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度報告
C

M

Y

CM

MY

CY

CMY

K

2015年度報告-2.pdf   4   2016/9/12   下午11:22

穿山甲繪圖：郭子綺



「永久、專業、全民共享」的公益信託環境教育基地



　　「自然谷環境信託基地」成立於 2011 年，

是台灣信託法1996年頒佈以來，第一個設立、

也是目前唯一的環境信託案例。

　　一塊土地，開啟一個希望。這裡不僅保留

自然棲地，同時也是環境的學習中心；我們尊

重生命，推廣環境教育及棲地保護，讓每個人

都有機會參與環境議題及志工行動。藉由實際

參與來促進公民的環境意識，讓每個人都能發

揮一己之力，為台灣山林永久保存一片淨土。

　　位於新竹縣芎林鄉的自然谷，是一座占地

約 1.3 公頃，海拔 380 公尺的低海拔次生林。

前身曾為茶園、果園，也曾面臨開發的危機。

2007 年，在幾位熱愛山林的朋友：吳杰峯、

吳語喬、劉秀美等合資努力下，成為一座旨在

恢復低海拔森林生態的環境教育基地。

　　環境公益信託旨在透過契約簽訂，讓愛護

自然環境的委託人能放心將擁有的山林，交託

給專業的經營團隊照顧。受託的單位專責經營

而不可違反約定變賣土地，此外更受到所屬的

主管機關定期監督，因此地主們能夠安心託付。

　　2014 年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從第一任受託

團體手中接下管理「自然谷環境信託基地」的

任務，期望透過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對環境公益

信託的了解，繼續開拓台灣環境公益信託的各

種可能。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成立「環境信託中心」

即將滿十年，多年來致力推動「環境公益信

託」作為民間參與棲地保護的途徑。不僅走訪

各國交流取經，更在台進行環境信託法制研

究、評估執行的可能，如今終於使環境公益信

託在台灣成真，讓一般民眾能夠藉此主動發起

棲地保護。 

　　接下自然谷棲地維護的我們，正在實作中

開路。希望透過這短短的篇幅，邀請您一同走

進山林，見證環境公益信託作為民間保護棲地

的方法，如何前行。

　　台灣低海拔地區開發嚴重，熱愛山林的心

就怕無法代代相傳下去。為了使自然谷這片淨

土能永續傳承，三位地主選擇以「環境公益信

託」的方式，讓自然谷不僅有專業的環保團體

維護管理，更讓全民都能夠共享，永遠保持下

去。

自然谷的起源

「永久、專業、全民共
享」的環境公益信託

熱愛山林的心，
交由信託傳遞下去

1



　　我們主要的工作圍繞在這三大核心：保育－保護並營造低海
拔森林、教育－營造全民的環境學習中心、公共參與－結合社區
擴大保護面積。2015 年自然谷在生態調查中發現了哪些動植物？
又如何將棲地維護與環境教育結合在一起呢？讓我們一起看下去
吧！

山
林
保
留
下
來
之
後
？

保育、教育、公共參與，我們的核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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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吳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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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谷前身為荒廢近

20 年的果園次生林，透過

近年的復育，園區生態愈

趨豐富。目前自然谷團隊

記錄步道生態每月產出「自

然谷之星」文章，讓一般

民眾能透過網路一窺低海

拔森林在各時節的動態。

　　此外，我們也委託專

業生態調查團隊－觀察家

生態顧問有限公司，透過

活動痕跡判識、紅外線自

動相機、音聲陷阱等調查

方法，建立園區內的動植

物生態資源庫，作為自然

谷經營棲地與推動環境教

育的基礎。

　　2015 年 的 調 查 記 有

維管束植物 353 種。包含

247 個原生種、31 個特有

種，34 個 歸 化 種 與 41 個

栽培種。陸域脊椎動物 82

種，包括珍貴保育類動物

穿山甲及山羌；二級鳥類

保育類藍腹鷴、大冠鷲、

黃嘴角鴞、領角鴞及八色

鳥；與三級保育類兩棲台

北樹蛙等。

保護並營造低海拔森林 保育

1 山羌
台灣最小的鹿科動物。上犬
齒發達有如食肉動物，但其
實是草食性動物！

3 領角鴞
叫聲為短促的「物、物」聲。
頭上有明顯的角羽，眼睛的虹
膜是暗紅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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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面天樹蛙
響亮的「嗶、嗶」叫聲。體色
為淡褐色或深褐色。皮膚粗糙，
有許多顆粒般的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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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八色鳥
罕見的夏候鳥，全球僅剩 2000
餘隻。每年的四、五月來台繁
殖育雛，在九、十月離開。生
性機警又害羞。

