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觀音觀鷹
指導單位：交通部、交通部觀光局
主辦單位：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協辦單位：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社團法人彰化縣野鳥學會、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猛禽研究會、香港生態教育及資源中心
新北市五股區農業旅遊發展協會、三重客運 股
( 公
) 司、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草根音樂會︱賞鳥駐站解說
觀音山文史導覽︱生態闖關站
猛禽放映室︱綠色講堂
小農及綠生活創意市集
無塑生活 DIY 小教室

鷲 愛觀音山
主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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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un

2 0 1 8 4 - 6 賞 鳥 好 日 子 w w w.w b st .o rg .t w

時間 Time 9:00~16:00
摸彩時間：上午 12:00，下午 15:40

地點 觀音山遊客中心 新北市五股區凌雲路三段 130 號

暖身活動 2018.4.28-29

& 5.5

北觀處粉絲團

北觀處WEB

台北鳥會WEB

活動詳洽：北觀處遊憩課 8635-5100 www.northguan-nsa.gov.tw
台北鳥會 2325-9190 www.wbst.org.tw

Handbook

of Bird Biology

李政霖 繪 廣告

往返接駁公車詳見網站

讀書會 利用讀書資料增進本會志工鳥類專業認識，同時整理為鳥類學基礎講義

每 月 第 二 個 週 五 19:00~21:00 於 會 本 部 B1 教 室， 本 會 有 效 會 員 ＆ 志 工 免 費， 非 會 員 酌 收 100 元 清 潔 費
為考量場地環境品質，B1 教室完全禁止飲食。為尊重每位參加者，活動將準時開始，演講時請勿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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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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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鳥類的婚配制度
及社會行為

鳥類的保育
Bird Conservation
講者：汪辰寧 芝山綠園環境專職

7/

鳥類的食性及覓食

回顧整理──
為什麼要研究鳥類？

Avian Food and Foraging
講者：嚴融怡

Avian Mating and Social
Behavior

在19世紀中，北美東部的春季
森林裡面的旅鴿多到遮天蔽
日，甚至可以在樹林間引起強
大的風流。造成這種如同科幻
喜說的情節一般的旅鴿卻在
1914年滅絕。造成其滅絕的原
因如同今日，剝削、科技進
步、大規模地景的改變。如今
我們的任務，便是儘快建立起
保護鳥類以及其他野生動物的
法律、組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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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覓食永遠是生物最重要的本能。鳥
類為了覓食，嘴喙常特化為專門適
於從事某種覓食方式的形態；再進
一步的解剖學觀察，不同物種類群
間鳥類就連舌頭也都特化出不同的
類型。為了覓食牠們得經常調整姿
態，有時甚至連個體尾羽都在捕食
過程中調整。為了覓食牠們會採用
很多不同的策略，值得我們好好探
索一番。

講者：張珮文
繁殖下一代是生物最重要的本
能，鳥類也不意外，為了達到
繁殖下一代的目的，鳥類發
展出多樣的行為、表現與各種
婚配制度，從羽毛、叫聲到舞
蹈，都是為了繁殖而演變出來
的，我們將透過本書一起瞭解
更多鳥類的婚配行為。

Why Study Birds
講者：劉新白
藍天中翱翔的鷹姿、草莽中飛躍的雀
群，多彩的羽毛、婉轉的鳴唱總是讓
人不由自主追隨。而科學家觀察鳥
類，則是追求進一步的生態意義。常
說「今日鳥類，明日人類。」為何鳥
類能作為生態環境的指標？鳥類反映
出哪些生態問題，對人類的影響關聯
又是什麼？請和我們一同找回研究鳥
類的初衷吧！

大型國內賞鳥團
跳島觀鳥行

樂活觀鳥行

交通：船去船回、步行、計程車或小巴

4/ 20-23

Dongyin 5/ 5-6

團員人數：24 位
挑戰鳥種數：80 種

馬祖東引春過境飆鳥行
五

一

報名 會員 2/21 起

解說員 游谷樺、許勝杰、鍾文傑

鳥類特色 馬祖東引是每年春秋兩季候鳥遷移的中繼站，以陸鳥的種
類及數量最豐富，亦最具特色。春過境時以鵐科、柳鶯科、鶇科、
鶲科為主，其中有許多臺灣難得一見的稀有鳥種如赤胸鵐、金鵐、
鏽鵐、髮冠卷尾、黃頭鶺鴒等。
景點介紹 東引位於臺灣海峽西北方，地形多谷地、灣澳，海岸地區
花崗質岩石，受風化及波浪侵蝕作用，多崩崖、險礁、海蝕洞、海
蝕門等地形，因地理近大陸沿岸關係而成為候鳥重要的過境驛站。
交通：遊覽車、步行

7/ 7-9

團員人數：22 位
挑戰鳥種數：50 種

Hehuan Mountain

南投合歡山夏季花草賞鳥體驗
六

一

報名 會員 4/3 起

解說員 徐薇薇、白似珍

生態環境 高海拔寒原、闊針葉混林、次生林、林道

鳥類特色 約 30 種以上高山鳥種，黃山雀、冠羽畫眉、白耳畫眉穿
梭枝頭，林道灌叢可觀察茶腹鳾、灰林鴿、臺灣鷦鷯，高山寒原可
見岩鷚、臺灣朱雀、臺灣戴菊、煤山雀、紅胸啄花等。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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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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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考量場地環境品質，B1 教室完全禁止飲食。為尊重每位參加者，活動將準時開始，演講時請勿進出

