 部，藝術季十年專屬網站、故事集、十

年成果集。 

 藝術志工計畫：招募 19 名，為期二個月，於 9 月初兩天一夜的自然藝術工作假期先認

識關渡生態環境及藝術季緣起，建立地方概念。 

 藝術家田野調查：連結關渡鄰里單位，竹圍工作室、關渡山行文創、社子島美學會、台

灣生物學家呂光洋教授、關渡美術館、臺北藝術大學。 

 藝術季期間參觀總人次 52,062。與國內外單位研討交流共 11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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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參與狀況 

 公共服務與家庭日共 1092 人次，4620 人時。專案規劃共 4 場（文化大學景觀系期末評

圖、北投老爺酒店媒體團、HSBC 植樹活動、英業達供應商大會）。 

 學生公共服務共 108 人 43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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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