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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石虎保育協會於 2017 年 10 月成立，石虎和石虎棲地的保育是協會成立的

宗旨，因此，協會成立後陸續展開石虎保育教育推廣、石虎公共議題的參與、石虎

及其棲地的保育和石虎生態相關調查與研究等工作。

協會成立迄今 3 年多，仍算是民間組織的新人，一路走來不算難，因為有許

多關心石虎的大家；一路走來也難，因為還有很多人還未關心石虎。無論是我個人

或協會幹部都非常感謝支持石虎和協會的各位，有關心臺灣自然生態和野生動物的

你、有心疼石虎不斷逢難的你、有愛屋（貓）及烏（石虎）的你，當然也有尊重石

虎生命如萬物生命的你，或是其他懷抱著不同緣由與信念而關心著共存在臺灣這塊

美麗土地的物種的你，真的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讓我們一起為所愛而努力，因而彼此

感謝。

石虎的野外族群現況和生態習性在近 20 年才逐漸被了解，而石虎的保育行動

更是近 10 年才逐漸展開，一個全島族群數量不及 1000 隻的瀕危物種，不僅顯示其

族群岌岌可危，更代表其所棲息的淺山生態系搖搖欲墜，無論是石虎或是淺山生態

環境，以及棲息共存其間的原生物種，都和住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每個人是生命共

同體，所有的我們都休戚與共。

協會似以單一物種（石虎）保育為主要訴求的民間組織，實則希望藉由石虎這

個在臺灣面臨瀕危的關鍵物種的保育行動，維護著維繫其生命和族群的淺山（里山）

生態系，又若能透過石虎觸動你我的心，進而觸動你我關注其他生命，應是保育的

真諦 !

最後，個人藉此機會誠摯地感謝努力參與協會各項事務與決議的理監事和執行

的工作人員和志工們，石虎保育的前行之路仍坎坷，為臺灣自然生態盡一份心力的

路途仍然遙遠，讓我們繼續攜手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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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虎保育的公共參與

2020 年對全世界來說是個難熬的一年，石虎雖然沒受到肺炎疫情的影響，但面對的

問題依舊不減反增，而且都極難解決。石虎保育公共議題的參與與推動是協會重要的任務

之一，自協會成立後關注的石虎相關的公共議題，由石虎分布區域內的環評案監督開始，

逐漸加入地方政府的石虎保育自治條例推動、前瞻基礎建設的水環境案監督、太陽能光電

案場的審查機制推動 ...，限於議題範圍逐步擴大和牽涉範圍與層面極廣，在協會目前有限

的人力下，主要以石虎分布熱區或案件對石虎生態與棲地影響較大者優先處理。

水環境建設案是中央政府於 2017 年 4 月

核定「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一環，主要希望

針對 ( 一 ) 水與發展：穩定供水、( 二 ) 水與安

全：防洪治水、韌性國土及 ( 三 ) 水與環境：

優化水質、營造水環境，三個大主軸進行改

善。

不過近年來的研究發現河床地其實也是石

虎會頻繁利用的棲地環境，而原先在水環境工

程的規劃與設計中，對於生態部分的考量其實

是較為不足的。協會在發現這個問題後，積極

藉由制度中倡議公民參與，提出石虎和生態保

育的相關意見，也成功讓大家關注到水環境案

與河床生態的重要性。

然而，在現有公民參與的程序中，能提出

建議之時常常已是工程施工或完工的階段，很

難能再有改善。我們希望藉由民間團體的監督

繼續努力，讓案場從一開始的規劃設計階段，

就能有公民參與、資訊公開與生態考量機制，

並且持續到施工階段和後續維護管理，期待制

度更完善外，更希望再石虎重要棲地上的必要

設施都能納入石虎和生態保育的考量。

2020 年是太陽能發電發展快速卻也顛簸

的一年。為了因應政府希望在 2025 年綠能發

電要達總發電量的 20%，地面型太陽能光電

案場申請如雨後春筍般不斷冒出，威脅著各式

各樣的生態棲地，石虎所生存的淺山環境也深

受影響。

即便 7 月 7 日農委會已宣布在 8 月 1 日起

兩公頃以下的案場停止收件，但苗栗縣仍有約

270 件的申請案，為了守護石虎僅存的棲地，

協會與其他關心光電議題的民間組織不斷與苗

栗縣政府溝通，最後建立了領先全國的三階段

審核機制，邀請多位生態學者組成委員會，針

對每個個案進行討論及審核，希望能在考量各

案場位置與開發範圍對石虎和淺山生態有不同

程度的影響下進行審查和把關，為石虎守住最

後也是最重要的家園。

雖然兩公頃以下光電案場已開始進行審

查，但面積大於兩公頃的光電案場，反而無法

進行上述的三階段審查，只能沿用非都市土地

開發審議制度，然而，這個制度目前並沒有處

理生態環境議題的機制，也沒有生態專業的委

員。 為了貫徹「讓光電種在正確的地方」的精

神，協會也希望大家跟我們一起呼籲政府：「2

公頃以上案場之審查，應採用最嚴格的標準，

在審議中聘請生態專家做生態意見的諮詢！」

現今石虎的分布以苗栗、南投及臺中為

主，其中苗栗是已知石虎族群最為穩定的縣

市，然而，苗栗縣內的石虎所面臨的各種威脅

也是相對嚴峻的。苗栗縣府在經歷多年各方民

眾透過抗爭、溝通、討論和協商等不同形式關

心石虎的種種行動後，終於通過「苗栗縣石虎

保育自治條例」，並在 2019 年 12 月 30 日正

式施行，雖然內容上仍有許多不足的地方，但

是，透過各方與地方政府從原本的對立慢慢走

向協助、合作，由產生共識到一起為保育石虎

而努力，這無疑是石虎保育上的一大里程碑。

臺中市政府也在 2020 年 7 月 9 號跟進，

在議會通過了「臺中市石虎保育自治條例」。

兩個縣市的自治條例，主要都是針對了縣市政

府的工程進行規範，當其工程達到一定程度

時，就需要諮詢生態與石虎專家學者，並盡量

採用對生態友善之工法。但在私有地的工程上

目前尚無法管控，這是有待努力的部分，也希

望大家一起持續關注並監督相關單位。

石虎保育的公共議題

前瞻基礎建設的水環境案

 石虎保育自治條例

太陽能光電案場

圖說：

要求苗栗縣保留光電審查制度記者會，為環境發聲。  

圖說：關心石虎的民眾與協會一同站出來關注石虎棲地開
發的保育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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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是指當開發案達到一定規

