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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會 本 部 B 1 教 室

為 考 量 場 地 環 境 品 質 ， 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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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會專題講座 每個月第一個週五 20:00~21:00

志工成長課程

12/

每一季最後一個月的第三個週四 19:00~21:00

野鴿議題如何解決 ?

金門栗喉蜂虎研究分享

12/

野鴿已是臺北都會區多年來面臨的生態
與環境衛生議題，過去動保處嘗試使用
節育飼料，但減少數量的效果有限，且
受臺灣天氣與人文影響，無法長期施做。
為此，我們持續規畫並參考國外辦法，
嘗試找尋台北目前可解決野鴿危害的方
式。

講者

栗喉蜂虎是金門常見的夏候鳥，由於外
型亮麗，素有「夏日精靈」的美稱。臺
大森林系袁孝維教授帶領團隊研究栗喉
蜂虎逾二十載，揭開不為人知的繁殖行
為，並與金門國家公園長期合作棲地經
營管理。近年則協助臺北市立動物園調
查研究金門的栗喉蜂虎的棄蛋，抽絲剝
繭棄蛋背後的祕密。

講者

6 聞鴿色變，臺北市

11/
講者

陳韋廷

任職於臺灣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近年與袁孝維教授一起研究野鴿議題

4 追蜂的日子—

張瀚柏

臺灣大學森林所碩士
參與栗喉蜂虎研究 6 年

17 人鳥比一比

李平篤 老師

台北鳥會前理事長
臺灣大學生化科技系名譽教授

鳥類與人類在結構及生理有
很多不同之處。鳥類為了飛
行及在高空保溫：骨骼、羽
毛及感官、循環、消化、呼
吸、排泄，甚至生殖系統，
在演化上都作了極大改變與
適應。

大型國內賞鳥團

大型活動日期與內容有可能因應實際狀況調整，相關活動消息請以官網公布之報名資訊為主。有相關問題可洽 (02)2325-9190 #16

台中大雪山賞鳥生態遊

1/10 ㊐ -11 ㊀

Dasyueshan Forest Recreation Area

會員報名
解 說 員

10/6 ㊁起
謝廣珊、溫小慧

團員人數 22 位
挑戰鳥種數 50 種
觀鳥行 樂活行
交通 遊覽車、步行

金門賞鳥人文冬之旅 Kinmen

1/11 ㊀ -13 ㊂

會員報名
解 說 員

10/13 ㊁ 起
游谷樺、許勝杰、鍾文傑

團員人數 30 位
挑戰鳥種數 100 種
觀鳥行 樂活行
交通 飛機、遊覽車、步行

華南島嶼環境、河口灘地、湖泊、農耕地
可觀賞 90 種以上金門多樣的水鳥與陸鳥種類。其中臺灣難得一見的鳥
種有戴勝、冠鸊鷈、蒼翡翠、斑翡翠、羅文鴨、蠣鴴、褐翅鴉鵑及玉頸鴉等，
黃昏日落時有機會可看到萬鸕歸巢的壯觀畫面……。
景點介紹 金門因地處大陸沿海的弧線邊緣，這個地理位置恰是候鳥南遷北返的
主要路徑，加上自然環境優渥，食物資源豐富，以及人為干擾少，因此每年都
吸引許多鳥類在此繁殖、度冬或是過境停留。
生態環境

鳥類特色

高山巨木林、暖溫帶闊
葉林、溪谷、森林浴步道
鳥類特色 可觀賞到 50 種以上鳥
類。翠綠山林中穿梭著艷麗身
影，栗背林鴝、臺灣朱雀、煤
山雀、松鴉、星鴉、火冠戴菊、
臺灣噪眉，正等待您的來訪。
景點介紹 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
區由於森林資源豐富多變，提
供野生鳥類良好棲息與生育環
境，堪稱聞名國際賞鳥勝地。
生態環境

台北鳥會粉絲團

↑鳥頭骨無縫隙一體成型，
上下嘴喙堅硬，頭上眼眶
比例大於人

大家來說鳥再次啟動囉 每個月第三個週三 19:00~21:00，歡迎志工參與，每個月多認識一科鳥類！
2017 年底，諸位志工合力說完臺灣 60 餘科鳥類。
2018 年 8 月說鳥再啟動，精選臺灣之外的 40 餘科鳥類，每月介紹一科。

21 鸛形目紅鸛科

18 鷸鴕目鷸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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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談者：李平篤

主談者：黃斐嬋

主談者：黃有利

P

全世界有2屬6種(Birds of the World)，是鼠鳥
目中僅有的一個科，因鳥的形態像嚙齒類，
被籠統地稱為鼠鳥，僅分布撒哈拉沙漠以南
的非洲大陸。牠們過往在世界上的分布範圍
甚廣，在英格蘭始新世紀的地層中有發現過
化石，其化石紀錄最早可追溯至古新世，與
其他大陸的鳥親緣甚遠。牠們是小型鳥類，
體色以灰、褐為主，尾羽甚長，頭上有冠
羽，嘴喙短而粗厚。腳趾結構特殊，可2、3
或甚至4趾向前。牠們行動迅速，常會以身體
蜷伏的姿態奔跑，如同老鼠一
般。以植物的花、芽和果實為
主食，性喜群居。繁殖雖唯
一雄一雌制，但會有去年的
伴侶或是牠們的子代來當幫
手。
ed

