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年年年年 

臺灣濕地保育國際交流合作計畫臺灣濕地保育國際交流合作計畫臺灣濕地保育國際交流合作計畫臺灣濕地保育國際交流合作計畫 
 

2011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rogram on 

Wetland Conservation in Taiwan 
  

 

 

 

 

 

 

 

  





 

2011 年臺灣濕地保育國際交流合作計畫年臺灣濕地保育國際交流合作計畫年臺灣濕地保育國際交流合作計畫年臺灣濕地保育國際交流合作計畫 

 
目錄目錄目錄目錄 

 
第一章 中文摘要 .......................................................... 1 

第二章 計畫緣起 .......................................................... 3 

第一節 前言 ............................................................ 3 

第二節 緣起 ............................................................ 4 

第三章 計畫目標 .......................................................... 6 

第四章 工作期程表 ........................................................ 7 

第五章 協助營建署辦理參與 2011 年 SWS 年會 ................................. 8 

第一節 行程表 .......................................................... 9 

第二節 前置作業 ....................................................... 12 

一、成立企劃顧問團 ................................................. 12 

二、住宿機票訂購 ................................................... 12 

三、文宣品準備 ..................................................... 14 

第三節 SWS 會議 ........................................................ 21 

一、會議地點概述 ................................................... 21 

二、會議概述 ....................................................... 24 

三、大會組織與經營管理 ............................................. 27 

四、參加歡迎晚會 ................................................... 29 

五、論文發表 ....................................................... 29 

六、會晤人員 ....................................................... 33 

七、授獎典禮( Awards Ceremony) ..................................... 36 

八、國際宣傳文宣 ................................................... 38 

第四節 參訪行程 ....................................................... 39 

一、魚塘濕地(Fishponds) ............................................ 40 



 

二、駐捷克代表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Prague) .... 42 

三、捷克環境部(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of the Czech Republic) .. 45 

四、布拉格城市巡禮 ................................................. 48 

五、捷克瑞士國家公園(National Park Czech Switzerland) .............. 52 

第六章 濕地保育國際交流工作坊 ........................................... 60 

第一節 企劃書 ......................................................... 60 

第二節 濕地基本資料及相關課題之彙整 ................................... 66 

第三節 報名資料 ....................................................... 69 

第四節 工作坊執行成效及照片 ........................................... 73 

第五節 專家建議報告 ................................................... 78 

第六節 Dr. Ben LePage 著作【濕地】重點摘錄 ............................. 80 

第七章 協助洽談申請拉姆薩國際級濕地之相關作業 ........................... 94 

第八章 建議事項 ......................................................... 96 

第九章 附錄 ............................................................ 103 

中華民國內政部營建署暨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 2010-2015 年濕地區域行動計畫

（RSPA）合作備忘錄 ................................................... 103 

SWS 會議議程 .......................................................... 105 

SWS 演講簡報 .......................................................... 105 

SWS 頒獎簡報 .......................................................... 108 

我國於捷克環境部簡報 ................................................. 116 

捷克環境部對於我國營建署簡報 ......................................... 122 

2011 年國際濕地交流工作坊簡報 ......................................... 126 

2011 年國際濕地交流工作坊會議記錄 ..................................... 159 

歐盟予我國人免申根簽證待遇詢答集 ..................................... 196 

中華民國台江國家公園及周緣濕地加入拉姆薩公約說帖 ..................... 201 

 



圖目錄圖目錄圖目錄圖目錄 
Figure1: 2008 年亞洲濕地大會 .......................................................................................... 3 

Figure2: 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 ........................................................................................... 4 

Figure3：2011 年 SWS 捷克布拉格年會會議 LOGO ............................................................. 6 

Figure 4：布拉格機場 .......................................................................................................... 21 

Figure 5：會議舉辦地點 ...................................................................................................... 22 

Figure 6：布拉格街景 .......................................................................................................... 23 

Figure 7：SWS 開幕式實況 ................................................................................................ 24 

Figure 8：SWS 布拉格會議現場海報布置 ........................................................................ 29 

Figure 9：我國代表參加歡迎餐會 ...................................................................................... 29 

Figure 10：臺灣濕地學會方秘書長偉達代表內政部營建署發表論文 ............................ 31 

Figure 11：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發展 Ramsar's Citizen 智慧型手機濕地監測計

畫獲大會矚目 ..................................................................................................... 31 

Figure 12：研討會會場聆聽方秘書長報告情形：方秘書長向與會人員報告臺灣目前

82 處濕地保育概況，並分享臺灣目前濕地科學的研究情形 ........................ 32 

Figure 13：內政部營建署葉署長、城鄉發展分署洪分署長、城鄉發展分署海岸課李

課長、臺灣濕地學會方秘書長等共同發表口頭報告 Powerpoint 現場首頁

 ............................................................................................................................. 32 

Figure 14：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林主任幸助(右)率領學生發表海報論文 ..................... 33 

Figure 15：文化大學生命科學系陳教授亮憲與郭院長瓊瑩發表海報論文 .................... 33 

Figure 16：內政部營建署張簡任視察杏枝(中)與韓國分會長 Dr. Hejeong Kang 合影 .. 34 

Figure 17：內政部營建署張簡任視察杏枝(左)代表營建署獲 SWS2011-2012 年會長

Dr. Ben Lapage 致贈 Wetlands 新書 .................................................................. 34 

Figure 18：內政部營建署張簡任視察杏枝(左)與 SWS2010-2011 年會長 Dr. Glenn 

Guntenspergen 合影 ............................................................................................ 35 

Figure 19：內政部營建署張簡任視察杏枝(左)與 SWS2008-2009 年會長 Prof. Chris 

Craft 合影 ............................................................................................................ 35 

Figure 20：Awards Ceremony 頒獎實況 ............................................................................. 36 

Figure 21：方偉達秘書長獲頒獎項(President’s Service Award)實況 ............................... 37 

Figure 22：張杏枝簡任視察發放國際宣傳文宣品 ............................................................ 38 

Figure 23：布拉格交通圖 .................................................................................................... 39 

Figure 24：魚塘濕地 ............................................................................................................ 40 

Figure 25：魚塘濕地受到藍藻污染 .................................................................................... 41 

Figure 26：當地 NGO 志工示範魚塘濕地水中浮游生物監測情形 ................................. 42 

Figure 27：代表團(自左而右)郭院長瓊瑩、張簡任視察杏枝、駐捷克代表處科技組

謝組長水龍、方秘書長偉達在捷克中華民國代表處合影 ............................. 43 

Figure 28：宴請捷克環境部自然暨景觀署自然保育組組長 Dr. Ondrej Vitek ................ 44 

Figure 29：張簡任視察杏枝針對國際協定與駐捷克代表處科技組謝水龍組長對捷克



 

環境部簽約事宜進行沙盤推演與討論 ............................................................. 44 

Figure 30：環境部外觀 ........................................................................................................ 45 

Figure 31：捷克環境部自然暨景觀署代表與中華民國營建署代表會談 ........................ 46 

Figure 32：捷克環境部自然暨景觀署簡報(自左而右)自然保育組組長 Dr. Ondreg 

Vitek、副署長 Michael Hosek、國際合作組組長 Ms. Tereza Minarikova ..... 47 

Figure 33：捷克環境部自然暨景觀保護署副署長 Michael Hosek .................................. 47 

Figure 34：捷克環境部自然暨景觀保護署自然保育組組長 Dr. Ondreg Vitek ............... 47 

Figure 35：捷克環境部自然暨景觀保護署國際合作組組長 Ms. Tereza Minarikova ..... 47 

Figure 36：中華民國代表團在捷克環境部與副署長 Dr. Michael Hosek 等人合影 ....... 47 

Figure 37：內政部營建署致贈捷克環境部自然暨景觀保護署文宣品 ............................ 47 

Figure 38：遙望布拉格景緻 ................................................................................................ 48 

Figure 39：Gala Dinner 搭船遊布拉格伏爾塔瓦河 ........................................................... 49 

Figure 40：捷克鄉村建築融合波蘭及德國南部巴伐利亞地方建築特色 ........................ 50 

Figure 41：捷克布拉格的查理橋 ........................................................................................ 51 

Figure 42：捷克的國家公園與保護區分布圖 .................................................................... 52 

Figure 43：捷克瑞士國家公園勘查 .................................................................................... 53 

Figure 44：捷克瑞士國家公園分布圖 ................................................................................ 53 

Figure 45：於 Ruvova 合影 ................................................................................................. 54 

Figure 46：於 Kamenice 搭乘平板船參觀 ......................................................................... 55 

Figure 47：砂岩(sandstone rocks)地形峽谷 ....................................................................... 55 

Figure 48：Pravcicka Brána拱岩 ........................................................................................ 56 

Figure 49：Pravcicka Brána攀岩女士徒手攀登拱岩 ........................................................ 56 

Figure 50：Chickweed wintergreen...................................................................................... 57 

Figure 51：Fire salamanders ................................................................................................ 57 

Figure 52：Marsh Labrador Tea ........................................................................................... 57 

Figure 53：Peregrine Falcon ................................................................................................ 57 

Figure 54：Purple Foxglove ................................................................................................. 57 

Figure 55：Black Stork ......................................................................................................... 57 

Figure 56：張杏枝簡任視察致贈濕地悠遊卡給捷克瑞士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

Dr.Pavel Bend ...................................................................................................... 58 

Figure 57：張簡任視察杏枝致贈濕地悠遊卡給捷克瑞士國家公園管理處公關主任

Tomas Salov ........................................................................................................ 58 

Figure 58：張簡任視察杏枝致贈濕地悠遊卡給捷克 Labske Piskovce 景觀保護區管理

處處長 Mr. Vladislav Kopecky ........................................................................... 58 

Figure 59：文化大學郭院長瓊瑩與捷克瑞士國家公園管理處公關主任 Tomas Salov

會談 ..................................................................................................................... 59 



 

表目錄表目錄表目錄表目錄 
 

Table 1：工作期程表 .................................................................................................... 7 

Table 2：2011 年 SWS 年會全程之行程規劃表 ....................................................... 10 

Table 3：行程概述表 .................................................................................................. 11 

Table 4：住宿旅館訂購資訊 ...................................................................................... 12 

Table 5：推動國際宣傳文宣項目表 .......................................................................... 14 

Table 6：SWS 組織架構圖 ........................................................................................ 28 

Table 7：10月 1日至 10月 8日濕地保育國際交流工作坊行程表 ....................... 62 

Table 8：2011-2016 年宣導辦理海外濕地學術研討會活動.................................... 99 



 
 
 
 



1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內政部營建署為了推動國家重要濕地保育作業並增進國際保育

經驗與知識的交流，於 2008 年 2 月 2 日加入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

（SWS）成為會員，並於 2008 年 10 月 23 至 26 日辦理第一屆亞洲濕

地大會，會議期間與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簽訂合作備忘錄，承諾將持

續進行國際合作交流，以落實我國濕地保育的目標並提昇我國的國際

形象。而 2009 年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於美國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市與

當地濕地保育社團舉辦聯合年會，內政部營建署邀請受贈榮譽獎項並

參與年會交流，並於 2009 年 11 月 30 日共同簽署「2010-2015 濕地區

域行動計畫(RSPA)合作備忘錄」，雙方將積極提升臺灣濕地重要性、

能見度及永續利用，透過策略提升強化亞洲濕地國際重要地位。為提

升 2011 年度國際交流活動內涵並促進雙邊國際合作，2011 年國際合

作規劃事宜由內政部營建署派遣張杏枝簡任視察赴捷克參加 2011 年

SWS 布拉格年會，商討未來合作計畫、推動 2011 年濕地工作坊計畫，

以及參訪歐洲的重要濕地維護管理現況，研習歐洲濕地保育案例。 

本次企劃顧問團除了協助規劃國際交流考察的行程外，並將於國

際濕地科學家學會年會中發放國際宣傳資料，由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

展分署簽准長官張杏枝簡任視察率團參與，會中除了持續發展及報告

臺灣濕地保育成果，並由臺灣濕地學會陳章波監事長會晤拉姆薩公約

副秘書長 Dr. Nick Davidson，暸解加入拉姆薩公約的程序，並讓參與

年會的世界各國嘉賓暸解臺灣濕地保育的現況成果。為了加強雙方未

來的合作關係，10 月起更邀請新任 SWS 會長 Dr. Ben Lepage 訪臺參

加國際濕地工作坊，拓展與會人員對於濕地及海岸復育等業務的國際

視野。藉由 2011 年臺灣濕地保育國際交流合作計畫之執行，使我國

濕地保育與國際濕地保育行動接軌，並促使我國濕地發展建立復育、

保育、教育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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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ervation works of national wetlands of 
importance as well a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experiences 
with knowledge of conservation, the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CPA),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have participated the Society of Wetland 
Scientists (SWS) as a joined member on the February 2, 2008. Then after 
co-organized the First SWS Asia’s Chapter Asian Wetland Convention 
and Workshop from October 23 to 26, 2008, the CPA and SWS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continued to implement the objectives of 
wetland conservation, and enhanced Taiwan’s international wetland 
conservation image from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uring 2009, the CPA 
was achieved from award sponsorships in the SWS Annual Meeting held 
in Madison, Wisconsin, USA. Meanwhile, a Regional Action Plan 
2010-2015 was signed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strategies of visibility and 
sustainable uses in Taiwan's wetlands. This MoU is also dedicated to 
enhance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in Asia by both 
headquarters of the SWS and CPA on November 30, 2009. To date, a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as been carried out by the Rural 
and Urban Development Branch, CPA in the SWS Annual Meeting held 
in Prague . Regarding to involve in further workshop in Taiwan, the 
delegates from CPA joined wetland tours and conference programs to 
learn wetland management from case studies in USA. 

 In order to strengthen future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signed sides, 
the CPA invited Dr. Ben Lepage . This one week workshop, organized by 
Taiwan Wetland Society, was to expand involvement for wetland 
restoration a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Wetland conservation, so that, 
will be followed by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hrough an implementation of 
this 2011 project since the CPA has been achieved wetland restoration, 
conservation, and education goals toward wise us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final recommendation remarks are supposed to suggest 
by the scholars from USA during their staying periods in Taiwan. In 
addition, the boating tour guide along Wetland Corridor was subject to be 
another excellent scenic views while they traveled on the rivers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ir suggestions for the entire strategic planning and 
assessment projects on our wetland conservation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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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計畫緣起計畫緣起計畫緣起計畫緣起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內政部營建署為推動國家重要濕地保育作業、增進國際保育

經驗與知識的交流，於 2008 年 2 月加入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以

下簡稱 SWS）成為會員，並於同年 10 月舉辦「第一屆亞洲濕地

大會」，共同發表「亞洲濕地臺北宣言」，提出「健康濕地－健康

人類」的願景，並承諾將持續進行國際合作交流，促進臺灣地區

濕地能見度及永續發展。 

 2009 年 6 月內政部營建署受 SWS 邀請受贈榮譽獎項，並於

同年 11月 30日與SWS簽署「2010-2015濕地區域行動計畫(RSPA)

合作備忘錄」，藉由合作出版國際期刊、SWS 派遣技術顧問執行

臺灣濕地研究、保育、復育及經營管理計畫、推動 2010 年亞洲

濕地會議活動、參與 SWS 年會等交流合作計畫，提升臺灣濕地

的重要性與能見度；並透過國際交流互動與技術支援，提升本國

濕地復育相關知識與技術，保育我國濕地生態環境。 

2011 年為落實濕地區域行動計畫合作備忘錄，推動國際合

作，並促使我國濕地保育與國際濕地保育行動接軌，進行國際交

流合作規劃事宜。 

Figure1: 2008 年亞洲濕地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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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緣起緣起緣起緣起 

    SWS 由美國陸軍工兵署高級科學家 Richard Macomber 提議

於美國佛羅里達州成立，依其資深公務部門服務經歷，Richard 

Macomber 與其同僚咸認為濕地科學研究成果應結合政府政策，

方能達成其效益。成立之初，由北卡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Wilmington）James Parnell 教授擔任首屆學會主席，

Richard Macomber 擔任副主席，四年之後由加拿大藉 Walter 

Glooschenko 於 1983 年擔任主席，自此 SWS 正式成為國際性之

學會。 

 

 

SWS 為全球性非營利專業者組織，目前分佈世界各國有 3500

位會員，第一次國際會議在 2000 年於美國召開，第一次在美國

境外召開的國際會議於 2005 年澳洲昆士蘭舉行，全球計有 2000

位學者及政府代表出席。SWS 成立至今，與國際知名出版公司

Springer 合作，每年出版 6 期濕地期刊（Wetlands），為國際性最

重要的濕地科學期刊。SWS 除總部設在美國之外，並於世界各國

成立分會，近年來每年以 20％的會員國成長率成長。 

    2008 年臺灣取得總會授權舉辦「第一屆亞洲濕地大會」。發

表「亞洲濕地保育宣言」，強調「亞洲濕地、連結全球、共同危

機、立即行動」，跨越國與國間的界線，以「健康濕地、健康經

Figure2: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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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良好之濕地管理係建立在健全濕地科學研究上」、「濕地保