志工成長講座 週五19:00

專題講座 週五 20:00

5/

18 北台灣河口與海岸濕地漫遊
講者：嚴融怡 老師

5/

北台灣有著一些複雜的岬角(如野柳)、海蝕洞(如瑞芳附
近)、河口濕地(如許厝、蘭陽溪口)、紅樹林濕地(如關渡和
竹圍)以及深入城市腹地的濕地(如立農濕地、華江濕地、五
股濕地)等等，這些也都讓鳥類以及各類生物有著極其重要
棲息處所，且讓我們漫遊其中，了解一下這些濕地的概況與
特色。

擁有「星星王子」之名，豐富的天文知識，許長生老師輕鬆愉快的知識分
享，邀您進入夢幻的星空，感受夏季大三角的魔幻力量，2018年的天象精采
絕倫，絕不容錯過！

景點介紹 合歡山原為泰雅族原住民之獵場，由於地形地勢獨特，加
上交通可及性高，成為全台最著名之賞雪地點，除雪季外，合歡山
高山景緻及其冷溫帶氣候，亦為賞景、避暑的勝地。在此優厚的遊
憩發展潛力之下，合歡山早於民國 52 年由林務局創辦森林遊樂區，
是臺灣第一座森林遊樂區。

4 星空漫遊 2018
講者：許長生 老師
1 亞南極及南極半島生態之旅

6/

講者：陳英井 老師
陳英井老師要帶大家到地球的另一邊，亞南極、南極。拜訪遼闊無垠的彭巴
草原，火地島國家公園，亞南極島嶼(福克蘭群島，南喬治亞島，南雪特蘭群
島)。還要和大家分享南極半島的鯨魚、信天翁，各種南方限定的美麗海鳥。

地點：關渡自然公園多媒體演講廳︵自然中心一樓︶
時間：每月一個週日 14:00-16:00
入場：志工優先，現場開放大眾參加
︵入園請依規定購買門票︶
轉 17
連絡電話： 02-2325-9190
志工報名網址： https://goo.gl/91VK2K

台北市野鳥學會環境教育學院 主辦．台北市野鳥學會關渡自然公園管理處 協辦

鳥類
講座

帶著大囊袋的奇特大鳥，
利他主義的典範。

日

報名 會員 3/6 起

解說員 盛士淦、李天助、曾秀梅

生態環境 中海拔山區溪谷、山溪、瀑布、紅檜巨木群

鳥類特色 有 40 種以上山林鳥種。中高海拔山林的台灣特有鳥種如
冠羽畫眉、黑長尾雉、藍腹鷴及紅頭山雀等等。

景點介紹 觀霧森林遊樂區位於新竹縣五峰鄉與苗栗縣泰豐鄉境內，
海拔 2,000 -2,500 尺，終年雲霧繚繞溫暖潮濕，年均溫 15 度，區內
原始林廣闊，巨木溪流瀑布崎嶇，山谷地形及氣候多變化，使動植物
繁茂昆蟲鳥類種類多數量多，更是北部地區自然觀察最佳選擇地點。
樂活觀鳥行

交通：遊覽車、步行

8/ 18-20

團員人數：22 位
挑戰鳥種數：60 種

Wuling Farm

台中武陵農場夏季探鳥蹤
六

一

報名 會員 5/15 起

解說員 盛士淦、林瑞如

生態環境 中海拔山林、高山溪流、農耕地

鳥類特色 有 40 種以上中高海拔山林鳥類。小型靈巧的火冠戴菊、
紅頭山雀、青背山雀，以及溪澗的鉛色水鶇、河烏、小剪尾等，尤
以鴛鴦最具特色。
景點介紹 聲勢壯闊的煙聲瀑布，山野迷人的翠綠與燦亮星空，武陵
農場環境清幽，處處驚豔。
樂活觀鳥行

交通：船去機回、步行、計程車或小巴

9/ 28-10/ 2

團員人數：24 位
挑戰鳥種數：80 種

馬祖四鄉四島秋過境賞鳥行
五

二

報名 會員 6/26 起

樂活觀鳥行

9/ 16

交通：遊覽車、船、步行
團員人數：30 位
挑戰鳥種數：50 種

基隆北方三島生態尋海鳥
日

報名 會員 6/12 起

Pengjiayu

解說員 許勝杰、李政洋

生態環境 海洋、海中年輕的火山島嶼、海鳥繁殖島

景點介紹 北方三島由台灣對其北方海域 3 個離島的合稱：彭佳嶼、
棉花嶼及花瓶嶼。彭佳嶼位於基隆東北海上，為台灣之最北點，為
火山地形島嶼，面積約 114 公頃，北、東、南三側均為海崖，島上
僅海防、燈塔、氣象觀測站等處有人員駐守。遠渡重洋的候鳥們，
不少以此為中途的休憩站，夏秋季為最佳的觀賞時節。

解說員 蔡錦福、游谷樺

鳥類特色 馬祖列島是每年春秋候鳥遷移的中繼站，以陸鳥的種類及
數量最豐富，亦最具特色。秋過境鳥種以山椒鳥科的灰山椒鳥、黑
翅山椒鳥，卷尾科的大卷尾、髮冠卷尾、灰卷尾、燕隼、佛法僧、
黃鸝為主。

