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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鯨豚生態，拉近海島子民與海洋的距離，真正與海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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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開篇語是遲交的作業，是看完黑辦同仁
們的年報草稿後才寫的。搔頭啃甲之下看
到執行長的第一句話，就借來充當標題，
因為年底前看到石破「添鯨」，震撼人心
的大消息：科博館及相關團隊挖掘出臺灣
史上最大、最完整的鬚鯨化石。這帶我們
穿越到晚更新世恆春海域的發現，幫 2022
年畫上鯨味十足的句點。

黑潮今年關於鯨豚的任務也很穿越時空。
在海洋綠洲計畫中彙整過往目擊紀錄，分
析花蓮海域鯨豚出沒的時空樣態，進行鯨
豚棲地利用及潛在威脅調查，期能據以申
請將花蓮海域列入 IUCN 的「海洋哺乳動
物重要棲息地」（IMMAs）。這項工作不
僅是出於黑潮的在地關懷，對全球的鯨豚
保育也十分重要：文獻指出，在全球尺度
的分析上，臺灣及周邊海域的鯨豚多樣性、
保育優先性和受脅程度都排在前段班，而
和中國沿海地區相比，臺灣擱淺鯨豚的種
類和數量也相當突出。

長久以來，黑潮靠著海人們對海洋及鯨豚
的熱情，協力夥伴及社會上的支持，才能
持續關注鯨豚，守護海洋。近年來，世局、
氣候、社會情境變遷快速，海人與夥伴們
的組成及心境也多所更迭。黑潮的未來走

對廣泛鯨豚圈的朋友們而言，今年真的「非
常鯨豚」！《非常律師禹英禑》一部戲劇
引起更多人對鯨豚保育的好奇，相信也有
一些人因為這部劇而成為熱情的鯨豚粉絲，
開始關心三腳、春三和福順的故事與現況，
那對於韓國 Hot Pink Dolphins 保育團體
應該就不陌生。

今年黑潮和中華鯨豚協會、臺灣媽祖魚保
育聯盟等團體一起，每月一次與 Hot Pink 
Dolphins 交流韓國與臺灣的鯨豚保育經
驗。在《非常律師禹英禑》正被熱烈討論
時，我們也和海豚姐姐黃眩禛聊起了濟州
島是否有因此受影響？

保育與傳播是兩難。從事保育工作當然希
望關注的生態議題，藉助傳播可以被更多
人瞭解並重視，對在臺灣的我們而言確實
是因此受惠，聽到許多人因為戲劇而開始
對鯨豚萌生好奇，對黑潮而言也因此收到
更 多 的 企 業 接 洽， 讓 我 們 有 機 會 趁 勢 將
臺 灣 的 鯨 豚 保 育 推 廣 給 更 多 人， 除 了 長
久 合 作 的 多 羅 滿 賞 鯨 公 司， 也 有 貿 聯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財 團 法 人 秋 圃 文 教 基
金 會、 東 元 電 機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英 凡 有
限 公 司、 方 沃 國 際 有 限 公 司、Edx 艾 迪
客（Edx Education）、 社 團 法 人 阿 拉 善

哪條路？航向哪一方的海？與誰同行？在
恆春出土的大朋友帶著我們上到陸地，看
到從前，更體認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是啊，
只要有心，哪時哪地都能燃燒我們的鯨豚
魂。讓我再取巧地配合執行長的標題，呼
應一下：願我們對鯨豚的熱情能解放我們

的視野與胸懷。

SEE 台灣項目中心協會、台灣精工（Seiko 
Taiwan）等多間企業共同支持「海洋綠洲：
東海岸鯨類保育計畫」。 

但反過來，如同野生動物保育的圈子裡，
儘管對生態資訊和議題都樂於分享，但確
切目擊點位的資訊通常會隱匿，或只跟信
任的朋友分享，避免被過度打擾。在戲劇
播出後，原本就有賞鯨活動的濟州島掀起
更高的賞鯨熱潮，在海豚姐姐的觀察下，
則是擔憂鯨豚因此遭受過多的打擾。