10 五色鳥
全身為翠綠色，頭與喉部有黃、
紅、藍、黑色，因會尋枯木或
較軟的樹鑿洞築巢，而非啄蟲，
又稱台灣擬啄木。

攝影：
林宗以（山羌、面天樹蛙、黃嘴角鴞、野豬、五
            色鳥、大赤鼯鼠、穿山甲、台灣鼴鼠）
李璟泓（大冠鷲、灰面鵟鷹）
吳志典（八色鳥、小彎嘴畫眉）
吳紹良（台北樹蛙）
江晉元（領角鴞）

11 大赤鼯鼠
台灣最大型的飛鼠，夜行性動
物，身體兩側有飛行皮膜，可
在林間滑翔。

13 台灣鼴鼠
會在地底下縱橫穿梭挖坑道，
所以又稱穿地鼠。屬夜行穴居
性動物，平常不容易看到。

12 穿山甲
動作遲緩、個性羞怯。嘴裡有
條狀的長舌，唾液具黏性，可
以沾黏螞蟻送入口中。

5 大冠鷲
愛吃蛇，又名蛇鵰。常見於淺
山，羽翼下緣處有明顯的白色
橫帶。

14 黃嘴角鴞
山中傳來短促如口哨的「噓、
噓」聲，聞聲不見影，就是牠
的聲音。當牠眼睛眨眨，可以
看到眼裡的黃色虹膜。

7 台北樹蛙
秋末冬季繁殖，發出「葛葛葛」
的叫聲。綠背滑膚，肚子白色
帶點黃。

8 灰面鵟鷹
在東亞來回遷徙。國慶日前後
為了度冬而從北方南移大量過
境台灣，所以又有國慶鳥之稱。
春天回暖開始陸續北返，可在
中部山區、南部非山區等地易
看到牠們的英姿。

夜裡的山羌身影！看 看 夏 天 的 自 然
谷，八色鳥正在撿
柴做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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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台灣野豬
頭大、嘴長，公野豬有明顯的
獠牙。多在清晨活動，以掘土
挖洞的方式找尋食物。植物的
根莖是牠的主食。

4 小彎嘴畫眉
台灣特有種。叫聲有如「勾歸、
勾歸」一般。嘴長向下彎，頸
白，眼上方有白色眉線，全身
多呈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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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種移除

　　來自中南美洲的野草小花蔓澤蘭生長速

度奇快，容易攀上樹冠導致樹木無法接收陽

光而枯萎死亡。

　　每年七至九月我們定期與志工一起刈除

小花蔓澤蘭，以保自然谷的樹群能健康生長。

災後倒木處理

　　八九月颱風季是山林新陳代謝的時機，

颱風與大雨會帶出腐朽的舊枝與潛在的倒

木。經過自然的大手一揮，我們配合著清理

與維護，保持步道與坡地安全。

樹苗移植

　　移植步道上的樹苗到合適的地方，如密

度較低、日照較多處，以讓小苗能順利成長。

溪溝清理

　　清理溪溝中的石頭與枯枝讓水流保持順

暢，並利用清出的石頭，在步道旁堆砌出小

型引水道，有助步道排水。 

保護並營造低海拔森林

　　棲地維護主要工作為

外來種移除、竹林疏伐、

樹苗移植、災後的倒木處

理。透過這些工作培養長

期志工一同維護棲地，從

中學習生態保育及棲地維

護的知識。

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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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生態記錄

　　2015 年底我們積極培養自然谷的長期志

工，教授環境信託講解、棲地生態解說與步道

維護方法等。經過一系列課程，長期志工開始

加入生態調查，記錄自然谷在各個時節的動態

變化。

疏伐竹林

　　竹子生長快、易擴張，容易影響其他植物

的生長空間。適度去除三四年生以上的成熟竹

稈，不僅能控制竹林範圍，還可以降低邊坡的

負載壓力。

　　清理下來的竹枝鋪排於邊坡，有利水土保

持減少土石滑落。疏伐後竹林密度降低，新生

的竹子有更多空間行光合作用，更有助減碳。

想加入棲地維護的行列嗎？
進來看看最新的活動日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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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谷生態導覽