景點介紹 馬祖列島位於台灣海峽正北方地形多谷地、灣澳，海岸地
區花崗質岩石，受風化及波浪侵蝕作用，多崩崖、險礁、海蝕洞、
海蝕門等地形，因地理近大陸沿岸關係而成為多種候鳥過境的區域。
大型活動須知 報名時間為受理報名日上午 09:00 起，報名方式可親臨會館、電話或
用本會網站 ( 會預留 5 個名額給予網路報名者 )。
❶ 本資訊為活動預報，實際出團日期與費用請見本會網站之公告。
❷ 報名完成後，需在1週內完成繳費動作(若超過繳費期間即取消報名資格)。
❸ 活動中車位安排依繳費順序先後做安排。
❹ 活動之行前通知將於活動出發前一週寄送參加者。
❺ 活動前及活動中如遇天災或不可抗拒事件發生延遲，請一起分擔費用，無法全額退費。
❻ 若因本會之特殊緣故至活動無法成行，將全額退費。本會退費辦法與交通部觀光局
中《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第八條相符。
❼ 退費者，憑收據繳回始可辦理退費手續；刷卡者，請另附刷卡回執單；如以匯款方
式退費則將手續費扣除。
❽ 本會代辦活動如有盈餘，全數作為推廣賞鳥活動及自然生態保育基金之款項。

十姊妹？七彩文鳥？
鳥類研究的最佳夥伴。
六 月 梅花雀科

四 月 鵜鶘科

時間：4月1日(日)14:00-16:00

時間：6月3日(日)14:00-16:00

全球8種，臺灣1種迷鳥。分布全球各大洲近水陸地，屬極大型水鳥，雌雄同型。羽
色為白、黑及褐色為主，嘴形寬大直長，嘴尖鈎狀，下嘴有能收張的大皮囊，頸
長而細，翅寬闊，尾短呈方形；跗蹠短而扁平，腳趾有蹼。通常不發聲，生活於沿
海、河川、湖泊等環境。

全球140種，台灣3種留鳥、2種引進逸出種。分布歐洲南部、非洲、亞洲、澳洲及大洋洲上島嶼。屬小型雀
類，雌雄體色相同或相異，羽色從黑褐至艷麗的紅、綠、藍色。嘴粗厚，基部膨大，鳴聲為高音的哨音。
生活於開闊的草原、灌叢，常大群活動，攝取草籽及穀物。

講 師

蔣功國 台北鳥會保育研究組長

猴面鴞，老鼠的剋星，
農夫的好朋友。

講 師

全球15種，台彎1種。廣布除北半球寒帶的全球各地，多數為留烏。雌雄同型。
體色大多為灰、褐及白色，大頭的貓頭鷹，有心型的臉盤，翼為尖型稍圓，腳長
而強健，爪尖銳，尾短。會發出各種尖銳刺耳尖叫及怪叫聲。生活於各種環境，
從平地到高山，從森林到沙漠，甚至鄉鎮地區。
講 師

台北鳥會研究保育專職、台北鳥會救傷組志工

張智偉 專長野鳥生態

獵鷹之王，
地表移動速度最快的動物。
七 月 隼科

五 月 草鴞科

時間：5月6日(日)14:00-16:00

時間：7月1日(日)14:00-16:00

康熙皇帝讚美矛隼：「羽蟲三百有六十，神俊最數海東青，勁如千鈞激砮石，迅如九野鞭雷
霆。」隼科全球約65種，台灣5種。廣布全球，多數為遷徙性候鳥，少數留鳥。屬小型至中型
的猛禽。翼長而尖，飛行迅速。生活於各種陸地環境，從凍原、沙漠至熱帶雨林。
講 師

台北鳥會環境教育委員會委員、台北鳥會活動組冠羽班第 8 期解說員

劉華森 帶領鳥友到大台北地區郊山認識野鳥、台北鳥會與社大講授野鳥相關課程

台北鳥會現任理事、活動組冠羽班第 19 期解說員

嚴融怡 台北鳥會環境教育委員會委員

野鳥救傷義診醫院

全陽動物醫院 地址：10565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305 號 電話：02-27627945
凡賽爾賽鴿寵物鳥醫院 地址：10365 台北市大同區民族西路 53 號 電話：02-25869933
澄毅動物醫院 地址：10679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 2 段 171 巷 13 號 1 樓 電話：02-27334341
崇恩寵物醫院 地址：23450 新北市永和區永利路 95 號 電話：02-22312531

野鳥救傷聯絡單位
野生鳥類在自然之中，同樣需要面對生存的競爭與威脅，但更多時候是因為人
為造成的環境破壞或汙染，使鳥類遭遇病痛與傷害，這是我們所不願見到的。
因此，救傷中心工作抱持著「救傷，不干預自然」的理念，幫助受人為干擾的
落難鳥兒，返回自然。
野鳥野放，必須審慎評估，包括鳥類健康狀態、習性、棲地等，並進行野放後
的追蹤。隨意野放、放生，對鳥類和環境都會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
野鳥救傷中心在照護傷病鳥的過程中，尋找導致鳥類傷病的原因、人為干擾對
鳥類傷害的影響，為打造人鳥和諧的環境而努力。如果您也支持救傷中心的保
育工作，歡迎捐款支持我們。

Matsu

生態環境 海島、海岸、海洋

鳥類特色 海上將可見大批水薙鳥翱翔天空，白腹鰹鳥、鷗科鳥類沿
著島嶼飛翔或停棲、偶爾還可驚見鯨豚的泳姿，北方三島的魅力等
待您一同來發現。

圖源：Luis Argerich

Guanwu Forest
Recreation Area

團員人數：22 位
挑戰鳥種數：50 種

新竹觀霧國家森林遊樂區賞鳥生態體驗
六

生態環境 灣澳、岬角、農地、菜園

樂活觀鳥行

交通：遊覽車、步行

台北市動物保護處 電話：02-87897158
24 小時動物救援專線 電話：02-87913064、02-87913065
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電話 電話：02-29596353
特生中心野生動物急救站 電話：049-2761331#309
社團
法人

台北市野鳥學會

野鳥救傷中心
服務時間：週一∼週五 1200-2100
電話：02-87328891、87328870
臺北市 11055 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 463 巷 5 號 ( 捷運麟光站出口二前方 100 公尺 )
E-mail：rescue@wbst.org.tw
FB：https://fb.me/wbstwbr

