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昆海 

【研究保育】 

悶 熱 的 天 候 令 人 快 受 不

了！都市熱島效應、全球暖化

的結果，夏季變得越來越熱，

人類不但要適應這樣炎熱的環

境，更要加強各種減碳、降熱

的方式。從都市環境的角度來

看，公園綠地、濕地的增加，

種植更多的樹木將有助於調節

氣候與溫度，促進都市與民眾

適應的能力。在綠地面積增加

的同時，生態的「質量」又是

如何？高雄市政府參加在德國

舉行的「地方政府環境行動理事

會」會議中，簽訂「地方生物多

樣性行動備忘錄」，成為全球

第 51 個簽署的城市。「生物多

樣性保育」是否能在這波因應

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的「綠色

風潮」中獲得足夠的重視，實

在需要更多的觀察和努力。 

鳥松濕地公園自然中心正

在進行整修！今年在營建署的

補助下，我們除了修補外，也

向南延伸地板面積以增加容

量，期待整修後的自然中心可

以發揮更大的環境教育效益和

展示效果。7/30 鳥松濕地生態

嘉年華，請千萬不要錯過！ 

鳥會自 2000 年推動生態據

點紮根計畫到現在，成立了中

寮山、鳥松、茄萣、永安、衛

武營、美術館、鳳山水庫等生

態據點。今年我們將陸續增加

美濃黃蝶翠谷、中都濕地兩個

據點，延續據點紮根的理念。

6/26 美濃生態據點首次活動，

來自高雄、美濃兩地的鳥友十

多人共同見證這次的活動，我

們將於 7/20(三)晚上在菸葉輔

導站舉辦說明會，正式向美濃

鄉親宣告黃蝶翠谷生態據點的

到來，同時歡迎鳥友們前來支

援，並開拓其它的生態據點。 

中寮山生態保育巡守隊，

訂於 7 月 3 日假蕉香庭舉辦籌

備說明會，並將於 8 月 7 日成

立儀式，希望凝聚地方共識，

用行動守護家園、保護珍貴的

野生動物資源。 

1.6/01 參加生物多樣性十年展

望論壇，瞭解國家生物多樣性

計畫與未來發展。 

2.6/02 與蔡金晏市議員商討如

何防範非法獵捕降低對野生動

物的危害。 

3.6/08 接受公共電視訪問，談

都市夜鷹族群的擴張與防制。 

4.6/09 參加養工處召開「永安

濕地規劃期中報告審查會」。

6/13 養工處舉辦永安濕地規劃

地方說明會，地方人士強調需

納入在地意見，並注意濕地滯

洪功能，避免設施損害。 

5.6/10「鳥松濕地自然中心整修

工程」開工現勘，移植肉桂一

棵，避開椰子樹、修剪鳳凰樹。

6/17 木工師傅在整修中發現二

項問題，遂於 6/21 再次召開現

勘協調會，會勘後決議： 為

保留大王椰子，地樑位置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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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調整。 新設地板尺寸請