Blue

鷸鴕科又稱奇異鳥，全球有1屬5種，為小至
中型的鳥類，牠們僅分於紐西蘭，是紐西蘭
的國鳥，在人類大航海時代尚未開啟前，紐
西蘭由於長期與世隔絕，缺乏大型捕食者的
結果，如同該地的許多鳥類，喪失了飛行能
力，紐西蘭也有了無翼鳥故鄉的稱號。然
而自人類數百年前登島後，除了獵捕還帶
來了許多獵食者，如貓、鼬、
蛇等，僅恐鳥類就有15種滅
絕，奇異鳥成為了碩果僅存
的無翼鳥。牠們晝伏夜出，
會挖地穴營巢，且孵卵的工
作是由雄鳥一手包辦，因此
ub
lic
do m a
in
在紐西蘭顧家的男人稱為「Kiwi
husband」。

na

Mo

p

想要對牠們有更多的瞭解，記得來參加我們的大家來說鳥！

2020鳥類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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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bi
鼠
rd 藍 枕

鳥

地點：關渡自然公園多媒體演講廳（請購票入園）
時間：每個月第一個週日 14:00~16:00
詳情請洽：(02)2325-9190#18 林小姐

4 啄木鳥科 樹木醫生，蛀蟲剋星，一級洞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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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 月 4 日 ( 日 )14:00-16:00

講 師 歐聖運 冠羽班第 7 期解說員

全球230種，臺灣4種，1種為候鳥。廣布全球五大洲。雌雄略異。羽色常為黑白相間或褐、綠等色，嘴直而強，舌
長可伸縮，尖端有鉤，翼長中至稍短，尾羽堅硬，腳短，二趾向前二趾向後。會發出尖細或粗啞的尖叫。生活於
森林環境，飛行路徑呈波浪狀，單獨或成對活動，擅於攀木及鑿木，覓取樹皮間的昆蟲為食，也會吸取樹汁。一
雄一雌制，鑿木成巢洞，雌雄共同孵卵及育雛，雛鳥晚熟性。

8 繡眼科 住高山愛吐米酒，住平地變身都市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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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1 月 8 日 ( 日 )14:00-16:00

講 師 蔣功國 現任台北鳥會研究保育專職暨副總幹事

13 雨燕科 翅膀似鐮刀、終年生活在空中的飛行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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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師 張瑞麟 冠羽班第 7 期解說員．現任台北鳥會理事長

全球104種，臺灣5種。分布全球，部分為長程遷徙候鳥，部分為留鳥。屬小至中型空中活動的鳥，嘴短闊扁平，
有長而窄的雙翼，腳短而細，但腳趾強健，爪尖銳，羽色通常很暗淡。生活在各種環境，通常離水不遠。飛行快
速，在空中捕食昆蟲，休息時以爪掛在岩壁上。非常愛鳴叫，特別在繁殖期，會發「嘰哩哩」般的叫聲。臺灣有3
種繁殖，一雄一雌制，唾腺發達，以唾液混合植物碎屑等不同材料營巢，雌雄共同孵卵及育雛，雛鳥晚熟性。

由於臺灣的地理位置，在每年秋冬都會吸引大批的候鳥前來過冬；其實臺灣擁有相當好的觀賞條件，而在這忙碌的社會中，我們往往會忽略這平凡
中的幸福。鳥類和自然的世界是單純卻充滿無限活力的，請您跟著台北鳥會講師的腳步，一起探索飛羽世界的美，體驗野外賞鳥的感動！

觀鳥觀心觀自然-週四班

上課時段 	每週 9:30-11:45( 中間休息 15 分鐘 )；戶外課另計

費用 	原價 3,000 元，會員及舊生 2,100 元，非會員推廣價 2,700 元
單堂選課 室內課 300/ 堂，戶外課 600/ 堂

講師 	黃玉明 黃玉明曾任台北鳥會理事，為台北鳥會資深解說員
情迷鳥類熱衷教學為台北鳥會、關渡公園、新店崇光社大資深講師

盛士淦

各曾任台北鳥會監事、台北鳥會資深解說員、
各類大型賞鳥活動領隊

名額 	每班 30 人

上課時段 週二 9:00-11:40 開課時間 每年 3 月 / 9 月第一週開課
地點 	臺北市北投區中山路 5-12 號 ( 近捷運新北投站 )
費用 	3,000 元