護需要國際合作」、「地方行動涉及所有相關人士之利益」等四項

行動，扭轉亞洲濕地在面臨人類開發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包括入

侵種、工業排放之污染物、與氣候變遷。期間也簽署了「區域行

動計畫(RSPA)備忘錄」，以「亞洲濕地宣言」為基礎，短期目標

計畫將透過研討講習、安排人員互訪訓練，並推動成立臺灣濕地

學會、同時建立及整合全國濕地資源之平臺基礎，發展臺灣濕地

保育及教育環境；長期則以建立亞洲濕地保育之區域性行動計畫

聯盟為目標，建立亞洲濕地發展中心之軟硬體設施及管理機制，

加強跨領域之科學合作長期平臺，以持續推動亞太地區濕地相關

活動之合作。 

2009 年 SWS 於美國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市與當地濕地濕地保

育社團舉辦聯合年會，內政部營建署受 SWS 邀請受贈榮譽獎項

並參與年會交流。 

2010 年為提昇國際交流活動內涵並促進雙方多邊國際合

作，辦理交流活動企劃顧問團赴美國猶他州鹽湖城聯合年會，進

行 SWS 會年國際合作規劃事宜，並參觀普洛佛及斯旺那自然保

護區等濕地保育現況，會議期間拜會美國土地管理局，並於會後

參訪拱門國家公園、羚羊島州立公園等。並且在 10 月於臺灣辦

理為期一週之研討會及工作坊，促進雙邊交流。 

2011 年為提昇國際交流活動內涵並促進 2012 年多邊國際合

作，繼續辦理交流活動企劃顧問團赴捷克布拉格參加 SWS 年會，

進行 SWS 2012-2013 年國際合作規劃事宜。會議期間參訪魚塘濕

地、捷克瑞士國家公園及拜會駐捷克代表處及捷克環境部等。並

將於 10 月初邀請 Dr. Ben Lepage 來臺參加濕地保育交流工作坊，

以提供專業國際濕地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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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 

 

本計畫期望透過協助參與 2011 年 SWS 年會、辦理濕地保育國際

交流工作坊、申請台江國家公園及周緣濕地加入拉姆薩公約國際級濕

地之相關作業等國際交流活動，以落實我國濕地保育的目標。 

一、透過參與 SWS 年會、國際交流工作坊等活動之辦理，加強我國

濕地國際交流與技術支援，建立我國濕地組織（政府、民間團體

及學術單位）與國際濕地組織永續發展之平臺機制，促使我國濕

地發展建立復育、保育、教育之永續目標。 

二、邀請 SWS 於 2016 年來臺舉辦年會，增加我國濕地保育之國際交

流。 

三、與 SWS 洽談提供我國濕地保育領域實習機會，給予我國學生、

學者及公務人員交流進修之管道。 

四、洽談台江國家公園及周緣濕地加入拉姆薩公約，提升我國濕地的

重要性與能見度。 

 

 

Figure3：2011 年 SWS 捷克布拉格年會會議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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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工作期程表工作期程表工作期程表工作期程表 

 

Table 1：工作期程表 

 
四四四四 五五五五 六六六六 七七七七 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 十十十十 

十十十十

一一一一 

招標文件準備、行政前置作業(4/20)          

簽約(5/27)         

工作計劃書(6/5)         

第一次工作會議(6/15)         

國際宣傳摺頁及相關資料印刷(6/20)         

製作 SWS 年會交流紀念品（6/20）         

機票、住宿安排 (6/20)         

雙方交流洽談合作事項(6/24)         

出國各項物品準備 (6/24)         

參加 SWS 年會(7/3-7/7)         

濕地參訪(7/6 Czech Fishponds、7/9Untere Lobau)         

籌備濕地保育國際交流工作坊(8/1)         

第二次工作會議(8/9)         

期中報告(8/15)         

 辦理濕地保育國際交流工作坊(10/1至 10/7) 
        

 完成濕地保育國際交流工作坊報告(10/21)          

 期末審查會議(11/21)         

 提交結案成果報告(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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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協助營建署協助營建署協助營建署協助營建署辦理參與辦理參與辦理參與辦理參與 2011年年年年 SWS年會年會年會年會 

2011SWS 年會以研討會及參訪的方式進行，研討會形式包含口

頭專題報告、海報發表及專題討論三種方式。  

（一）參加人員：陳章波監事長、謝蕙蓮教授、郭瓊瑩教授、陳亮

憲教授、方偉達秘書長等，協同參與 SWS 年會

進行相關國際交流事宜，並配合城鄉發展分署實

際簽准率隊長官張杏枝簡任視察，協助相關拜會

及洽談作業。 

（二）辦理時間：2011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10 日。 

（三）辦理地點：捷克布拉格。 

（四）執行工作項目： 

1. 辦理參與 2011 年 SWS 年會諮詢服務、相關參與人員及國際

聯繫工作。 

2. 印製國際宣傳資料：辦理參與 SWS 年會之國際宣傳資料經城

鄉發展分署同意後印製 300份並攜至會場發放。 

3. 協助洽談後續國際交流合作事宜，包括：爭取 2016 年 SWS

來臺舉辦年會、邀請國外專家學者來臺進行科學與技術交

流、協請 SWS 提供濕地保育領域實習機會、洽談我國濕地加

入拉姆薩公約濕地名單等。 

4. 行政作業：參與 2011 年 SWS 年會全程之行程規劃、SWS 人

員會晤、交通及食宿之安排與聯繫。 

5. 於辦理參與 2011 年 SWS 年會前，應針對參與 2011 年 SWS

年會之行程規劃、與 SWS 會晤內容及相關聯繫事項等召開工

作會議。 

6. 出國報告：歸國後提出報告，包含：SWS 大會組織與經營管

理、國際宣傳資料、洽談內容及成果、後續國際交流合作計

畫及建議事項、活動紀錄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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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相關活動細節請參考以下網站：                         

2011 年 SWS 年會 http://www.sws2011.com/ 

（五）行程概述與說明： 

本會由陳章波監事長、謝蕙蓮教授、郭瓊瑩教授、陳亮憲

教授、方偉達秘書長等 5 人，成立企劃工作顧問團，赴布拉格

協助辦理 2011SWS 年會出國考察諮詢服務及國際聯繫工作，並

派臺灣濕地學會方偉達秘書長與環球科技大學環境資源管理學

系系主任曾正茂博士 2 員進行計畫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工作，

透過國際合作計畫之執行，推動在捷克布拉格會議的進行，以

及國際交流工作，使我國濕地生態保育與國際濕地生態保育行

動接軌。 

本案主持人方偉達秘書長目前亦為 SWS 臺灣分會會長、

2007 年起擔任 SWS 亞洲理事會常務理事，每年皆赴國外參加

年會，具備國際會議出席、談判及演講之經驗。藉由以上成員

成立企劃顧問團協助營建署辦理參與 2011 年 SWS 年會出國前

準備工作 

本計畫除廣邀學者專家與會之外，7 月 1 日啟程前往捷克

布拉格，7 月 10 日返國，期間協助辦理機票訂位、報名、住宿、

濕地勘查等事宜。本國濕地保育成果於 SWS論文發表部分，已

見於 7 月 5 日相關演講發表議程。葉署長、洪分署長、李課長、

方秘書長共同發表之論文，並確定為大會口頭報告。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行程行程行程行程表表表表       

本次考察團參加在捷克布拉格的卡爾隆國際會議廳 (Clarion 

Congress Hotel Prague)舉辦的 2011SWS 年會，赴捷克布拉格行程如下

表所示。關於全程之行程規劃，本會以 SWS 的會議行程表規劃設計，

針對行程規劃、SWS 洽談內容及相關聯繫事項等至內政部營建署城

鄉發展分署進行工作會議報告並參與大會論文投稿。在會議期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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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 SWS 會長 Dr. Ben Lepage ,洽談國際合作事項。並發表論文，題目

為「The Promulgation and Innovation Technology of Conservation 

Program at National Wetlands of Importance (2011-2016), Taiwan, 

ROC」，會議期間之住宿旅館、租車交通、當地三餐等事項皆妥善安

排。 

 
Table 2：2011 年 SWS 年會全程之行程規劃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行程行程行程行程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工作細項工作細項工作細項工作細項 

7/1(五五五五) 

20:00-21:00 送機 集合 營建署 
接送 

21:00-23:00 送機 辦理報到 桃園機場 

23:15 出發 往法蘭克福 桃園機場 CI-61 班機 

7/2(六六六六) 
00:00-06:50 直飛 抵達法蘭克福 法蘭克福 飛行 13小時 
09:25-10:30 直飛 往捷克 捷克 預計 1小時 

7/3(日日日日) 
09:00-16:00 會議 Board meeting 布拉格  
18:00-20:00 晚宴 迎賓晚宴 布拉格  

7/4(一一一一) 07:30-18:00 會議 參加會議 布拉格  

7/5(二二二二) 

07:30-15:00 會議 參加會議 布拉格  
15:45-16:00 發表 口頭發表 布拉格 方偉達 

17:00-19:00 發表 海報發表 布拉格 
郭瓊瑩、陳亮

憲、陳章波、謝

蕙蓮、林幸助 
7/6(三三三三) 08:00-19:00 參訪 田野參訪 捷克魚塘 捷克魚塘 
7/7(四四四四) 08:00-18:00 拜會 捷克環境部 布拉格  
7/8(五五五五) 08:00-18:00 參訪 捷克瑞士國家公園 捷克  
 1930 晚宴 餐敘 布拉格  

7/9(六六六六) 
07:20-08:35 搭機 離開布拉格 布拉格 CI-9062班機 
11:20-06:25 搭機 離開法蘭克福 法蘭克福 CI-62 

7/10(日日日日) 06:25 抵臺 抵達臺灣 桃園機場 接送 

 

本次考察團行程從 7月 1日從桃園機場直飛德國法蘭克福國際機

場，在 7 月 2 日轉往捷克布拉格。在抵達捷克布拉格後參加「2011

年 SWS 聯合年會」迎賓晚宴，方偉達、郭瓊瑩、陳章波、林幸助等

教授也發表濕地論文，在布拉格期間，參訪駐捷克代表處,並與代表

處官員會晤。由於當地主要行程為參與 SWS 大會，時間緊湊，因此

考察團利用舉辦期間，參觀布拉格著名景點及具有文藝復興時代的城

市建築。並參加大會所安排的田野參訪(Field trips)，地點位於其南部

的魚塘濕地(Fishponds)，參觀百年以來捷克人如何利用魚塘生活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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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及目前最新的魚類生物科技產業。會議後參觀捷克瑞士國家公園

(National Park Czech Switzerland)，並拜會捷克環境部，與捷克官員進

行自然保育知識交流。7 月 9 日搭華航班機飛法蘭克福，並轉機直飛

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本次國際交流活動。本次活動相關行程概述表整

理如下所示： 

             Table 3：行程概述表 
時間 行程 說明 
7/4(一) 「2011 年 SWS

年會」 
布拉格城市參訪及參與年會 
本次會議由歐洲濕地科學家學會 Jan Vymazal擔
任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在會議致詞歡迎來自全

球各地參與布拉格聯合年會的參加者。SWS 會議

的舉辦方式主要遵循以往會議經驗，包括大會、

專題討論會、口頭陳述、海報發表等，並規劃濕

地相關廠商參展攤位、無聲拍賣和濕地實地考察

等活動。SWS 的與會人員可以得到濕地科學家的

專業學分認證。共有四場大會專題演講 (plenary 
lecture)。  

7/5(二) 
 

論文發表 SWS 論文採口頭及海報發表 
口頭發表：方偉達 
海報發表：郭瓊瑩、陳亮憲、陳章波、謝蕙蓮、

林幸助等 
7/6(三) 魚塘濕地

(Fishponds)參觀 
本次考察團參加 SWS於 7月 6日所舉辦的田野

行程(Field trips)所參訪的濕地是位於捷克的魚塘

濕地。當天的導覽員為 Jan Pokorný博士。導覽
時間為早上的 08:00至傍晚。而魚塘濕地

Trebonská rybníky (Trebon fishponds)的總面積為 
10,165公頃，在位置上為北緯 48度 38 分；東經

14度 49 分。在 1994 年 9月 18日加入蒙特婁協

定(Montreux Record)，成為生物圈保護地

(Biosphere Reserve, Protected Landscape Area)。 
7/7(四) 捷克環境部 捷克環境部對於捷克目前自然保育情形對考察

團簡報。目前捷克也遇到都市化的問題，使得農

地急遽的減少，根據簡報內容陳述，捷克在 1993
年有 4,280,000公頃農地，15 年減少了 30,000公
頃，減少速度算是很快。1989 年由於共產體制產

生變化，引響市場的機制，引導農業生產方向，

因此目前環境部以積極作為尋求捷克境內土地

開發與保育之間的平衡。 
7/8(五) 捷克瑞士國家公

園(National Park 
Czech 
Switzerland) 

捷克瑞士國家公園(Czech Switzerland National 
Park)是捷克共和國最晚成立的國家公園(成立於
2000 年，面積約 80平方公里)，位於布拉格北邊，

最著名的是獨特的岩石地形，有許多絢麗地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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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石群，另外也有美麗的溪流峽谷。由於此處保

留原始樣貌，因此許多的野生動物及少見的物

種。本考察團重點在於國家公園參訪保育方式及

促進雙邊合作。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前置作業前置作業前置作業前置作業       

一一一一、、、、成立企劃顧問團成立企劃顧問團成立企劃顧問團成立企劃顧問團 

本次 SWS 年會在捷克共和國(Czech Republic)的布拉格(Prague)

卡隆飯店國際會議廳(Clarion Congress Hotel Prague)舉辦，時間為

2011 年 7 月 3 日至 7 月 8 日。本學會派陳章波監事長、謝蕙蓮教授、

郭瓊瑩教授、陳亮憲教授、林幸助教授、方偉達秘書長協同營建署實

際簽准率隊長官參與 SWS 年會進行相關國際交流事宜，並協助相關

拜會行程及洽談合作事宜。 

二二二二、、、、住宿機票訂購住宿機票訂購住宿機票訂購住宿機票訂購 

1. 機票訂購 

本學會除了顧問團成員訂購機票外，並協助營建署張杏

枝簡任視察等人訂購機票，已完成訂購程序。中國文化大學

郭院長瓊瑩來回機位，票根將訂於第二次工作會議中依據會

計規定審閱備查。 

2. 住宿訂購 

本學會除了顧問團成員訂購旅館外，並協助營建署張杏

枝簡任視察等人訂購，完成訂購程序，如下所示。住宿依據

大會規定，住於卡隆飯店(Clarion Congress Hotel Prague) ，收
據將訂於第二次工作會議中，依據會計規定審閱備查。 

 
Table 4：住宿旅館訂購資訊 

Hotel Category 
Price in EUR 

SGL / DBL 
Clarion CHP Zone* 

Clarion Congress Hotel 

Prague  
**** 75 / 85 conference 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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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 *** 55 / 65 1 

Olympik **** 80 / 90 2 

Axa *** 52 / 55 3 

Arlington *** SOLD OUT 1 

Esprit *** SOLD OUT 1 

Vysočanský pivovar ** SOLD OUT 1 

3. 辦理免申根簽證 

本次行程係赴捷克布拉格等地，該地區係以免申根簽證

方式進入之歐洲申根區國家及地區，雖以免簽證之方式入

境，但是需要辦理旅遊醫療保險等相關事宜，相關國家及地

區包括： 

(1)申根會員國（25 國）：法國、德國、西班牙、葡萄牙、奧地

利、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丹麥、芬蘭、瑞典、斯洛伐克、

斯洛維尼亞、波蘭、捷克、匈牙利、希臘、義大利、馬爾他、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冰島、挪威、瑞士。 

(2)歐盟會員國但尚非申根公約完全會員國（3 國）：羅馬尼亞、

保加利亞、賽普勒斯。 

(3)其他國家（非屬申根公約會員國，但接受我國人適用以免申

根簽證待遇入境者，共計 5 國）：列支敦斯登、教廷、摩納

哥、聖馬利諾、安道爾。 

(4)其他地區（申根公約會員國之自治領地，並接受我國人以免

申根簽證待遇入境者，計 2 地區）：丹麥格陵蘭島(Greenland)
與法羅群島(Faroe Islands)。 

4. 蒐集布拉格資訊 

布拉格相關旅遊資訊事項 

(1)貨幣：通用貨幣名稱為捷克克朗(Czech Crown)，2011 年 6
月初，美元與克朗匯率為 1：16.58，建議於當地銀行以歐元

或美金兌換捷克克朗。 

(2)語言：官方語言為捷克語，德語、英語及俄語 

(3)電壓規格：220伏特，5O Hz，插頭為歐洲雙圓柱型插頭。 

(4)駐捷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PragueEvropska 2590/33C, 16000 Praha 6, CZECH 
REPUBLIC；電話：(420) 233-320-606；傳真：(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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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326-906；電子郵件：tecoprag@volny.cz；網址：
www.taiwanembassy.org/CZ  