　　生態導覽帶領大眾認識低海拔生態，讓人

們能親眼見到、摸到、聽見過去只出現於平面

書籍、電視螢幕中的生物。透過走進森林、親

身接觸，引發人們進一步探索大自然的興趣，

進而認同棲地保護之要。我們的生態導覽更加

入「環境公益信託」的理念解說，讓大眾藉此

認識保護棲地的另一種好方法。

自然谷生態課程

　　為了讓民眾及志工進一步了解低海拔森林

生態，除了免費生態導覽，自然谷也發展出各

種生態課程。2014 年底及 2015 年初的「自

然谷之友」課程，教授野外生態觀察，像是如

何記錄樹木生長，辨認葉、花、果實。另有動

物觀察課程，教授動物的行為及習性，增進學

員在野外對自然的敏感度及覺察力。

鹿寮坑小記者培訓

　　鄉村因為交通不便、人口外流，多與資源缺乏畫上等號。然而真是如此嗎？

自然谷與在地的五龍國小合作舉辦鹿寮坑小記者培訓：由鹿寮坑的小小居民們扮

演起記者，透過為期三個月的社區與自然探索課程，發掘生活周遭的自然資源，

並在動手體驗農事中，認識自己居住的社區以及生活週遭的小小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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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志工生態工作假期

　　一邊工作一邊度假，有可能嗎？自然谷的

生態工作假期結合志工服務與生態體驗，讓志

工們在享受自然風光同時，透過自己的雙手維

護棲地、回饋大自然。

山居生活生態工作假期

　　聽著蟲鳴入睡，在鳥鳴中醒來，沒有光害

的自然谷，可以聽見許多城市裡難以發現的聲

音。然而當一座山頭又開發，這些在鳴叫歡歌

的動物們能去哪？

　　透過山居生活體驗，大家離開便利的城

市，學習和動物們一樣親力親為，在自然環境

中取食，親手伐竹、採筍，燒水做飯，在勞動

中靜靜與自然相處，重新思考養育萬物的大地

與自己的關係。

營造全民的環境學習中心
　　2015 年自然谷共推動

了 13 梯次的生態工作假

期，有 400 人共襄盛舉！

清除外來種、疏伐竹林樣

樣不缺。砍伐下的竹子再

製成竹杯、竹筷、竹吸管，

達到環保餐具推廣、減少

塑膠製品使用的理念。

教育

馬上進入工作假期的現場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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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谷環境信託基地的受託單位 - 台灣

環境資訊協會，亦於自然谷所在社區成立

「鹿寮坑土地守護計畫」，參與在地社區土

壤改良場計畫，以實際耕作方式，不噴灑除

草劑與農藥，且施用土改場的自製植物堆

肥，來瞭解友善環境耕作的困難，並從中

尋求解決之道。期望能吸引在地居民一同加

入，共同營造出對土地、自然生態與人們都

友善的里山環境。 

結合社區，
　　　擴大保護面積

公共
參與

鹿寮坑的即時生態觀察：
鹿聊田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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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財務概要
收支決算表

經費來源分布圖

註：業務費為辦理各項計畫時的
支出。辦公費則為自然谷工作站
租金及日常行政支出。 9.7% 辦公費

9.8% 保險費、退休金

16.4% 業務費

64.1% 人事薪資

經費運用分布圖

項次 科目 預算數 決算數

1 經費收入 2,126,000 1,805,858

  1-1 一般捐款 0 349,872 

  1-2 定期定額捐款 0 120,304 

  1-3 專案捐款 400,000 1,097,513 

  1-4 公益勸募 0 0 

  1-5 專案收入 1,626,000 237,605 

  1-6 補助收入 100,000 0 

  1-7 其他收入 0 564 

2 經費支出 2,126,000 1,684,899 

  2-1 薪資支出 1,380,600 1,080,309 

  2-2 業務支出 595,400 275,695 

  2-3 辦公支出 150,000 163,897 

  2-4 保險費、退休金 0 164,998 

本期餘絀 0 12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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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定期定額捐款