模時，開發單位應該先行調查並評估這樣的開

發會對於環境，造成那些影響，項目包含水土

保持、空氣汙染、噪音、自然生態 .... 等項目。

生態部分，雖然在 2003 年就有公告的調查技

術規範，但一直到 2011 年更新之後才略為受

到重視，當時仍受到許多技術上的限制，因此

在技術規範中，也僅列了當時較容易達成的方

法，因此，對於開發案會對環境造成的影響程

度，尤其是生態敏感區或瀕危物種如石虎的棲

地的影響程度往往是低估的。

在去年，台灣石虎保育協會共參與了 20 餘

場的環境影響評估會議，部分是新申請的開發

案，另一部分則是早期生態調查還未受到重視

就通過環評，可能因為種種因素尚未開工，或

是希望修改設計，而再次進到環評審議流程。

新申請的開發案因近年來民眾的生態意識提高

及調查方式的普及化，大部分都較願意投入生

態調查，而協會也會盡可能在環評會議中提出

建議或不足之處，希望開發單位能夠更完整評

估開發所帶來的影響或是選擇對環境友善的施

工方式。

友善環境的作法，主要會秉持著迴避、縮

小、減輕及補償四個概念，迴避是指在施工時

避開對環境影響較大的區域，縮小及減輕注重

於縮小開發案的面積或減輕開發的程度，補償

則是針對所破壞的棲地，提供另一塊一樣適合

的環境永不開發；近年來最廣為人知的可能就

是在開發道路時的減輕措施，即在路殺熱點增

設動物通道，以減少動物穿越馬路而意外慘死

輪下的機會。

可惜的是，即便我們關心了許多開發案，

卻鮮少有因為石虎保育議題而終止的開發，究

其原因，還是開發地區的在地民眾甚至全國多

數民眾，對於開發所帶來的生態影響的關注遠

不及於自己的生命財產和利益的關注。淺山環

境與動物們並沒辦法為了捍衛自己的家發聲抗

議，需要我們站出來為他們而努力，同時，我

們也清楚了解淺山環境的保護的受益者並非僅

僅是自然環境和野生動植物，也包括了與淺山

環境休戚與共的我們和後代子孫，讓更多人一

起來捍衛環境，為環境發聲，是協會也是每個

關心環境的人要繼續努力的目標。

案名 會議類型 日期 結論

128 線通霄至銅鑼段道路拓寬改善工程

現況差異分析 ( 第 1 次 ) 2020/03/20

通過現況差異分析 ( 第 2 次 ) 2020/07/03

現況差異分析 ( 苗 67 大會 ) 2020/11/16

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

二階初審會 ( 第 1 次 ) 2020/01/16

通過

二階初審會 ( 第 2 次 ) 2020/05/15

二階初審會 ( 第 3 次 ) 2020/09/22

二階初審會 ( 第 4 次 ) 2020/11/10

二階初審會 ( 署 389 大會 ) 2020/12/23

東勢 - 豐原生活圈快速道路
( 原國道 4 號豐勢交流道聯絡道計畫 )

二階初審會 ( 第 1 次 ) 2020/10/28
審查中

二階初審會 ( 第 2 次 ) 2020/12/17

長春石油化學苗栗廠及苗栗二廠整體暨
擴建計畫

第五次環調書 ( 苗 66 大會 ) 2020/04/09 通過

第四次變更內容對照 ( 第 1 次 ) 2020/10/05 修正後進大會

苗栗市福爾摩莎軟體產業園區開發案 初審會 ( 第 1 次 ) 2020/05/29 需修正

苗栗市福爾摩莎遊憩設施區 ( 旅館 )
開發案 初審會 ( 第 2 次 ) 2020/05/29 需修正

苗栗縣中二高 ( 台六線與台十三線 )
聯絡道路新闢工程 第二次環差 ( 苗 66 大會 ) 2020/04/09 通過

苗栗縣出磺坑地區優質環境改造計畫

第一次環差 ( 第 1 次 ) 2020/04/23
需修正

第一次環差 ( 第 2 次 ) 2020/09/07

第二次變更內容對照 ( 第 1 次 ) 2020/10/30 修正後通過

苗栗縣造橋區域性一般廢棄物
( 含一般性事業廢棄物之焚化灰渣 ) 處理場 第一次環差 ( 第 1 次 ) 2020/01/20 不同意變更

苗栗縣造橋鄉香格里拉遊樂區環境影響
說明書

初審會 ( 第 2 次 ) 2020/03/30 須修正

初審會 ( 第 3 次 ) 2020/12/29 須修正

富格蘭科技有限公司機械設備工廠 開工說明會 2020/04/30 通過

擴大苗栗縣通霄鎮月稱光明寺宗教園區
開發案 範疇界定 1 2020/09/21 二階審查中

覺行寺 變更內容對照 2020/10/30 不同意變更

表 1 ╱協會 2020 年關注之環評案件（2020 年 12 月 31 日統整）

石虎保育的公共議題

圖說：苗栗縣卓蘭鎮大安濕地公園開發前後狀況

環境影響評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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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虎，雖為廣為人知的瀕臨絕種野生動物。然而，依據協會的推廣經驗發現多數民眾

對於石虎的認識僅為「長得像貓的動物」，對於石虎的棲息環境、生態習性以及生存威脅

等內容則認知不多。因此，提升石虎保育成效的首要任務是讓民眾更加了解石虎。協會自

2017 年成立後，透過多元的管道推廣石虎生態與保育相關資訊，以提升不同年齡層民眾

對於石虎的認識與了解，進而願意加入石虎保育的行列。

教育須從小扎根，對於石虎分布熱區內的小學的石虎保育推廣更是協會的重點任務，自 2019

年起，協會推出「一日石虎生活」單次到校推廣課程，課程不僅讓學生對於石虎的生態習性有基本

的認識，也讓學生透過扮演石虎的活動中，親身體驗、了解石虎所面臨的生存困境，並思考著自己

能幫助石虎的方法，與家人分享，拓展保育的種子。

2019 年在苗栗縣環保局經費的支持下，協會前往 41 所苗栗縣內小學完成 60 場次推廣，共計

2,015 位師生參與課程；2020 年，受臺灣愛丁頓寰盛洋酒股份有限公司經費支持，前往 40 所苗栗

縣內小學完成 40 場次推廣，共計 1,240 位師生參與課程，也與財團法人電路板環境公益基金會合

作，前往 8 所臺中市內中、小學完成 8 場次到校推廣，共計 393 位師生參與課程。

學生在體驗課程後，不僅對於石虎更加了解，也透過繪畫的方式在學習單中畫下石虎的畫作，

協會將學生繪製的放作品在臉書專頁與民眾分享，讓更多民眾一同認識石虎。學校教師對於課程反

應良好，期望能持續推廣，因此，2021 年協會將持續於苗栗小、中學推廣，並與臺中市政府及財

團法人電路板環境公益基金會合作，前往臺中市內學校推廣，以擴大石虎保育推廣成效。

圖說：①認識石虎的生態習性及分辨方法╱②石虎隨堂考─分辨石虎大考驗╱③扮演石虎，體驗「一日石虎生活」╱④體驗
石虎生活後的經驗及心情分享╱⑤苗栗公館國小五年級陳同學為石虎繪製的作品╱⑥苗栗大同國小五年級彭同學為石虎繪製
的作品