確實很兩難，在不同時空背景、社會和保
育脈絡下，顯現出不同的狀態，考驗的都
是保育團體和工作者如何看待與應對。

而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心智，我們希
望放大影響力，但希望縮小存在感。因此
期許引導人們從參與保育的過程學習對等
地看待動物，並瞭解我們的行為和選擇都
有代價（造成環境和生態的壓迫），若能
讓人開始覺知且有意識的縮小我們膨脹到
過於巨大的存在感時，那受惠的不僅是動
物和環境，也包括了我們。

非常鯨豚的一年 願我們對鯨豚的熱情
能夠縮小自己

吳海音 林東良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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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翻開陳年已久的資料夾，赫然發現這份資料是 1998 年的賞鯨目擊資料，也是臺灣賞鯨業正值起步時期的鯨豚紀錄。
透過長久不懈的努力，我們嘗試透過賞鯨目擊資料、花紋海豚與抹香鯨的 Photo-ID，逐步將花蓮外海的鯨豚樣貌拼
湊起來；而經過了這麼多年的等待，我們又能夠運用這些資料說出什麼故事呢？接下來就讓我們一同深入瞭解 2022
年的保育進展吧！

2022 年於鯨豚棲地利用調查時，拍攝到的飛旋海豚。
攝影｜胡潔曦



5 6

鯨豚保育 海廢監測 環境教育

海上鯨豚目擊紀錄

花蓮常見鯨豚棲地利用調查

花紋海豚體表傷疤分析

鯨豚 Photo-ID 個體辨識計畫

今年賞鯨活動逐漸回溫，而在創會的第 24 個年頭，黑潮解
說志工仍持續不懈地留下觀察記錄，今年共累積了 791 筆鯨
豚目擊記錄。今年我們也發布了 1998-2021 年的海上鯨豚目
擊資料分析，將花蓮海域常見四種鯨豚：飛旋海豚、花紋海
豚、弗氏海豚與熱帶斑海豚的紀錄轉化為平易近人的圖文，
期望讓更多人認識臺灣東部海域的鯨豚生態，同時也為申請
海洋哺乳動物重要棲息地（IMMAs）奠基。

延續去年的鯨豚調查，我們期望累積更多的調
查數據，探究飛旋與花紋海豚常在哪些區域覓
食？育幼？社交？亦或者牠們一天都做了什
麼？為觀察鯨豚最自然的狀態，我們盡量遠離
鯨豚群體，並以望遠鏡觀察其行為。今年觀察
超過一小時的鯨豚群體，飛旋海豚共 9 群，花
紋海豚共 8 群；航次共完成 17 趟，冬季 12 月
至 2 月間預計完成最後 3 趟。

花紋海豚的傷疤容易拍照記錄與觀察，我們從資料庫中隨機選擇 50 隻長
期追蹤的花紋海豚，透過各角度的照片，檢視是否有出現疑似人為因素
導致的傷疤，也參考國外文獻推估可能是因為哪些漁法受傷，並訪談施
作相關漁法的討海人 5 位。目前已完成初步分析，並製成摺頁一式，我
們預計在 2023 年初推出傷疤圖鑑，讓更多關心鯨豚的朋友能夠了解鯨
豚現今面臨的威脅。

今年有許多新夥伴加入協力，讓 Photo-ID 計畫得以持續前進，除了應用 AI 完成
2015-2020 年花紋海豚常見三社群的快篩：來、叉叉、W 家族，我們也初步分析
了這三群海豚的社會網路，對花紋海豚的認識又更深一層。今年度回頭辨識 2017-
2019 年的抹香鯨照片，我們發現也有幾隻抹香鯨個體常回到花蓮，未來期望讀者
能以公民科學的方式一起參與其中，成為鯨豚保育上的重要助力！

2022 年成果

2022 年成果

2022 年成果

2022 年成果

航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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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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鯨豚調查船

個體辨識累計

傷疤分析

賞鯨觀察航次

調查員出動

個體辨識累計

鯨豚觀察累計

AI 可辨識

鯨豚目擊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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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kuroshio.org.tw/newsite/article02.php?info_id=858
https://www.kuroshio.org.tw/newsite/article02.php?info_id=868
https://www.kuroshio.org.tw/newsite/article02.php?info_id=868
https://www.kuroshio.org.tw/newsite/article02.php?info_id=877
https://www.kuroshio.org.tw/newsite/article02.php?info_id=846
https://www.kuroshio.org.tw/newsite/article02.php?info_id=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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鯨豚保育 海廢監測 環境教育