13.1% 專案收入

19.4% 一般捐款

60.8%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撥款



「因為你不知道你擁有什麼，
所以失去了也沒有感覺。」

- 范欽慧

環境教育推廣 

　　每當我們問起小朋友「台灣黑熊住在哪

裡？」，總會聽到孩子們齊聲回答「動物園」！

這讓我們驚覺，環境教育實在不能再等了。

　　自然谷每年舉辦多元的環境教育活動，包

括生態工作假期、生態導覽、手作課程及環境

推廣講座等，用各種方式與行動，將環境知識

帶給不同年齡及背景的大眾。所有推廣活動，

皆為了達成生態環境的守護，及推廣環境信

託。

生態資源調查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從 2014 年接手自然谷

環境信託基地，看著這裡的環境一點一滴地變

好了，當森林漸漸回復，水資源回來了，野生

動物們也陸陸續續的回到這片森林裡。透過專

業的生態資源調查，我們發現自然谷生態資源

的豐富，並以此作為自然谷的環境教育之本，

促進人們對生態的認識，進而一同守護環境。

無期限 保護低海拔森林 

　　台灣的自然資源豐富，然而因人為開發，

低海拔森林幾乎已破壞殆盡。自然谷保留了一

座低海拔森林，動植物於是能夠在此安心棲息

繁衍，不受迫遷之害；人們因而能夠走進，認

識低海拔林相與物種。有了認識，才有意識，

意識到生活的環境竟曾有如此豐富的生態，卻

在人為開發下導致許多生物有滅絕之危，美景

再不復見。

　　這即是自然谷存在的其中一個重要意義，

對大眾展現低海拔森林之豐美，使大眾因她更

認識這個世界，並置換以人為本位的思考方

式。當人在乎其他生物的需求，自然環境的剝

削才有停止的可能。

支持與加入

˙青帶鳳蝶與開花中的李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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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捐款

　　環境工作需要長期經營與投入，大家的定

期小額捐款，能讓我們有穩定的收入，專心進

行更長遠的規劃。邀請您加入每月定期捐款，

與我們一起推動更多正面改變。

發票／零錢捐募集

　　匯集每個人的小心意，成就自然環境大不

同！我們透過募集的過程，讓人人都能用最簡

單的方式，參與環境保護的工作。店面只要提

供 14x8 平方公分面積的空間擺募集箱、機關

學校或三五好友隨手收集…等等，聚沙成塔，

小兵也可立大功！ 

企業合作

　　近年來，愈來愈多企業開始重視企業社會

責任，我們期待喚起對於環境議題有意識的企

業社團夥伴，共同加入並參與行動。我們透過

志工參與、環境講座，共同攜手實踐企業社會

責任。同時建立協會與企業合作志工行動之機

制與推廣計畫，結合環境教育，帶領企業員

工、客戶進行山林復育行動，貼近大自然，參

與在地社區，向大自然學習。

環境教育推廣講座

　　若您認同我們的理念，希望更進一步推廣

台灣的環境保育行動，可支持我們到您的所屬

單位進行付費講座。

和我們聯絡！

自然谷環境信託基地網站：

http://teia.tw/ natural-valley 

臉書社團【台灣第一自然股】：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NatureVally.Trust/ 

地址：新竹縣芎林鄉華龍村四鄰鹿寮坑 197-2 號 

電話：(03)593-6619 

電郵： nvet@e-info.org.tw

如何支持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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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葉雞屎樹

台灣第一自然股 自然谷官方網站

成為自然谷的共同守護者吧！



特別感謝！

2015 年定期定額捐款者

李○靜、黃○心、凌○惠、王○婷、林○燕、

葉○嶸、張○蓁、詹○連、溫○璇、李○洲、

陳○平、王○萱、吳○疆、葉○宏、何○文、

A ○ Wang

物資捐贈

藏綠石窯柴燒麵包、陳○儒、方大善人、

BAXTER GELATO 義大利式手工冰淇淋

推廣工作協助

委託人吳語喬、委託人吳杰峰、芎林鄉華龍村

村長田興業、芎林鄉華龍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詹榮妹、鹿寮坑驛棧、道法自然探索團隊、燒