(5)急難救助：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如車禍、搶劫、

有關生命安危緊急情況等)。  

   ※急難救助行動電話：(420) 603-166-707 

   ※捷克境內直撥：603-166-707  

5. 相關注意事項 

相關注意事項(重點摘錄，全文詳附件歐盟予我國人免申

根簽證待遇詢答集 Q&A) 

(1)自 100 年 1 月 11 日起，國人只要持憑內載有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的有效中華民國護照(包括持用我國晶片護照及機器

可判讀護照（MRP）持有人；持用外交及公務護照者，則請

自行向擬前往國家之駐臺機構詢問)，即可前往歐洲 35個國

家及地區短期停留，不需要辦理簽證；停留期間為每 6個月

內累計不超過 90天。  

(2)護照須仍具有 3個月以上之效期。 

(3)準備文件，包含旅館訂房確認紀錄與付款證明、會議主辦單

位提供之註冊證明、旅遊行程表及回程機票，所有相關文件

均應翻譯成英文或擬前往國家的官方語言。 

(4)須購買旅遊醫療保險，可洽旅行社代辦。 

三三三三、、、、文宣品準備文宣品準備文宣品準備文宣品準備 

本次考察團在捷克布拉格參加年會，準備 64 公斤重之文宣品，

包含國家重要濕地吊牌等飾物，所準備之文宣物品如下： 
 

Table 5：推動國際宣傳文宣項目表 

文宣項目文宣項目文宣項目文宣項目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Taiwan’s Wetlands」臺灣重要濕地

吊牌。本吊牌以 82 處濕地名拼湊成

臺灣形狀，以淺藍色的各地濕地名為

海洋及深綠色象徵綠地，幻想交織成

臺灣濕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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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s Wetlands」以臺灣具有代

表性的濕地生物為代表，精選蒼鷺、

臺北赤蛙、招潮蟹、黑面琵鷺、星點

彈塗魚製作而成的書籤，充滿設計

感，代表臺灣致力於保育的成果 

 

為使濕地生物能夠以不同色彩方式

呈現生物外型意象，營建署城鄉發展

分署製作「Taiwan’s Wetlands」以蒼
鷺、臺北赤蛙、招潮蟹、黑面琵鷺、

星點彈塗魚悠遊卡夾，精美大方，適

合贈送貴賓。本次贈送捷克官員以促

進雙方國際交流禮儀往來。其中悠遊

卡可加值使用，對於外賓來訪臺灣具

有實用性。 

 

「 A Natural History Of 
OceanicIsland」介紹自然歷史與海

洋島嶼的緣故，內文提到臺灣位於

西太平洋，距離中國大陸東南沿海

約 160 公里。臺灣的地理位置特

殊，介於日本和菲律賓島嶼之間，

且橫跨北迴歸線。總面積約有

35961 平方公里，等於 5％的美國

得克薩斯州面積。由於臺灣位於歐

亞大陸邊緣和太平洋板塊上，常有

地震。數百萬年前，島上開始出現

大規模板塊運動，造就陡峭的花崗

岩山脈與深海溝，臺灣最高峰玉山

達 3952 公尺。島上有豐富的天然

資源，如山脈，河流和海灘。作為

一個複雜的景觀形成，保存了多樣

的生態系統，如海洋，濕地，河流，

湖泊，森林和農田生態系統，值得

國外人士來臺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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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Metropolitan Area – 
 A Hometown of Constructed 
Wetlands」本文在介紹臺北都會人工

濕地，由於淡水河蜿蜒通過人口最密

集的臺北，大都市所排放的廢水已成

為環保問題，人工濕地近年來已成為

一種淨化水質的方法，臺灣的各級政

府單位也紛紛利用人工濕地來改善

水質。淡水河及相關支流的長度達

158.7 公里，流經臺北都會區的流域

面積，約有 2,726平方公里。過去工

業化及都市化和人口的膨脹，使得污

染物排放河川大大增加，威脅著生態

系統和市民健康。因此臺北縣市除了

增加公共生活污水系統，並利用高灘

地發展人工濕地處理廢水，目前已有

顯著成果，研究案例也陸續增加中。 

 

   「National Parks of Taiwan」—臺

灣國家公園，手冊以英文簡介國家公

園來源及功能與目標，臺灣自 1961
年開始推動國家公園與自然保育工

作，1972 年制定「國家公園法」之

後，相繼成立墾丁、玉山、陽明山、

太魯閣、雪霸、金門、東沙環礁等國

家公園；為有效執行國家公園經營管

理之任務，於內政部轄下成立國家公

園管理處，以維護國家資產。除了闡

述經營與管理現況並對目前臺灣國

家公園的未來發展提出願景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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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國土之美(Glory of National 
Parks)，臺灣國家公園的郵票精選

集，精選國家公園的主要景點。國家

公園是國家最具代表性的區域，每個

國家公園都擁有獨特的多樣性，在本

郵票精選集中以精緻的照片宣傳介

紹臺灣國家公園地理環境、動植物分

布與人文景觀。在編排上以生態攝影

專家的圖片為主、文字為輔，每一幅

在瞬間捕捉的影像中，都展現著這塊

國家公園土地上的故事，隨著地貌地

物因時間而改變，呈現了這片土地迷

人的特色，因此臺灣國家公園的郵票

精選集對於宣導臺灣國家公園有正

面意義。 

 

    「Taiwan National Parks 」，臺灣

國家公園摺頁，簡介臺灣在保護自

然、原野地景、原生動植物、特殊生

態體系以及人文史蹟而設置的完整

生態系的成果，並帶領讀者探索臺灣

國家公園，摺頁簡介地景及生態系及

群數量稀少的特殊物種棲息地，更簡

介臺灣人文史蹟重要景點。摺頁集結

臺灣國家公園的各類資源，包括海洋

生態、陸域生態、地理景觀、人文史

蹟與原住民文化等，成功宣傳臺灣國

家公園生態旅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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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 Parks of Taiwan」，臺

灣國家公園之美 DVD，以英文介紹

臺灣國家公園。臺灣擁有豐富多變的

地貌，複雜的生態系，從 1984 年開

始陸續規劃設立了墾丁、玉山、陽明

山、太魯閣、雪霸及金門等國家公

園，透過國家公園的規劃，島上珍貴

的自然與人文資產，因而被保護下

來，珍貴的自然與人文資產，成為資

源保育與環境教育最佳的場域，並提

供天然解說教育環境，原始壯麗的綠

色天地，處處生意盎然，影片可見在

國家公園的豐沃美麗，使福爾摩沙島

的美麗景觀傳播至世界各地。 

 

    「 2011 Taiwan´s Wetlands of 
Importance」，國家重要濕地彙編英文

版，主要為宣傳及推廣 82 處國家重

要濕地，內政部以「國家重要濕地」

評選作業，彙整相關生態資源及特

色，各級單位推薦參考資料為基礎，

利用衛星影像圖片及照片介紹濕地

範圍、特色、重要生態資源及面臨課

題及建議經營管理方式，其中說明臺

灣國家重要濕地評選過程及成果，為

我國第一次全面濕地基礎調查成

果，建構我國重要濕地知識庫，以供

相關學術研究參考。 

 

    「Map of Taiwan Wetlands」，國

家重要濕地地圖，內政部國家重要濕

地評選小組於 2006 年 11月召開第 1
次會議選全國各界推薦濕地，經複選

作業的辦理會勘、地方協商及確認評

定等級，於 2007 年 12月完成國家重

要濕地的評選，評定出「國際級濕地」

2 處、「國家級濕地」41 處、「地方級

濕地」32 處，2011 年又陸續修正，

目前共計 82 處國家重要濕地。為介

紹國際級、國家級和地方級濕地的位

置及概況，透過濕地地圖導覽方式，

共同為濕地生態環境奉獻心力，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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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貴濕地資源多元價值。 
 「National Parks of Taiwan」，臺灣國

家公園的攝影精選集，簡介設立國家

公園的意義與功能、經營管理單位及

未來展望。國家公園是國家最具代表

性的區域，每個國家公園都擁有獨特

的多樣性，在本攝影集中以精鍊的文

字介紹臺灣國家公園地理環境、動植

物分布與人文景觀。在編排上以生態

攝影專家的圖片為主、文字為輔，每

一幅在瞬間捕捉的影像中，都展現著

這塊國家公園土地上的故事，隨著地

貌地物因時間而改變，呈現了這片土

地迷人的特色，對於宣導臺灣國家公

園有正面意義。 
 「Taijang National Park」，台江國家

公園英文版，本手冊以英文簡介位於

臺灣本島西南部的台江國家公園，內

容介紹台江地區歷史文化資源。手冊

描述臺灣移民開荒拓墾文化，尤其是

著墨於臺灣海峽的海洋文化。其次介

紹台江公園陸域整體計畫範圍及面

積，說明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內重要濕

地共計有 4 處(曾文溪口濕地、四草

濕地、七股鹽田濕地、鹽水溪口濕

地)，並描述台江國家公園內的海埔

地、沙洲與濕地等特殊地形地質景

觀。 

 

 

「 Ramsar Standard Wetland in 
Taiwan」臺灣濕地加入拉姆薩公約說

帖是 2010 年我國為加入聯合國濕地

公約組織所編輯的說帖。我國為推動

國家重要濕地保育作業並增進國際

保育經驗與知識的交流，已制定 75 
處國家重要濕地，編列濕地長期之補

助計畫，每年補助國家重要濕地進行

保護。為推動與國際濕地接軌，雖非

「濕地公約」簽約國，然而非常支持

公約規定，因此藉由本文件期盼我國

早日加入濕地公約組織，將臺灣重要

濕地納入拉姆薩公約管理名錄，為國

際生態保育貢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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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江國家公園徽章：台江國家公園擁

有台江內海遺留之七股潟湖、四草湖

等天然濕地，再加上居民曬鹽、養殖

等產業經營，為推動生態保育及國土

永續發展的新興濕地型國家公園，本

徽章以黑面琵鷺、潟湖及濕地等圖案

代表台江國家公園精神。 

 「Taijang National Park」，台江國家

公園摺頁簡介位於臺灣本島西南部

的台江國家公園，內容介紹台江地區

歷史文化資源。摺頁描述臺灣移民開

荒拓墾文化，尤其是著墨於臺灣海峽

的海洋文化。另外介紹台江公園陸域

整體計畫範圍及面積，說明台江國家

公園範圍內重要濕地共計有 4 處(曾
文溪口濕地、四草濕地、七股鹽田濕

地、鹽水溪口濕地)，並描述台江國

家公園內的海埔地、沙洲與濕地等特

殊地形地質景觀。本摺頁可讓國際人

士暸解臺灣也有具備拉姆薩公約所

要求的國際濕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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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SWS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一一一一、、、、會議地點會議地點會議地點會議地點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本次 SWS 國外年會在捷克共和國(Czech Republic)的布拉格

(Prague)卡隆飯店國際會議廳(Clarion Congress Hotel Prague)舉辦，時

間為 2011 年 7 月 3 日至 7 月 8 日。而本次會議的地點為捷克共和國

的布拉格，位於歐洲的中心，地理位置處捷克西部，西岸陡然昇起，

東邊卻是一片低窪的盆地，北邊是維特寇山脊(Vitkov Hill)，南邊是

維賽哈德(Vysehrad)河邊峭壁與東邊的維諾哈蒂高地(Vinohrady)連

接。而布拉格是捷克共和國首都，是政府、國會和總統所在地，分為

10個行政區，和 57個住宅區。是捷克共和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

心。因此 SWS 選擇捷克共和國的布拉格是因為本處為中歐的代表地

點，交通方便，舉行 SWS 國外年會，可讓世界濕地科學家對於歐洲

目前的濕地活動能更進一步暸解。本次考察團到達布拉格的時間為 7

月，由於布拉格的氣候屬於典型的溫帶大陸性氣候．冬季寒冷乾燥，

夏季溫暖潮濕。7 月平均氣溫為攝氏 19.5 度，1 月為-1 度(記錄的最

低氣溫是-17 度、最高氣溫為 35 度)。算然在當地已經算是夏天，但

是溫度從低溫攝氏 11 度至較為適合的溫度攝氏 19 度左右，對於來自

臺灣的成員來說算是略帶些寒意。 

 

Figure 4：布拉格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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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布拉格是歐洲的文化重鎮之一，因此考察團特別注意相關資

訊，得知歷史上曾有音樂、文學等諸多領域眾多傑出人物，如作曲家

沃爾夫岡、莫扎特、貝多伊奇斯美塔那、安東尼德沃夏克，作家弗蘭

茲卡夫卡、瓦茨拉夫哈維商、米蘭昆德拉，畫家慕夏等人在布拉格進

行創作活動。 

今天布拉格仍保持了濃郁的文化氣氛，布拉格擁有眾多的歌劇

院、音樂廳、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電影院等文化機構，以及層

出不窮的年度文化活動。布拉格更是歐洲傳統的文化中心，文化藝術

氣氛濃郁，擁有有數以百計的音樂廳、晝廊、電影院、音樂俱樂部。

著名的文化設施有布拉格國家歌劇院、布拉格國立劇院、魯道夫宮(設

有捷克愛樂樂團)、國家博物館、國家圖書館、國家美術館等，因此

考察團在布拉格看到充滿文化歷史的景象。且由於具有古建築景觀，

與許多歐洲城市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未遭受嚴重的破壞，因此

布拉格成為許多外國電影公司的熱門外景場地，所以經常被用來表現

戰前歐洲城市。 

 

 

Figure 5：會議舉辦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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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自從 2004 年加入歐盟之後，空中航線應接不暇，布拉格

的環狀快速道路也於 2010 年通車。交通方便，布拉格也成為許多跨

國公司的歐洲總部。且因此布拉格的參觀人數顯著增加，到處可見觀

光客，現在沒有所謂的旅遊淡季。根據旅遊資訊布拉格的四季都非常

美麗，許多公園的植物綠意央然，美不勝收。復活節、聖誕節、新年

期間是遊客潮。五月的布拉格春節，年底的布拉格則覆蓋了滿地白

雪，看起來燦爛又神秘。在捷克的街道處處散發古蹟氣息，市內擁有

為數眾多的各個歷史時期、各種風格的建築，從羅馬式、文藝復與…

等。布拉格建築給人整體上的觀感是建築頂部變化特別豐富，色彩燦

麗奪目，讓人印象深刻。 

經查詢旅遊資訊得知目前布拉格登記註冊的人口為 118萬，約占

捷克全國人口的 11%。主要人口多為捷克人．也仍然充斥著少數的斯

洛伐由於開放，又有美國人和德國人在布拉格居住和工作，因此布拉

格也有大量的流動人口，因此也受外來文化的交流衝擊。 

 

Figure 6：布拉格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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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本次會議由歐洲 SWS Jan Vymazal擔任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在

會議開幕致詞歡迎來自全球各地參與布拉格聯合年會的參加者，科學

家和濕地生物地球化學 WETPOL 研討會。上一次濕地會議已經是 27

年前，1984 年第二屆國際濕地 INTECOL 會議在南波希米亞舉辦，因

此這次的濕地年會格外重要，由於本次聯合年會讓全球各地的研究人

員，科學家，管理者，決策者和其他專業人士來參與，分享世界最頂

尖的知識及濕地各種有關的主題。 

SWS 會議的舉辦方式主要遵循以往會議經驗，包括大會、專題

討論會、口頭陳述、海報發表等，並規劃濕地相關廠商參展攤位、無

聲拍賣(silent auction)和濕地實地考察等活動。SWS 的與會人員可以

得到濕地科學家的專業學分認證。共有四場大會專題演講 (plenary 

lecture)，由國際濕地研究卓著的科學家演講，並有平行進行的分題焦

點主題演講 (symposium)，其下又包含子課題。此外，包含濕地基礎

研究、應用以及管理，又涵蓋生態、生地化、以及以科學為基礎的各

項論文發表。 

                          

Figure 7：SWS 開幕式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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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主要在於全球氣候變遷與氣候暖化的問題，大會本次邀

請幾位重量級人士作專題演講(plenary lecture)例如奧地利科學院院士

Jan Květ、國際水協會專家小組研究員 Günter Langergraber、曼徹斯

特城市大學部環境與地理科學教授 Nancy Dise、Bangor 大學生物化學

系教授 Chris Freeman 等，專題演講重點整理如下： 

 Jan Květ 是奧地利科學院院士，主講為捷克共和國濕地研究

(Wetlands Research in the Czech Republic)，由於 Jan Květ是植物生理

學家和生態學家並於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從事淡水植物和濕地。本篇

演講在於說明目前捷克共和國地區全境濕地的研究，除了提到目前與

國際和歐洲以及北美和澳洲等國際學術單位合作，另外也提到創立了

INTECOL 濕地工作坊，並積極參與教科文組織與生物圈計劃。1990

年促進改革捷克共和國保護自然和景觀的法律，使得捷克在濕地保育

在歐洲佔有重要地位。特別是，捷克也積極參與取了許多措施，以輔

導捷克境內濕地參加國際拉姆薩公約，例如本次考察團參訪的魚塘濕

地(Treboň Fishponds)也是拉姆薩公約國際級濕地。 

Günter Langergraber是國際水協會專家小組研究員，專長水資源

回收處理，本次演講主題為自然及人工濕地的模型描述使用(The use 

of models to describe processes in natural and constructed wetlands)，其

中提到目前都市化程度愈高，水污染的程度也隨之提高，對於都市廢

水處理可運用水生植物來對水污染作有效控制，並提出方法。水生植

物本身生理活動讓水份被吸收之上升根系吸力(root pressure)，與水生

植物進行蒸發散時蒸散吸力 (transpirational suction)。另外 Günter 

Langergraber說明濕地中的化學水質淨化機制反應行為，係透過人工

濕地水中顆粒之膠體表面與水中不同元素離子，進行氧化還原、或分

解、或化合、或吸附、或凝聚、或交換、或螯合等作用，降解水中污

染物質等各類方法，提供與會學者參考。 

曼徹斯特城市大學部環境與地理科學教授 Nancy Dise，演講主題

為泥炭地與全球氣候變遷(Peatlands and Global Change: Hero, Victim, 

or Villain?)，Nancy Dise主要專長在於環境科學在。從明尼蘇達大學

她獲得了博士學會後，從 1994 年起於英國曼徹斯特從事濕地相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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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研究大致包括陸地生態系統及生物化學。Nancy Dise 教授收集

