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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生態城市的幕後推手
台北鳥會帶您觀鳥觀心觀自然

團體單位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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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於一群志趣相同、關心野

印報告及執行鳥類研究工作，研訓專業

生鳥類及棲地環境的社會人士，於62

解說人才，推展各項賞鳥活動，為推展

年所組成的民間社團「台北賞鳥會」

野生鳥類欣賞、研究及保育之民間社

（Taiwan Bird Watcher's Group）。再

團，至今已有40年發展歷程。

歷經十餘年努力之後，於73年向臺北

欣賞大自然由美開始，鳥類是大

市政府社會局立案為「社團法人台北

自然中的精靈，靈動活潑美麗的鳥類，

市野鳥學會」（Wild Bird Society of

最為吸引人們的眼光。辦理賞鳥活動是

Taipei）。

引領社會大眾認識鳥類的第一步，踏出

歷年來，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

這一步，再談論到其他研究、保育及加

會凝聚義工與會員們的共識與力量，進

深生活層面環境友善舉動，將更能感同

行各項鳥類調查，建立基本資料庫，編

身受。為此，台北鳥會從69年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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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每年春、秋兩季候鳥遷徙時節，「關渡

岩展示館。因日治時代是天然的保安

水鳥季」賞鳥活動的舉辦，成為鳥會的

林，故保存了豐富自然生態，是陽明山

大事，吸引著上萬民眾參與；88年更

下的一個小山頭，為臺北盆地地質、人

進一步擴大為「臺北國際賞鳥博覽會」

文及自然等多面貌豐富的自然生態縮

迄今，不僅吸引大臺北民眾前來，也讓

影，提供當地社區、民間自然保育社團

東南亞各國野鳥學會前來取經活動辦理

及學校等團體，共同參與自然生態教育

模式，目前業已形成亞洲國際博覽會聯

的一個重要場域。

盟組織，對於帶動保護鳥類及生態環境
教育工作，頗有成效。

組

國際交流工作坊

體

「跟著鼻子去旅行」，利用嗅覺來認識植物

台北鳥會定位關渡自然公園、芝
山綠園的管理上，自許為一個橋樑，一

溼地經營管理之責的擔負，是台

個協助大臺北地區民眾連結溼地與生態

北鳥會在野鳥欣賞、研究之後，保育工

環境的橋樑，讓民眾得以透過自然公園

作的另一個層面的提昇。90年臺北市

學習到生態環境中的科學、生態、功能

政府建設局透過公開投標及徵選審查

與文化，進而可以轉化成為臺灣環境努

之下，委託台北鳥會經營管理57公頃

力與發聲的力量，並且為下一代子孫保

「關渡自然公園」，期望藉由協會過去

存更多自然資源與環境。

的自然保育、教育推廣、調查研究、環
境教育、學術交流、文物出版、野鳥救
傷及諮詢服務等相關經驗，從自然關懷
及環境教育的角度出發，擴大關渡自然
公園之社會教育與休閒遊憩功能，使營
運服務趨向多元及專業化，進而成為臺
灣自然公園管理的示範指標。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環境教育之推動計畫
國際性民間組織交流活動：與國
際環境保育及教育組織合作辦理環境推

芝山岩展示館（即芝山岩人文史

廣活動及經驗交流，以增加臺灣環境教

蹟公園）是台北鳥會於92年臺北市政

育能量與未來發展可能性。相關工作如

府文化局委託經營座落於市中心的芝山

臺北國際賞鳥博覽會、參展其他國家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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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藝術創作活動，瞭解萬物觀察是創作根本

會及國內外環境教育組織交流互訪等。
一般大眾環境教育活動：透過各

政府組織合作之環境教育活動：

類教育活動，提昇國民對於環境、生物

協助政府執行各項環境教育政策，共同

與社會永續發展認同感，改善態度與行

提昇國民之環境素養與守護環境的能

為。相關工作如大型生態博覽會活動、

力，以建立更健全的公民素養。相關工

鳥類自然觀察教育活動、環境教育場域

作如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大型生態教育

定點導覽解說活動、兒童營隊與親子營

博覽活動等。

隊活動、生態講座及社區大學課程等。
學校環境教育活動：協助學校進
行各項環境教育活動，並配合學校課程
需求與課程綱要，規劃各類環境教育活
動，期許透過正規教育的影響，讓環境
教育之目的深根於學子心中，並培養成
為負責任的環境公民。相關工作如學校
主題課程活動、學校戶外教學活動、教
師研習活動及到校推廣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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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日、企業一日志工等。

關懷弱勢環境教育活動：結合政
府、民間組織與企業的力量，協助國內
最弱勢的一環，使其有機會透過學習認
識環境，並希望透過自然的力量，啟發
他們自身的能力與學能發展。相關工作
如辦理特殊教育的學童與社會弱勢團體
之環境教育活動。
台北鳥會環境解說志工培力：結

民間企業合作之環境教育活動：

合臺灣有志之士提供其相關知能與技

與民間企業相結合，以企業社會責任協

術，建立共學平台及教學舞台，使其得

助國家永續發展的共同願景，提昇企業

以影響更多人，並且協助臺灣環境教育

內部員工的環境素養，也透過企業的能

工作之推動，讓更多民眾喜愛我們的環

量辦理專案性計畫活動，提昇國民參與

境。相關工作如鳥類環境教育導覽人員

各項環境教育機會。相關工作如企業家

培訓、環境教育場域導覽人員培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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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智圖觸發聯想與主題產生關聯性