救 傷 捐 款

活動日期等訊息以本會官方網站為主

Free 免費

四月

蘆洲堤防

1 淡蘭古道
Luzhou Dike

0730

0700

0730

0730

蘆洲站 ( 出口 1) 2 km

National Palace Museum

0730

0730

士林站 ( 出口 1) 2 km

Kunyang(Exit 4)

週末派

km

0700

曾秀梅 王浚湧 崔懷空 徐坤崇

40

公館站 ( 出口 1) Gongguan(Exit 1) 10 km

45

林重德 匡憲初 陳英井 陳明煌

挖仔尾

0730

0730

關渡站 ( 出口 1) 2 km

關渡站 ( 出口 1) 2 km

直潭國小

0700

公館站 ( 出口 1) Gongguan(Exit 1) 6 km

Jhihtan Elementary School

土城彈藥庫

0730

土城站 ( 出口 2 )

Tucheng(Exit 2)

故宮 - 至善公園

0730

National Palace Museum

二叭子植物園

Shilin(Exit 1)

0700

Xindian(Exit)

鹿角溪人工濕地
12 Lujiaoxi
Man made Wetland

新店站 ( 出口 )

0730

淡水站 ( 出口 1) 4 km

Tamsui(Exit 1)

公館站 ( 出口 1) Gongguan(Exit 1) 6 km

景點特色：鰲鼓濕地森林園區為複合型的人工濕地，包含草澤、農耕地、草生地、森林，以及大片面積的水澤，棲地類型複雜多元，蘊含豐富的鳥類資源。
賞鳥路線：❶平日：遊覽車及自小客車可自行入園 ( 含防汛道路及觀海樓 ) ❷例假日：甲級遊覽車禁駛防汛道路 ( 可行駛至觀海樓 )，自小客車需依管制方
向行駛 ( 管制期間由 11 月至隔年 2 月底止 )。❸遊客亦可漫步木棧道至人工濕地，步道兩旁的灌叢皆藏有鶯亞科的鳥類，啁啾聲不絕於耳。

春季季活動 花開的季節

夜之精靈－蝙蝠多樣性特展

現場解說導覽∕室內互動關卡∕生態遊戲∕親子DIY活動

春去春又來。花兒在寂靜中綻放，也在寂靜中凋落，以溫柔而沉默的力
量，綿延無數世代，孕育著植物繁衍子嗣的能量。適逢春日，讓我們循
著幽香小徑，探訪隱藏在枝葉間的精靈國度，傾聽花朵們含苞未放的細
語喃喃。

時間：3/30~5/31 09:00~16:30(每週一休館)
對象：一般民眾，入館即可參加 (活動詳情請上鰲鼓濕地粉絲團)

夏季季活動

蝙蝠音箱展示∕蝙蝠生態看板∕現場解說

蝙蝠，一群隱身於黑夜中的生物，人們對牠們總充滿了神祕的想像。究
竟這些夜晚的精靈棲身何處？以何為食？和人類又有怎樣深厚的淵源呢
？本特展為您揭開蝙蝠們的身世之謎。

時間：4/1~10/31，09:00~16:30(每週一休館)
對象：一般民眾，歡迎來電預約解說
假日現場活動

阿蝠的異想世界

週六日展示館內定時解說

戶外觀察∕室內遊戲關卡∕DIY小活動/現場解說

含影片撥放

觀海樓戶外望遠鏡與導覽解說服務
頂樓提供雙筒望遠鏡供民眾使用。專人解說需來電預約

時間：6/18~8/31，09:00~16:30(每週一休館)
對象：一般民眾，入館即可參加 (活動詳情請上鰲鼓濕地粉絲團)

開園時間：週一及除夕至初三休園，每週二至週日 0900~1700(1630 停止售票入園 )

門票、diy材料費，不含中餐、車資)

貓頭鷹大解密

活動網址：http://www.zcegarden.org.tw/e21.php
活動洽詢：02-88666258#13 汪先生

你所不知道的貓頭鷹、原木貓頭鷹時鐘DIY、福
爾摩鴞的食繭大探索、夜訪貓頭鷹的家

2018小小導覽員招募

活動時間：見芝山網站，下午14:45~20:30
活動集合地點：芝山文化生態綠園
對象：國小以上親子。為維護活動品質，本活動名額
限30名
費用：綠園粉絲特價600元 (原價800元，含保險、講師、
DIY材料、門票等)家長陪同價400元(不含DIY)
活動網址：http://www.zcegarden.org.tw/e21.php
活動洽詢：02-88666258#13 汪先生

時光隧道

你喜歡與大家分享大自然的故事嗎？芝山岩有很
多植物都有很特別的生態故事，且每一棵植物都
和附近的生態息息相關喔！喜歡接觸大自然的朋
友，快來一起加入小小導覽員分享芝山岩的特色
生態故事吧。