氮、碳和硫作循環研究，研究溫室氣體甲烷、氧化亞氮和二氧化碳對

濕地的影響，目前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逐年增加、甲烷濃度也顯著變

化，而這些溫室氣體存在大氣中，會吸收地球之長波輻射，使熱能累

積在大氣層中造成地表溫度升高，最終導致全球氣候變遷。Nancy 

Dise 教授認為在全球氣候變遷的結果下，會造成生態系統初級生產量

改變，破壞生態系統原有的結構與功能及影響物種組成，使生物多樣

性降低，另外影響全球生地化循環過程，如碳、氮、磷等營養物質的

轉換與傳輸等，對生態系統影響非常重大，因此呼籲各國須重視全球

氣候環境變遷的問題。 

Bangor 大學生物化學系教授 Chris Freeman，演講主題為泥炭濕

地 的碳匯及 未 來 展望 (Peatl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 Future 

Prospects)，Chris Freeman 所領導的泥炭地研究實驗室主要在研究溫

室氣體，相關研究成果也受英國皇家學會多次表揚，並在國際上出版

多種刊物。Chris Freeman 認為溫室氣體釋放量之因素包括水中溶氧

濃度、季節、植栽水生植物密度與植物種類等。若濕地中進行人工曝

氣程序，可增加水中溶氧濃度造成脫硝作用與甲烷母質化作用等厭氧

的溫室氣體釋放過程受到抑制，進而減少氧化亞氮與甲烷的排放量。

Chris Freeman 認為濕地功能發揮使減低溫室氣體排放，對環境將有

正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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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大會組織與經營管理大會組織與經營管理大會組織與經營管理大會組織與經營管理 

SWS 為全球性非營利專業者組織，目前分布世界各國有 3,500

位會員，SWS 除總部設在美國之外，並於世界各國成立分會，近年

來每年以 20％的會員國成長率成長。濕地科學家學會成立至今，每

年出版四期濕地期刊（Wetlands），為國際性最重要的濕地科學期刊。

今年已經是成立第 32 年。參加本次會議的人數多達 1000多人，因此

在經營管理上，大會組織了一個委員會，由歐洲 SWS 濕地科學家學

會 Jan Vymazal擔任 2011 年會的主席，並設置各計劃部門，SWS 大

會由聯合主席(2011 Meeting Co-chair)負責統籌執行整個大會籌畫，從

會議前時間地點的選擇、預算多寡的考量、配套摺扣的協商、背景多

元的考量、會員服務的提供、行政細節的準備、通關便捷的安排、媒

體安排…等，委員會視情況授權各項目負責人，而在委員會之下分別

設置項目，依序為會議議程(Program)及論文摘要(Abstracts)、Poster 海

報 發 表 (Session) 、 共 同 主題 演講 (Plenary Session) 、 座 談 會

(symposium)、濕地田野參訪(Field Trips)、濕地工作坊(Workshops)、

事務安排 (Events & Local Arrangements) 、孩童節目 (Children's 

Program)、濕地廠商參展(Sponsors & Exhibitors)、公關及網頁(Publicity 

& Website)、授獎(SWS Awards)、學生之旅(Student Travel)、學生論文

(Student Paper)、國際之旅(International Travel)等，每一個項目有一位

至四位負責人，例如田野參訪(Field trips)下有田野參訪委員會(Field 

trips Committee)，委員負責規劃 SWS眾多豐富的田野參訪行程，人

力配置上可維持規劃及執行上之彈性，並依規劃時間完成各項進度，

與會人士可由 SWS 網頁得到清楚資訊。本次考察團主要參與歡迎晚

會、大會專題演講、論文發表、濕地田野參訪等，並與 SWS 及國際

濕地重量級人士會晤，介紹臺灣濕地及洽詢各種國際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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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SWS 組織架構圖 

 

 

 

 

 

 

 

 

SWS 會長(2010-2011) 
(SWS President and executive) 

 Glenn Guntenspergen 

SWS 執行委員會 
(SWS Executive Committee) 

 Sandy Doyleahern 

SWS 執行祕書處 
(SWS Executive Secretary General) 

 William Conner 

大會主席 
(Meeting Chair) 
Eric McCulley 

全員會議 
(Plenary Session) 

Chris Craft  

專題會議 
(Symposia) 

Dennis Wenger  

田野參訪 
(Field trips Committee) 

Lars Anderson 

科學委員會委員 
(Science Committee member) 

Karin Ketternring 

孩童活動 
(Children's Activities)  
Mark Larese-Casanova 

無聲拍賣 
(Silent Auction) 
Ann Neville 

贊助 
(Sponsors) 
Andy Herb  

國際獎項 
(International Awards) 

Brian Nicholson 

海報 
(Poster) 
Nathan 
Kota 

工作坊 
(Workshops) 

Ben Bloodworth 

SWS 組織 

SWS 大會組織架構 



 29

SWS 會議的舉辦方式主要遵循以往會議經驗，包括大會、專題討論

會、口頭陳述、海報發表等，並規劃濕地相關廠商參展攤位和濕地實

地考察等。 

 

四四四四、、、、參加歡迎晚會參加歡迎晚會參加歡迎晚會參加歡迎晚會 

    本次考察團在捷克布拉格參加歡迎晚會，參與者包含營建署張杏

枝簡任視察、濕地學會陳章波監事長、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謝

蕙蓮研究員、中興大學林幸助教授、文化大學郭瓊瑩院長、文化大學

陳亮憲教授、濕地學會方偉達秘書長等。 

Figure 8：SWS 布拉格會議現場海報布置 

Figure 9：我國代表參加歡迎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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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論文發表論文發表論文發表論文發表 

2011 年度 SWS 年會將以研討會及參訪的方式進行，本次考察團

多位教授在會議發表論文。研討會形式包含口頭專題報告、海報發表

及專題討論三種方式。目前陳章波監事長、郭瓊瑩教授、林幸助教授

等以海報方式發表論文。方偉達秘書長以口頭方式發表論文。 

     (1)葉世文署長、洪嘉宏分署長、李晨光課長、方偉達秘書長 

「The Promulgation and Innovation Technology of 
Conservation Program at National Wetlands of Importance 
(2011-2016), Taiwan, ROC」由方偉達秘書長於 7 月 5 日

15:45~16:00時段口頭發表於濕地管理(Wetland management)
場次，主持人為 Kelly F. Robinson，會場地點為水瓶廳

(Aquarius)。 

     (2)陳亮憲教授、郭瓊瑩教授 

經查詢 SWS 大會網站，關於陳亮憲教授、郭瓊瑩教授的

文章「Effects of wetland pattern and climate change on birds 
diversity, Taiwan」於 SWS 大會時係以海報發表，POSTER 
SESSION時間為 7 月 5 日 17:00~19:00。 

    (3)陳章波監事長、謝蕙蓮教授 

經查詢 SWS 大會網站，關於陳章波監事長、謝蕙蓮教授

的文章「Effect of the availability of sulfate on the isotopic 
signature of reduced sulfurous compounds in sediments of a 
subtropical estuary 」、「Diversity and composition of 
sulfate-reducing prokaryotes as affected by marine-freshwater 
gradient and sulfate availability」、「Study on the Habitat 
Requirements of the Green-winged Teals Wintering in a Wetland 
in Northern Taiwan」、「A pilot study on the socioeconomic 
valuation of conserving nationally important wetlands in 
Taiwan」於 SWS 大會時係以海報發表，POSTER SESSION
時間為 7 月 5 日下午 17:00~19:00。 

    (4)林幸助教授 

經查詢 SWS 大會網站，關於林幸助教授的文章「Effects 
of Spartina alterniflora invasion on benthic meiofauna in a 
subtropical wetland in Taiwan」、「Spatio-temporal variability of 
benthic metabolism during emersion on subtropical interti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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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flats」於 SWS 大會時係以海報發表，POSTER SESSION
時間為 7 月 5 日下午 17:00~19:00。 

 

Figure 10：臺灣濕地學會方秘書長偉達代表內政部營建署發表論文

Figure 11：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發展 Ramsar's Citizen

智慧型手機濕地監測計畫獲大會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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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2：內政部營建署葉署長、城鄉發展分署洪分署長、城

鄉發展分署海岸課李課長、臺灣濕地學會方秘書長等共同發表

口頭報告 Powerpoint 現場首頁 

Figure 13：研討會會場聆聽方秘書長報告情形：方秘書長向

與會人員報告臺灣目前 82 處濕地保育概況，並分享臺灣目

前濕地科學的研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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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5：文化大學生命科學系陳教授亮憲與郭院長瓊瑩發

表海報論文 

Figure 14：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林主任幸助(右)率領學生發表

海報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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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會晤人員會晤人員會晤人員會晤人員 

本次考察團會晤人員包含 SWS 新任會長 Dr. Ben Lapage、韓國分

會長 Dr. Hejeong Kang、Prof. Chris Craft、Dr. Glenn Guntenspergen 等。 

 

 

 

Figure 16：內政部營建署張簡任視察杏枝(中)與韓國分會長

Dr. Hejeong Kang 合影 

Figure 17：內政部營建署張簡任視察杏枝(左)代表營建署獲

SWS2011-2012 年會長 Dr. Ben Lapage 致贈 Wetlands 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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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9：內政部營建署張簡任視察杏枝(左)與 SWS2008-2009

年會長 Prof. Chris Craft 合影 

Figure 18：內政部營建署張簡任視察杏枝(左)與

SWS2010-2011 年會長 Dr. Glenn Guntenspergen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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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授授授授獎典禮獎典禮獎典禮獎典禮( Awards Ceremony) 

7 月 5 日舉辦授獎典禮(Awards Ceremony)，主要是頒發對國際上

濕地有貢獻科學家，是由 SWS 現任會長 Dr. Glenn Guntenspergen主

持頒發 SWS總會長服務獎(President’s Service Award)。我國臺灣濕地

學會方偉達秘書長獲此殊榮，以表彰其對於臺灣濕地躋升國際濕地的

努力。 

 

方偉達祕書長得獎理由係為擔任 SWS(SWS)中華民國臺灣分會

會長(Country Designate of Taiwan)期間，推動國際濕地保育不遺餘

力，成功邀請聯合國拉姆薩公約前秘書長 Dr. Peter Bridgewater、聯合

國發展署官員 Mamunul Khan、SWS歷任總會會長 4 人訪臺，並推動

台江國家公園納入拉姆薩濕地運動，於 2011 年 SWS在捷克布拉格舉

辦的五年一度之世界濕地大會中，破例獲頒總統服務獎(President’s 

Service Award)，成為全世界第一位非美籍的得獎者。 

SWS在美國成立 31 年來，總統服務獎(President’s Service Award)

共頒贈過美國和加拿大籍的 18 位得獎者，其中得獎者有 SWS歷任總

會會長、美國政府單位(地質調查署濕地中心)。得獎者包括美國和加

拿大知名大學教授、研究人員、政府官員，他們除了恪遵原有教授、

研究人員和政府官員之職責，達成濕地永續發展之卓越目標，並針對

Figure 20：Awards Ceremony 頒獎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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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進行重大貢獻。 

本次世界大會及頒獎典禮中我國出席者包含中央研究院榮譽退

休研究員陳章波教授、研究員謝蕙蓮教授、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主任

林幸助特聘教授、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院長郭瓊瑩教授、文化

大學生命科學系陳亮憲教授、營建署簡任視察張杏枝女士等中華民國

代表團共計 12 人應邀觀禮，對於方偉達秘書長，代表團成員紛紛表

示祝賀，代表從事臺灣濕地保育人士已逐漸為世界各國所重視。 

  

Figure 21：方偉達秘書長獲頒獎項(President’s Service Award)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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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國際宣傳國際宣傳國際宣傳國際宣傳文宣文宣文宣文宣 

本次交流考察團準備「Taiwan’s Wetlands 臺灣濕地書籤及悠遊卡

夾」、「A Natural History of OceanicIsland」、「Taipei Metropolitan Area-A 

Hometown of Constructed Wetlands」、「Taijang National Park(台江國家

公園)英文簡介」、「Glory of National Parks 臺灣國土之美」「National 

Parks of Taiwan 臺灣國家公園英文簡介」、「National Parks of Taiwan

臺灣國家公園攝影集」、「National Parks of Taiwan 我們共同的未來-國

家公園 VCD」、「2011 Taiwan´s Wetlands of Importance」、「Map of 

Taiwan Wetlands 國家濕地地圖英文摺頁」、「Ramsar Standard Wetland 

in Taiwan 臺灣濕地加入拉姆薩公約說帖」等國際宣傳品，並於會場

攤位發送。本次文宣品宣達臺灣濕地保育現況、濕地物種、濕地生態

旅遊、濕地價值等相關摘要資訊，由營建署張杏枝簡任視察與方偉達

秘書長等人於 SWS 會場宣傳以強化臺灣國際地位，讓與會會員暸解

臺灣四面環海，從沿海地區泥質灘地、岩礁、河口、沙灘，到內陸窪

地、河川、漁塭、水稻田、水圳、埤塘，到山區林澤、水庫、高山湖

沼等美麗的生態景觀與豐富的動植物資訊，成功宣傳臺灣目前推動濕

地保育的現況。 

Figure 22：張杏枝簡任視察發放國際宣傳文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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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參訪行程參訪行程參訪行程參訪行程       

由於布拉格的交通算是方便，往北 110 公里、往西 170 公里，

均可抵達德國邊境。往南 170 公里，就可抵達奧地利邊境。往東北

170 公里，可抵達波蘭邊境。往東 320 公里，則可到達斯洛伐克邊境。

因此布拉格與柏林、維也納、慕尼黑、弗羅茨瓦夫、布拉迪斯拉發等

外國大城市的距離都在 200-300 公里之間，而距離布拉格最近的外國

大城市則是德勒斯登，距離布拉格只有 130 公里。本次考察團在有限

時間規劃參訪地點，主要為魚池濕地、中華民國捷克代表處、捷克環

境部、捷克瑞士國家公園等。 

 

Figure 23：布拉格交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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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魚魚魚魚塘塘塘塘濕地濕地濕地濕地(Fishponds) 

(一)參訪重點 

  1、參觀捷克魚塘濕地養殖業 

  2、參觀捷克魚塘濕地保育情況 

 

(二)參訪心得與建議 

本次考察團參加 SWS 於 7 月 6 日所舉辦的田野行程(Field trips)

所參訪的濕地是位於捷克的魚塘濕地。當天的導覽員為 Jan Pokorný

博士。導覽時間為早上的 08:00 至傍晚。 

目前捷克斯洛伐克解體之後，成立捷克共和國。而捷克共和國也

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因此從 1990 年正式加入濕地公約組織 

(RAMSAR)，到目前為止濕地公約組織 (RAMSAR)對捷克共和國共

計有 12個點，指定為國際重要濕地，面積廣達 54,681 公頃。 

而魚塘濕地 Trebonská rybníky (Trebon fishponds)的總面積為 

10,165 公頃，在位置上為北緯 48 度 38 分；東經 14 度 49 分。在 1994

年 9 月 18 日加入蒙特婁協定(Montreux Record)，成為生物圈保護地

(Biosphere Reserve, Protected Landscape Area)。 

 

Figure 24：魚塘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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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魚塘濕地是人工埤塘，深度約為 1 公尺到 2 公尺，本來是為

飼養魚類所建造。這個埤塘的特性是有週期性的水位變化。捷克魚塘

提供了水產養殖系統，且受到漁業管理人員所管轄。這些魚塘從幾百

平方公尺到幾平方公里。第一個魚塘在羅馬時期已經構建了。在捷克

共和國境內，在第 10 世紀時已建構魚塘。在 16 世紀時，魚塘系統達

到繁榮的境界，此時魚塘總面積是目前的三倍大，達到 180,000 公頃。

在 17 世紀時，發生三十年戰爭（1618 -1648），造成許多魚塘被摧毀，

規模縮減許多。 

  

 