金會、環境法律人協會、臺灣媽祖魚保育
聯盟、荒野保護協會等十多個組織共同倡
議《海洋保育法》草案立法，年初即參與
「環團版」草案討論 2 場次，最終共識為
加強科學監測、預警原則、公民參與，以
及海洋保育的執法等規範力道，並增加劃
設海洋庇護區的機會；也持續參與立法委
員召開法案公聽會 1 場次，以及海洋保育
署召集之《海洋保育法》子法草案的座談
會 1 場次。雖然至今草案尚未進一步送進
立法院，但未來仍會持續倡議儘速通過立
法，讓海洋環境獲得更周全的保護。

除了在臺灣持續努力外，黑潮也在去年底
收到 Hot Pink Dolphins 的海豚姐姐黃眩
禛邀請參與「2021亞洲社會創新國際論壇-
共存的地球」，論壇中與韓國和日本的夥
伴共同交流各地的鯨豚保育行動和公民參
與的案例，熱烈交流後在海豚姐姐的邀請
下，展開每月 1 次共計 10 次的臺灣韓國無
國界鯨豚保育交流，雖然都是在線上相聚，
但彼此對鯨豚的關心，分享起各自在面對
公眾溝通、保育政策、海洋開發和研究調
查等議題時都非常有共鳴，難得的是每月
一次的聚會，不僅是瞭解韓國的保育現況，

跨越時空與國界的
鯨豚保育行動

也瞭解到臺灣鯨豚保育團體如中華鯨豚協
會、臺灣媽祖魚保育聯盟等組織努力的面
向與近況，促進環團間的串連與發聲。

接下來黑潮將更努力於收集、研討海洋保
護區（或海洋庇護區）經營管理的案例，
也期待使更多人理解透過智慧的管理機制，
保護區並不必然是完全的禁止，而是在有
節制的利用下，可以讓未來的世代也能夠
體驗到今天的海洋生態。

化，而非一年一年的片段，雖然能夠分析的
有限，卻也讓我們一點一點的獲得更多對花
蓮常見鯨豚的瞭解。如同前面羅列的工作成
果，幾乎都是黑潮與多羅滿賞鯨公司合作才
能夠長時間的累積而不輟，當然在人力上若
沒有眾多熱情的志工相繼投入，亦無法為東
海岸海域的鯨豚留下長時間的記錄，也成為
我們進一步調查鯨豚生態的重要基礎。

然而，僅有數據卻缺乏法源管理，對於保
育也無法有實質幫助。今年與綠色和平組
織、臺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環境正義基

保育工作的推動，非常需要依靠實證決策
（Evidence Based Decision Making，
EBDM），需要透過調查與研究，瞭解保
育是否達到預期成效，所以鯨豚保育若僅
是禁止捕捉，卻沒有後續長期的生態調查
與評估便無法回應保育目標與成效，甚至
更進一步提出如何保育能夠更有效。

慢慢的，鯨豚目擊記錄在黑潮已經累積了
24 年。在我們看來那是沉睡的寶庫，從去
年開始清洗資料進行跨年度的數據分析，
讓我們有機會從較大的時間尺度中看見變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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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海廢來源的過程，是科學的浪漫」

裹滿泥沙的礦泉水瓶如何抵達花蓮溪口？遠洋捕魚的集魚器為何出現在東部海岸？類似的問題每天出現在海廢調查員
的腦袋裡，為了知道這些廢棄物是離開誰的手中，經過怎樣的千山萬水出現在面前，公民科學家們花上大把時間，風
吹日晒走在臺灣海岸記下許多數據。當數據結合現地觀察、訪談、文獻探討，推敲出廢棄物來源時，面對電腦的臉展
開笑顏，腦中浮現海上日出的金黃，是公民科學調查員心中最終極的浪漫。

花蓮海岸上滿佈各式來自遠方的海洋廢棄物。
攝影｜林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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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溪口廢棄物監測 參與 7thIMDC 國際海廢研討會 船舶廢棄物圖鑑
科學調查數據結合現地觀察，發現除海漂垃圾
外，也包含河川上游違法棄置家戶垃圾、釣魚遊
憩現地丟棄，甚至以車輛載運至溪口的家庭、建
材、事業廢棄物，來源絕非僅海漂垃圾。花蓮溪
口河川治理包含河流沿線、溪口南北岸等中央及
地方主管機關，因此建議主管機關參考監測成果
與來源分析，串連相關權責機關建立網狀連結，
才能達到有效管理，確實減少花蓮溪口廢棄物。