招募對象：國小三年級至國中二年級，對生態有興
趣、樂意分享者
招募期間：即日起至4/10止。限定30名（完成培訓的學

探尋中研院的國家寶藏

員將於2018年7-9月，於例假日進行排班執勤服務24小時）

貝珠穿孔製作、芝山紋飾文化介紹、中研院民
族博物館參觀

培訓時間：4/29起至6/30每週日，共8堂課
活動洽詢：8866-6258#15 小朱姐姐

櫻花古圳浪漫遊 走訪平等里幽靜的山野古圳，探尋春季最後的一朵緋
紅。坪頂古圳隧道體驗、豐富

時間：4/7、4/28、5/12、5/26共四梯次
對象：每梯次25人，10歲以上對台北古
文明有興趣的親子朋友
活動費用：350元/人(含：導覽費、保險費 、

活動日期：第一梯次：3/17(六)下午；第二梯次：3/18(日)上
午；第三梯次：3/24(六)下午；第四梯次：3/25(日)上午

◎ 夏令時段 ( 每年 4-9 月 ) 週一休園

夏季水稻生態與文化∕耘草體驗∕水稻防禦工事大作戰∕稻草人與田間遊戲

費用：490元∕人
2/21(三) 09:00起，至 http://gd-park.org.tw/ 報名

夏天是呵護的季節，春耕過後，秧苗已經被整齊的插入土壤，為一整年
的收穫埋下希望！但是在秧苗寶寶成長的過程中，不僅要面對昆蟲與雜
草的紛擾，此時氣候也變得潮濕悶熱，這時農夫該怎麼守護水稻田呢？
讓我們一同捲起褲管、戴上斗笠，運用雙手親撫土地、體驗田間小遊戲，
為日益茁壯的稻子做好萬全的準備，歡迎大家呼朋引伴，一起來報名！

時間：日期：4/28(六)、5/6(日)，10:30-17:30
對象：親子營隊（小朋友需年滿六歲以上）
人數：每梯40人，額滿為止
費用：1,000元∕人（3/7前報名，可享九折優待價900元/人）
2/21(三) 09:00起，至 http://gd-park.org.tw/ 報名

2018關渡食農學堂—夏耘篇（半日體驗型）

2018關渡食農學堂—秋收篇

稻田裡垂著頭的稻穗，顆顆充滿了飽滿米粒。一陣輕風拂來，稻穗隨風
搖擺，像極了黃澄澄的海浪，讓人忍不住地想要躺在這片柔軟的稻海裡
！經過了一百多天的呵護，我們終於等到收穫的季節囉！實習農夫們準
備好要秋收了嗎？我們要親手將一束束的稻穗割下，還要一起來體驗古
早時期的人力脫穀機。

秋季水稻生態與文化∕稻米育成中心∕收割打穀與風穀體驗∕幸福滿罐

時間：7/14(六)、7/15(日)、7/28(六)、7/29(日)，10:30-17:30
對象：親子營隊（小朋友需年滿六歲以上）
人數：每梯40人，額滿為止
費用：1,000元∕人（5/30前報名，可享九折優待價900元/人）
5/16(三) 09:00起，至 http://gd-park.org.tw/ 報名

耘草體驗∕米食DIY∕草編蜻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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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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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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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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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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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六
日
六
日
六
日
六
日
六
日
六
日
六
日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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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校園

0730

公館站 ( 出口 2) Gongguan(Exit 2) 2 km

50

廣興

凌彩瑤
黃有生
許長生
周憲毅
黃莉鈐
張秋香
黃玉英
魏惠志
王世平
黃有生
陳英井
周憲毅
方銘亮
高儷瑛
何建遙
李彥瑩
劉新白
黃有生
何秀玫
楊啓姚
高凌宇
林進三
許 財
李昭賢
劉新白
黃淑貞

芝山岩
內溝里
Neiguoli

0730

芝山站 ( 出口 1 ) 2 km

25

0730

昆陽站 ( 出口 4) 5 km

40

Kunyang(Exit 4)

0730

南港展覽館站 ( 出口 6) 4 km

下午 14:00-17:30
下午

許勝杰 邱哲星 溫小慧 蘇平和

35

大安森林公園站 ( 出口 2) 2 km

35

公館站 ( 出口 2) Gongguan(Exit 2) 2 km

50

Daan Park(Exit 2)

芝山
綠園

賞鳥趣

李政洋 陳乃淳 董金葉 蘇昭如

40

Taipei Nangang Exhibition Center(Exit 6)

0730
28 臺大校園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許 財
陳鳳珠
陳鳳珠
王清豊
李明昆
盧春福
陳建宇
陳永炅
王行健
陳正隆
王清豊
許淑菁
曾雲龍
陳瑞芬
梁麗貞
溫小慧
陳永炅
嚴融怡
王浚湧
蕭桂珍
何建遙
許建忠
杜竟良
石瑞德
王清豊
陳永炅

陳金對 林明沛 楊雅淇 李明昆

昆陽站 ( 出口 4) 2 km

0730

陳宣宏 黃莉鈐 黃以忠 李昭賢

30

林進三 陳瑞芬 吳怡瑩 劉華森

0730

Kunyang(Exit 4)

23 大安森林公園
Daan park

林重德 李瑞珍 黃如秀 李平篤
劉志威 林瑞如 周明傑 徐坤崇

忠義站 ( 出口 1)Zhongyi(Exit1)
4 km

Zhishan(Exit 1)

