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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動物園 106 年度動物認養保育計畫成果報告 
 

國際保育合作交流及專業培訓計畫 

 

計畫編號：106環教 2 

計畫屬性： 

□族群管理___% □保育繁殖___% □域內保育___% 

■國際交流 70% □動物醫療___% □照養管理___% 

□行為豐富化___% □教育推廣___% ■人才培訓 30% 

□動物營養___% □其他：______ 

計畫主持人：臺北市立動物園保育研究中心陳賜隆助理研究員 

參與人員：金仕謙、劉世芬、曹先紹、連振曄、陳亭余、羅諠憶、

周柏翰、蔡明珊、郭仕珺、李毓文、戴為愚、鄭惟仁、王寶榮 

 

執行期間：106年 01 月 01日至 106年 12月 31日 

經費核定數： 900,000 元 

經費執行數： 482,943 元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內外公出或研習心得報告__種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  種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__種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2 月 2 8 日 



1 
 

臺北市立動物園 106 年度動物認養保育計畫成果報告 
日期：107 年 2 月 28 日 

中文摘要： 
動物園許多重點物種的保育工作仰賴跨國交流合作，藉由參與研討會或工作

坊與國外專家群交流學習，不但能增進飼養管理的知識與經驗，也能開拓與國外

動物園或保育組織合作的機會，讓保育工作的規模跨足國際。 

本計畫中包含非洲馬達加斯加動植物保育群年會、東南亞穿山甲照養及救傷

工作坊和東南亞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2017年會等三場國際交流研討會。2017年

馬達加斯加動植物保育群(Madagascar Fauna and Flora Group)年會於馬達加斯加

舉行，讓世界各地有參與馬島特有動物保育研究的組織人員更新彼此在馬達加斯

加動植物保育研究成果，交流保育計畫、環境教育方案、族群管理及保育展示等

經驗，討論組織間合作計畫。會議期間也實際造訪當地動物園和自然保護區，跟

各單位之專業人員，針對部分物種的族群管理、飼養、展場規劃、解說設計與教

案活動等經驗進行交流；返國後再將參訪所獲得之各項資訊與體驗進行經驗分享

，相信足以提升動物園在馬達加斯加相關物種之飼養、典藏及各種野生動物保育

展示的整體規劃及專業發展。 

6 月時本園穿山甲照養救傷團隊和泰國皇家動物園管理局(Zoological Park 

Organization of Thailand， ZPO)共同在泰國合辦穿山甲工作坊，除了臺灣、泰國

多個動物園組織參與外，尚有越南等地也派員參加工作坊，本園於工作坊中口頭

分享多篇照養及救傷穿山甲經驗，積極整合亞洲地區的穿山甲救傷醫療、照養管

理、域外繁殖及野放收容等經驗與技術，，建立東南亞穿山甲合作聯絡網路並檢

視及討論亞洲地區各種穿山甲之保育策略及未來研究方向，提升本園在國際上穿

山甲照養管理與醫療的專業地位，同時也與泰國皇家動物園，維持並強化雙方的

互助合作關係。 

東南亞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SEAZA)2017 年會於菲律賓馬尼拉舉辦，本園於

會議上發表研究論文三篇，表達本園意見、報告園內重要工作成果，並於教育資

源、保育研究、族群管理與棲地資源維護等議題進行交流，並與亞太區域性組織

如 JAZA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Zoo and Aquarium)、KAZA (Korean Association of 

Zoo and Aquarium)、ZAA (Zoo and Aquarium Association Australasia) 等建立連結及

開拓保育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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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issions of Taipei Zoo is endangered species 

conservation, which is highly dependent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networking. 
Through participation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s, conferences and workshops, the 
zoo is able to explore opportunities to work with other zoos or wildlife conservation 
organizations and enhance our scale of conservation works to international level. 

The project had attended three important events including the 2017 Madagascar 
Fauna & Flora Group (MFG) Annual Meeting in Madagascar, the Asian Pangolin 
Rescue, Rehabilitation and Captive Management Workshop co-hosted with 
Zoological Parks Organizations (ZPO) in Thailand, and the 2017 Southeast Asian 
Zoos Association (SEAZA) Annual Meeting in Philippine.  

The representatives from Taipei Zoo have shared extensive experiences of 
pangolin rescue and caring with zoo staff from 5 other countries. We also published 3 
research projects in the SEAZA meeting to demonstrate our intensive conservation 
works on Eurasian otters, veterinary medicine and safe animal restraint techniques. 
During the conferences, we also obtained chances to discuss cooperation plans with 
other zoo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ike JAZA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Zoo 
and Aquarium), KAZA (Korean Association of Zoo and Aquarium) and ZAA (Zoo 
and Aquarium Association Australasia), forming networking platforms, experiences 
exchanging and setting strategies for endangered species conservation. Furthermore, 
we also visited protected reserves in Madagascar to observe the original habitats of 
our collected species like lemurs and tortoises. After the conferences, we arranged 
visits to local zoos to learn their novel technologies and ideas on enclosure design and 
species-specific caring skills.  

This project has given extraordinary opportunities to gain relevant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on the Taipei Zoo’s collected species, as well as chances to 
demonstrate our comprehensive works on species caring, breeding and conservation. 
It is vital for the zoo to keep participating thes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to improve 
the skills and knowledge for the staff and also contribute our effort on wildlife 
conservation on a global scale. 
關鍵詞 Keywords： 
SEAZA, ZPO, MFG, Madagascar, Wildlife Conservation, Rescue, Pangolin 
東南亞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泰國皇家動物園管理局、馬達加斯加動植物群、馬

斯加、野生動物保育、救傷、穿山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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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動物園動物認養保育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計畫編號：106環教 2 

計畫名稱：國際保育合作交流及專業培訓計畫 

計畫主持人：臺北市立動物園保育研究中心陳賜隆助理研究員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

學術或應用價值、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

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

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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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

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

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透過本計畫彙整多年國內瀕危物種穿山甲、水獺以及東南亞瀕危的馬來長吻

鱷等研究成果，將園內各類物種照樣管理和醫療個案等經驗帶至國際會議中

與多國分享，對於東南亞各國動物園及致力動物保育的個人多有實際且深遠

的影響；馬達加斯加保育群的參與不僅刺激園內同仁產生類群照養與研究動

力，同時也連結園內與馬達加斯加、歐洲、美國和日本等地保育馬島動物組

織的情誼，並達成本園圈養族群衛星族群建立，同時作為臺灣野生動植物研

究人士前往馬島進行研究的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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