1 2

3

5

4

6

石虎保育的教育推廣

https://www.facebook.com/LCAT2017/

協會成立「台灣石虎保育協會」臉書粉絲專頁，致力於石虎相關訊息推廣，期望透過網路的力

量增強並擴大民眾對於石虎的認識及保育行動的參與，粉絲頁的宣傳內容包括石虎的分辨方式與生

態習性、石虎棲息地的重大開發案追蹤進度、友善石虎農產品推廣、石虎保育成果、志工招募、募

款活動等石虎保育相關訊息，協會亦回覆民眾對於石虎的相關疑問。粉絲頁也能即時接受民眾通報

石虎路殺、入侵雞舍事件等相關緊急事件，並迅速協助後續通報相關單位及處置，粉絲頁扮演著協

會與民眾之間的重要橋梁。目前，協會網頁正在籌備中，預計於 2021 年底前建置完成，未來網頁

將提供民眾更全面的石虎資訊。

石虎保育的教育推廣

單次到校推廣

網路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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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①聞屎工作者─石虎排遺分析╱②石虎調查員─自動相機架設╱③走訪石虎棲息地─無線電追蹤體驗╱
④石虎調查員─自動相機照片成果分析

圖說：①武荖林泉淺山動物課程─學員活動體驗╱②石虎傳說情境課程─學員角
色分享╱③一日石虎生活課程─學員分享時間╱④里山小學堂─蕉埔國小石虎桌
遊體驗╱⑤石虎保育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大合照

協會期望透過持續性的課程延續學生對於石虎的關注，且能增強學生於生

活中實現石虎保育行動之意願，進而逐步影響其親友，提升石虎熱區居民對於

石虎保育之認同。因此，協會受安致勤資公益信託社會福利基金經費支持，於

2020 年邀請位於石虎分布熱區之鯉魚國小 ( 三義鄉 ) 及烏眉國小 ( 通霄鎮 ) 合

作「石虎調查員培訓班」長期到校課程，於9至12月期間，每月進行一次課程。

「石虎調查員培訓班」課程分為四個主題，分別是聞屎工作者 - 石虎排遺

分析、石虎調查員 - 自動相機架設、走訪石虎棲息地 - 無線電追蹤體驗、石虎

調查員 - 自動相機照片成果分析。不僅加強學生對於石虎保育知能，更透過親

自操作調查工具、踏查社區的石虎棲息環境，促使學生對於其所生活的社區環

境及野生動物有更深層的認識，且能增強學生於生活中實現石虎保育行動之意

願，進而逐步影響其親友，提升石虎熱區居民對於石虎保育之認同。2020 年

師生參與課程反應良好，2021 年將持續與鯉魚、烏眉國小合作，深化淺山保

育觀念，並新增與烏眉國中合作，擴大推廣的學生年齡層。

臺中市介於苗栗縣與南投縣兩個石虎重要

棲地之間，具有聯繫兩地區石虎族群交流的

重要地理位置。因此，臺中市政府為擴大臺中

地區的石虎保育與教育宣導成效，委託協會於

2020 年 8 月 15 日與 16 日辦理 2 場次「石虎

保育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課程內容不僅安

排協會深受好評的「一日石虎生活」到校推廣

課程，亦特邀三義高中 (國中部 )-彭心儀老師、

蕉埔國小 - 林在營主任、武荖坑環境教育中心 -

李秉光老師帶領石虎主題課程與桌遊體驗，期

望藉由此次工作坊培訓石虎保育種子教師，促

使石虎保育的種子發芽與成長。

學員於課後問卷回饋表示對各課程的內容

及工作坊安排皆感到滿意，並對各課程提出

許多回饋，不僅提升協會未來辦理工作坊之動

力，也期待參與課程的課程的教師們能積極成

為石虎保育的種子教師，將所學的石虎知識與

教案帶入平時教學中，讓學生們更認識和關心

石虎，提升學生們的保育行動能力，增強石虎

保育之成效。

1
1

2
2

3

3

5

4

4

長期到校推廣

石虎教師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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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自 2018 年開始培訓教育推廣志工，並由志工前往各動物相關市集擺

攤推廣，透過解說讓大眾認識石虎、了解如何分辨石虎及幫助石虎。2018 年，

協會受臺中市府計畫承辦攤位、苑裡掀海風、苗栗縣府計畫承辦單位與挺挺動

物應援團等單位邀約，共計完成 13 場擺攤推廣；2019 年，協會受國立臺灣

科學教育館、林務局計畫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動物園、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等