南港公園

嚴融怡 高凌宇 周暉堡 楊永賢

35

游谷樺 邱淑瑜 黃以忠 石瑞德
陳英井 顏淑琴 陳金對 陳尤勳照

大安森林公園
上午

華江橋

上午 08:30-11:30‧ 下午 13:30-16:30
下午
上午

張素慧 許勝杰 江麗華 高儷瑛 伍曼卿 李建安 伍曼卿 鄒文惠 李瑞珍 謝奇男 李瑞珍
陳宣宏 江麗華 曾韞琛 王行健 蕭財政 崔懷空 黃如秀 鄒文惠 鍾文傑 楊永賢 林國隆
劉耀文 張素慧 林廖檥 鄭安宏 張筱蕙 許淑菁 施曉雯 黃玉英 陳建宇 陳瑞芬 何建遙
楊啓姚 郭妙霓 陳佑瑄 詹駿鴻 陳湘菱 林冠伶 邱哲星 林瑞如 鍾文傑 詹駿鴻 林國隆
曾韞琛 李維正 周明傑 陳佑瑄 張國相 黃斐嬋 林明沛 邱哲星 林國隆
凌彩瑤 黃斐嬋 李平篤 楊永賢 曾秀梅 陳世耀 蕭財政 周暉堡 林冠伶
陳湘菱 李文德 王碧秋 鄭宇晴 李維正 林芳昌 李仰恩 黃淑貞 陳宣宏
徐瑞琦 張文綏 張筱蕙 方銘亮 張國相 謝春桃 梁齡之 王浚湧 何秀玫
嚴融怡 楊雅淇 張秋香 王碧秋 李文德 鄒文惠 郭妙霓 楊雅淇 廖英男
杜竟良 高凌宇 蘇昭如 陳世耀 梁齡之
林進三 謝春桃 鄭宇晴 劉新白 郭妙霓
陳湘菱 吳怡瑩 邱淑瑜 陳乃淳 董金葉

活動費用：每人700元(含導覽、車資、保險費、山藥
小饅頭)；早鳥價：1/31前報名，每人650元；
團體價：三人以上成行，每人600元
活動洽詢：02-88666258#15 小朱姐姐

學校團體主題優惠活動
芝山文史生態導覽

週日定點鳥類解說導覽

服務時間：1~12月(每週二至週日09:00~17:00)於芝山岩步道、
芝山文化生態綠園
活動優惠價(20人以上團體)：機關學校(含安親班)團體50元；
企業及一般團體100元(以上費用含門票、導覽解說)請至芝山
綠園網站線上申請

服務時間：每週日14:00~16:00於芝山文化生態綠園
對象：一般民眾，現場自由參加（購票入園即可）

芝山環境教育體驗方案 須於活動前10天預約報名

主 要 活 動

假日園區解說導覽
服務時間：週六、週日及國定假日，09:00~12:00、14:00~17:00
於芝山文化生態綠園內
對象：一般民眾，現場自由參加（購票入園即可）

服務時間：1~12月，週二至週日09:00~16:30，每梯次約
2.5~3hr，於芝山文化生態綠園、芝山岩步道、考古探坑教室
等學校團體、親子團、安親班
主題：1.探索台北古文明、2.芝山考古趣、3.跟著鼻子去旅行、
4.芝山生態之旅
活動詳見活動快訊 http://www.zcegarden.org.tw/e21.php

考古探坑教室週末假日免費導覽(六日)

全家爬樹趣 爬樹技巧解說、爬樹體驗

時間：週六、週日及國定假日，11:00~12:00、15:30~16:30；開
放免費導覽解說

服務時間：1~12月，半日活動-上午場9~12點，下午場1點半~4
點半)於芝山文化生態綠園
對象：一般民眾、學校校外教學、家庭團體、企業家庭日、安
親班、補習班
費用：原價800元/人，包含操作器材、講師解說費、場地器材、
保險等、行政雜支等。滿40人以上才舉辦活動，將另有優惠
即日起電話預約 #17陳小姐

芝山岩展示館週六日園區導覽
服務時間：每週六、日9:00~12:00、14:00，兩場於展示館解說
大廳集合
現場自由參加（購票入園即可）

夏天的夜晚，關渡自然公園裡熱鬧非凡，有一群
歌手正在公園裡開演唱會！澤蛙大叫「ㄍ一‧ㄍ
ㄡ‧ㄍ一」；身長最小的小雨蛙不甘示弱地鼓起
大鳴囊，唱著「達～達～達」；貢德氏赤蛙的歌
詞「汪～．汪～」；黑眶蟾蜍的和聲像竹蟬「咯拉–咯拉」！

時間：4/21(六)、5/19(六)、6/30(六)，16:30-21:00，共三梯次
對象：一般親子(兒童需6歲以上)，每梯40人，額滿為止
費用：650元∕人(含晚餐、門票、講師、場地等費用)
內容：暖身活動/蛙蛙生態介紹/戶外觀察/生態小遊戲
3/7(三)9:00開始接受報名，至 http://gd-park.org.tw/ 報名

兒童營隊 2018關渡自然公園-濕地探險家
關渡自然公園擁有生態調查、濕地保育
和環境教育等專業背景的教學團隊，希
望養成孩子對濕地環境的知識，以及多
元思考能力，讓孩子在童年留下特別的
生命經驗。以動手操作、實際體驗、用
心感受與動腦思考的方式來探索這片濕
地，進而關懷環境，與自然一同成長。

週末現場活動
小水鴨說故事

四季主題導覽

每週六，13:30、14:30 各一場
地點：自然中心一樓觀景區
對象：一般親子，現場自由參加

心濕地導覽解說 採團進團出
每週六、日，16:00-17:00
地點：關渡自然公園心濕地
對象：一般民眾（每場限20人）
費用：每人50元
採現場報名，團體除外

親子創意DIY

每月第一、二週日，14:00-16:00
地點：自然中心一樓觀景區
對象：一般親子(每場20組)
費用：每組100元(含材料費、講師費
等，不含入園門票)

電話預約或現場報名
4月 我最愛的一隻鳥
5月 燕鷗飛來
6月 彩繪鳥蛋

關渡景緻在四季中不斷的更迭交替，透過
每季的主題介紹，與解說員面對面，讓您
更深入認識這片濕地的美好

夏季主題：賞埤塘
每週六、日11:00-12:00、15:00-16:00
現場自由參加(至自然中心服務台
前集合即可)每場20人

自然中心駐站解說
每週六、日，10:30、11:30、
13:30、14:30、15:30
地點：自然中心一樓
對象：一般民眾，現場自由參加

賞鳥駐站解說
每週六、日09:00-12:00、14:00-17:00
地點：自然中心二樓
對象：一般民眾，現場自由參加

關渡賞鳥趣 (四月限定)