IMDC 是全球規模最大、也是長跑最久的海廢
議題研討會，第一屆是由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
署 (NOAA) 於 1984 年舉辦，今年為第七屆，會
中討論九大主題，110 個子題，超過 500 個短講，
可以說涵蓋海洋廢棄物的所有面向。黑潮針對公
民科學應用及環境教育兩大主題參與，並在會中
發表 2018-2021 間於臺灣沿海進行塑膠微粒監
測調查成果，與其他與會者交流牡蠣養殖廢棄物
管理經驗。

藉由國內外船舶與特殊來源廢棄物調查的文獻回
顧、案例蒐集，並透過具有公民科學家訓練的在
地志工走訪全台 19 縣市 1,680 公里的海岸線，
調查並拍攝各地船舶與特殊來源廢棄物的照片，
產出船舶廢棄物圖鑑，作為航運廢棄物治理策略
及環境教育的參考。

2022 年成果

2022 年成果
2022 年成果

本

筆 人次 場

人次
船舶廢棄物圖鑑

調查記錄
發表塑膠微粒調查結果
與牡蠣養殖廢棄物管理建議參與調查 成果發表會

結合淨灘

參與講座及研習
1

60 19 1
277

https://www.kuroshio.org.tw/newsite/article02.php?info_id=867
https://www.kuroshio.org.tw/newsite/article02.php?info_id=867
https://7imdc.org/general/about?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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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鯨豚調查記錄工作為開端，進而思考如
何守護鯨豚生活的海洋環境，2022 年黑潮
秉持初心，持續關注海洋環境變化，並從
不同面向切入海洋廢棄物議題。除了延續
花蓮溪口長期監測、海岸船舶廢棄物調查，
也與許多學校、企業合作，進行淨灘和海
洋環境講座；同時參與海廢治理平臺運作，
與環保署、海委會、其他環團共同討論限
塑政策，這些努力都是希望能達成 2018 年
海廢治理平臺成立時所定下，針對一次用
塑膠製品於 2030 年減量或限用的目標。

而在朝此目標前進的過程中，黑潮除了將
調查成果轉化為訊息，並藉由淨灘活動、
教育講座傳達，也思考如何將之轉化為公
民調查行動方案，希望 2023 年起能讓更多
已經意識到環境問題、想盡一點心力的任
何人，都可以捲起袖子參與。

呼應 2021「格拉斯哥氣候協議」中提出的
2050 年淨零碳排目標，2022 年初臺灣也
提出達到此目標的路徑及策略，在四大產
業轉型策略及生活轉型策略中，即不斷提
到導入「循環經濟」及「零廢棄」的概念：

科學調查、環境教育、公私協力，
多管齊下從源頭減少海洋廢棄物

「零廢棄」指的不是單純字面上的減少廢
棄物產生，「循環經濟」更是其中的重要
內涵。從物品被製造前即從原料開始規畫，
物品使用後妥善處理再利用，也是減少廢
棄物生成進入海洋的途徑之一。

展望 2023 年，黑潮期許將長期累積的公民
實力、監測資料作為基礎，納進「循環經
濟」的概念，發展多元行動方案，不只是
作為海洋環境保護的代理人，也與大眾攜
手朝「零廢棄」的目標邁進。

13 14

鯨豚保育 海廢監測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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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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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從雲端降落，期待明年和海、和你相遇」

2022 年黑潮與世界一樣繼續與疫情共生。線上活動能乘著雲端和各地朋友相聚是一大樂事，實體活動則在彼此充分的準
備及信任之下，得以面對面一起親近海、聊聊海。2023 年我們也許將逐步回到「日常」，黑潮亦會持續將海洋觀點化為
平易近人的故事，以一趟船班、一場活動或講座，以及一次次的市集攤位，拉近民眾、校園師生或是企業與海洋的距離。

期待明年和海、和你的每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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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校園推廣
「花蓮的孩子跟海親近嗎？」