在 19 世紀，許多魚塘被轉化為農業用地，主要用於種植甜菜。

魚塘的壩體從前通常是由石頭堆砌而成，且以種植橡木(Oaks)等來加

強護坡能力。而溢洪道出水口以杉木製成，目前以混擬土及鋼構取

代。另外每隔 2 至 3 年，當年的秋季，可以在此收取魚獲(從前是 7

年左右)。因此在 1486 年至 1553 年當時的主教 Jan Dubravius 將魚塘

的基本功能分類為：產卵池、育苗池、魚種池、飼養育成池、休眠池

等。主要的魚種是鯉魚(Cyprinus carpio)，佔了 88%，年產量 17,000

公噸。目前管理魚塘濕地的最高機關為環境部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而捷克拉姆薩委員會及專家群也持續對魚塘濕地的研

究發展積極努力，目前魚塘濕地也面臨許多問題，例如當天考察團也

Figure 25：魚塘濕地受到藍藻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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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識到由於飼料造成水質變化使得藍藻污染的問題日益嚴重，因此唯

有藉由強有力的政府介入才可能解決。 

為什麼 Fishponds 魚塘是捷克重要的濕地？主要有以下幾點原

因，因為在捷克共和國缺乏湖泊而且不靠海，而魚塘濕地的湖泊正可

為中歐提供生物棲息點，以及魚類蛋白質的來源，其半人工的魚池除

了養殖外，可營造如自然濕地的環境。目前管理單位藉由合理的管

理，可以讓一些濕地物種能生存下去。因此管理單位以實質立法方式

來保護目前的魚塘，他們認為每個池塘都是重要的景觀元素，而大量

的池塘形成生態系統，規模超過 1,000個池塘的大規模保護區，其中

數百的池塘以各種方式儲存水源等。 

捷克魚塘的功能不僅是生產魚，在以往的功能上，也擔任類似城

堡或城市的防禦工事，因此應用在軍事上格外重要。另外也作為農民

小麥磨坊的能源。而魚塘充沛的水源，也為捷克作為水庫儲存水源，

並當作滯洪池來協助當地防洪，而魚塘大小埤塘間接地塑造出當地成

為多種水鳥的棲息地，使得生態景觀更加多樣化。 

    當地的 NGO志工具備較高層次的濕地科學技術能力，並向參觀

的人員示範魚塘濕地水中浮游生物監測情形，從撒網及收網及水生動

植物專用顯微放大鏡來觀察紀錄，顯得格外專業，這些紀錄長期累積

可觀察濕地的變化，對於濕地實際保育有更實質的功能。 

 

Figure 26：當地 NGO 志工示範魚塘濕地水中浮游生物監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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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駐駐駐駐捷克代表處捷克代表處捷克代表處捷克代表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Pragu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vision) 

(一)參訪重點 

  1、參觀捷克代表處 

  2、與捷克代表處人員洽詢考察團訪問捷克環境部及國家公園事項 

 

(二)參訪心得與建議 

本次考察團參訪位於捷克的中華民國臺北經濟文化駐捷克代表

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Pragu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vision)，由駐捷克代表處科技組謝水龍組長協助本次在

捷克的參訪活動，提供參訪諮詢及聯絡等。 

 

由於捷克的官方語言是捷克語。謝水龍組長表示目前在布拉格，

主要的語言是捷克語，雖然部分年長的捷克人會說一些德語，不過以

往在共產體制之下，在學校是要學俄文，現在則已經被英文取代。會

說英文的捷克人是少數，因此為了方便本次考察團的行車安全及行程

是否順利，謝水龍組長協助為本代表團安排懂中文的中華民國駐捷克

Figure 27：代表團(自左而右)郭院長瓊瑩、張簡任視察杏枝、

駐捷克代表處科技組謝組長水龍、方秘書長偉達在捷克中華

民國代表處合影 



 44

代表處科技組白蓮娜小姐 (Pavlina Kramska)及司機酷賽拉先生

(P.Kucera)，於 7 月 8 日早上至卡爾隆國際會議中心(Clarion Congress 

Hotel Prague)接送考察團成員，並向考察團對於將造訪傑格環境部官

員提出一些建議，包含捷克國情、文化、政治、經濟、兩國合作方式、

注意事項等。 

7 月 8 日晚間由張簡任視察宴請捷克環境部自然暨景觀署自然保

育組組長 Dr. Ondrej Vitek 及中華 民國臺北經濟文化駐捷克代表處

謝水龍組長等與考察團成員於 Villa Richter餐廳進行餐敘。 

Figure 29：張簡任視察杏枝針對國際協定與駐捷克代表處科技組

謝水龍組長對捷克環境部簽約事宜進行沙盤推演與討論 

Figure 28：宴請捷克環境部自然暨景觀署自然保育組組長 Dr. 

Ondrej Vit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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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捷克環境部捷克環境部捷克環境部捷克環境部(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of the Czech 

Republic) 

 

(一)參訪重點 

  1、拜訪環境部官員 

  2、暸解目前捷克環境部保育現況 

 

(二)參訪心得與建議 

本次考察團拜訪捷克環境部，捷克環境部的自然暨景觀保護署

(Agency for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Landscape Protection of the Czech 

Republic)係由捷克環境部成立之政府機構，該局成立於 1995 年 3 月

1 日，負責保護捷克境內的自然環境和景觀。其業務具體內容包括針

對瀕危物種的監控和保護；對環境部的活動提供專家技術支援；設計

並開發管理自然保護資訊系統；負責實施保護自然景觀之具體措施；

管理國家自然景觀保護補助項目；負責針對特殊保護動物造成的林

業、漁業和農業損失進行生態補償；宣傳自然景觀保護教育工作，以

及針對該項領域進行國際合作。 

由捷克環境部自然暨景觀保護署代表與中華民國營建署代表會

談。捷克環境部播放 20 分鐘簡介捷克國家公園及自然保護區現況，

其中內容介紹捷克，其位處歐洲大陸的中部位置，大陸型氣候使得四

季變化明顯，因此春天的到來，使得大地欣欣向榮，而冬天時白雪靄

靄，萬物蕭瑟，處處充滿驚奇，由於是影片中許多地點湖泊邊雲霧繚

Figure 30：環境部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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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與宛如安德森童話故事中的房子，如同仙境般，美麗寧靜而令人震

攝，加上擁有廣大的森林及各種地形的自然美景，使得捷克共和國充

滿迷人的魅力。隨後自然暨景觀署簡報，對於捷克目前自然保育情形

大致陳述。目前捷克也遇到都市化的問題，使得農地急遽的減少，根

據簡報內容陳述，捷克在 1993 年有 4,280,000 公頃農地，15 年減少

了 30,000 公頃，減少速度算是很快。1989 年由於共產體制產生變化，

影響市場的機制，引導農業生產方向。另外也陳述珍貴稀有物種的問

題，例如黑鸛 Black Stork(Ciconia nigra)、紫花毛地黃(Purple Foxglove)

等，捷克環境部都能積極監測記錄。張簡任視察就臺灣國家公園與捷

克公園經營管理現況交換意見。 

目前捷克的國家公園自然保育的管理方式是以漸進式(Gradual)

領域的保育方法，根據自然價值(nature values)，分成三種保護區域

(zones of protection)，第一種為 strict protection是存在指標性物種的區

域，必須嚴格予以保護。第二種為 valuable secondary ecosystems，為

次級生態系統區域，由於環境中所有的生物和環境因子之間的交互作

用，形成生物聚落，而一些河口沼澤湖泊溪流等交會處蘊含豐富食

物，使得生物分布比例較高。第三種是 man influenced semi-natural 

ecosystems 為受人類影響的半自然生態區，目前由於農業及城市發展

影響生態環境，捷克環境部根據現況有效管理。 

    

Figure 31：捷克環境部自然暨景觀署代表與中華民國營建署

代表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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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2：捷克環境部自然暨景觀署簡

報(自左而右)自然保育組組長 Dr. 

Ondreg Vitek、副署長 Michael Hosek、

國際合作組組長 Ms. Tereza Minarikova

Figure 33：捷克環境部自然暨景觀保護

署副署長 Michael Hosek 

Figure 34：捷克環境部自然暨景觀保護

署自然保育組組長 Dr. Ondreg Vitek 

Figure 35：捷克環境部自然暨景觀保護署

國際合作組組長 Ms. Tereza Minarikova 

Figure 36：中華民國代表團在捷克環境

部與副署長 Dr. Michael Hosek 等人合

影 

Figure 37：內政部營建署致贈捷克環境

部自然暨景觀保護署文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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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布拉格布拉格布拉格布拉格城市巡城市巡城市巡城市巡禮禮禮禮 

(一)參訪重點 

  1、參觀捷克布拉格景觀 

  2、搭船參觀伏爾塔瓦河 

  3、參觀捷克建築及古建築更新 

  4、參觀捷克文化與藝術 

 

(二)參訪心得與建議 

本次考察團利用會議空檔期間，參訪布拉格幾處景點，例如布拉

格城堡(Prazsky Hrad)、查理橋(Charles Bridge)、火藥門(Praser Brana)、

瓦茲拉廣場(Vaclavske Namesti)…等，其中為觀看布拉全市特殊建築

景觀，本次考察團也至布拉格郊區的帕特山(Petrin，海拔 318 公尺)，

由導覽資料得知此處是布拉格市內最大的單一綠圍區域。過去曾經有

萄葡圍和一個提供布拉格大部分羅馬式和歌德式建築用石材的石礦

場，屋頂顏色大部分都是橘紅色，看來非常整齊，具有都市美感。 

 

Figure 38：遙望布拉格景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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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導覽員提到參觀者可以在 Ujezd 坐纜索鐵道的纜引

IanovaDraha可到山頂。在帕提山的南部，可俯視寧靜的 Kinsky花園

Kinskeho Zahrada 有一間 18 世紀木製的聖米運動教堂 Kostel sv 

Michala，教堂的建築木頭材料是從烏克蘭搬來，因此建築在波希米

亞十分罕見的，而在馬克蘭和斯洛伐克則較常見。鏡迷宮 Bludiste在

山上的瞭望塔下，1891 年為布拉格博覽會而建，此處實際上是以 1648

年在查理橋上對戰的布拉格和瑞典人為題材的透視畫館。對面是聖老

楞佐教堂 Kostel sv Vavince，屋頂上的壁畫描述西元 991 年異教徒以

神聖之火所建立的故事。為了觀看布拉格建築美景，考察團在帕特山

山腰間，遙望布拉格，擁有絕佳景觀，處處可見文藝復興和巴洛克建

築，顯示城市建築風格獨樹一幟，散發其古典藝術氣息。 

 

 

7 月 4 日本考察團也參加 Gala Dinner搭船遊布拉格伏爾塔瓦河

(Vltava River)，途中經過許多布拉格著名景點，例如國家劇院(Narodni 

Divadlo)，整幢建築面對伏爾塔河(Vltava River)。特別的是此為捷克

國家復與運動的主要建築，也是布拉格最有特色的建築物。由內到外

都由捷克藝術家裝飾的建築是建築師 Josef Zitek 的傑作。聽導覽員解

說原建築在 1881 年開幕後幾個星期後便被燒毀，但是在富豪重新資

助下，兩年內就重修完成。目前現在這裡是芭蕾舞和歌劇演出場地，

提供了捷克文化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重新復出的一個舞臺。 

Figure 39：Gala Dinner 搭船遊布拉格伏爾塔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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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捷克的街道處處散發古蹟氣息，城市居民共同開發的原理，

進行舊市區更新的規劃，配合廣場設計，保留古建築外貌，並納入更

新理念之中。布拉格是一座著名的旅遊城市，市內擁有為數眾多的各

個歷史時期、各種風格的建築，從羅馬式、哥德式建築、文藝復與、

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義、新藝術運動風格到立體派和超現代主

義，其中特別以己洛克風格和哥德式建築更占優勢。布拉格建築給人

整體上的觀感是建築頂部變化特別豐富，並且色彩極為約麗奪目，紅

瓦黃牆，因而擁有千塔之城、金色城市等美稱，號稱歐洲最美麗的城

市。1992 年，布拉格歷史中心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

產名單。 

 

布拉格大部分歷史時期一直處於多種族雜居狀態，主要是德國

人、捷克人、猶太人。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占領布拉格，大部分

猶太人遭受屠殺，活到戰後的少數猶太人也紛紛移居以色列。戰前，

布拉格有 5萬猶太人，1990 年代僅剩 800 人。19 世紀，布拉格的德

意志人與捷克人幾乎人數相等，工商業和文化事業基本掌握在德意志

人手裡。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奧匈帝國瓦解，捷克獨立建國，而

布拉格與德意志人的比例有所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住在布

拉格的德意志人基本全部被驅逐出境，在這過程中曾發生過對德意志

人的集體屠殺數目，此後布拉格基本上成為捷克單一民族的城市。   

Figure 40：捷克鄉村建築融合波蘭及德國南部巴伐利亞地方

建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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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每個月都要主辦一些國際性的文化活動，尤以各種音樂活

動最多。布拉格之春國際音樂節是一個有國際影響的音樂盛事，開始

於 1946 年，每年 5 月 12 日開幕，每次開幕演出的序曲都是斯美塔那

的交響詩組曲「我的祖國」。布拉格每年舉辦的音樂活動還有布拉格

之冬古典音樂、歌劇和芭蕾舞表演、國際捷克莫拉維亞銅管音樂節、

老音樂之夏、布拉格和恩、國際四重奏音樂節、國際風琴音樂節、國

際小銅管樂節、布拉格之秋國際音樂節、聖瓦茨拉夫節民間頌糙音樂

節、國際爵士樂節、國際學生管弦樂節、傳統布拉格城堡古典音樂節、

國際耶誕音樂節等。每年在布拉格舉辦的國際電影節也有 3 項之多，

包括當代歐洲電影節、國際影視視頻節目節、同一個世界國際電影

節。1999 年起，布拉格每年還舉辦國際流浪文化節呈現吉普賽風情。

布拉格舉行的年度文化活動還有布拉格世界國際圖書展、國際木偶

節、布拉格作家節、莎士比亞之夏、維爾蒂傳統歌劇節等。 

Figure 41：捷克布拉格的查理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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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捷克瑞士國家公園捷克瑞士國家公園捷克瑞士國家公園捷克瑞士國家公園(National Park Czech Switzerland) 

(一)參訪重點 

  1、捷克瑞士國家公園步道之旅 

  2、參觀 Kamnitz Gorge景觀 

  3、暸解捷克如何保護重點物種 

  4、國家公園管理處處 

 

(二)參訪心得與建議 

7 月 8 日本考察團由中華民國駐捷克代表處科技組白蓮娜小姐

(Pavlina Kramska)與司機酷薩拉先生(P.Kucera)帶我們前往捷克瑞士

國家公園(National Park Czech Switzerland)，行車時間約 2小時。由於

布拉格主要的語言是捷克語，且沿路地標都是捷克文，部分捷克人會

說德語，但會說流利英語的人，是有困難度。因此本次參訪行程委請

捷克當地懂中文的白蓮娜小姐(Pavlina Kramska)及懂英文的司機酷薩

拉先生(P.Kucera)帶領本考察團前往指定地點。 

捷克瑞士國家公園(Czech Switzerland National Park)是捷克共和

國最晚成立的國家公園(成立於 2000 年，面積約 80平方公里)，位於

布拉格北邊，它坐落在 Hrensko和 Chřibská兩個直轄市的拉貝河畔烏

斯季地區(Ústí nad Labem)之間，並靠近德國邊界，本地自 19 世紀一

直是熱門戶外休閒地點。 

 

 

 

 

 

 

 

 

 

 

 
Figure 42：捷克的國家公園與保護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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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目前有 4個國家公園，分別是 České Švýcarsko 、Krkonose、

Podyji、Sumava 等，另外有包含 Beskydy 等大約 30 個保護景觀區

(Protected Landscape Areas),而捷克瑞士國家公園(Czech Switzerland 

National Park)位於北邊，是目前捷克重點生物區生存區域，捷克政府

單位也積極維護國家公園及保護區系統讓生態環境能夠永續發展。   

 

 

 

 

 

 

 

 

 

 

 

 

Figure 43：捷克瑞士國家公園勘查 

Figure 44：捷克瑞士國家公園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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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瑞士國家公園(Czech Switzerland National Park)最著名的是

獨特的岩石地形，有許多絢麗地景及怪石群，另外也有美麗的溪流峽

谷。由於此處保留原始樣貌，因此許多的野生動物及少見的物種。捷

克瑞士國家公園(Czech Switzerland National Park)規劃旅遊路線景點

以提供遊客以徒步、自行車等體驗自然之美。此處最著名的地點就是

Pravcicka Brána (Gate)、Dolsky Mill、the Gorges of the Kamenice、

Mary´s view point 等地，其中 Pravcicka Brána 的拱岩聞名歐洲。 

     

 

 

 

 

 

 

 

 

 

 

 

 

 

 

 

 

 

 

 

 

 
Figure 45：於 Ruvova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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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考察團成員徒步參觀 Kamnitz Gorge景觀，此處為 Kamnitz 