單位邀約，共計完成 20 場擺攤推廣；2020 年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多數

市集擺攤因而取消或延至七月後辦理，協會受林務局計畫承辦單位、臺北市立

動物園、七星生態保育基金會、觀樹教育基金會等單位邀約，並與東勢友善耕

作農民合作，共計完成 17 場擺攤推廣。2021 年 1 月協會於臺中辦理教育推

廣志工培訓，更多支持石虎保育的有志之士加入志工的行列，協會將持續與各

大市集合作前往擺攤，提升民眾對於石虎的保育意識及行動。

圖說：① 2020/8/1 於世界環境日─臺中好棲地擺攤╱② 2020/10/17 於東勢林管處木木市集擺攤

臺中地區的石虎族群分布調查

1

2

市集擺攤教育推廣

石虎曾在臺灣普遍分布於全島低海拔山

區，目前卻僅在苗栗、臺中和南投有確定的

族群分布，其中，臺中地區的石虎族群是近

幾年才受到關注。2014 年臺中花博預定地后

里拍攝到石虎，除了為石虎修改了花博場區，

也開始了臺中市轄區內的石虎族群分布現況

調查。

2017-2019 年，協會的石虎專家持續參

與調查計畫，由於臺中舊市區已完全開發，

因此，將調查範圍分為東西兩部分，三年度

的計畫完成臺中市淺山地區包括 18 個行政區

的石虎族群分布調查（圖 1），共有架設 223

個相機點位（圖 2），其中的 67 個樣點拍攝

到石虎出現（圖 3），分布於 13個行政區（大

甲、外埔、清水、神岡、后里、東勢、和平、

北屯、新社、太平、霧峰、大肚和烏日區）。

其中，大安溪和大甲溪之間的后里區與

東勢區交界山區、東勢區與和平區交界的稜

線兩側、新社南部往南沿續到太平和霧峰的

九九峰西側山區是目前臺中地區有較大相連

面積的中高適合度的石虎棲地，而臺中西部

地區開發嚴重，除了大安溪和大甲溪沿岸有

適合石虎的棲地外，其餘地區幾乎沒有石虎

的適合棲地，即使是抱有一絲希望的大肚山

區南側也並未調查到石虎出現。

圖說：①臺中市石虎族群分布調查區域╱②臺中市
石虎族群分布調查架設的紅外線相機樣點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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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地區的石虎族群分布調查

圖說：③臺中市石虎出現樣點和適合棲地╱④臺中市石虎
核心族群棲地和潛在廊道

根據三年調查到的石虎出現資料和過去研

究對石虎的生態學上的基礎資料，進行臺中地

區的石虎族群潛在廊道分析，結果顯示──

臺中淺山地區的石虎潛在廊道
包括：

1. 外埔－后里區－東勢區的東勢林場間的沿

大安溪的河床和山區；

2. 清水、神岡一直到新社的大甲溪沿岸；

3. 大安溪和大甲溪之間在后里區與東勢區交

界山區；

4. 東勢林場沿東勢區與和平區交界的稜線往

南向西南方向過大甲溪到新社區中部再到

太平區、再往南到霧峰區；

5. 東勢林場沿東勢區與和平區交界的稜線往

南到和平區南勢里再過大甲溪到新社區南

部，再往西南方向過九九峰自然保留區北

側到太平區（圖 4）。

其中，后里區到新社區的大甲溪沿岸多處

為高度開發的人口密集區和農業區，且有石岡

水壩的壩體阻隔，此段潛在廊道的可能性有待

更進一步地確認。目前資料顯示台灣石虎族

群較為穩定的苗栗和南投族群間的交流，僅能

靠臺中市東部淺山的破碎、帶狀的石虎棲地維

繫。

由於臺中市已為高度發展的都會區，面臨

人口和各種開發的壓力，不僅自然環境快速縮

減，自然棲地也因各種開發的入侵，導致棲地

品質下降，瀕臨絕種的石虎在臺中地區的生存

也面臨極大的威脅，有待各界的合作與努力為

石虎族群保留住可供其永續生存的棲地。感謝

臺中市農業局的經費支持，讓 3 年的調查得以

順利完成。

3

4

1. 深入的石虎生態學研究：族群數量評估、無線電追蹤研究石虎活動的範圍、路徑與棲地

利用情形；

2. 石虎分布區域的石虎保育相關政令宣導：宣導和巡邏取締以降低非法狩獵對石虎的誤

傷、禁用獸夾的法令和減少鼠藥使用的宣導、友善石虎生態服務給付宣導；

3. 減緩並解決流浪犬貓問題：加強居民對於自家犬貓的管理，包括圈養不野放、使用牽繩

和疫苗施打等等，以減少犬隻攻擊以及犬貓的疾病傳播的可能性、於石虎分布熱區內禁

止 TNR 犬貓回放並禁止餵食流浪犬貓；

4. 加強市府和各區公所相關人員的保育教育訓練：嚴格監督石虎分布區域內的各類開發，

避免石虎適合棲地的破壞與減少。

圖說：紅外線自動相機拍攝到的石虎

臺中地區迫切的石虎研究與保育議題：

長期和全面地推動的石虎生態研究與保育工作：

1. 石虎族群的長期監測；

2. 避免石虎棲地的消失、改善石虎棲地品質和創造石虎適合棲地等不同方向的棲地經營管

理和保育對策，以增加臺中地區石虎族群棲地的連結度；

3. 推動社區參與石虎保育和友善環境農作；

4. 加強民眾和中、小學的自然生態與保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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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右）：調查期間拍攝到的保育類野生動物╱①穿山甲╱②食蟹獴母子╱③臺灣
野山羊╱④麝香貓╱⑤藍腹鷴（雄）╱⑥八色鳥╱⑦環頸雉（雄）

臺中地區的石虎族群分布調查

圖說（上）：①河床地拍攝到石虎母子（石虎媽媽帶小石虎）╱
②河床地拍攝到石虎母子（兩隻小石虎）

2

1

1

3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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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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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東勢區的
石虎族群生態研究