每週日14:00-15:00、15:30-16:30
地點：自然中心一樓觀景區
對象：一般親子，20人(團體除外)
12:30起至服務台報名，免費參加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WILD BIRD SOCIETY OF TAIPEI

臺灣特有種鳥類多達27種，鳥類生態資源豐富，風靡國內外。
《臺灣野鳥手繪圖鑑》英文版集結多項臺灣首創的成就，
從撰稿、繪圖、出版、鳥種涵蓋的完整度等，
皆寫下臺灣鳥類英文圖鑑的歷史新頁。

定價 1,200 元
會員優惠價 960 元

共收錄20目88科，逾670種鳥類，含27個特有種及56個特有亞種。
各鳥種特徵，包括雌雄、成幼、各齡、亞種變化及亦混淆之相似種，
皆有圖文細緻描述分辨要領。
內附鳥類分布圖，幫助讀者進一步了解各鳥種的全球分布狀況。
新增台灣重要賞鳥熱點，供讀者能實地探訪台灣飛羽，
值得國內外鳥友收藏。

5/12 世界候鳥日

為了推廣候鳥保育的重要性，聯合國訂每年5月第二個星期六為「世界候鳥日」。
台灣東亞候鳥遷徙路徑上，具有多樣棲地提供不同候鳥生息環境，是許多候鳥南遷北返時的中繼站或目的地。
為響應「世界候鳥日」，台北鳥會推出破天荒優惠活動。
2018年5月份購買「台灣野鳥手繪圖鑑」二版將可享有神秘價格!!

立會 推動野生鳥類之「欣賞、研究與保育」工作，以促進國民保護野生鳥類及其棲生環境；
宗旨 期許培養國民高雅知性之情操與保護環境生態之觀念，共同保育野鳥族群之繁衍及自然環境。
保育 為了落實生態保育，建立生物和城市融合的台北生態城。台北鳥會長期推廣環境教育，
工作 經營管理城市自然棲地，並不斷累積臺灣瀕危鳥類研究資料。

目前實際經營的場域有，臺北市政府委託之「關渡自然公園」、「芝山文化生態綠園」及林務局委託
之「鰲鼓濕地遊客中心」。不定期舉辦各類講座、鳥類解說、志工培訓、規劃營隊及博覽會等，
以推廣環境教育工作。長期調查各地鳥類與生態資源，並成立野鳥救傷中心照護野生傷、病、雛鳥，
長年累積各種鳥類傷病資料，為人鳥和諧的未來做指引。
邀請您加入台北鳥會在環境教育推廣，傷鳥救護、野鳥保育、鳥類研究調查等工作！
歡迎加入義工或捐款贊助保育工作。

捐款 • 郵政劃撥：帳號「07857882」戶名「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請註明「保育捐款」
方式 • 轉帳匯款：銀行代號「012」帳號「480-210-586-026」台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戶名同上)
• 信用卡定捐：請於本會網站下載信用卡授權書， 填寫相關資料回傳至台北市野鳥學會
• 現金：親至台北市野鳥學會會館捐款

加入 • 親自會館現場申請。
會員 • 線上申請 https://goo.gl/wGJeBP

學會地址：10664 臺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160 巷 3 號 1 樓
連絡電話：02-23259190 傳真：02-27554209
服務時間：週一到週五 09:00~19:00

加入會員

網路訂購處 https://goo.gl/forms/0WpHNXmy5mCGOsv73 ( 掃碼線上購 )
有任何問題，請於上班時間來電 (02)2325-9190#13 何先生
或 email 至 marketing@wbst.org.tw

下午

林明沛 林志一 劉華森 張文綏 黃莉鈐 王碧秋 劉美紅 莊靜宜 劉美紅 陳岳輝 李昭賢

認識鳥會

A Field Guide to the Birds of Taiwan
臺灣野鳥圖鑑英文版

0730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9 康誥坑溪
Kanggaokengxi

上午 09:00-12:00‧ 下午 14:00-17:30
上午
下午

蔡淑清
伍曼卿
陳鳳珠
盧瑞雯
許 財
袁淑玲
許淑菁
張瑞麟
郭妙霓
張瑞麟
黃如秀
趙夫強
劉華森
李振輝
許 財
張文綏
徐瑞琦
陳英井
林芳昌
蕭桂珍
朱鴻玲
趙夫強
沈彩鳯
張靜宜
李天助
陳永炅

公館站 ( 出口 1 ) 3 km

臺北藝術大學

關 渡 自 然 中 心
二樓駐站

楊自寧
黃英珍
周明傑
黃以忠
林再盛
施曉雯
蔡淑清
李振輝
凌彩瑤
陳佑瑄
崔懷空
邱淑瑜
鄭安宏
林重德
林志一
梁麗貞
鄭安宏
魏惠志
李仰恩
盧瑞雯
蘇朝琴
李振輝
林廖檥
李建安
鄭安宏
林玉英

0700

Gongguan(Exit 1)

時間：第一梯 7/4-7/6、第二梯 7/18-7/20、第三梯 8/1-8/3
對象：升國小三∼升國中七年級，每梯40人，額滿為止
5/2(三)9:00開始接受報名，至 http://gd-park.org.tw/ 報名

時間：4/29(日)，上午場09:30-12:30、下午場14:00-17:00
對象：親子營隊（小朋友需年滿六歲以上）
人數：每梯32人，額滿為止

久等
了 !!