名額 每班 25 人

對象 	有興趣認識野生鳥類、瞭解自然生態者

講師群 台北市野鳥學會環境教育學院專業講師群
課程網址 bt.btcc.org.tw/course/

報名方式 採現場報名，請洽北投社大 (02) 2893-4760

對象 	有興趣認識野生鳥類、瞭解自然生態者

老人社大

地點 	台北鳥會會館 B1（臺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160 巷 3 號 1 樓）

地點 	臺北市光復北路 191 號 B1( 近捷運小巨蛋 / 松山機場站，步行約 15 分鐘 )

講師群 	台北市野鳥學會環境教育學院專業講師群
窗口 (02)2325-9190#18 林小姐

每季課程為期 20 週

上課時段 週五 9:30-11:40
費用 	2,200 元

對象 	有興趣認識野生鳥類、瞭解自然生態者

講師群 台北市野鳥學會環境教育學院專業講師群

報名方式 採現場報名，請洽老人社大 (02) 2756-5010

12/1 ㊁ 起
許建忠、曾秀梅、王瑞瑛

鳥類特色

南投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賞鳥行

2/21 -22

Aowanda National Forest Recreation Area
會員報名 11/24 ㊁ 起
㊐
㊀ 解 說 員 林瑞如、溫小慧
生態環境

中低海拔原生林、闊葉混交林

鳥類特色 有「楓葉故鄉」之稱的奧萬大，每年的 11 團員人數 22 位
挑戰鳥種數 40 種
月開始進入賞鳥高峰期，曾紀錄山鳥有 120 種。 觀鳥行 樂活行
交通 遊覽車、步行
在溪澗區可看到臺灣紫嘯鶇、鉛色水鶇、小剪尾
等。在森林區可看到繡眼畫眉、山紅頭、冠羽畫眉、棕面鶯、
黃痣藪眉等。在草坪區可看到鶇科等冬候鳥。在平台區可看到
茶腹鳾、青背山雀、赤腹山雀等。

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豐富的生態資源，擁有全國最大
的天然楓香純林，除動植物生態，更有原住民文化，風俗民情。
白天賞鳥，夜間觀星，徜徉在森林的芬多精中，感受天人合一
的自然體驗。
景點介紹

南投梅峰鳥語花香探訪體驗 Mei-Feng Farm

3/7 ㊐ -8 ㊀

會員報名
解 說 員

12/8 ㊁起
徐薇薇、崔懷空

生態環境 中高海拔原始林、次生
團員人數 22 位
挑戰鳥種數 40 種
林、果園、林道地
觀鳥行 樂活行
交通 遊覽車、步行
鳥類特色 約 30 種以上中高海拔
山林鳥，如青背山雀、黃山雀、紅頭山雀、
冠羽畫眉、白耳畫眉、黃痣藪眉、白尾鴝、
紅胸啄花、褐鷽、灰林鴿等。在春天櫻花、
桃花盛開時，尤其吸引鳥類。
景點介紹 梅峰為臺灣大學的山林農場，園區四
周多為原始林，園區內種植多種花卉、果樹，
環境自然清幽。

全陽動物醫院 地址：10565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305 號 電話：(02)2762-7945
週一至週五 9:30-12:00；14:00-21:30，週六 9:30-12:00；14:00-21:30，週日休診

澄毅動物醫院 地址：10679 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 2 段 171 巷 13 號 1 樓 電話：(02)2733-4341

救 傷 捐 款

週一至週五 9:00-12:00；13:30-21:00，週六 10:00-17:00，週日休診

慈恩動物醫院 地址：23450 新北市永和區永利路 142 號 電話：(02)3233-5195
每日 9:00-12:00；15:00-21:30

凡賽爾賽鴿寵物鳥醫院 地址：10365 臺北市大同區民族西路 53 號 電話：(02)2586-9933
週一至週五 10:00-19:00，週六 10:00-18:00，週日 10:00-12:00

聯絡單位 捐款資訊
野鳥救傷 野鳥救傷

每季課程為期8週，歡迎12歲以上，對鳥類生態有興趣的朋友報名參加，與我們一同探索
鳥類世界的繽紛美妙。

北投社大 每季課程為期 18 週

解 說 員

河口灘地、沙洲、沼澤、農耕地
可觀察 50 種以上鳥種，冬季以成千的
金斑鴴、灰斑鴴於天空翱翔，最具觀賞性。寬 團員人數 40 位
挑戰鳥種數 50 種
廣水域環境中有 8-10 種雁鴨群聚集，及種類 觀鳥行 樂活行
交通 遊覽車、步行
繁多的鷸鴴科鳥類於濕地覓食。
景點介紹 宜蘭平地以蘭陽平原為主，舊名為噶瑪蘭或蛤仔難，
名稱源自世居的臺灣原住民「噶瑪蘭族」（Kebalan，平原的
人類）。宜蘭三面環山，東臨太平洋，係為蘭陽溪沖積作用
所產生之沖積平原，土壤肥沃，冬季多雨，水田為宜蘭的特
色地貌，吸引大量水鳥在此度冬。
生態環境