臺中市東勢區的石虎族群生態研究

圖說：東勢區紅外線自動相機拍攝到的石虎

圖說：①東勢區石虎出現樣點和適合棲地╱②東勢區石虎核心族群棲地和潛在廊道

臺灣目前石虎族群較為穩定的苗栗和南

投族群間的交流，僅能靠臺中市東部淺山的

破碎、帶狀的石虎棲地維繫，其中，東勢區

為此廊道的北段。由於前 3 年的臺中地區石

虎族群大尺度調查結果發現，東勢區的石虎

分布局限於大安溪沿岸和東勢與和平交界的

稜線兩側的山區，而且，分布上似乎沒有完

全連貫，因此，2020 年在林務局東勢林區管

理處的經費支持下，在東勢區更進一步地進

行更小尺度的調查，以 1km*1km 方格為調

查單位調查石虎的出現地點和出現頻度，以

期更精確地掌握此區域內石虎的分布現況。

調查期間以紅外線自動相機調查為主，

紅外線自動相機架設方式主要是針對會在地

上活動的動物，因此，資料以地棲性哺乳動

物和地棲性鳥類較為準確，整體而言，野生

哺乳動物以山羌所拍到的次數最多，鼬獾次

之，白鼻心再次之；地棲性鳥類以臺灣竹雞

為最多。調查結果除了確認石虎分布於明正

里、埤頭里、茂興里、下新里、東新里、中

嵙里、隆興里和慶福里（圖 1），也更明確

指出目前東勢區的石虎族群在隆興里的北部

出現分布的斷口；此外，小尺度調查所得的

東勢區石虎族群潛在廊道與大尺度調查的石

虎族群潛在廊道（圖 2），有部分差異，有

待後續運用無線電追蹤技術進行石虎生態學

研究時進行確認。

為評估東勢區石虎適合棲地和潛在廊道的

狀況，運用 MAXENT 分析產出模擬的模式中

發現，農墾地面積因子是解釋變異最明顯的因

子，當農地面積較小時，石虎的出現機率會隨

著農地面積增加而增加，但是稍微程度的農地

面積後，隨著農地面積增加石虎出現的機率逐

漸降低。草生地面積對石虎出現機率貢獻度不

像農地面積的貢獻度大，但與農地有類似的模

式，石虎的出現機率隨著草生地面積增加而增

加，不過，大面積的草生地則會讓石虎的出現

機率降低。由以上結果可推斷適中的農地和草

生地面積會增加石虎的出現機率，應是鑲崁環

境提供的邊際效應，提供石虎多樣而豐富的食

物來源，然而，過度的農業面積對於石虎族群

就會造成負面影響。人口密度因子也有類似的

影響，當人口密度很低時，石虎的出現機率會

隨著人口密度增高而增加，但隨即石虎出現機

率會隨著人口密度增高而快速降低。

此外，石虎必須有一定的森林覆蓋才能棲

息生存，因此，石虎的出現機率隨著森林覆蓋

率逐漸增加而增加，其中以天然林的影響最明

顯，然而，大面積的竹林似乎不利於石虎，可

能與石虎活動行為有關。由於石虎經常攀爬樹

木，而且經常在樹枝間移動，小面積的竹林或

與其他林地鑲崁的竹林，或可提供豐富的食物

來源，也提供樹木讓石虎活動、休息甚至躲避

危險，但竹子表面光滑不利攀爬，大面積的竹

林不僅不利於石虎行動，也無法讓石虎在必要

時躲避危險。

2021 年，協會將持續在東勢區進行更深入

的調查與研究，首先，將補充調查隆興里的北部

出現石虎分布的斷口，以確認石虎族群在此的

連結狀況與可能問題。其次，將在東勢區進行

石虎的無線電追蹤研究，進一步了解本區的石

虎活動和擴散的路徑，同時作為後續評估苗栗、

臺中和南投的石虎族群是否有所交流的依據。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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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虎於生態系食物鏈中屬於頂層的消費

者，有極重要的生態與保育價值，是健全生態

系的指標物種。台灣石虎主要分布與利用的棲

地以低海拔淺山地區為主，是有不同程度的人

為干擾或干擾過後的林地、草生地、農墾地、

小聚落或散戶所鑲嵌的環境，具有林地、草地、

農田、果園、溪流、埤塘等多樣生態系，除提

供農林漁牧的生產力外，也提供動植物多元的

棲地，生物多樣性會比單一地景還要豐富，因

此，提供捕捉活體為食的石虎相當豐富的食物

來源，例如鼠類、野兔、鳥類和兩棲爬蟲等，

特別是農地與森林鑲嵌的土地利用型態。

慣行農業過度使用農藥、除草劑和化肥等

會導致許多石虎賴以為生的動物的死亡，直

接減少石虎的食物來源，也可能影響這些石虎

獵物物種的健康，間接地影響石虎的健康與存

活，導致石虎族群減少和分布萎縮的劣況，因

此，近年來石虎分布區域內的友善環境農作的

推動，成為重要的石虎保育行動工作之一，希

望藉由減少、甚至避免使用農藥、毒鼠藥、除

草劑和化肥等，創造更友善石虎生存的棲地環

境。

淺山地區道路系統發達，人類活動較為頻

繁，無論是土地開發、開闢道路、農墾、甚

至非法獵捕野生動物，都對野生動物造成極大

的生存壓力，其中，以石虎的族群狀況最為危

急。而石虎又因其活動範圍大、在食物鏈上

位於最高階層，以及能吸引公眾關注，是集傘

護種（umbrella species）、關鍵種（keystone 

species）和旗艦種（�agship species）角色於一

身的里山生態系物種，這代表著石虎的棲地保

育不僅保育石虎單一物種，同時提供棲地上各

種動植物與生態系存續的保護。

石虎保育行動之友善環境農作推動

石虎米的理念
圖說：東勢區紅外線自動相機拍攝到的野生動物╱①經常群體活動的竹雞，是石虎的絕佳獵物╱
②白鼻心╱③鼬獾╱④臺灣山鷓鴣╱⑤臺灣野豬的幼體身上有斑點花紋╱⑥山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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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通霄鎮楓樹窩是目前已知石虎族群分