炭窩竹風樂境、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黃金

杜、鍾金明

企業贊助及志工行動

台北 101

台灣威富品牌有限公司（TIMBERLAND）

GIGABYTE 技嘉科技

國際台北市新世代獅子會

14

˙藏綠石窯的夥伴與自然谷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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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工作團隊

　　自然谷環境教育基地共有 3 位

專職人員負責環境信託理念推廣、

棲地資源調查、環境教育等計畫。

除此之外還有來自於各專業領域的

監察人與諮詢委員作為自然谷強力

的後盾，欲以群策群力、合作分工

的方式，共同守護台灣山林。

15

職稱 姓名 單位／背景／專長

監察人

王俊秀 
˙台灣國民信託協會理事長、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
˙專長領域為環境社會學

 ̇曾任台灣環保聯盟會長、台灣綠市集協會理事長、聯合大學校長

林福仁
˙清華大學服務科學研究所教授

 ̇曾任國立清華大學服務科學研究所所長、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
學系教授

陳慈美
  

˙生態關懷者協會祕書長
 ̇曾任中原大學助理校牧、聖光神學院及中華福音神學院兼任講
師、中原大學共同科講師

諮詢委員
 
 
 
   

吳杰峯 ˙道法自然探索有限公司負責人

高英勛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理事長、星輿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師系統工程師

張宏林
˙現任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亞洲體驗教育協會理事

 ̇曾任臺灣綠黨召集人與秘書長、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秘書
長、荒野保護協會秘書長

謝文隆
 

˙漢斯食品（Baxter 冰淇淋）負責人
 ̇台灣渥克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東渥資訊有限公司總經理、中華
職訓中心微型創業課程老師

蘇家宏

 ̇恩典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庭調解委員、
台北市政府義務諮詢律師、經濟部中小企業榮譽律師
 ̇曾任台北市文山稅捐稽徵處法律顧問、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代
理人、恩典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職稱 姓名 負責項目

專案經理 吳佳奇
˙自然谷募款計畫
˙自然谷環境信託理念推廣

專案執行 謝伯鴻
˙資源調查資料庫建置
˙棲地維護人員培力
˙志工參與棲地維護行動

專案執行 黃千桓
˙解說導覽服務
˙守護小組辦公空間建置
˙環境學習課程執行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TEIA）成

立於 2001 年，一個知識與媒體爆

炸的時代，也是一個人類物質文明

發展與環境資源兩難的時代。我們

希望藉由環境資訊的交流與環境信

託的推動，使更多人關懷環境參與

行動，建構「人」與「自然」的和

諧關係。

　　本會的環境資訊中心，透過數

位網路傳播重要環境訊息，並進行

台灣環境事件的歷史紀錄整理工

作，同時建構各類環境資料庫。環

資中心網站（http://e-info.org.tw） 

每日瀏覽人次超過 2 萬人，為全球

華文世界最大的環境資訊媒體。所

發行的環境資訊系列電子報，訂戶

超過 7 萬人，有超過 15 萬筆的環

境資訊文圖及照片的檢索服務。

　　在棲地守護方面，國民信託向

來是世界各國廣納社會力量，共同

保存自然與文化資產的利器，本會

的環境信託中心以推動環境信託做

為守護棲地的途徑，積極推動國內

案例並與國際進行經驗交流。本會

亦於 2014 年受託管理台灣第一個

環境信託基地－新竹自然谷，並持

續於各地推展棲地守護行動計劃，

如：台東成功比西里岸、澎湖東嶼

坪、新竹鹿寮坑等。盼逐步落實及

推廣台灣環境信託的理念與行動。

　　我們相信，唯有透過關懷與參

與，台灣環境才有未來！我們也瞭

解環境資訊的交流與普及是啟動環

境意識的基礎，唯有了解與親身感

受，才能產生真實的關懷；有豐富

多樣化的資訊，才有正確的判斷與

決策，以醞釀有意義的行動；有了

行動，才有改變的機會。

更進一步瞭解台灣

環境資訊協會 

http://teia.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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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關懷
來自於真實的瞭解與深刻的體認

社團法人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受託環境保護公益信託自然谷環境教育基地

自然谷環境信託基地網站

http://teia.tw/natural-valley 

臉書社團【台灣第一自然股】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NatureVally.Trust/ 

電話：(03)593-6619 

電郵： nvet@e-info.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