四

1
7
8
14
15
21
22
28
29
5
6
12
13
19
20
26
27
2
3
9
10
16
17
23
24
30

40

2018夏蛙狂想曲

平日 中心 0900-1700（1630 停止售票入園）戶外 0900-1730
假日 中心 0900-1800（1730 停止售票入園）戶外 0900-1830

親子營隊 2018關渡食農學堂—夏耘篇（全日型）

月 日 星
份 期 期

公館站 ( 出口 1) Gongguan(Exit 1) 6 k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鄭安宏 高儷瑛 張靜宜 黃淑貞

45

0700

Nangang Park

陳英井 薛明芳 邱淑瑜 陳明煌

40

時間：10:30~11:30、14:30~15:30，兩場

鰲鼓的夏日，白天鳥語花香、生意盎然；那烏漆抹黑的夜晚呢？，事實
上，鰲鼓的夏夜可是熱鬧無比呢，黃昏時傾「樹」而出的阿蝠們在此時
展開了一夜的派對，狂歡到天明！到底阿蝠打哪兒來？牠的親朋好友又
有誰呢？快來展示館一探究竟吧！

17
24

陳虞晃 徐瑞琦 溫小慧 徐薇薇

35

小南門站 ( 出口 3) Xiaonanmen(Exit 3) 2 km

直潭國小

Zhishanyan

游谷樺 張秋香 謝春桃 徐薇薇

50

0730

Taipei Botanic Garden

Guangxing

林冠伶 李天助 鄒文惠 劉志威

35

亞東醫院站 ( 出口 2) 4 km

開館時間：每週二至週日 09:00-16:30 ( 逢週一及農曆除夕休館 )

臉書粉絲團：http://www.facebook.com/aogupark/

4 km

10

鍾文傑 劉美紅 溫小慧 林再盛

30

駐站排班表

電話：(05)360-1801

陳英井 李維正 鍾文傑 楊啓姚

35

士林站 ( 出口 1) 2 km

鰲鼓濕地森林園區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 Dongshih Nature and Ecology Exhibition Center
嘉義縣東石鄉鰲鼓村四股 54 號

5 km

陳金對 劉耀文 沈彩鳳 徐坤崇

40

Far Eastern Hospital(Exit 2)

淡水忠烈祠 0730
26 Danshui
Martyrs Shrine
0700
31 直潭國小
Jhihtan Elementary School

王正安 梁麗貞 杜竟良 許建忠

50

植物園

Jhihtan Elementary School

陳金對 吳怡瑩 林廷奕 方銘亮

60

Guandu(Exit 1)

Guandu(Exit 1)

3

李明昆 王行健 袁淑玲 周憲毅

35

白頭翁

26 烏來
Wulai

楊啟姚 黃玉英 陳建宇 曾雲龍

50

km

關渡自然公園

Erbazi Botanical Garden

白頭翁

白頭翁

0700 館前路＆許昌街交叉口 6
14 金山
Jingshan Intersection of Guanqian Rd. & Xuchang St.
0700 公館站 ( 出口 1) 5
28 四崁水 Gongguan(Exit
1)

27

李文德 張國相 楊自寧 李政洋
江麗華 張筱蕙 莊靜宜 黃國政

40

南港展覽館站 ( 出口 5) 3 km

Taipei Nangang Exhibition Center(Exit 5)

Guandu Nature Park
Waziwei

20

0730

六月

蘇朝琴 何秀玫 朱鴻玲 李昭賢

40

Xinbeitou(Exit )

Tucheng Ammunition dump

黃斐嬋 林廖檥 張靜宜 施曉雯
30

13

新北投站 ( 出口 ) 5 km

週末派

昆陽站 ( 出口 4) 5 km

Sikanshui

李天助 詹駿鴻 廖英男 陳世耀

40

四分溪
Sihfenxi

週末派

Neiguoli

忠義站 ( 出口 2) 4 km
Shilin(Exit 1)

李政洋 林瑞如 杜竟良 許建忠

40

40

Zhongyi(Exit2)

故宮 - 至善公園

29 內溝里

李尊賢 周暉堡 莊靜宜 李昭賢

紅樹林站 ( 出口 1 ) 4 km

Luzhou(Exit 1)

0730

許勝杰 陳英井 郭妙霓 蘇平和

40

40

Hongshulin(Exit 1)

0730

22 忠義小徑
Zhongyu Trail
Mt. Guanyin

蘆洲站 ( 出口 1) 2 km

6

珠海路

Zhuhai Road

0730

週 日 例 行 活 動

週 日 例 行 活 動

觀音山

陳岳輝 謝奇男 楊自寧 張瑞麟

復興崗站 ( 出口 1 ) 4 km

五月

李政洋 曾秀梅 沈彩鳯 林再盛

40

40

Luzhou(Exit 1)

Tamkang Farm

白似珍 謝奇男 林廷奕 林志一

Fuxinggang(Exit 1)

0730

15 淡江農場
Mt. Guanyin

0730

2 km

預估觀得鳥種數 參加例行活動須知 ❶ 無須報名，免費參加，交通費及餐費自理。 ❷ 如遇颱風豪雨，即自動取消該日活動。 ❸ 建議穿著戶外服裝，自備雙筒望遠鏡、水、乾糧。 ❹ 歸返時間約午後至黃昏，依路線遠近長短而定。

觀鳥活動里程數

週 日 例 行 活 動

Jiantan(Exit 1)

Guizikendapai

觀音山

景美站 ( 出口 3) 3.5 km

劍潭站 ( 出口 1)

捷運站

50

Jingmei(Exit 3)

8 貴子坑大排
Shezidao

蘆洲站 ( 出口 1) 2.5 km

Luzhou(Exit 1)

DAN LAN Historic Trail

社子島

例行活動

E-mail：wbst@wbst.org.tw
台北鳥會官網：https://www.wbst.org.tw
FB 粉絲頁 https://fb.me/wbst1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