布的主要熱區之一，亦為石虎研究的起始核心區

域，不僅臺灣第一個針對石虎的族群生態學研究

的博士論文『臺灣淺山地區石虎的空間生態學』

是在此進行石虎的無線電追蹤研究，後續更在此

地進行石虎疾病相關研究和推動社區參與石虎保

育工作，進而推出民間跨域結合農業與石虎保育

的首例，推動以增益石虎棲地為目的的「石虎

米」。

石虎米於 2014 年由幾位協會創始會員，包

括當時的屏東科技大學石虎研究人員陳美汀、新

竹林區管理處技正余建勳、苗栗自然協會理事長

林錦坤和幾位楓樹社區的農民，在慈心有機農業

發展基金會和台大藍鵲茶團隊的協助下成立，主

要是希望透過在地農民、學術單位、政府組織和

民間團體各方的努力，透過無農藥化肥的友善環

境的耕作方式，孕育出與土地、石虎共生的稻

米，建構生生不息的食物鏈，為石虎創造更友善

的棲地環境，並為在地農民、石虎和當地自然生

態創造多贏共存共榮的稻米品牌。

因此，在協會成立後，石虎米創立的理念和

品牌的行銷，以及在地社區與石虎生態的導覽，

也是協會推動石虎保育的工作之一。除了藉由市

集擺攤和各種演講場合分享石虎米的理念，也持

續在協會粉絲頁分享石虎田生態和活動訊息，同

時，不定期舉辦石虎田的農事體驗活動，讓一般

民眾也就是消費者認識石虎和里山生態，進而支

持友善石虎環境的石虎米，以期逐漸擴大石虎田

面積，為石虎創造更多和更好的棲地。

2020 年開始，協會藉由國有土地的認養，

維護石虎的自然棲地，並進行認養地和鄰近地區

的長期生態監測。緊鄰石虎米田區之一的國產署

管理的苗栗縣通霄鎮楓樹窩段 266-1 地號是協會

認養的第一筆土地，此土地現況為自然乾溝，汛

期具排水蓄洪功能，雖然面積很小，但旱期因乾

溝兩旁喬灌木形成鬱閉度高的隱密林徑，提供野

生動物棲息與移動，經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與

台灣石虎保育協會多年累積資料，此乾溝為瀕臨

的石虎會活動利用之環境，另有多種野生動物利

用，包括 II級和 III級保育類之麝香貓和食蟹獴。

此土地的利用行為，不僅關係此地石虎和其他野

生動物的棲息生存，也影響石虎保育工作在社區

和對外推廣的效益，因此，向國產署申請認養此

塊土地。除了與石虎米農民合作，透過夥伴關

係，共同巡管認養地、相鄰石虎田和周邊環境，

以維護當地的生態系統，也持續舉辦石虎田的農

事體驗活動，並針對一般民眾舉辦石虎生態導覽

活動，並推動在地中、小學的食農教育和石虎與

里山生態保育教育。

圖說：①國產署管理的楓樹窩段 266-1 地號旁石虎田╱②楓
樹窩段 266-1 地號土地現況╱③楓樹窩段 266-1 地號拍攝到
的石虎

根據近幾年協會在臺中市東部淺山地區的石虎族

群調查結果，發現東勢區的石虎分布局限於大安溪沿

岸和東勢與和平交界的稜線兩側的山區，而且，分布

上似乎沒有完全連貫，推測可能因為高密度的果園，

限縮了石虎利用的棲地面積。由於東勢區的農墾歷史

頗久，且是中部的農業重鎮，農地開發面積比例相當

高，加上主要以高經濟的水果為主要生產農作，慣行

農作方式對當地生態環境形成壓力，因此，2019 年

開始，協會也在東勢區推動社區參與石虎保育和友善

環境農作。

初期階段，根據東勢區的石虎族群分布調查結

果，確認明正里、茂興里、東新里、中嵙里、隆興里

和慶福里為主要推動的社區，再透過訪談、辦理社區

說明會找出推動友善農作與石虎保育交集的焦點社

區，並逐步收集彙整東勢區早期石虎的文獻紀錄及耆

老訪談。希望能透過提供資源和鼓勵東勢區農園以友

善生態方式耕作、營造果園周圍的野生動物棲地及辦

理石虎保育、里山倡議等淺山保育相關工作坊、研習

或推廣活動等方式，和東勢的農民一起努力推動友善

環境（石虎）的農作。

同時，也嘗試與個別果園合作，主要由協會提供

農業資源的連結，讓農場能主動提升農耕技術、協助

農場生態調查，並提供相關的生態知識，作為後續生

態導覽解說素材、協助農場和消費者建立關係提升行

銷能量，並藉由協會粉絲頁和虎友的力量協助果園農

產品的行銷，目前合作的果園有中嵙里的水寨一方農

場和東新里的振東柑園。而期待兩戶農場的達成的目

標分別為「水寨一方農場」願意持續減少農藥的使用

和「振東柑園」能解決轉型有機農法後果樹健康和產

量問題，成為後續推動友善石虎農作的範例。

友善環境農作推動期間遇到極大的瓶頸，主要是

因為東勢區以水果生產為優勢，不僅耕種歷史久遠，

面積大而且水果種類繁多，對於友善農作推廣的農業

技術有很大的考驗，尤其老農在觀念上很難改變，相

較之下，青農雖然在農業技術上因經驗不足，面臨極

大的考驗，但是，有強烈的意願和動機，而且青農運

用網路獲得資訊的能力較強，能積極地吸收相關知識

與技術，而且有更長期在地耕作的潛力。因此，後續

友善農作推廣會較為著重在青農，一方面可以和已有

基礎的有機或友善農法的青農合作，希望能提高並穩

定其收益，同時藉由生態環境與保育的亮點成為範

例，吸引慣行農法的青農轉作友善農作，另一方面建

立與在地青農的連結，建立信任與夥伴關係，以利於

友善農作和生態保育觀念的推廣。

後續的友善農作推動，會以單一果園的協力和社

區參與保育同時進行，以石虎核心族群棲地和廊道範

圍為優先、石虎適合棲地為其次（參見 P.18 東勢區

的石虎研究，圖 2），其餘社區再其次的順序，在東

勢區的各社區逐漸推廣，與社區建立夥伴關係，推動

里山生態與石虎棲地保育相關工作。

圖說：④在地國中的農事體驗活動╱⑤在地國小的生態導覽╱
⑥一般民眾的石虎生態導覽

21 3 4 65

苗栗縣通霄鎮楓樹里的石虎米 臺中市東勢區的友善環境農作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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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①石虎生態與保育課程──無線電追蹤實習╱②友善環境農作課程──土壤工作坊戶外解說╱③友善環境農作果園參
訪╱④合作農園的經驗分享會──水寨一方農場╱⑤合作農園的經驗分享會──振東柑園

在臺灣，石虎主要棲息於有小聚落或零星散戶居住的淺山環境，在地居民經常利用住

家後山飼養放山雞，也吸引了毗鄰而居的石虎進入雞舍吃家禽，時而引發雞舍主人的報復

行為，如雇用獵人、放陷阱或放毒餌，每年估計約會有 20-50隻的石虎因此而死亡，所以，

協會在 2018 年底開始與窩窩合作「雞舍改善募資計畫」，希望透過雞舍的改善讓家禽不

會受到危害，因此避免報復行為，此次募資改善計畫的目標是 100 戶苗栗石虎出現熱區的

雞舍的改善，截至 2020 年底，2 年一共完成 122 戶的雞舍改善。

圖說 : 「拯救台灣石虎 : 吃雞 . 毒殺 . 衝突化解――全民募資計畫」說明石虎面臨嚴重的雞舍衝突狀況 ( 窩窩提供 )

石虎保育行動之雞舍改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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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開始執行時是希望雞舍主人自行搭建，除非是高齡雞農無法自行完成才由協會協助，但是