芝山園區解說老師引導參觀民眾進行觀察

體

定期出版環境教育資訊刊物：透
過定期環境教育刊物，建立一個環境教
育相關資訊平台，做為與內部人員或其
他相關組織資訊交換的管道。相關工作
如台北鳥會冠羽會刊、電子報、活動預
報表及摺頁等。
主題性環境教育出版品：透過其
他專業性人員的協力合作，共同協助設
計國內環境教育工作者或學習者所需要

灣環境教育的現況，宣導野鳥保育與救

組

建置妥善學習管道

傷之相關生態訊息及溼地保育等觀念。
為了配合環境教育法的推動，台
北鳥會將原本會內的「生態教育學院」
擴大成立「環境教育學院」，期許未來
能統籌日後龐大的環境教育工作。該學
院由台北市野鳥學會環境教育委員會委
員每月定期召開會議，研擬及推出多元
化之環境教育課程，囊括社會大眾與義
工之訓練及進階研習等，兼具統籌與規
劃環境教育活動之功能。

之教學輔助材料，透過這類的材料，將
有效提昇臺灣環境教育發展與執行的質
量。相關工作如圖鑑、自然系列叢書、

未來展望

環境教育、輔助摺頁、環境教育輔助海

以「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長

報、繪本及DVD影音光碟等。

遠眼光來看，台北市野鳥協會深知臺灣

解說設施或展覽規劃：透過環境

的環境教育工作需要有領頭羊角色，才

教育相關之介面或特別規劃之相關硬體

能有效提昇國家整體環境教育的品質與

設施，以提供民眾更多元的資訊，進一

能量。協會未來也將秉持最崇高的理念

步認識臺灣環境的現況及臺灣保育工作

繼續努力堅持下去，持續推展環境教

的價值。相關工作如解說牌設置、特別

育、落實保育教育的理念及培訓高品質

展覽規劃等。

的環境教育志工、為臺灣瀕危鳥類進行

大眾媒體宣傳報導：透過大眾媒

保護工作、經營管理生態永續的自然公

體的力量，讓環境教育能量可以更普及

園及保護區為目標。未來也將持續招募

化，讓更多民眾透過更多管道來瞭解臺

有志於投入環境議題解說、環境維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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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鄉小尖兵推廣計畫於福山國小舉行開訓儀式

學生參與公共服務活動，協助清理溼地

關渡水資源環境教育課程

鳥類救傷保護等志工，且透過儲備志工

地暨水資源推動環境教育之重要窗口。

培訓成長課程和實習，培訓高品質的服

環境教育不能單打獨鬥，未來協

務志工，讓志工永續學習成長。

會也將繼續結合政府、企業及國內外民

在經營管理自然公園方面，協會期

間團體力量，協助政府法規建制、組織

望未來能持續提昇關渡自然公園整體環

人力發展、課程品質與認證工作、課程

境教育的質和能，發展各項教學輔助軟

與資訊提供及協助環境教育法規與政策

體和教材，建置關渡自然公園環境教育

推動，讓環境教育的工作在點、線、面

教學暨保育研究資料庫，改善目前自然

上更有效發展與落實。

中心之展示空間和教室，規劃適合民眾
然公園成為更優質的溼地學習場域，並

推動心得

結合關渡周邊教育機關及團體，發展各

以非營利的核心精神，大力推廣

項保育課程及活動，成為社區良好的地

臺灣溼地環境的保育與教育，並開啟臺

方學習夥伴，成為臺灣溼地環境與相關

灣由非營利事業團體經營關渡自然公園

環境議題之重要舵手，進而成為國際溼

與芝山文化生態綠園的首例。而這樣的

親近學習之多樣溼地環境，建置關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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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欣慰當關渡自然公園能成

的工作，如果不是來自於各公部門及民

為臺灣第1間通過環境教育設施認證之

間夥伴團體的充分協力，關渡自然公園

場所，且為臺灣第1個由政府機關委託

與芝山文化生態綠園是不可能擁有超過

給民間組織經營管理的自然保護場域。

百萬人次的參訪與教育推廣經歷。

關渡自然公園是都會地區溼地保育及水
證後，所要展現的環境教育範疇，除了

助公園在不同階段的發展工作，例如：

持續性的學校教育或者非正規型的社會

教育活動方案的完整性發展與棲地環境

教育外，我們期許能藉由在關渡自然公

管理的技術性提昇，甚至是行政管理層

園學習經驗，讓民眾認識溼地美好事

面的能量提昇，帶給我們相當大的成

物，並協助臺灣地區的環境學習中心人

長，也提供同仁更多發揮的舞台。相當

員得以有專業性的成長，成為學校教師

感謝這些與我們合作過的夥伴，所帶來

推動環境教育活動的幫手，積極成為政

的資源與合作上的經驗。

府推動環境講習及機關單位進行環境教

十年來，台北市野鳥學會在經營

組

費維持公園的永續經營，另一方面也協

體

資源教育的重要場域，通過環境場所認

團

企業夥伴的支持，不僅是提供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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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確實不是一件簡單且可以獨立完成

育訓練的協力推手。

關渡自然公園與芝山文化生態綠園上，
以鳥類保育相關知識與實作經驗為基
礎，擴展生物多樣性領域的面向，擁有
豐富、熱心又稱職的志工群，才能成就
一個具有專業、優秀及盡職的經營團
隊。且在歷經SARS及禽流感事件的強
烈衝擊與逆境之下，我們並沒有退縮，
持續將公園經營的綠意盎然，將環境經
營的成果轉換為環境教育資源，期許成
為更優質的溼地環境教育中心。

夜間觀察活動，適時說明友善其他物種的態度與方式

特教小天使

舉辦兒童賞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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