義診醫院
野鳥救傷

觀鳥課程

詳情請上官網查詢或來電詢問 (02)2325-9190#18 林小姐

會員報名

大型活動須知

全球123種，臺灣4種留鳥。近年將鳳鶥屬也列入本科。分布亞洲、非洲及大洋洲。屬小型雀鳥，雌雄同型。繡眼
屬體上大都為綠色，有白色眼圈。鳳鶥屬則有羽冠，翅圓短，尾短，腳強健。會發出尖細清脆鳴叫及悅耳鳴唱。
生活於森林環境，性好成群在林緣活動，樹棲性，攝取昆蟲、漿果及花蜜為食。一雄一雌制，在樹上營巢，以草
莖及植物纖維為巢材，編成碗狀巢。雌雄共同孵卵及育雛，也有合作育雛者，雛鳥晚熟性。

時間：12 月 13 日 ( 日 )14:00-16:00

2/28 ㊅

16 鼠鳥目鼠鳥科

10/

全世界有3屬6種(Birds of
the World)，紅鸛又名火
鶴或夥烈鳥，是一種大型
水鳥。因其特殊的體型
顏色，常在書籍或動畫中
L
鸛
被 人 介 紹 廣 為 人 知 。 牠 們 es s er
Fl a m i n g o 小 紅
以藻類維食，鮮豔的顏色與牠
們吃的食物有關，嘴喙也因取食對象而高度
特化，牠們的嘴喙厚且尖銳下彎，喙內有一
層層像毛髮狀複雜排列的結構(lamella)，能
夠將入口的食物進行過濾，剔除泥土或海水
等無法入肚的物質就會被排除在過濾層外，
並用粗厚的舌頭將它們推出口中。雖然是水
鳥，但大多僅出現在湖泊，因湖泊的封閉
性，有助於將牠們的獵物集中濃縮，且鹽度
較高代表較少與其競爭食物的魚群會較少。

噶瑪蘭水鳥生態一日遊 Yilan Kebalan

救 傷 粉 絲 團

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電話：(02)8789-7158
24 小時動物救援專線 電話：(02)8791-3064、(02)8791-3065
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電話 電話：(02)2959-6353
特生中心野生動物急救站 電話：(049)276-1331#309

郵政劃撥：帳號「07857882」戶名「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請註明「救傷捐款」
銀行轉帳 / 匯款：銀行代號「012」帳號「480-210-740-173」台北富邦銀行 - 和平分行
戶名「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信用卡線上捐款：https://donate.spgateway.com/wbst/resc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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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20:00 電話：(02)8732-8891、(02)8732-8870
臺北市 11055 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 463 巷 5 號 ( 捷運麟光站 2 號出口前方 100 公尺 )
E-mail：rescue@wbst.org.tw
FB：fb.me/wbstwbr

駐站排班表

Free

大安森林公園

免費

時間

10/3
10/4
10/10
10/11
10/17
10/18
10/24
10/25
10/31
11/1
11/7
11/8
11/14
11/15
11/21
11/22
11/28
11/29
12/5
12/6
12/12
12/13
12/19
12/20
12/26
12/27

