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其他信息来源
7.1 关于项目管理的资源（英文网站）

7.3 物种保育组织（英文网站）

Kaner, S. et al. 1996. Facilitator’s Guide to
Participatory Decision Making. New Society Publishers,
Canada.

BirdLife International（国际鸟盟）
http://www.birdlife.org
Botanic Gardens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植物园保护国际）
http://www.bgci.org.uk

Bentley, T. 1994. Facilitiation–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 McGraw-Hill Publishers.
Lang, H (ed.) 1989. Managing On-sit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 Guideline.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Techniche Zusammenarbeit (GTZ) GmbH, Sonder
publication der GTZ, No. 204.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保护国际)
http://www.conservation.org
http://www.conservation.org.cn/cn/index.shtml (中国项目)
Forest Conservation Portal
http://www.forests.org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valuation
Unit. Methods and Instruments for Project Cycle
Management: Manual Project Cycle Management:
Integrated Approach and Logical Framework. No 1.
1993.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国际环境与发展协会）
http://www.iied.org

Various resources on ZOPP (Objectives Oriented Project
Planning) and Project Cycle Management GT2–
available and downloadable on
http://www.gtz.de/english/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http://www.iucn.org

7.2 综合研究信息（英文网站）

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
（国际捕鲸委员会）
http://www.iwcoffice.org

Biosis
http://www.biosis.org.uk

Nature Conservancy (USA)(大自然协会)
http://www.nature.org/

Earthwatch
http://www.earthwatch.org

Rainforest Foundation UK（雨林基金会）
http://www.rainforestfoundationuk.org

Online Natural History Book Service
http://www.nhbs.com

The 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Birds (RSPB)
（英国皇家鸟类学会）
http://www.rspb.org.uk

UNEP World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Centre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监测中心）
http://www.wcmc.org.uk

Survival International (indigenous people)
http://www.survival-international.org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http://www.iucn.org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世界自然基金会）
http://www.panda.org
http://www.wwfchina.org（中国分会）

Wildlife Conservation Research Unit
（野生動物保護研究組）
http://www.wildcru.org

TRAFFIC（野生物贸易调查委员会）
http://www.traffic.org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世界资源研究所）
http://www.wri.org/wri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皇家地理学会）
http://www.rg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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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目录（英文网站）

深圳市观鸟协会

Cambridge Expedition Society
http://www.cam.ac.uk/societies/cuex

网站： www.szbird.org.cn
电子邮件：admin@szbird.org.cn

Virtual library of ecology and biodiversity
http://conbio.org/vl/

上海野鸟会

Directory for environmental organisations
www.webdirectory.com

网站： www.shwbs.org

7.5 亚洲各地鸟会

厦门观鸟会

电子邮件：shwbs@gmail.com

网站： www.xmbirds.org
7.5.1 中国大陆

电子邮件：chzh@public.xm.fj.cn;
xmbirdwatcher@yahoo.com.cn

北京观鸟会(筹)
网站： www.cbw.org.cn

西柏坡爱鸟协会

电子邮件：beijingbws@163.com;

电子邮件：lijp680301@163.com

beijingbws@yahoo.com.cn
浙江野鸟会
成都观鸟会

网站： www.zjbird.cn

网站： www.wwfchina.org/bbs/chengdu.htm

电子邮件：fanmonkey@126.com

电子邮件：chengdubirds@sina.com
武汉观鸟会
东营市观鸟协会

网站： www.whbws.org

网站： http://www.hhkgn.org

电子邮件：zhumihui@hotmail.com;

电子邮件： bbsbird@tom.com; kaishan9@hotmail.com

taoxd@china-netcom.com

福建省观鸟会

7.5.2

中国香港

网站： www.fjbirds.org
电子邮件：fjbirds@126.com

香港观鸟会
网站： www.hkbws.org.hk

昆明鸟类协会

电子邮件： hkbws@hkbws.org.hk;

电话：0871-5158155

info@chinabirdnet.org (中国项目)