河所形成的砂岩(sandstone rocks)地形峽谷，地點靠近波希米亞瑞士國

家公園(Bohemian Switzerland National Park)的Hřensko。而Kamnitz 河

劃分向下切蝕河谷，產生約 50 公尺至 150 公尺高的峽谷地形。而國

家公園的步道算是完備，對於休閒或登山挑戰者，皆有不同選擇，因

此這邊的步道以難度分路線，例如黃色路線可走較有一點挑戰的峽谷

(Wild and Silent Gorge)，有些地點甚至需要渡船才能通行。此處地形

如同臺灣縮小版的太魯閣國家公園內的峽谷地形，小巧而精緻，本考

察團行進國家公園步道，處處發現驚奇。 

 

 

 

 

 

 

 

 

 

 

 

Figure 47：砂岩(sandstone rocks)地形峽谷 

Figure 46：於 Kamenice 搭乘平板船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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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克瑞士國家公園(Czech Switzerland National Park)除了歐洲著

名獨特的岩石地形，此處也有稀有的物種，動物部分目前有火蠑螈

Fire salamanders (Salamandra salamandra)、黑鸛 Black Stork(Ciconia 

nigra)、猞猁 Eurasian Lynx (Lynx lynx)、歐亞鷹鴞 Eurasian Eagle 

Owl(Bubo bubo)、遊隼 Peregrine Falcon (Falco peregrinus)，植物部分

有馬什拉布拉多茶Marsh Labrador Tea (Ledum plaustre)Stiff 

Clubmoss(Lycopodium annotium)、紫花毛地黃 Purple 

Figure 48：Pravcicka Brána拱岩 

Figure 49：Pravcicka Brána攀岩女士徒手攀登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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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glove(Digitalis Purpurea)、蘩縷冬青 Chickweed wintergreen 

(Trientalis europaea)，是目前歐洲亟需保護的物種。 

 

  

 

 

 

 

 

 

 

 
 
 

Figure 50：Chickweed wintergreen Figure 51：Fire salamanders 

Figure 52：Marsh Labrador Tea Figure 53：Peregrine Falcon 

Figure 54：Purple Foxglove Figure 55：Black St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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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6：張杏枝簡任視察致贈濕地悠遊卡給捷克瑞士國家公園管

理處處長 Dr.Pavel Bend 

Figure 57：張簡任視察杏枝致贈濕地悠遊卡

給捷克瑞士國家公園管理處公關主任

Tomas Salov 

Figure 58：張簡任視察杏枝致贈濕地悠遊卡

給捷克Labske Piskovce景觀保護區管理處處

長 Mr. Vladislav Kope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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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考察團由張杏枝簡任視察代表中華民國營建署拜會捷克瑞

士國家公園管理處，與捷克瑞士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 Dr. Pavel 

Benda、捷克瑞士國家公園管理處公關主任 Tomas Salov、捷克 Labske 

Piskovce景觀保護區管理處處長 Mr. Vladislav Kopecky 等官員交流兩

地國家公園差異及詢問捷克瑞士國家公園管理處與中華民國營建署

國家公園是否有進一步合作機會以共同促進雙方國家公園合作關

係，最後張杏枝簡任視察代表中華民國營建署致贈對方濕地悠遊卡乙

式以茲紀念。 

 

Figure 59：文化大學郭院長瓊瑩與捷克瑞士國家公園管理處公關主

任 Tomas Salov 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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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濕地保育國際交流工作坊濕地保育國際交流工作坊濕地保育國際交流工作坊濕地保育國際交流工作坊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企劃書企劃書企劃書企劃書 

營建署於 2009 年 11 月 30 日與 SWS 簽署「2010－2015 濕地區域

行動計畫合作（RSPA）備忘錄」，加強雙方未來的合作關係，藉由國

際合作交流吸收國外濕地新知，擴展我國濕地復育知識技術與視野，

並提升我國濕地的重要性與能見度。本計畫邀請 SWS 專家來臺協助

合作計畫，透過辦理國際工作坊，推動濕地保育經驗交流。                      

一、參加人員：城鄉發展分署 100 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

補助案各承辦縣市政府及執行單位、濕地相關管

理單位、專家學者及 NGO。 

二、辦理時間：2011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8 日。 

三、辦理方式： 

1. 邀請 SWS 濕地專家 Dr. Ben Lepage，透過國外專家學者於濕

地實際操作與濕地現地執行團隊進行知識、技術、經驗之交

流與分享。 

 2. 以工作坊形式進行，針對濕地現況相關課題進行討論後，透

過與國外專家學者綜合座談，提出濕地生態復育之實際對策

及具體建議。 

四、辦理地點：宜蘭、高雄、臺南、臺北 

五、執行工作項目包括： 

1. 濕地保育國際交流工作坊邀請之國外專家 Dr. Ben LePage 經

城鄉發展分署同意並邀請。 

2. 國際濕地工作坊內容包含：濕地生態復育現地實際操作與知

識技術經驗交流與分享，並負責活動前國內外專家學者之聯

繫、參與人員報名作業、國外專家學者來臺前之資訊提供（包

含：濕地基本資料及相關課題之彙整）、工作坊流程安排、書

面資料之準備及現場翻譯等工作。 

3. 於辦理濕地保育國際交流工作坊前，針對邀請相關專家學者

名單、貴賓名單、工作坊活動流程安排、書面資料及宣傳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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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等，召開工作會議。 

4. 邀請國外專家學者來臺參與國際工作坊之進行，並由國外專

家學者提出建議報告書。 

5. 辦理國外專家學者之邀約、會議相關聯繫與在臺期間之接待

或餐敘等相關事宜。 

6. 國際交流工作坊之交通接送、鐘點費、差旅費、食宿、保險

及禮品等事宜。 

六、工作執行成果： 

1. 邀請專家學者：對於邀請國外專家學者來臺進行科學與技術

交流部分，經本會顧問團討論後，將邀請 SWS 2011 年至 2012
年會長 Dr. Ben Lepage 來臺參加國家交流工作坊。  

2. 專家學者背景資料：班拉帕契博士(Dr. Ben LePage)現為

2011-2012 年 SWS總會長，曾任職於賓州大學教授、SWS 教

育委員會主席，現為美國自然科學院副研究員、PECO 能源

公司環境復育計畫資深經理。班拉帕契博士具備 20 年以上濕

地工 程復育經驗，包括美國都市人工浮島型濕地之創建，在

國際濕地界係為少數橫跨產官學界之領袖人物，編輯出版"
濕 地 : 整 合 跨 學 門 型 概 念 (Wetlands: Integrating 
Multidisciplinary Concept, 2011, Springer)"乙書。 

3. 辦理方式：2011 年濕地保育國際交流工作坊將邀請主管機

關、國內專家學者、在地保育團體等，與國外專家學者綜合

座談，針對濕地現況相關課題進行討論，透過國外專家學者

對於濕地實際操作與濕地現地執行團隊進行知識、技術、經

驗之交流與分享，提出濕地生態復育之實際對策及具體建議。 

4. 時間與地點：10 月 1 日至 8 日為期 8天，地點預定北部為宜

蘭，南部預定為高雄。北部的部分，本會初選宜蘭的無尾港

濕地，其位於宜蘭縣蘇澳鎮內，面積約有 102 公頃，為北部

候鳥遷徙重要途徑，區域區內景觀則涵蓋有河流、湖泊、沼

澤、旱田、沙灘、防風林及山丘樹林等生態環境，目前濕地

保育與在地文化教育結合已具成效，適合本次北部工作坊地

點選定。南部的部分，由於臺灣南部氣候乾濕明顯，以及工

商產業造成水質污染的情況下，城市濕地在都市發展的過程

中，顯得格外重要，尤其面臨土地開發問題與濕地保育產生

衝突，因此產業經濟要如何尋求平衡是重要課題，因此選擇

高雄的茄萣鹽田濕地及永安鹽田濕地舉辦南部的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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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協辦單位：本工作坊將積極邀請在地保育社團參與，以加強

國際濕地保育交流成果，因此有關宜蘭地區研討會及宜蘭無

尾港國家重要濕地現勘將邀請宜蘭大學及當地社團例如無尾

港文教促進會等合辦。有關高雄地區濕地在茄萣濕地及永安

鹽田濕地舉辦，將以濕地的土地利用規劃、太陽能產業發展、

濕地未來發展等為討論方向，並加入國家重要濕地高雄濕地

廊道等生態議題為主，預計請茄萣鄉生態文化協會、臺灣濕

地保護聯盟、高雄市鳥會等單位協辦。 

6. 場地現勘 

(1)北部部分：臺灣濕地學會已於 8 月 28 日至宜蘭的無尾港濕地

現勘，並由無尾港文教促進會的鍾茂樹主委、楊油然前理事

長等對於無尾港現況簡介，並規劃當天導覽路線。初步規劃

以無尾港賞鳥平臺、無尾港海岸、河道、社區等為導覽解說

點。工作坊預計於無尾港文教促進會現址舉辦，並已籌畫當

天工作人員及邀請對象等。 

(2)南部部分：臺灣濕地學會已於 8 月 25 日至高雄的茄萣濕地及

永安鹽田濕地參觀導覽路線，初步規劃以臺電旁的永安濕

地、情人碼頭、茄萣濕地等三處為導覽地點，並由茄萣鄉生

態文化協會鄭和泰理事長協助全程導覽。場地部分並查看興

達國小及成功國小等場地，由於興達國小場地較新，且視聽

設備較齊全，因此初步決定以興達國小為工作坊場地。 

七、活動行程： 

1. 10 月 1 日至 10 月 8 日行程表。 

Table 7 2011 年 10月 1日至 10月 8日濕地保育國際交流工作坊行程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行程行程行程行程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10/1 
(六) 

20:45 接機 航班 CO4158 桃園機場 

22:00 安排住宿 臺北太豪飯店 臺北市 

10/2 
(日) 

09:30-10:00 報到 【無尾港文教促進會館】報到 宜蘭縣 

10:00-12:00 濕地導覽 由導覽員帶領參觀無尾港濕地 宜蘭縣 

12:00-14:00 午餐 餐敘休息 宜蘭縣 

14:00-14:15 長官致詞 城鄉發展分署洪嘉宏分署長 宜蘭縣 

14:15-14:30 在地社團簡報 
主講人：無尾港文教促進會理

事長 
講題： 無尾港濕地保育經驗 

宜蘭縣 

14:30-14:50 國際經驗分享 講師：Dr. Ben LePage  宜蘭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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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行程行程行程行程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講題：濕地與社區發展 

14:50-15:00 中場休息   

14:00-16:00 工作坊 

討論議題： 
1.社區發展定位檢討   
2.科學測量與研究 
3.社區營造與教育推動育   
4.未來願景 

宜蘭縣 

16:00 結束  宜蘭縣 

10/3 
(一) 

09:30-09:50 報到 
【高鐵左營站(公車站牌處)】
報到 

高雄市 

09:50-12:30 濕地導覽 
永安鹽田濕地、情人碼頭、

茄萣鹽田濕地導覽 
高雄市 

12:30-14:00 午餐 餐敘休息 高雄市 

14:00-14:15 長官致詞 城鄉發展分署張逸夫隊長 高雄市 

14:15-14:30 在地社團簡報 

主講人：高雄鳥會/茄萣生態文

化協會 
講題： 永安/茄萣濕地保育經

驗 

高雄市 

14:30-14:50 國際經驗分享 
講師：Dr. Ben LePage  
講題：濕地之經濟發展與衝突 

高雄市 

14:50-15:00 中場休息   

15:00-16:20 工作坊 

討論議題： 
1.工程施作方式及後續管理機

制 
2.太陽光電產業的影響 
3.土地利用規劃 
4.未來願景  

高雄市 

16:40-17:00 興達港參觀 興達港漁市參觀 高雄市 

17:00 結束  高雄市 

10/4 
(二) 

09:30-10:00 報到 樹谷園區報到 臺南市 

10:00-1020 長官致詞 
城鄉發展分署黃明塏主任工

程司 
臺南市 

10:20-11:00 工作坊 1 主題：人工浮島製作成果分享 臺南市 

11:00-11:20 休息  臺南市 

11:20-12:00 工作坊 2 主題：人工浮島經驗交流 臺南市 

12:00-13:30 午餐 餐敘休息 臺南市 

13:30-15:30 濕地實作 

地點：「樹之谷」生態景觀池 
說明：由 NGO 老師帶領製作

並與國外專家進行指導交流，

包含以下實作部分： 

臺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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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行程行程行程行程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1.人工浮島載具製作 
2.人工浮島與水生植物栽種 
3.人工浮島安置 

15:30-17:00 生態導覽 樹谷生態園區導覽 臺南市 

17:00 結束  臺南市 

10/5 
(三) 

09:00-09:30 拜會營建署 拜會營建署許副署長 臺北市 

11:00-13:00 桃園埤塘 桃園千塘之縣體驗 桃園縣 

13:00-15:00 新豐濕地 新豐紅樹林濕地巡禮 新竹縣 

18:30 學者專家意見
交流會 學者專家意見交流會 臺北市 

10/6 
(四) 

10:00-11:00 夢幻湖濕地 參觀臺灣水韭保育現況 臺北市 

11:00-12:00 陽明山公園 參觀小油坑/冷水坑/擎天崗 臺北市 

13:00-16:00 大漢溪濕地 參觀大漢溪沿岸濕地 新北市 

18:30 餐敘 與外賓餐敘 臺北市 

10/7 
(五) 

09:30-10:20 拜會城鄉分署 拜會城鄉發展分署長 臺北市 

10:30-12:00 專題演講 營建署專題演講 
講題：美國人工濕地經驗 臺北市 

13:00-16:00 拜會環保署 拜會環保署邱文彥副署長 臺北市 

13:00-18:00 城市體驗 參觀龍山寺、臺北 101…等 臺北市 

18:00-21:00 參觀會議中心 參觀臺北國際會議中心 臺北市 

10/8 
(六) 10:20 送機 航班 CO 4157 桃園機場 

 

Itinerary for Oct.1-Oct.8, 2011 

2011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Wetland Conservation 
Welcome to Taiwan! 

Date Time Content Itinerary Venue 

Ｏct. 
1(Sat.) 

20:45 Pick-up CO 4158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22:00 Accommodati
on (Taipei, Tai Ho Hotel) Taipei 

Oct. 
2(Sun.) 

09:30-10:00 
Check in 

【Wu-Wei River 
Cultural&Education 
Association】Check in 

Ilan County 

10:00-12:00 Wetland tour   Visit to Wuwei Habor Ilan County 

12:00-14:00 Lunch Lunch Ilan County 
14:00-14:15 Workshop deliver a speech Ilan County 
14:15-14:30 Workshop 【Wu-Wei River 

Cultural&Education 
Association】experience 

Ilan County 

14:30-14:50 Workshop Dr. Ben Lepage (20 min. Ilan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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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Time Content Itinerary Venue 
talk) Topic: Wetland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14:30-14:50 Rest  Ilan County 
14:50-16:00 Workshop Topics to be discussed: 

1.Review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2.scientific measurement 
and research 

3.community and 
education 

4.Vision for the Future 

Ilan County 

16:00 End   

Oct. 3 
(Mon.) 

09:30-09:50 Check in 【Kaohsiung High Speed 
Rail】Check in 

Kaohsiung 
City 

09:50-12:30 Saltpan 
Wetland Visit to Yun-an wetlands  Kaohsiung 

City 
12:30-14:00 Lunch Lunch Kaohsiung 

City 
14:00-14:15 Workshop deliver a speech Kaohsiung 

City 
14:15-14:30 Workshop Kaohsiung wild bird 

society  
Wetland experience 

Kaohsiung 
City 

14:30-14:50 Workshop 

Dr. Ben Lepage (20 min. 
talk) 
Topic: Wetlan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flicts   
(High Speed Rail, 
Kaohsiung - Taipei) 

Kaohsiung 
City  

14:50-15:00 Rest  Kaohsiung 
City 

15:00-16:20 Workshop Topics to be discussed: 
1.Method and 

management  
2.The impact of the PV 

industry 
3.Land-use planning 
4.Vision for the Future 

Kaohsiung 
City 

16:20-17:00 Visit Fishmen’s market Kaohsiung 
City 

17:00 End   

Oct. 4 
(Tues.) 

09:00-12:00 Workshop 
Dr. Ben Lepage (20 min. 
talk) 
Topic: Floating Islands 

Tainan 

13:00-15:00 Workshop Floating Islands ,reality 
does Tainan 

Oct. 5 
(Wed.) 

09:00-12:00 Taoyuan 
Ponds 

Visit to Thousands of  
ponds in Taoyuan County  

Taoyuna 
County 

13:00-15:00 Red Mangrove 
Forest 

Hsing Feng mangrove 
wetlands 

Hsingchu 
County 

18:30 Official Official Meeting Taipe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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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Time Content Itinerary Venue 
Meeting 

Oct. 6 
(Thurs.) 

10:00-17:00 Taipei Tour Visit to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City 

17:30-19:30 Taipei Tour Night Market Taipei City 

Oct. 7 
(Fri.) 