例行活動

Free

免費

六
日
六
日
六
日
六
日
六
日
六
日
六
日
六
日
六
日
六
日
六
日
六
日
六
日

體驗日，免費體驗相機，日期及活動詳情請見台北市野鳥學會官網 & FB
關 渡 自 然 中 心
大安森林公園
華江橋

8:30-11:30‧13:30-16:30
上午
下午

8:30-11:30‧13:30-16:30
上午
下午

二樓駐站

9:00-12:00‧14:00-17:00
上午
下午

賞鳥趣

14:00-17:00
下午

郭妙霓
黃英珍 張舒涵 楊啓姚 陳宣宏 黃斐嬋 蔡月娥 陳岳輝 林明沛 鍾文傑
高儷瑛
李惠美 唐修亞 楊永賢 楊義賢 黃國盛 蔡月娥 陳岳輝 鄭栩伶 王新雄

張靜宜
楊義賢
林進三
劉新白

陳金對
簡御仁
林進三
沈彩鳳

黃有生
劉金和 許棠禎 鄭淑萍
高儷瑛
林廖檥 林瑞如 陳宣宏

盧瑞雯
張筱蕙 張文綏 曾昱智 謝春桃 黃如秀 崔懷空 陳岳輝 王曉慧 許 財
王世平
林冠伶 黃淑貞 張舒涵 黃有利 鄭栩伶 鄒文惠 杜竟良 林國隆 鄭安宏
黃鵬星
張秋香 王蕙郁 鄭永耀 張國相 蔡月娥 劉美紅 蘇昭如 林國隆 黃如秀
施曉雯
曾秀梅 吳怡瑩 施曉雯 楊永賢 林廷奕 楊自寧 曾秀梅 林國隆 鄭安宏
林重德
陳世耀 梁齡之 張國相 許淑菁
蘇朝琴
盧瑞雯
董金葉 陳乃淳 董金葉 陳乃淳 陳忠城 鄒文惠 何建遙 林國隆 許 財
林重德
董金葉 陳乃淳 董金葉 陳乃淳 邱淑瑜 王蕙郁 游谷樺 林國隆 李振輝
劉麗貞
張筱蕙 張文綏 方銘亮 楊永賢 謝春桃 李昭賢 林明沛 簡御仁 黃英珍
黃鵬星
高凌宇 李平篤 陳湘菱 方銘亮 黃有利 黃斐嬋 陳岳輝 林國隆 劉華森
伍曼卿
伍曼卿 鄭永耀 伍曼卿 高儷瑛 郭妙霓 鄒文惠 詹駿鴻 杜竟良 鄭安宏

鄭農祥
李昭賢
何建遙
林瑞如
林詩律
崔懷空
劉麗貞
黃以忠
李振輝
朱鴻玲
邱淑瑜
李明昆
張靜宜
陳鳳珠
蕭桂珍
黃淑貞
林詩律
李明昆
何建遙
吳怡瑩

鄭栩伶
杜竟良
張秋香
林再盛
李秀春
石瑞德
劉新白
許建忠
蔡淑清
葉玲瑤
袁淑玲
楊啓姚
李秀春
陳鳳珠
張文綏
蔡淑清
杜竟良
高凌宇
伍曼卿
陳宣宏

王曉慧
許建忠
杜竟良
黃有生
陳升
陳正隆
袁淑玲
許淑菁
周憲毅
陳英井
曾雲龍
許建忠
陳鳳珠
陳正隆
蕭桂珍
許淑菁
周憲毅
黃莉鈐
盧春福
陳英井

地址：112 臺北市北投區關渡路 55 號 電話：(02)2858-7417
網站：gd-park.org.tw/
粉絲頁：fb.me/GuanduNaturePark
◎ 冬令時段（每年 10-3 月）週一休園
平日 中心 0900-1700（1630 停止售票入園）戶外 0900-1730
假日 中心 0900-1730（1700 停止售票入園）戶外 0900-1800

芝山綠園

14:00-17:00
下午

2020 第 22 屆臺北國際賞鳥博覽會 2020 22 nd Taipei International Birdwatching Fair

曾韞琛
黃英珍

嚴融怡 劉新白

曾韞琛

嚴融怡 許棠禎

黎明昌

張素慧 許棠禎

陳佑瑄

劉美紅 楊啓姚
劉美紅 陳宣宏

劉華森
沈彩鳳

江麗華 陳忠城

郭妙霓

劉美紅 莊靜宜

游谷樺

林瑞如 溫小慧
許勝杰 許棠禎

楊啓姚 高儷瑛

陳湘菱
徐瑞琦

成人活動

創皂好回憶

齊全的工具、專業熱情的志工老師，和你一
起打皂。過程專注於當下的測量、混合、打
圈，能放下一切的煩惱也能練習創造不一樣
的花樣顏色。每個月不同主題與配方，針對
沐浴潔顏不同用途與肌膚性質調配而成。一
起愛護自己、一起為我們的家和我們的地
球，一起動手打皂囉！

挖蓮藕系列活動 ( 藕然遇見泥、連藕挖挖哇 )
想知道踩在濕地裡的感覺
嗎？想吃自己親手採收的無
農藥無施肥的蓮藕嗎？歡迎
大家來關渡自然公園體驗濕
地、認識濕地，並且將自己
親手採的蓮藕帶回家！除此
之外，還可以藉此和親朋好
友聯絡感情，或是遇見 Mr.
or Mrs. Right 喔！

徐瑞琦

㊐

10/10

㊅

10/11

㊐

10/17

㊅

10/18
10/24
10/25
10/29

㊐
㊅
㊐
㊃

7:00 捷運公館站 ( 出口 1)Gongguan(Exit 1) 5km

40

Lujiaoxi Constructed Wetland
烏來 Wulai

7:30

4km

50
45

劍南路 Jiannan Road

7:00 捷運公館站 ( 出口 1)Gongguan(Exit 1) 3km
7:30

25

四崁水 Sikanshui
鹿角溪人工濕地

臺大校園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rbazi Botanical Garden

7:00 捷運新店站 ( 出口 )Xindian(Exit)

4km

四分溪 Sihfenxi

7:30

3km

35

田寮洋 Tianliaoyang

8:40 貢寮火車站 Gongliao Train Station

4km

50

二叭子植物園

廣興 Guangxing

㊅

11/15

㊐

11/22
11/28
11/29
11/26

㊐
㊅
㊐
㊃

蘆洲堤防 Luzhou Dyke
植物園

7:00 捷運公館站 ( 出口 1)Gongguan(Exit 1) 3km

㊐

12/12

㊅

12/20

㊐

12/26

㊅

12/27

㊐

12/31

㊃

劉志威 曾秀梅 王曉慧 謝廣珊
江麗華 葉玲瑤 黃國盛 李明昆

鍾文傑 周暉堡 許棠禎 蘇昭如

傅兆康 邱淑瑜 薛明芳 陳明煌

集合時間 / 地點

7:30 捷運蘆洲站 ( 出口 1)Luzhou(Exit 1)