後來發現很少補助對象可以自行搭建完成，主要是由於雞舍主人大多年邁或人力缺乏，而會吃雞的

石虎會習慣性地造訪雞舍，雞舍改善有時間上的緊迫性，所以決定徵集志工來解決人力不足的問

題。

招募志工除了可以解決人力問題，最重要的目的是能讓志工了解養雞戶所面對的困難，也能夠

將現況跟親朋好友或在網路社群上說明，消除外地民眾對苗栗人的誤解。此外，讓受到協助的養雞

戶感受到，臺灣真的有很多人願意為保育石虎付出心力。目前來協助搭建雞舍的志工人數已有 360

位，來協助雞舍改建多次的志工，也有近百位。

此外，計畫執行初期，圍網改善工作中以打樁最耗時間與體力，而後在熱心且具鐵工專業的通

霄鎮福龍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邱仕業協助下，打樁技術後獲得大幅的進步，一路從大鐵鎚加墊片，

改進為圓筒固定，最後再到電動打樁機的三階段的改善，雞舍改善的進度也大幅進步，平均每一工

作日約可以施工 2 戶，平均一個月能完成約 8 戶。

石虎保育行動之雞舍改善行動

圖說：①第一百戶雞舍改善志工合照╱②經常有雞舍主人會準備午餐招待幫忙改善雞舍的志工

雖然，許多民眾認為家禽遭受危害都是來自石虎，但協會與其他單位的紅外線相機拍攝結果顯
示，會襲擊家禽的野生動物往往不只是石虎，還有食蟹獴和白鼻心。此外，近年數量增加的流浪貓、
狗也會攻擊家禽，如何藉由雞舍改善的互動過程中，讓合作的養雞戶與在地居民的保育觀念也能夠進
步，是必須要做的事情，也應該要跟社會大眾廣為宣傳，才能夠導正觀念。

協會主要任務是保育石虎，透過提升在地

居民對石虎的友善程度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雞

舍改善計畫除了改善雞舍的相關工作外，也有

很多時間是花在與雞舍主人溝通，例如在通霄

的其中一個社區已經改善 10 戶以上的雞舍，此

社區原先對環境保育人士有許多的誤會，因此，

部分居民擔心社區申請林務局試辦的「友善石

虎生態服務給付」的補助會影響未來地方開發，

而引發爭論，但透過協會協助過的雞舍主人出

面澄清後，讓許多社區居民消除疑慮，可見與

居民互動溝通確實能改善社區居民對石虎和保

育的觀感。

此外，與協會合作的雞舍主人，多數都是

半農或全農，而且許多都是年長農民，除了協

助他們改善雞舍外，也希望透過解決他們和其

他在地民眾對地方發展的錯誤想像，讓他們了

解現在的環境條件下，地方的發展與繁榮並非

靠土地開發或設置工業區可以用續，反而透過

農業與觀光的兼容並蓄，才能為自己的後代和

土地創造永續的價值。其中，如何讓石虎的形

象為地方帶來榮譽感、經濟效益或發展，是我

們仍要持續努力的工作，同時，也避免過度開

發帶給石虎和當地自然生態的衝突與威脅。

位於淺山的鄉鎮多有養禽戶，根據相關資

料評估苗栗縣內可能會有高達 500 間甚至更多

的小型雞舍，因為苗栗的好山好水適合放養雞。

目前通霄鎮是協會協助改善雞舍的熱區，其次包

括後龍鎮和西湖鄉，苗栗縣其餘鄉鎮因飼養放

山雞的居民較少，加上協會觸及較少，因此，通

報和改善的案例也較少，後續希望能加強與這些

鄉鎮的居民的接觸，讓雞舍改善的能量更普及，

讓在地居民對石虎有多的認知和更友善的態度，

進而讓石虎在這裡能平安健康地生存下。

2 年的工作執行，必須感謝從各地願意撥

出自己時間來協助雞舍搭建的志工們，因為你

們無私積極的參與，才能完成 122 戶的雞舍改

善。更重要的是，藉由志工們認真努力的態度，

當地居民體會臺灣各地許多人對石虎的關愛，

也會意識到保育石虎是一種責任。同時在搭建

雞舍過程中，讓居民了解保育石虎在地方上面

臨的困境，也讓志工理解在地狀況。同時也仰

賴參與雞舍改善的志工，把在地的狀況、在地

人的良善傳遞出去，讓更多的外地民眾能夠理

解在地居民與石虎保育之所以有衝突或誤解的

癥結，讓大家能在石虎保育和生態保護上更有

共識，一起努力！

圖說：⑤紅外線相機拍攝到流浪貓╱⑥紅外線相機拍到流浪狗咬野兔

1 2

5 6

圖說 : ③初期使用鐵槌打樁，耗費時間與人力╱④改用電槌打樁，大幅加快雞舍搭建速度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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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舍財報圖表

108/1-110/4 總經費 4,060,213 元。 
108-109 年已完成 122 戶，110 年預定完成 13 戶。

社團法人台灣石虎保育協會
2020 年度財務報告

2020 年度收支決算表

項次 科目 2020 年 1 月至 12 月決算數

1 經費收入 13,962,173

1-1 會費 61,500

1-2 一般捐款 4,471,561

1-3 定期定額捐款 3,392,330

1-4 專案收入 3,803,875

1-5 補助收入 2,148,585

1-6 其他收入 84,322

2 經費支出   13,450,139 

2-1 辦公費   461,709 

2-2 業務費   10,288,430 

2-3 準備基金   2,700,000 

本期餘絀 512,034

說明： 一般捐款：含個人與企業單次捐款。 

其他收入：零錢捐、攤位、授權等其他收入。

此財務概要為理監事通過版本。

收入總計

業務費支出支出總計

圖說 :109 年完成 122 戶雞舍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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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教育推廣志工
王泳心、江明叡、余建勳、吳怡慧、金沛澐、馬峻逸、陳又綺、陳美汀、馮坴楰、葉陳松、廖佳涓、劉怡君、
蔡陳友、鄭憲燦、鄭翰聞、藍元良、藍雅音、蘇愉婷