09:30-10:00 
Exchange of 
experiences 

Meet with Director of 
Dept.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CPA,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Mr. Hong, 
Chia-Horng 
Office 

10:00-10:20 Exchange of 
experiences 

Meet with General 
Director of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Mr. Yeh, 
Shih-Wen, 
CPA 
Headquarter 

10:30-12:00 

keynote 
speech 

keynote speech 
Dr. Ben Lepage (50 min. 
talk)（40 min. Q&A） 
Topic: U.S. Constructed 
Wetland’s Experiences  

CPA 
Headquarter 

13:00-15:00 Exchange of 
experiences 

Meet with Vice General 
Director of EPA 

EPA 
Headquarter 

15:00-18:00 City Tour Free time /Visit Taipei 
101… Taipei City 

18:00-21:00 Taipei Tour Visit Taipei Conference 
Center Taipei City  

Oct. 8 
(Sat.) 10:20 Delivering acft CO 4157 /Leave for USA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濕地基本資料及濕地基本資料及濕地基本資料及濕地基本資料及相關課題之彙整相關課題之彙整相關課題之彙整相關課題之彙整 

一一一一、、、、宜蘭無尾港濕地宜蘭無尾港濕地宜蘭無尾港濕地宜蘭無尾港濕地 

（（（（一一一一））））宜蘭無尾港濕地簡介宜蘭無尾港濕地簡介宜蘭無尾港濕地簡介宜蘭無尾港濕地簡介 

宜蘭無尾港濕地位於新城溪口，北起蘇澳區域性衛生掩埋場，

南至蘇澳港北側，面積達 684 公頃，是農委會公告的水鳥保護區，

擁有濕地特有豐富的動、植物資源，成為臺灣主要的雁鴨度冬區。

濕地周邊又有大片田地和聚落，從山、河域、濕地、旱地、樹林到

海洋，多樣化的生態環境。 

（（（（二二二二））））面臨問題面臨問題面臨問題面臨問題 

1、由於近海漁業資源枯竭，居民紛紛轉業、失業，年輕人口外

流，社區逐漸老化衰微。1993 年所劃設的水鳥保護區，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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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實質經濟利益，當地居民期待

能促進社區自主性經濟產業，並讓

社區居民重新定位社區發展與保

護區自然資源相處的態度 

2、近年無尾港保護區內淤積現象日益

嚴重，目前為瞭解相關問題無尾港

文教促進會於 99 年向內政部營建

署申請國家重要濕地計畫，進行水

文收支的調查與測量，並建立社區監測機

制。  

3、目前無尾港地方發展與居民意願有明顯落差，希望積極探討

相關問題與因應措施。 

（（（（三三三三））））工作坊預定討論議題工作坊預定討論議題工作坊預定討論議題工作坊預定討論議題 

1、濕地的社區發展定位檢討 

2、濕地的科學測量與研究 

3、濕地社區營造與教育推動 

4、濕地社區未來願景 

 

二二二二、、、、茄萣濕地及永安鹽田濕地茄萣濕地及永安鹽田濕地茄萣濕地及永安鹽田濕地茄萣濕地及永安鹽田濕地 

（（（（一一一一））））茄萣濕地及永安鹽田濕地簡介茄萣濕地及永安鹽田濕地簡介茄萣濕地及永安鹽田濕地簡介茄萣濕地及永安鹽田濕地簡介 

1、茄萣鹽田濕地：位於興達內海的北岸，行政區域屬於高雄市

茄萣區，整體上外界都稱為竹滬鹽灘。由於引用興達內海的

海水作為曬製的水源，鹽田的規劃為方型的棋盤格式，筆直

的分隔堤和運鹽道路都是方便的操作條件，因而形成特有的

景觀，而特殊環境成為候鳥雁鴨停留棲息的度冬地。 

2、永安鹽田濕地 ：位於永安鄉北側、臺電興達電廠旁，面積廣

達 130 公頃，民國 70 年代前為南部第二大曬鹽場，後來鹽業

沒落，臺鹽將鹽場售予臺電預備做煤灰儲存地，但目前土地

閒置，是臺南以南最大的鹽田濕地。 

3、茄萣及永安鹽田濕地在莫拉克風災中，吸納洪水，將豪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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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路竹、岡山、茄萣等鄉鎮民的衝擊和財產損害降到最

低，扮演緩衝滯洪池的角色。 

 

 

 

 

 

 

 

 

（（（（二二二二））））面臨問題面臨問題面臨問題面臨問題 

1、茄萣濕地的都市計畫係屬興達港漁業特定計畫區及茄萣都市

計畫，而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對於當地發展是否影響

濕地。本區濕地北半部為住宅社區，南半部則為供遊艇產業

使用之工業區。工業區週邊部分道路開闢後，並濕地切割為

數塊，且施工過程過多人為因素擾動，已嚴重影響濕地生態

環境。 

2、永安鹽田濕地由於當地鹽業沒落，臺鹽將鹽場售予臺電預備

做煤灰儲存地，因鹽工不滿補償條件長期抗爭，煤灰儲存地

計畫被迫延宕至今對當地發展產生阻礙。目前鹽工補償已告

一段落，隨之臺電興建太陽能光電廠，逐步減少濕地面積；

加上日本 311核災之後，國內電力政策受到影響，永安鹽田

為臺電手中唯一大面積之土地，預計將面臨更大的開發壓

力，造成濕地的減少與對地方衝擊。 

（（（（三三三三））））工作坊預定討論議題工作坊預定討論議題工作坊預定討論議題工作坊預定討論議題 

1、工程施作方式及後續管理機制 

2、太陽光電產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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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濕地的土地利用規劃 

4、濕地的未來願景 
 

三三三三、、、、樹谷生態園區樹谷生態園區樹谷生態園區樹谷生態園區 

（（（（一一一一））））樹谷生態園區簡介樹谷生態園區簡介樹谷生態園區簡介樹谷生態園區簡介 

樹谷園區位於臺南科學園區特定計畫區內，由奇美集團與臺

南縣政府共同開發，預計未來將創造 2,000億營業額、3萬人的

就業機會，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光電產業聚落。 

（（（（二二二二））））面臨問題面臨問題面臨問題面臨問題 

園區總面積 247.29 公頃，其中 150 公頃為生產用地，其餘近

100 公頃為樹林、綠地、大型公園、服務中心、音樂廳、NGO 會

館、活力館、生活科學館等，為落實生態工業園區，除了污水問

題外，藉由人工浮島在生態景觀滯洪池施作，讓園區生態更為豐

富，是重要需解決的問題。 

（（（（三三三三））））工作坊預定討論議題工作坊預定討論議題工作坊預定討論議題工作坊預定討論議題 

1.人工浮島載具製作 

2.人工浮島與水生植物栽種 

3.人工浮島安置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報名資料報名資料報名資料報名資料 

 

2011201120112011 年國際濕地交流工作坊年國際濕地交流工作坊年國際濕地交流工作坊年國際濕地交流工作坊    

SWSSWSSWSSWS 美國專家來臺參訪及分享濕地復育美國專家來臺參訪及分享濕地復育美國專家來臺參訪及分享濕地復育美國專家來臺參訪及分享濕地復育、、、、保育及科學保育及科學保育及科學保育及科學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內政部營建署於 2009 年 11 月 30 日與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

（Society of Wetland Scientists, SWS）簽署「2010-2015 濕

地區域行動計畫合作備忘錄」，加強雙方未來五年的合作關係，

藉由國際合作交流吸收國外濕地新知，擴展我國濕地復育知識技

術與視野，並提升臺灣濕地的重要性與能見度。本活動計畫將邀

請美國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專家來臺協助合作計畫，透過國際工

作坊之辦理，推動濕地保育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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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動特別邀請 Dr.Ben LePage（2011-2012 年國際濕地

科學家學會總會長），分別就美國在濕地復育的實際經驗分享，

期能以國際案例分享，拓展與會人員對於濕地及海岸復育等業務

的國際視野，並藉由工作坊之討論達到國際交流之目的。 

壹壹壹壹、、、、    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    
一一一一、、、、    主辦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二、 協辦單位：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SWS）、內政部營建署陽明

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社團

法人中華民國永續生態旅遊協會、高雄市茄萣區生態文化協

會、宜蘭縣無尾港文教促進會、財團法人大嵙崁環境永續發

展基金會、聯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樹谷園區)、財團法人樹

谷文化基金會、中華大學休閒遊憩規劃與管理學系 

三、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灣濕地學會 

貳貳貳貳、、、、    參與對象參與對象參與對象參與對象    

各縣（市）政府單位機關、濕地管理單位、專家學者、相關

保育團體及關注濕地議題人士等。 

參參參參、、、、    活動時間及地點活動時間及地點活動時間及地點活動時間及地點    

一一一一、、、、    宜蘭場次宜蘭場次宜蘭場次宜蘭場次    

1. 時間：100年 10月 2日（星期日） 

2. 地點：宜蘭縣無尾港文教促進會會館 

（宜蘭縣蘇澳鎮港邊里嶺腳路 76號） 

二二二二、、、、    高雄場次高雄場次高雄場次高雄場次    

1. 時間：100年 10月 3日（星期一） 

2. 地點：高雄市茄萣區興達國小 

     （高雄市茄萣區崎漏里民治路 2號） 

三三三三、、、、    臺南場次臺南場次臺南場次臺南場次    

1. 時間：100年 10月 4日（星期二） 

2. 地點：臺南市樹谷生態園區 

（臺南市新市區中心路 8號） 

四四四四、、、、    專題演講專題演講專題演講專題演講    

1. 時間：100年 10月 7日（星期五） 

2. 地點：內政部營建署 6 樓 601會議室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 2段 34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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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活動行程活動行程活動行程活動行程    

一一一一、、、、    宜蘭場次宜蘭場次宜蘭場次宜蘭場次（（（（100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2 日宜蘭縣無尾港文教促進會會館日宜蘭縣無尾港文教促進會會館日宜蘭縣無尾港文教促進會會館日宜蘭縣無尾港文教促進會會館）））） 

時間 行程 內容 

09:30-10:00 報到 
『宜蘭縣無尾港文教促進會會館』入口

處報到並領取手冊 

10:00-12:00 濕地導覽 宜蘭縣無尾港濕地導覽 

12:00-14:00 午餐 餐敘休息 

14:00-14:15 長官致詞 城鄉發展分署洪嘉宏分署長 

14:15-14:30 在地社團簡報 

主講人：宜蘭縣無尾港文教促進會鍾茂

樹前理事長 

講題：無尾港濕地保育經驗 

14:30-14:50 國際經驗分享 
講師：Dr. Ben LePage 

講題：濕地與社區發展 

14:50-15:00 中場休息  

15:00-16:00 工作坊 

討論議題： 

1. 濕地的科學測量與研究 

2. 濕地社區營造與教育推動 

3. 濕地社區未來願景 

4. 濕地的社區發展定位檢討 

16:00 結束  

 

二二二二、、、、    高雄場次高雄場次高雄場次高雄場次 

時間 行程 內容 

09:30-09:50 報到 

『高鐵左營站（戶外公車站牌處）』報

到並領取手冊 
※未於高鐵左營站報到者，欲參加茄萣濕地導覽，

請於 10：30-11：00 前至茄萣成功國小大門口集合，

將有工作人員帶往茄萣濕地集合參觀。 

09:50-12:30 濕地導覽 
永安鹽田濕地、情人碼頭、茄萣鹽田濕

地導覽 

12:30-14:00 午餐 餐敘休息 

14:00-14:15 長官致詞 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張逸夫隊長 

14:15-14:30 在地社團簡報 

主講人：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林昆

海總幹事、高雄市茄萣區生態

文化協會鄭和泰理事長 

講題： 茄萣/永安濕地保育經驗 

14:30-14:50 國際經驗分享 
講師：Dr. Ben LePage 

講題：濕地之經濟發展與衝突 

14:50-15:00 中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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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6:20 工作坊 

討論議題： 

1.工程施作方式及後續管理機制 

2.太陽光電產業的影響 

3.土地利用規劃 

4.未來願景  

16:40-17:00 興達港參觀 興達港漁市參觀 

17:00 結束  

 

三三三三、、、、    臺南場次臺南場次臺南場次臺南場次（（（（100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4 日臺南市樹谷生態園區日臺南市樹谷生態園區日臺南市樹谷生態園區日臺南市樹谷生態園區）））） 

時間 行程 內容 

09:30-10:00 報到 
『臺南市樹谷生態園區』服務中心報到並

領取工作坊資料 

10:00-10:20 長官致詞 城鄉發展分署黃明塏主任工程司 

10:20-11:00 工作坊 1 

主題：人工浮島製作成果分享 

講師：荒野臺南分會黃嘉隆分會長 

       荒野臺南分會陳格宗解說員 

11:00-11:20 休息  

11:20-12:00 工作坊 2 主題：人工浮島經驗交流 

12:00-13:30 午餐 餐敘休息 

13:30-15:30 濕地浮島實作 

地點：「樹之谷」生態景觀滯洪池 

說明：製作並進行指導交流，包含以下實

作部分： 

1.人工浮島載具製作 

2.人工浮島與水生植物栽種 

3.人工浮島安置 

15:30-17:00 生態導覽 樹谷生態園區導覽 

17:00 結束  

四四四四、、、、    專題演講專題演講專題演講專題演講（（（（100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7 日內政部營建署日內政部營建署日內政部營建署日內政部營建署 6 樓樓樓樓 601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時間 行程 內容 

10:00-10:30 報到 報到並領取手冊 

10:30-10:40 長官致詞 城鄉發展分署洪嘉宏分署長 

10:40-11:30 專題演講 
講師：Dr. Ben LePage 

講題：美國人工濕地經驗 

11:30-12:00 討論 經驗交流 

12:00 結束 餐敘 

肆肆肆肆、、、、    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    
一一一一、、、、    請至社團法人臺灣濕地學會網站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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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et.org.tw/） 
二二二二、、、、    每場次皆採分開報名 

三三三三、、、、    本講習時數可列入公務人員學習時數 
 

伍伍伍伍、、、、    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    
一一一一、、、、    聯絡人：臺灣濕地學會網路管理員/劉正祥先生 
二二二二、、、、    聯絡電話：（02）25994444 

三三三三、、、、    E-mail：magic@mail2000.com.tw 
 

陸陸陸陸、、、、    專家簡介專家簡介專家簡介專家簡介    
國籍 邀請學者 專長 

美國 
 

Dr. Ben LePage 

班拉帕契博士（Dr. Ben LePage）現為

2011-2012年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總會

長，曾任職於賓州大學教授、國際濕地科

學家學會教育委員會主席，現為美國自然

科學院副研究員、PECO能源公司環境復育

計畫資深經理。班拉帕契博士具備 20年以

上濕地工 程復育經驗，包括美國都市人工

浮島型濕地之創建，在國際濕地界係為少

數橫跨產官學界之領袖人物，編輯出版『濕

地:整合跨學門型概念

(Wetlands:Integrating 

Multidisciplinary Concept, 2011, 

Springer)』乙書。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成效及照片成效及照片成效及照片成效及照片 

一一一一、、、、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 

      2011年國際濕地交流工作坊邀請 SWS 美國專家 Dr. Ben 
LePage 來臺參訪及分享濕地復育、保育及科學活動，於宜

蘭、高雄、臺南、臺北等地舉辦工作坊，邀請各縣（市）政

府單位機關、濕地管理單位、專家學者、相關保育團體及關

注濕地議題人士等齊聚一堂，透過公開討論及專家經驗分

享，總計邀請約 200 位來自各領域人士參與活動。 

      10 月月月月 2 日日日日：：：：舉辦宜蘭場次活動，早上參觀以雁鴨奇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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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的「無尾港濕地」，下午的工作坊各界各項議題皆熱烈討

論。由於近海漁業資源枯竭，居民紛紛轉業、失業，年輕人

口外流，社區逐漸老化衰微。1993 年所劃設的水鳥保護區，

並未帶來實質經濟利益，當地居民期待能促進社區自主性經

濟產業，並讓社區居民重新定位社區發展與保護區自然資源

相處的態度，近年無尾港保護區內淤積現象日益嚴重，目前

為瞭解相關問題無尾港文教促進會於 99 年向內政部營建署

申請國家重要濕地計畫，進行水文收支的調查與測量，並建

立社區監測機制，本次工作坊無尾港文教促進會以目前的測

量與統計結果討論，要如何收集基礎資訊，水文要如何測量、

職務要如何分配，以此教育下一代，能夠透過學習，加上產

官學的合作，以創造三贏的局面。 

      10 月月月月 3 日日日日：：：：舉辦高雄場次的活動，早上參觀永安鹽田濕

地、茄萣鹽田濕地，下午的工作坊就永安及茄萣濕地現況討

論，其中永安鹽田濕地位於永安鄉北側、臺電興達電廠旁，

面積廣達 130 公頃，民國 70 年代前為南部第二大曬鹽場，後

來鹽業沒落，臺鹽將鹽場售予臺電預備做煤灰儲存地，但目

前土地閒置，是臺南以南最大的鹽田濕地。茄萣濕地位於興

達內海的北岸，行政區域屬於高雄市茄萣區，整體上外界都

稱為竹滬鹽灘。由於引用興達內海的海水作為曬製的水源，

鹽田的規劃為方型的棋盤格式，筆直的分隔堤和運鹽道路都

是方便的操作條件，因而形成特有的景觀，而特殊環境成為

候鳥雁鴨停留棲息的度冬地。本次工作坊討論許多環境議

題，討論濕地環境與環境開發問題，與會人員對於如何兼顧

生態與經濟需求以及如何使政府結合 NGO 團體進行土地利

用的方式進行熱烈討論。 

      10 月月月月 4 日日日日：：：：舉辦臺南場次的活動，在臺南樹谷園區舉

辦，早上舉辦工作坊，簡介地方社團近年臺南地區在推行人

工濕地生態浮島所做的成果。其後 Dr. Ben LePage，簡報華

盛頓特區人工浮島的主要功能大概是做為水質的淨化以及提

供動植物的棲息空間，應從多方面當然還有其他的功能考

慮，事實上，人工浮島常利用毯狀的一個模式，在美國是一

個多層網島結構，而網島結構附著在一些濕地當中，以利一

些生物膜的繁衍，那這些生物膜往往提供植物在這邊定植，

除了除污功能外，也提供生物鏈功能。 

10 月月月月 5 日日日日：：：：上午拜會營建署許文龍副署長，交談近年來

營建署在濕地保育工作方面的努力，從 2008 年亞洲第一屆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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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大會舉辦，並派員參加威斯康辛州的 SWS 年會互動，並