公里 鳥種數

解說員

簡御仁 楊義賢 王新雄 陳宣宏

2km

50

2km

45

7:30 捷運劍潭站 ( 出口 3)Jiantan(Exit 3)

5km

45

7:30

4km

40

館前路＆許昌街交叉口
6km
Intersection of Guanqian Rd. & Xuchang St.

鍾文傑 鄭永耀 劉金和 鄭栩伶

50
40

蘇昭如 王浚湧 謝春桃 陳金對

Taipei Botanic Garden
陽明山 Yangmingshan
動物園 - 政大 Taipei Zoo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isty

7:30

金山 Jingshan

7:00

捷運小南門站 ( 出口 3)
Xiaonanmen(Exit 3)
捷運動物園站 ( 出口 1)
Taipei Zoo(Exit 1)

詹駿鴻 陳世耀 劉金和 陳英井
溫小慧 謝奇男 鄭農祥 石瑞德

忠義小徑 Zhongyi Trail

7:30 捷運忠義站 ( 出口 2)Zhongyi(Exit2)

4km

景美溪 Jingmeixi

7:30 捷運景美站 ( 出口 1)Jingmei(Exit 1)

3km

40

Sanzhi Chexin Road

7:30

4km

40

李天助 張靜宜 許棠禎 林再盛

樹梅坑溪 ( 原楓丹白露 )

7:30 捷運竹圍站 ( 出口 1)Zhuwei(Exit 1)

5km

40

黃以忠 林明沛 吳怡瑩 黃斐嬋

7:30 捷運唭哩岸 ( 出口 2)Qilian(Exit 2)

6km

50

館前路＆許昌街交叉口
6km
7:00
Intersection of Guanqian Rd. & Xuchang St.

溫小慧 李政洋 黃國盛 曾雲龍

50

陳金對 匡憲初 謝奇男 薛明芳

廣興 Guangxing
三芝車新路

Plum Tree Creek
唭哩岸 - 關渡
Qili'an-Guandu
金山 Jingshan

唭哩岸 - 關渡

7:00 捷運公館站 ( 出口 1)Gongguan(Exit 1) 3km
捷運淡水站 ( 出口 1)
Tamsui(Exit 1)

集合時間 / 地點

35

公里 鳥種數

陳金對 林廖檥 王新雄 施曉雯

曾雲龍 黃如秀 曾昱智 李昭賢

林冠伶 張國相 何秀玫 劉華森

解說員

Qili'an-Guandu

7:30 捷運唭哩岸 ( 出口 2)Qilian(Exit 2)

6km

50

李政洋 蔡月娥 鄭農祥 許建忠

青年公園 Youth Park

7:30

2km

25

風露嘴 - 烏塗窟
Fengluzui → Wutuku

陳岳輝 鄒文惠 鄭淑萍 郭妙霓

7:00 捷運新店站 ( 出口 )Xindian(Exit)

9km

30

周暉堡 許棠禎 張舒涵 李政洋

捷運亞東醫院站 ( 出口 2)
Far Eastern Hospital(Exit 2)

4km

50

館前路＆許昌街交叉口
6km
Intersection of Guanqian Rd. & Xuchang St.

許勝杰 李天助 鄭淑萍 許長生

50

溫小慧 杜竟良 曾昱智 許建忠

鹿角溪人工濕地

Lujiaoxi Constructed Wetland

7:30

金山 Jingshan

7:00

捷運西門站 ( 出口 6 會面點 )
Ximen(Exit 6 Meeting Point)

烏來 Wulai

7:00 捷運公館站 ( 出口 1)Gongguan(Exit 1) 3km

45

康誥坑溪 Kangpitxi

7:30

捷運南港展覽館站 ( 出口 6)
4km
Taipei Nangang Exhibition Center(Exit 6)

35

蘇平和 張秋香 黎明昌 鄭栩伶

楊義賢 張靜宜 黎明昌 林再盛

社子島 Shezidao
番仔溝 - 貴子坑大排

Fanzigou-Guizkendapai
田寮洋 Tianliaoyang
動物園 - 政大 Taipei Zoo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isty

週日 14:00-16:00
地點：關渡自然公園自然中心一樓觀景區
（因應疫情，改至二樓學習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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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10 月（10/4、11）翩翩拍翅鳥兒
11 月（11/1、8）彩繪石頭鳥
12 月（12/6、13）串起幸福鑰匙包

心濕地導覽解說 採團進團出

每週六、日 15: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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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區主題導覽 現場自由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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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主題：親濕地