传真： 0871-5158155
7.5.3

中国台湾

江苏野鸟会（筹）
网站：www.freebird.org.cn

嘉义县野鸟学会

电子邮件：jswbs@sina.com

网站： www.sedu.cyc.edu.tw/wbs
电子邮件： 21bird@pchom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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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义市野鸟学会

澎湖县野鸟学会

网站： www.msjh.cy.edu.tw/special/bird/bird.htm

网站： www.gogoph.com.tw/bird

电子邮件：ufwuli@ms5.hinet.net

电子邮件：penghu@bird.org.tw

彰化县野鸟学会

屏东县野鸟学会

网站： eagle.org.tw

网站： www.bird.org.tw/pingtung

电子邮件：chwbs@ms18.hinet.net

电子邮件：heron@ms16.hinet.net

新竹市野鸟学会

台南市野鸟学会

网站： bird.url.com.tw

网站： www.tnbird.org.tw

电子邮件： bird.hsinchu@msa.hinet.net

电子邮件：tnbird@ksmail.seed.net.tw

花莲县野鸟学会

台北市野鸟学会

网站： www.nhltc.edu.tw/~seebird

网站： www.taipeibird.org.tw

电子邮件：bird.h1@msa.hinet.net

电子邮件：wbst@wbst.org.tw

高雄市野鸟学会

台东县野鸟学会

网站： www.kwbs.org.tw

网站： bird.loxa.edu.tw/taitung

电子邮件：kwbs.bird@msa.hinet.net

电子邮件： totaitung520@yahoo.com.tw

基隆市野鸟学会

台湾省野鸟学会

网站： kite.center.kl.edu.tw/keelung

网站： myweb.hinet.net/home13/birdtw

电子邮件：keelung.bird@msa.hinet.net

电子邮件：birdtw.a1@msa.hinet.net

金门县野鸟学会

桃园县野鸟学会

网站： tea.kmvs.km.edu.tw/~bird

网站： tybird.myweb.hinet.net

电子邮件：hoopoeee@mail.km.edu.tw

电子邮件：taoyuan.bird@msa.hinet.net

马祖野鸟学会

宜兰县野鸟学会

网站： www.bird.org.tw/org/mazu.htm

网站： wildbird.e-land.gov.tw/wildbird

电子邮件： ma525500@ms47.hinet.net

电子邮件：wbsi@ms45.hinet.net

南投县野鸟学会

云林县野鸟学会

网站： home.kimo.com.tw/birdnt

网站： wbsyl.cjnes.ylc.edu.tw

电子邮件： garrulax@ms24.hinet.net

电子邮件：wbsyl.drongo@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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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其它地区的鳥會 – 国际鸟盟合作伙伴

俄罗斯：俄罗斯鸟类保育联盟

（英文网站）

网站： www.rbcu.ru/en
电子邮件：rbcu@online.ru

印尼：国际鸟盟印尼
网站： www.burung.org

新加坡：新加坡自然学会

电子邮件： birdlife@indo.net.id

网站： www.nss.org.sg
电子邮件：nss@nss.org.sg

印度：孟买自然学会
网站：www.bnhs.org

斯里兰卡：斯里兰卡鸟类学会

电子邮件：bnhs@bom4.vsnl.net.in

网站： www.birdlife.org/worldwide/national/sri_lanka
电子邮件： fogsl@slt.lk

日本：日本野鸟会
网站： www.wbsj.org

泰国：泰国鸟类保育学会

电子邮件 (国际中心)： int.center@wing-wbsj.or.jp

网站： www.bcst.or.th/eng/index.htm
电子邮件： bcst@box1.a-net.net.th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自然学会
网站： www.mns.org.my

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国际鸟盟中印项目

电子邮件：natsoc@po.org.my

网站： www.birdlifeindochina.org
电子邮件： birdlife@birdlife.netnam.vn

尼泊尔：尼泊尔鸟类保育学会
网站： www.birdlifenepal.org
电子邮件：birdlife@mos.com.np

巴基斯坦：巴基斯坦鸟类学会
网站： www.birdlife.org/worldwide/national/pakistan
电子邮件：osp@mul.paknet.com.pk

菲律宾：哈里邦基金会
网站： www.haribon.org.ph
电子邮件： director@haribon.org.ph

- 10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