雞舍改善志工
方翔、尤偉哲、尤瓊雪、王心穎、王宏哲、王秀芬、王彥喬、王昱翔、王柏凱、王振郎、王逸峰、王鈺芳、
王豫煌、王琬智、王姵予、王宏宇、王子綺、甘瀚楀、白昀、包秀晨、安小玲、安華英、朱祐賢、朱惠菁、
江明菁、江明叡、江明熹、江建和、何國禎、何婉綺、何智凡、余建勳、利字洋、吳仰玲、吳依萍、吳怡慧、
吳政憲、吳柏毅、吳郁喬、吳香凝、吳倩玟、吳悅榕、吳耿恩、吳敏華、吳雙、吳爵廷、呂宛珊、呂柏凱、
李秀惠、李佳泰、李佳樺、李佳穎、李依蒨、李依蘋、李幸珈、李映萱、李書穎、李博丞、李銘維、李璟泓、
李信宜、李少瀚、汪碧茹、沈岱華、沈家齊、阮立珊、宋國鼎、周宜蓁、周宥均、周筱蓉、周顯儒、尚亞璇、
林于綸、林文琪、林正育、林名奕、林志鋒、林沛瑩、林芊妤、林佩玟、林佳儀、林佳慧、林季穎、林宗德、
林怡芯、林怡瑩、林明儀、林泳瑢、林玟廷、林竺蓓、林俊瑋、林昱婷、林凌、林峰暉、林峻毅、林真伃、
林婕婷、林晨予、林婷憶、林逸雯、林雅雰、林楠凱、林聖雄、林熙燉、林麗鳳、林亭佑、林亭妤、林哲仲、
林稚翔、林芷儀、邱仕業、邱志敏、邱品蒔、邱柏寧、邱珮雲、邱姿諭、凃佳妤、柳逸倫、洪英喬、洪郁涵、
洪郁婷、洪煒翔、洪碩辰、洪維鋒、洪孳紳、紀昀、胡婉貞、胡融昕、范瑋芸、范嘉純、孫芷芸、孫瑋孜、
孫巧穎、徐子苓、徐光佑、徐俊哲、徐浩哲、徐湘蕓、徐紫涵、徐瑋隆、翁坤富、翁佳琳、翁雅琪、高子婷、
高沛琪、高明聖、高采翔、高翊芙、高翊霏、晏琬沂、張彤、張明裕、張哲維、張振哲、張祐銘、張惠智、
張雅惠、張毓靜、張綺文、張禮文、張寶婷、張育誠、張逸台、曹藍心、莊秀華、許人文、許心盈、許育銓、
許富郁、許惠婷、許慈珉、郭于禎、郭少軍、郭弘偉、郭怡君、郭榮信、郭曉薇、郭芸蒨、陳光軒、陳品安、
陳子陸、陳立珉、陳安潔、陳妤芹、陳宏宇、陳志昊、陳佳欣、陳尚鴻、陳岳祈、陳怡安、陳怡汝、陳明宏、
陳玠安、陳秉勳、陳亭町、陳宥綸、陳建宇、陳建佑、陳建宏、陳彥丰、陳映汝、陳為炎、陳美汀、陳哲安、
陳啟明、陳凱菱、陳逸松、陳雅萍、陳鳳英、陳曉葶、陳燕銘、陳濬騰、陳冠文、陳駿緯、陳曉芸、陳緯倫、
傅慧玲、曾玟學、曾俊耀、曾振邦、曾偉豪、曾椲涵、曾翠燕、游子雍、游羽茜、馮坴楰、黃子芹、黃彥慈、
黃香菊、黃家祥、黃雅鈴、黃藹琳、黃馨慧、楊友騰、楊妍、楊沛青、楊岳校、楊倩怡、楊淑雯、楊雅婷、
楊壽蘭、楊湘婷、葉佳茹、葉美嬌、葉倚溱、葉淳鈞、葉應龍、葉錦融、董昭儀、詹于萱、詹子毅、詹宜樺、
詹朕勳、詹婷伊、詹簣慈、詹育琪、廖佳呈、廖芳檍、廖翊婷、廖南詩、廖柏軒、管重竣、趙建誠、趙晏捷、
趙紫辰、劉玉琳、劉全恭、劉克襄、劉卲真、劉志誼、劉宜明、劉治緯、劉亭萱、劉盈汝、劉美均、劉苡辰、
劉倩妏、劉晉宇、劉晉宏、劉婕羚、劉翊程、劉皓新、劉雅喬、劉鈺茹、劉榮松、劉薇、劉蕙君、劉驊、
劉祖杰、劉玫、劉祖杰、劉姿瑩、蔡旭傑、蔡羽琳、蔡孟桁、蔡宛芩、蔡宜珊、蔡旻妤、蔡秉錡、蔡冠辰、
蔡昱珍、蔡陳友、蔡禮聿、蔡馨儀、鄭亦甫、鄭佳琪、鄭恩浩、鄭弼元、鄭竣文、鄭楚玉、鄭靖傑、鄭憲燦、
鄭翰聞、黎煥強、歐怡君、鄧鈺頻、盧奕彣、盧佳均、蕭文雄、蕭靖宜、賴佳琳、賴宛平、賴信光、賴昱丞、
賴鈺潔、賴穎倢、戴宜庭、薛凱安、謝佩蓓、謝佳璇、謝枚芳、鍾佳衡、鍾炤宇、韓榮凌、簡巾雅、藍元良、
藍雨馨、魏于凱、魏怡靜、魏明宏、魏美莉、魏宏昌、魏家榆、羅翊榛、羅苑禎、羅健彬、羅韋蒨、蘇建華、
蘇倩瑤、蘇靖婷、顧邦猶、龔貞竹

石虎輕旅行團、臺灣環境資訊協會、好日子agooday、卓蘭高中童子軍社、宜蘭扶輪青年服務團、苗栗縣苑裡
鎮蕉埔國民小學、福智基金會、觀樹教育基金會裡山塾

感謝名單 台灣石虎保育協會誠摯感謝下列個人與單位，
共同支持石虎保育工作。( 按姓氏筆畫排列 )

合作單位(2018-2020)

Famiclean全家淨、KEEN Taiwan、トミカ日本製倶楽部(TOMICAMIJ)、八百金股份有限公司、大振豐洋傘、
云邦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天天好日有限公司、水寨一方休閒農場、臺灣愛丁頓寰盛洋酒股份有限公司、臺灣環
境資訊協會、臺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地球公民基金會、多美二改俱樂部、好野國際有限公司、安致勤資公益
信託社會福利基金、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良辰吉蛋、幸福橘子振東柑園農場、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苗栗縣政府農業處、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格外農品、烘爐崎親子生態農園、財團法人電路板環境公益基
金會、野聲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華信航空、新竹大遠百、楓樹窩石虎米、窩窩wuowuo、綠色公民行動聯
盟、臺中市政府農業局、樂趣捐、馥藝金鬱金香酒店、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圖片授權
Yifan伊凡娜、KatyaMolodtsova、RAY、yvonnelee99、小學課本的逆襲、石虎抱抱、安娜啾咪、余建勳、
李偉傑、李璟泓、秋謙、野聲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陳美汀、黃藹琳、瑞果Reiguo

圖說 : 石虎保育協會志工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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