每週六、日 11:00-12:00、16:00-17:00

至自然中心服務台前集合即可，每場 20 人

關渡賞鳥趣

由資深的解說員帶領，搭配室內影片及戶外實地
觀察，一同感受賞鳥的樂趣

每週日 14:00-15:00、15:30-16:30

對象：一般親子遊客，20 人（團體除外）
12:30 起至服務台報名，現場自由參加

小水鴨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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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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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 捷運劍潭站 ( 出口 1)Jiantan(Exit 1)

2km

7:30 捷運北投站 ( 出口 1)Beitou(Exit1)

4km

40

8:40 貢寮火車站 Gongliao Train Station

4km

50

7:30

4km

40

捷運動物園站 ( 出口 1)
Taipei Zoo(Exit 1)

40

614 嘉義縣東石鄉鰲鼓村四股 54 號 電話：(05)360-1801
臉書粉絲團 fb.me/aogupark
開館時間：每週二至週日 9:00-16:30 ( 逢週一及農曆除夕休館 )

年 度 活 動 八週年慶

東石農場

東石堤

防

東石自然生態
展示館
北港

溪

下揖國小分校

大門

鰲鼓農場

台糖
辦公室

17

鰲鼓村

61

沼澤區

港口村

嘉義
東石鄉

平地
造林區
南堤濕地

雲林
口湖鄉

雲嘉大橋

港口宮

六腳排

水溝

賞鳥亭
鰲鼓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範圍

鰲鼓橋

61 17

賞鳥巴士∕濕地鳥市集∕鳥人造型大賽∕定向越野運動

鰲鼓濕地森林園區八歲囉！八年
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這八年裡頭含括了我們成長的所
有點點滴滴。我們將舉辦許多鳥
活動，誠摯地邀請您來參加這場
盛會，一起同樂喲！

活動日期：11/21 ㊅、11/22 ㊐
對象：一般大眾 ( 詳情請見
FB 粉絲團 )

四 季 活 動 冬季活動

館 內 展 覽 紙上飛羽 王禎文野鳥紙藝特展

鳥兒的爪與蹼

腳印DIY∕鳥爪與生活∕濕地鳥況解說

為了適應不同的棲地類型，鳥類演化出千變萬化的腳爪與掌蹼類型，
進而有著各種有趣的移動和覓食方式。來吧！今年冬季就到鰲鼓，進
入鳥兒爪與蹼的奇妙世界。

活動日期：預定於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2 月間舉辦
( 確切日期請追蹤 FB 粉絲團 )

節 慶 活 動 2020繽紛綠聖誕

蛤蛤吊飾DIY

自然手作∕親子DIY∕聖誕佈置

想到聖誕節怎麼布置你家了嗎？今年來點不一樣的吧！我們把嘉義沿
海產的文蛤殼注入個人風格，變身成超有在地特色的聖誕吊飾，豐富
你的聖誕佳節。

活動日期：12/12 ㊅、12/13 ㊐、12/19 ㊅、12/20 ㊐
對象：親子及一般成人
報名方式：入館活動，請至服務台報名

有「野鳥藝術家」之稱的王楨文老師，利用紙柔軟且堅韌的特性，塑造
出活靈活現的鳥類紙藝作品。本次展品共 50 幅，每幅作品皆附有主題
說明及鳥類生態解說，透過一幅幅躍然紙上的紙藝創作，邀請各位一同
認識鰲鼓飛羽之美。

展期：即日起至 12/31 ㊃
9:00-16:30( 逢週一休館 )
對象：一般大眾，若需現場解說歡迎來電預約

常態活動

含影片播放

週六日展示館內定時解說

鰲鼓濕地曾為台糖的墾殖農場，歷經人工的開發與經營，最終在自然的
洗禮下回歸荒野，成為現今候鳥們的天堂。透過影片欣賞與專人解說，
向您揭示鰲鼓濕地充滿傳奇的前世與今生。

時間：10:30~11:30、14:30~15:30，兩場

觀海樓戶外望遠鏡與導覽解說服務

觀海樓位居濕地西側，居高臨下，可遍覽廣袤的水域景觀，園區內的旖
旎風光與水鳥翩飛的美景均盡收眼底。歡迎您帶著愉快的心情，攜朋引
伴，到此尋訪鳥兒的蹤跡。

頂樓提供雙筒望遠鏡供民眾使用。若需專人解說，歡迎來電預約

地址：111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街 120 號 電話：(02)8866-6258
網站：www.zcegarden.org.tw/
粉絲頁：fb.me/zcegarden8866/
開園時間：週二至週日 9:00-17:00
(16:30 停止入園，每周一及春節假期休園 )