我們帶著海上與鯨豚相遇的故事和海洋廢棄物
的記錄觀察與學子分享，收穫他們好奇、困惑、
漠然或者期待的眼神和心情。海洋與我們的生
活是相連的，我們將會繼續說海的故事，繼續
帶孩子們更靠近海。

2022 年成果

場 位
海洋講座 校園師生參與
21 1189

鯨豚保育 海廢監測 環境教育

志工培訓：海上鯨豚生態解說員

志工培訓：ICC 淨灘指導員

每年的鯨豚解說員培訓吸引了無數嚮往海洋、鯨豚的夥伴在此相遇，同時也作為黑潮解說
志工間傳承與交流的重要媒介。這個春天除了室內海洋知識大補帖，我們還拜訪了花蓮臨
港線、漁港及海岸保安林，透過多元的角度了解海洋與我們的關係。期盼啟發每位學員的
感動與思考，進而將海洋保育種子傳遞給更多人。

黑潮長期以 ICC 表格（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進行淨灘，不僅清淨海岸，同
時觀察、記錄海洋廢棄物的種類和數量，發現不同區域的海洋廢棄物堆積原因、種類不盡
相同。因此培訓 ICC 指導員，協助帶領大眾以 ICC 方法進行淨灘活動，希望利用公民科
學的力量掌握各區域廢棄物來源。

2022 年成果

2022 年成果

位

位培訓

名位

人次

解說員新血

 ICC 助理指導員

賞鯨遊客進行解說迄今全部解說員

ICC 淨灘

5

17 

39,00081

217

https://www.kuroshio.org.tw/newsite/article02.php?info_id=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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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潮界線講座
話題。潮界線講座每月辦理一次，透過不同話題創
造交流與對話。2022 年和來自臺灣各地的大家乘
著雲端到臺灣的西部、水下和離島玩樂，跟著講師
認識他們眼中的那塊土地。感謝來自各地的講師熱
情分享，也感謝願意擔任話題。潮界線記錄的志工
朋友，讓我們可以回味每一次的相聚時刻。2023 
年繼續每月一見哦！

2022 年成果

場 位
講座舉辦 民眾參與
12 653

展覽與市集擺攤
透過藝術的轉化和遊戲設計，讓鯨豚保育議題也能
走入生活。2022 年參與「印象太平洋─典藏石雕特
展」以及「Palafang 花蓮跳浪藝術節《變化球》」，
後者以花紋海豚 Photo-ID 為主題與藝術家合作參
展，建立觀展民眾和鯨豚保育的連結；擺攤部分相
比往年則更為頻繁與多元，從食農、潛水、路跑、
科學到環境教育，和廣大民眾分享黑潮正在進行的
調查計畫和鯨豚知識。

2022 年成果

檔 位場
展覽 民眾參與闖關擺攤
2 1,51217

慢飛天使航班｜腦麻海洋夏令營｜2618 保安林系列活動
特別企劃

陸與海之間、人與人之間，當我們願意跨出那一步，總能夠收穫意想不到的美麗風景。

今年夏天，腦麻海洋夏令營環島第一站來到東海岸，從海洋延伸至漁業文化、食魚教育、海廢
創作，我們期待學員們能夠從不同角度認識花蓮的藍。一年一度的慢飛天使特教船班航向第九
年，乘著陽光，我們與小天使們一同在太平洋上和鯨豚來場夏日邂逅，認識彼此，認識鯨豚。

眺望遠方，海灣上似乎有什麼動靜？是七星潭的森林與海洋── 18 公里礫石挑戰！透過在自然
中走一段路，用雙腳感受與土地的連結，並且在林中賞鳥、身心覺察、走繩、觀星等系列活動，
看見這片海岸林美麗樣貌，被森林療癒，也療癒森林！

2022 年，我們收穫了好多美麗風景。

2022 年成果

位場
民眾參與環教活動
58011

鯨豚保育 海廢監測 環境教育

https://www.kuroshio.org.tw/newsite/search.php?tag=1&srh_txt=%E8%A9%B1%E9%A1%8C%E3%80%82%E6%BD%AE%E7%95%8C%E7%B7%9A
https://strollthebeach-18km.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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鯨豚保育 海廢監測 環境教育