配合原有地板尺寸調整。 建

築師評估四根主柱的強度有安

全疑慮，變更設計為鋼柱加以

抽換。 

6.6/10 參加林務局「有影秀台

灣」在高美館的首映記者會。

同時，鳥會也將自 7/19-8/09 的

週二晚上，於鳥會會館陸續安

排其中八部生態影片播放，歡

迎鳥友前來觀賞。 

7.6/14 中寮山探勘，拜訪蕉香

庭、溪洲國小劉主任和李相德

鳥友，討論巡守隊名單。 

8.6/26 美濃據點順利開跑，除

了美濃和高雄的鳥友外，也有

三位在地喜愛生態的朋友，共 

計 16 人前來參 

加。感謝老天爺幫 

忙，當日雖然悶熱， 

 天氣卻好得 

沒話說，且黃蝶大發

生，處處黃蝶飛舞，甚至可以

看到沿著溪谷與道路的蝶道，

鳥類更不用說，朱鸝、蜂鷹、

大冠鷲、黑枕藍鶲、小啄木、

五色鳥、小卷尾、山椒鳥一一

現身，鳥類記錄 27 種。蝴蝶、

昆蟲、各種生態樣樣驚喜，下

次活動(7/24)記得請早！ 

9.公園綠地生態監測計畫案，5

月底前已完成期中報告與審查

會。中都濕地自然演替區設置

與生態監測案，近期也完成期

中報告，7/04 將召開審查會。 

10.外來種八哥科鳥類群聚監

測案，除了持續於各行政區進

行監測調查外，下半年將進行

入侵外來鳥種的移除工作，歡

迎鳥友前來協助支援，請與研

究保育專職楊玉祥聯繫。 

11.今年度鳥會與海管處仍繼

續簽署合作協議進行「東沙島

過境鳥類生態資源監測及繫放

調查」計畫，我們依然維持 2010

年的方式對外招收調查人員，

歡迎有興趣的鳥友報名參與。 

12.與屏東鳥會合作之「100 年

龍鑾潭國家重要濕地保育行動

計畫」，在 6/11-12 的調查中，

發現赤背松柏根及草花蛇二種

蛇類。這次我們還將一隻先前

受傷已療癒的花嘴鴨繫上無線

電發報器，野放於北邊堤岸外

的草澤區裡，日後將持續追蹤。 

【教育推廣】 

1.鳥松濕地生態嘉年華籌備會

陸續於 6/01、6/17 召開，感謝

召集人黃淑貞老師及負責各攤

位的鳥友參與討論。 

2.6/05 承接陽明國小青山生態

之旅，感謝翁秀麗、姜瑞瑤、

蕭艷慈鳥友協助導覽解說。 

3.6/11-12 辦理南庄鹿場獅頭山

踏青行，感謝盧金泉鳥友擔任

領隊，行程設計結合生態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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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有趣，品味盧氏風味餐，

更是活動中的獨特饗宴。 

4.6/11-12 辦理「志願服務基礎

教育訓練」課程，感謝林育如

鳥友分享志願服務經驗，共計

15 位鳥友參加。 

5.6/14 辦理「100 年度鳥松生態

解說員」心得分享與授證，感

謝陳秀華、胡惠強鳥友陪伴本

屆解說員一同學習成長，分享

心得，激勵新任解說員。 

6.今年的「大高雄生態季」訂

於 11/13(日)假衛武營都會公園

盛大舉行；召集人鄭政卿與副

召集人柯金儀鳥友 6/16 先與專

職初步討論活動內容。 

7.6/18 舉辦小港國際機場保育

宣導志工培訓，感謝林育如鳥

友協助課程規劃，本次邀請裴

家騏教授、林穎明老師、郭亭

君助理擔任講師，共計 28 位志

工參與培訓。 

8.6/19 解說員前往柚園探索農

場參訪，感謝解說組組長陳秀

華鳥友盡心規劃，讓解說員們

有進階學習的機會，本次共計

18 位解說員參與。 

9.6 月份月會演講感謝齊士崢

教授分享「自然環境災害」；生

態講座感謝李怡慧鳥友分享

「澳洲愛爾蘭斯岩 PK 波浪

岩」、許皓捷教授分享「鳥類與

棲地環境關係」、柯燕美鳥友分

享「回收發票陶土 DIY 教學」。 

【行政總務】 

1.「名牌迷彩衣褲清倉特賣會」

7/19-21(13：30-21：30)將於會

館舉行，因數量有限且價格不

貴，請快把握機會！ 

    ‧李翠紅、王阿義、林月英 

【棲地維護】 

1.清除教學池李氏禾等，以挪

出空間栽種新的水生植物。 

2.釣客日愈猖獗，不僅在大埤

路解說平台的木棧道發現燒黑

痕跡，植栽區旁的鋼索更被破

壞，已報警及知會主管機關。 

3.園區放生的民眾越來越多，

雖幾經勸阻，但仍有民眾任意

在木棧道、公佈欄、賞鴨平台…

等處以白漆塗上經文。 

4.5/12 大池水位驟降，經追查

源頭發現是涵管阻塞，暫時以

木板阻擋以提高水流。 

5.6/13 與義工姜瑞瑤、翁秀麗

至屏東柚園農場參訪，並帶回

一批水生植物種植，以豐富園

區的植物多樣性。 

6.感謝義工王松堯大哥及社福

人員盧先生分別發揮木工及水

電專才，幫忙製作一張大會議 

 

桌，以及在貨櫃屋前的馬兜鈴

植栽區架設灑水系統。 

7.貨櫃屋已裝設一支電話，日

後義工聯絡將更為便利！電話

號碼：07-3700174 

8.自然中心 6/10-7/22 進行整修

工程，6/16 在總幹事協助下將

植栽移到圍牆種植，並於門口

水池旁沿著溪溝種植紅藜。 

9.日前被破壞的竹筏已於 6/17

修復完成。木棧道毀損部分， 

6/20 廠商已派人前來維修。 

 

10.6/21 三立「寶島漁很大」節

目前來錄影拍攝 ，介紹濕地的

外來種魚類清除工作。 

【社區推廣及參訪團體】 

1.自五月起，導覽解說已改為

每週日下午定期舉行。 

2.5/14 慈香庭舉辦送愛到層林

義賣活動，感謝生態解說員協

助園區的導覽解說。 

3.5 月份有仁美國小等 22 個團

體共 12841 人參訪；6 月份有正

修科大等 13 個團體計 8244 人。 

↑釣客日愈猖獗  ↑三立「寶島漁很大」節目前來錄影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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