林廖檥 林瑞如 徐瑞琦 陳岳輝

方銘亮 楊義賢 鄭永耀 蔡錦福

保安林

鰲鼓國際賞鳥生活節

林廷奕 楊自寧 莊靜宜 劉志威

許勝杰 王正安 陳金對 蘇昭如

觀海樓

Dongshih Nature and Ecology Exhibition Center

現場活動

12/13

㊐

張瑞麟 黃淑貞 楊義賢 李平篤

親子創意 DIY 電話預約或現場報名

鰲鼓濕地森林園區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

路線

12/6

35

盛士淦 沈彩鳳 李彥瑩 江麗華

現地創作期：10/6-30
開幕嘉年華：11/1 ( 藝術家互動、作品導覽、抽獎活動等 )
地點：關渡自然公園（臺北市北投區關渡路 55 號）
網站：reurl.cc/DG5dm

北堤濕地

十二月份 December
時間

捷運南港展覽館站 ( 出口 5)Taipei
Nangang Exhibition Center(Exit 5)

35

楊義賢 杜竟良 游谷樺 徐薇薇

大自然彷如誘人的百寶箱，有著千變萬化的知識蘊藏其
中。當人與自然親近的次數多了，觀察的機會增加了，
一些體悟和情感渾然天成，隨即建立起親密的情感連
結，我們衍生出尊重自然環境與大自然提供給人類的一
切。 藉由實際的行動力，開啟探索「自然」的奇妙旅程；
用眼睛仔細看、用手仔細尋找，去探尋大自然的奧妙！

↑
往
北
港

11/14

35

溫小慧 陳忠城 莊靜宜 劉麗貞

日期 / 時間：藕然遇見泥 ( 聯誼場 ) 11/22 ㊐ 13:30-17:30
蓮藕挖挖哇 ( 大眾場 ) 12/12 ㊅ 13:30-17:00
對象：25~40 歲 成人 ( 聯誼場 ) 18 歲以上 成人 ( 大眾場 )
活動詳情：預計 10 月中旬開放報名，請至關渡自然公園官網查詢

2020 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覓】

往朴子↓

㊐

2km

周暉堡 崔懷空 林冠伶 徐薇薇

藝術季

臺灣海峽

11/8

2km

2020 第 22 屆臺北國際賞鳥博覽會
2020 22 nd Taipei International Birdwatching Fair

路線

㊐

捷運劍南路站 ( 出口 1)
Jiannan Road(Exit 1)

解說員

日期 / 時間：11/14 ㊅、11/15 ㊐，9:30-16:30
對象：親子營隊（小朋友需年滿六歲以上）
活動詳情：9/16 起開放報名，請至關渡自然公園官網查詢

西堤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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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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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捷運亞東醫院站 ( 出口 2)
Far Eastern Hospital(Exit 2)

捷運公館站 ( 出口 2)
7:30
Gongguan(Exit 2)

十一月份 November
時間

公里 鳥種數

週末現場活動

活動日期等訊息以本會官方網站為主
白頭翁俱樂部 每月最後一個週四

10/4

集合時間 / 地點

忙碌一整年，終於可以享受難得的農閒時光！但是，屬於水田的故事
還沒結束，農村婦女透過米糰捏出生動活潑的「雞母狗仔」，感謝老
天爺保佑今年的豐收；孩子們也在稻田裡面嬉戲奔跑。邀請大家在此
時節一起體驗農村生活，製作米粿雕、親手蓋土窯、焢地瓜，享受農
閒時期稻田所帶來的樂趣。

日期 / 時間：週日班 10/11、11/15、12/13
週三班 10/21、11/18、12/16
時間：10:00-12:00
對象：成人
活動詳情：reurl.cc/mn40vG

十月份 October

路線

關渡自然公園

親子營隊

圖示為「Nikon 活動日」，參加該場例行活動可免費借用總代理國祥貿易公司提供之 Nikon 雙筒望遠鏡，歡迎多加利用！

時間

捷運
關渡站

歡迎一般民眾，現場自由參加

週日定點鳥類解說導覽 時間：每週日 14:00-16:00 於芝山文化生態綠園
假日園區解說導覽 時間：週六、週日及國定假日，10:30、14:00 於芝山文化生態綠園內
考古探坑教室－週末假日免費導覽 開放免費導覽解說 時間：週六、週日及國定假日 11:00-12:00、15:30-16:30
芝山岩展示館－週六日園區導覽 時間：每週六、日 10:30、14:00 於展示館解說大廳集合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Wild Bird Society Of Taipei
立會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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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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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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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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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營隊及賞鳥博覽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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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積各種鳥類傷病資料，作為人鳥和諧未來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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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方式 • 郵局劃撥 帳號「07857882」戶名「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請註明「保育捐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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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連絡電話：(02)2325-9190
傳真：(02)2755-4209
服務時間：週一到週五 9:00~19:00
E-mail：wbst@wbst.org.tw

線上捐款

聯絡我們 北鳥地址：10664 臺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160 巷 3 號 1 樓

加入會員

• 信用卡 掃描右側 QR 碼即可線上刷卡捐款
• 現金 親至台北市野鳥學會會館捐款

下揖
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