吳鄭秀玉女士黑潮獎助金

海洋計畫科展類

海洋相關研究類

海洋保育活動類

海洋藝術創作類「以一年為期，展開一趟以海為題的旅程吧！」

邁入第十屆的吳鄭秀玉女士黑潮獎助金，十年來支持了近 50 位獲獎助者實踐海洋保育、研究、藝術和
科展等行動，鼓勵民眾以自身專長投入探索，與海共創一段美好旅程。而每年的頒獎典禮更是前後屆
獲獎者交流計畫與成果的重要時刻，希望透過跨領域的視野，一起在通往海洋的路上走得更長更遠！

基隆八斗國小｜林佳穎、鄭庭萱、陳允熙，指導老師陳昇祿 
《疊「螺」「旱」──潮間帶顆粒玉黍螺 Echinolittorina malaccana 之觀察與行為探討》

高雄英明國中｜李欣恩、林玠賢、蔡承峰，指導老師曾雍雯、王雅珍 
《「藻」亮點》

國立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呂仲軒 
《海洋瀕危高階掠食魚類在市場上的流通概況與偵測方法改良》

高雄太平國小童軍社｜童軍社全體成員、葉銘智老師 
《海廢新生命》

鄧筠璇 
《尋隱 À La Recherche》

2022 年成果

件 件
提案申請 獲選
20 5

2022 年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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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分享黑潮是讓我通往海洋的「九又四
分之三月台」，這絕對是千真萬確，我在
黑潮有著多重身份，最近翻到一張 14 年前
進入黑潮的票根，想來還是非常驚訝！當
時我沒想過自己會成為黑潮的執行長，且
時間一晃也將滿三年，但志工始終是我更
認同且投入時間最長的身份，即使到現在
還是有很多志願服務的成分，雖然從事的
工作不再是解說，而是更多的行政與推廣
交流工作。

像我這樣的例子在黑潮很多，因為時間與
熱情能夠讓一個素人願意學習成長，儘管
面對環境與生態的巨大挑戰，仍堅持以個
人棉薄之力持續投入，盡己所能的為海洋
和鯨豚付出，無非是希望讓環境永續。不
過我相信會有持續的動力，不是與生俱來，
而是我們都從海洋和鯨豚獲得滋養與能量。

所以當有人以欽佩的眼光、語氣對我表示
讚嘆時，我更想表達如果你也找到了通往
海洋的「九又四分之三月台」那你一定也
可以的，因為那就是海洋的魅力。

曾在《自然保育季刊》的文章看見一句話
一直記得，「從人類出現在地表以來，人
類的活動已經改變了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的地表地貌。」或許這就是體驗過美好也
瞭解到正面臨的威脅和危機，而讓我們在
結果變得更糟前持續努力的動力，而我也
因此相信這裡說的「改變」也可以是正向
的，當我們開始掌握確切的威脅因素後，
也就能夠具體的思考如何迴避、如何減輕
傷害，或者如何補償。

2023 年黑潮依然不會停下尋找心目中那片
海洋綠洲的腳步，我們期待在東海岸能有

繼續尋找心目中那片海洋綠洲

文｜黑潮執行長 林東良

2023 展望

特別感謝 加入我們

一片人們能夠永續利用，並與鯨豚和諧共
存的海域，歡迎你持續關注我們或加入我
們一起尋找，讓海島子民一起創造與海共
生的海洋綠洲！

充滿挑戰的 2022 年，感謝同樣愛護與關注自然
環境的捐款人和志工們，每一份無私的支持與
投入，使黑潮各項海洋計畫得以循序推進。

特別感謝多羅滿海上娛樂股份有限公司、三原
有限公司、財團法人秋圃文教基金會、Edx 艾
迪客（Edx Education）、施羅德證券投資信
託股份有限公司、全興資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
社團法人阿拉善 SEE 台灣項目中心協會、台灣
精工（Seiko Taiwan）、英凡有限公司、方沃
國際有限公司、聯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張彥
復女士、林俊名先生與黑潮共同為理想的海洋
環境努力。

黑潮明白，讓所有改變的正向力量匯集在一起
的，是海島子民共同對友善海洋環境的期待，
每一份信任都是黑潮持續成長的助力，我們將
妥善運用每份得來不易的資源，持續傳遞來自
海上的故事與訊息，獻上真摯的感謝！

歡迎大家透過 Facebook、Instagram 追蹤關
注黑潮。更歡迎親自前往花蓮參與活動，親海
之餘，也理解黑潮的理念以及正在努力的行動。

黑潮將妥善運用每一份捐款，投入海洋廢棄物
監測、反圈養 ╳ 動物福利、鯨豚研究與海洋環
境教育。我們都是大海的子民，人與海的和諧
依存，是需要「大家一起」實現的願景。邀請
您為與海洋共好的理想一起努力！

湛藍大海的奧秘值得細細品味，黑潮出版關於
海洋與鯨豚的繪本、圖鑑與觀察紀錄，讓這些
就在臺灣島嶼發生的海洋與鯨豚的故事得以在
日常流動。

23

參與黑潮

捐款支持

公益禮品

https://m.facebook.com/koef.kuroshio/?paipv=0&eav=AfZd3saiROxduqAl9yh9-1P-zAQF8MeYO7JCUa-2dhXwzSUayuMIn95PkrqqirSPQ7w&_rdr
https://kuroshio.neticrm.tw/civicrm/contribute/transact?reset=1&id=4
https://kuroshiohualien.cashier.ecpa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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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以上為黑潮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之經費運用比例，由於每年度的財務
報告需經主管機關審查（約每年五月）後才能定稿公告。因此，本報告僅呈現概略

數字。本會將於主管機關備查完畢後一個月內於黑潮官網正式公告。

您的捐款都會妥善運用於
黑潮長期關注的各項海洋議題，
感謝一直以來支持黑潮的朋友們，
祝福我們與海洋，成為彼此的好事。

2022 黑潮營運收入

2022 黑潮營運支出

總計 12,441,321 元

總計 10,441,890 元

2022 財務概況

捐款及義賣收入
7,888,942 元

海洋廢棄物調查與監測
1,209,517 元

組織營運管理
2,186,601 元

鯨豚保育研究
2,582,267 元

海洋環境教育推廣
3,266,336 元

專案收入
4,061,040 元

訊息傳播與媒體推廣
1,087,169 元

版稅及其他收入
491,339 元

吳鄭秀玉女士黑潮獎助金
110,000 元

63%

12%

21%

25%

31%

33%

10%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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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潮團隊

電話　 03-8246-700、03-8246-902
傳真　 03-8246-717
地址　 970 花蓮市中美路 81 號
信箱 　kuroshio@koef.org
官網 　www.koef.org

銀行　 中國信託花蓮分行（822）
帳號　 336-1180-65009
戶名　 財團法人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電子發票愛心碼 59427（我就是愛鯨）

聯絡方式

捐款方式

志工培訓與經營
校園環境教育推廣預約方案
黑潮海洋環境教育 - 主題活動

2618 海岸防風保安林經營管理
黑潮海洋環境教育 - 海岸保安林

花蓮鯨豚、海龜擱淺救援協力
黑潮海洋環境教育 - 擱淺救援

解說員事務經營管理
黑潮海上解說員培訓課程
吳鄭秀玉女士黑潮獎助金
黑潮海洋環境教育 - 海上解說

環境教育專員

環境教育專員

環境教育專員

環境解說專員

李
怡
萱

黃
姵
甄

蔡
欣
妤

廖
祥
惠

黑潮發展策略規劃
海洋環境與鯨豚保育相關政策參與
政府、企業教育推廣及跨領域合作方案

執行長

林
東
良

支持者、捐款人經營與客服
公益品開發與銷售經營
企業教育推廣方案合作規劃

人事管理
黑潮著作財產授權
文件收發、出納相關事務

年度行銷與品牌企劃
自媒體經營管理
擺攤市集推廣
友善環境店家合作與串連

資深行政企劃

行政專員

行銷企劃專員

廖
芬
芳

鄭
佩
齡

林
亭
君

黑潮島航塑膠微粒調查計畫
花蓮海岸廢棄物監測計畫
海洋與漁業廢棄物議題參與

籌備花蓮鯨豚生態保育計畫
花紋海豚 Photo-ID 計畫
鯨豚體表傷疤分析
鯨豚行為與棲地利用調查

海廢研究員

鯨豚研究員

黑潮志工群

温
珮
珍

胡
潔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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