邀總會長包溫教授來臺簽署「2010-2015 濕地區域行動計畫

合作備忘錄」，加強雙方未來合作關係，希望藉由國際合作交

流吸收國外濕地新知，擴展我國濕地復育知識技術與視野，

並提升臺灣濕地的重要性與能見度。Dr. Ben LePage另拜會

城鄉發展分署洪嘉宏分署長。洪分署長就臺灣目前 82處濕地

現況做概略討論，並致贈總會長城鄉年報及相關禮品。隨後

由方偉達秘書長帶領參觀桃園縣境內傳貴生機公司人工濕

地，並參觀其水質淨化及生態景觀工程，Dr. Ben LePage 對

於臺灣民間能有進步的人工濕地技術感到訝異，並文字照片

紀錄，並與設計人員經驗交流。下午由明新科技大學李鎮宇

教授協助參觀新竹縣新豐紅樹林，並參觀紅樹林內核心區。 

10 月月月月 6 日日日日：：：：上午前往陽明山夢幻湖參觀臺灣水韭保育現

況。臺灣水韭為臺灣的特有種，並且只生存在夢幻湖，是極

為稀有濱臨絕種的保育類植物，Dr. Ben LePage在導覽員解

說下拍照紀錄，隨後參觀位於小油坑的火山地形及牛奶湖濕

地，對於臺北市具備多樣化的生態樣貌印象深刻。下午參觀

新北市大漢溪、淡水河沿岸人工濕地，由荒野保護協會志工

協助參觀城林濕地及五股濕地等。 

      10 月月月月 7 日日日日：：：：舉辦臺北場次的活動，，，，在營建署舉辦專題演

講，題目為「美國人工濕地經驗」，Dr. Ben LePage認為人工

濕地這個面向，一般對於濕地傳統的思維方式是屬與線性的

模式，通常只有工程師的參與，缺乏其他利害關係人與其他

專業人士的共同參與，這種模式通常在線性的規劃當中，缺

乏修正的內容與機制，因此若是失敗後就要重新設計並規劃

所有工作的項目與細節，這種濕地的設計通常都要花上百萬

美元，因此認為應該有「多學門的濕地整合的方式」，包含相

關的規劃管理決策，這些決策過程中，我們涵納了工程人員、

景觀設計人員、生態人員與利害關係人進行概念整合，整合

所有人員的專業知識與概念進行設計，因此有工程前的設

計、工程中的設計、完工後的規劃，整合並等待計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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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10/2 宜蘭無尾港濕地導覽 

 

10/2 宜蘭場工作坊開會實況 

  

10/3 高雄茄萣濕地導覽 10/3高雄場工作坊開會實況 

10/4 人工浮島實作 10/4 臺南場工作坊開會實況 

10/5 拜會營建署許副署長 10/5 拜會城鄉發展分署洪分

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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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桃園埤塘參觀 10/5 新豐紅樹林濕地參觀 

10/6 參觀陽明山夢幻湖 10/6 城林濕地踏勘 

10/7 營建署專題演講 10/7 拜會環保署邱副署長 

10/7 城市參訪（龍山寺） 10/7 城市參訪（臺北國際會

議中心實地踏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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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專家建議報告專家建議報告專家建議報告專家建議報告 

    2011 年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SWS)承蒙中華民國營建署城鄉

發展分署邀請 2011-2012 年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總會長 Dr. Ben 
LePage 前來臺灣進行一周工作坊之演講及參訪活動，Dr. Ben 
LePage 建議全球濕地復育應進行更為宏觀的價值結構探討，以下

為針對 Dr. Ben LePage 對於全球濕地復育及保育工作彙整之專家

建議報告。 

一一一一、、、、    宜蘭場次宜蘭場次宜蘭場次宜蘭場次 

1. Dr.Ben LePage認為由 2011 年 SWS 捷克年會，暸解捷克人如何

利用魚池補充蛋白質，或者是亞洲稻米文明而產生對濕地的利

用，得知過去濕地的利用都是產生食物，但現代濕地利用的目的

則不同，因此建議應注意濕地與氣候變遷問題。 

2. 由紐約、加爾各答等地的案例得知濕地不當開發，將造成濕地功

能衰退及濕地的污染問題。而這些案例得知土地所有權人又相互

爭奪濕地資源權利，造成居民極大衝突，導致社會退化，因此建

議政府應該適時介入，發揮平衡的力量。 

3. Dr.Ben LePage 認為任何城市開發首先應解決水的問題，因此水

的處理將是城市最重要問題。 

4. 在濕地規劃方面，人類的活動與超限的利用，加速自然環境的退

化，因此如果要加強濕地的涵容能力，不能只是單方面的，而是

需要仰賴全方面的意見溝通協調。 

5. 對於濕地保育，Dr.Ben LePage 認為傳統的保育方式(Traditional 
Approach)應該修正為多門學說的方式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以螺旋性思考的過程，讓工程師、景觀計畫師、社區

居民可以做溝通，透過滾動式的管理，讓集體合議的共識表達在

濕地保育的過程中。 

二二二二、、、、    高雄高雄高雄高雄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1. Dr.Ben LePage認為永續性跟管理的重要，由於時間及社會價值

是會改變的，例如 15 年前或是 100 年前的想法都跟現在不一樣，

因此從事濕地管理必須要去說服不同的人們什麼是所需要的，通

常價值跟概念經過時間的演變，然後有不同的意義，必須要瞭解

定義出永續性與管理的價值，然後我們才能知道所需要的。 

2. Dr.Ben LePage認為茄萣濕地是非常有潛力的，由於曾經是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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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非常多的生物，在地質上有非常多重要特徵，如果要重新營

造的話，或許可以營造出紅樹林濕地，這些紅樹林可以像永安一

樣，可以治理洪氾，阻擋洪水，可以提供魚類的食物來源及鳥類

的休憩環境，因此營造一個半鹽水池的環境是非常重要的。 

3. 建議茄萣鹽田濕地的改進方式，首先讓潮池跟外界溝通，應從海

洋引新的渠道，讓茄萣濕地成為一個半淡鹽水池，另外在淡水池

方面，可以利用雨水的方式變淡水池，淡水池可提供鳥類的棲息

環境。茄萣的渠道，受到許多汙染，建議重新營造人工浮島。 

4. 在茄萣濕地的管理部分，建議必須讓不同的利害關係人能夠參

與，尤其是找尋社區的需求，得到全體人參與，包括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以及臺電，以創造雙贏的局面。 

5. 生態旅遊是機會，也是改變價值觀的活動，茄萣及永安濕地具備

許多美麗的風景及許多鳥類，因此建議可以參考美國案例包裝設

計套裝行程，以發展濕地生態旅遊活動。 

三三三三、、、、    臺臺臺臺南南南南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1. 由華盛頓特區安納寇斯地亞河川案例可知，人工浮島可應用在腹

地狹小且污染嚴重的河川，在研究數據中，氨氮等污染去除效率

高，因此建議可引用於臺灣。 

2. 人工浮島建議應該用本土的材料，在實務方面美國有用 PVC 等

生命週期比較長的材料，讓工程施作容易及時間耐久，但臺灣使

用竹子作為材料，則更顯得解決生態平衡問題，值得參考。 

3. 人工浮島的建置，經費是最大問題，採用的方式各有優缺點，因

此需要考慮開放水域或是封閉水域、材料、工法、栽種水生植物、

食物鏈等，需要嘗試調整才容易成功。 

四四四四、、、、    臺臺臺臺北北北北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1. Dr.Ben LePage認為濕地基礎研究非常重要，以美國為例，政府

投入大量經費在花粉、孢子、化石的研究，證明這些植物的花粉

孢子可以在淡鹹水的環境交替之下，讓我們暸解過去的水文、地

貌與複雜景觀，暸解自然環境的演替狀況，因此建議臺灣可以學

習此種研究模式加重對於濕地基礎學門的瞭解，對於濕地保育將

更有成效。 

2. 由全球的暖化與極地濕地（Global Warming and Polar Wetlands）
的地質研究中可以發現北極的地質正在劇烈的改變，極地變暖將

會使極地濕地增加，未來氣候對於極地地形與生物多樣性都會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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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影響，因此現在全球濕地 1,280 萬平方公里，佔了地表面積

8.6%，Dr.Ben LePage預測全球濕地的面積將會增加為原來的兩

倍。雖然亞洲距離極地距離較遙遠，但位於亞洲的臺灣也是地球

的一份子，應該注重全球化的問題，對於相關議題應思考研究。 

3. 臺南的人工濕地可以成為未來國際學習的模式，尤其讓國際的訪

客可以到此參觀，而地球暖化，未來七股潟湖勢必需要保護。 

4. 對於濕地復育策略，天然濕地與人工濕地是同等的重要，也是兩

項策略，天然濕地因為歷史的成因，像高山湖泊是很需要去保

護，Dr.Ben LePage 提出長期的策略，就是人工與天然濕地同時

都有很多生態訊息，都有很強的服務功能與涵容功能，因此未來

需要工業部門、政府部門、學術界、居民來相互合作才能保護天

然濕地與人工濕地。 

 

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Dr. Ben LePage 著作著作著作著作【【【【濕地濕地濕地濕地】】】】重點摘錄重點摘錄重點摘錄重點摘錄 

2011-2012 年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總會長 Dr. Ben LePage 目

前的新書:濕地:整合跨學門型概念(Wetlands: Integrating 
Multidisciplinary Concept, 2011)，本會將重點整理如下: 

1.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今日的濕地管理人員和從業人員面臨比過去還要嚴峻的

挑戰和責任，他們不僅需要充分理解過去傳統的濕地科學學

門，如生態、地質、工程等，而且也必須深入瞭解美學、審

美、社經政治等學門的知識。美國經過幾十年的濕地科學研

究，相關知識已經相當成熟，並在濕地營造、復育和改善課

題上取得顯著的進展。然而，儘管態度有了改變，但許多濕

地計畫最後仍然以失敗告終，主要是因為堅持過時的流程驅

動模式（process-driven model），缺乏與團隊成員和社會進行

有效的互動及溝通，無法有效整合各種不同學門及不同背景

的濕地從業人員有關。本章將討論不同學門間進行有效溝通

的重要性，並說明新式適應管理策略所提供的貢獻和機會。

這種新的適應性管理策略，將使濕地營造者擺脫傳統的流程

驅動模式，如：“零淨損失”的政策，而以一種更能回應社

會需要的彈性作法。因應溫室氣體市場（greenhouse gas 
market）發展出的新濕地估價方法會越來越重要，因此濕地

從業人員、社會大眾及主管機關間更需要進行有效整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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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建立營造濕地（creating wetland）及自然濕地（natural 
wetland）間的一種平衡關係，營造濕地目的在提供最大效度

的碳匯及氮匯功能，自然濕地則提供生態系統的其他服務功

能。 

據估計，人類活動已造成超過一半的濕地消失，而且有

很大比例的濕地仍然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在美國，都市化

及農業活動發展使濕地面積持續呈現負成長，約有 55％（2
億 2千 1百萬英畝）歐洲人到來之前就已存在的濕地遭到破

壞或消失（Dahl and Allord 1996）。直到現在，我們才開始認

識到，我們的生存所需及生活方式都與濕地有著千絲萬縷的

關係，但我們卻仍在持續破壞濕地。然而，在 300 年後的今

天，這種趨勢已經開始遭到扭轉，至少在美國，我們正在營

造、復育和改善的濕地已經超過我們正在破壞的濕地面積

（Dahl 2006）。聯邦政府報導 ，2004 年至 2008 年間，共有

1,197,000英畝的濕地被營造或復育，其中 5％或 59,850英畝
（14,962英畝/年）是屬於被營造的濕地（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2008）。但這個所營造出的濕地面積是

估算的最低值，因為它不還包括聯邦政府在「州管理方案」

（State regulatory programs）中所營造的濕地，因此營造濕地

的總面積是被低估的。雖然這種濕地成長趨勢在美國是確定

的，但是在發展中國家，由於基礎設施的發展造成的棲息地

破壞，仍持續造成更多的生物多樣性保存壓力，並造成動物

棲息地的持續喪失(World Bank 2007; Kiesecker et al. 2010）。 

經過 30 年的發展，濕地科學已經逐漸成熟，近幾年我們

在理解這些複雜的生態系統的能力也已大為改善。要求保護

濕地資源的運動，以及嚴格遵守聯邦及州政府的濕地法規，

已顯著的提高了濕地營造、改善及復育計畫數量，特別是在

城市區域。「研究濕地需要良好整合的多學門方法或訓練」的

概念（Mitsch and Qosselink 1986, p. 11），仍然是此學門最重

要的立論基礎之一，但並尚未被真正的落實。今天的濕地營

造、改善及復育計畫相當複雜、昂貴，而且需要無縫接軌進

行不同團隊成員、專家的意見整合，若計畫想要取得成功，

這些團隊成員及專家必須是來自於彼此不相同的專業領域及

學門。 

雖然有大量的、不同層面的濕地文獻，但大部分文獻偏

向技術性或針對特定的讀者閱讀（如： France 2002; Connolly 
2006; Dunnett and Clayden 2007; Kadlec and Wallac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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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ymazal and Kropfelova 2008）。例如，生態學家只想暸解濕

地生態，工程師只對水質處理的濕地工程有興趣等，但大部

分濕地文獻無法提供生態學者有機會暸解何謂工程，反之亦

然。這些文獻的內容大部分很難理解，或至少對不具該方面

專業的讀者具有相當的閱讀挑戰，而且計畫經理也很難充分

欣賞不同領域專家的潛在貢獻，及可能對計畫帶來的真正價

值及效益。其結果就是，傳統的學門界限造成不同的濕地設

計方式，而且學門間仍然非常分化、隔離，反過來會阻礙了

計畫的進步和成功。 

也許消除學門隔閡障礙的最大的困難，在於學門之間缺

乏有效的溝通。正如 Kaplan（2011 年）指出，溝通需克服很

多的阻礙，才能提升彼此瞭解的程度及參與者之間的共識，

雖然學門之間的壁壘已開始被移除，但是仍有很多計畫存在

參與者彼此間較少互動的問題。 

基於以上的認知，目的是試圖闡述濕地科學本身涉及多

學門的本質，需要更廣泛的人們來參與，包括現有的及潛在

的濕地工作者，這也是為了突顯不同的學門對濕地科學帶來

的貢獻和機會。雖然這絕不能全面地闡述上述各學門之間的

問題，但是已經表明濕地的科學貢獻是多樣的，且涵蓋範圍

廣泛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學門。今日的濕地管理人員正面

臨著相當大的挑戰和責任，他們不僅需要充分理解過去傳統

的濕地科學學門，如生態、地質、工程等，而且也必須深入

瞭解美學、審美、社經政治等學門的知識，這些因素都扮演

計畫成功的關鍵。要建立一個多學門、生態系統為基礎的成

功策略，計畫團隊必須接受來自所有參與者多樣及寶貴的知

識及貢獻，並有交流和相互理解。在社會層面部分，它以前

不被認為是重要的，但現在也許是決策過程中主要的影響者 
(見 Mclnnis 2011），因此，計畫團隊不僅需要重新定義團隊

決策結構，如：資訊如何被處理、如何作出決定，現在的計

畫每一步都必須整合社會需求、回饋，以及貢獻。 

在Wetlands 中，各篇作者都留下自己的專業領域資訊，

將提供濕地計畫團隊成員、有抱負的濕地科學家和非專業人

士，具有說服力的討論內容，作者群含括的學門也擴展或超

越過去傳統的學門。讀者會注意到，部分作者針對特定的讀

者，採用這一策略是有原因的。首先，我們還在過渡階段，

從注重特定濕地學門發展或流程驅動模式，過渡到一個更加

靈活且能回應社會變化的需要的方式。其次，如果我們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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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濕地零淨損失政策」；至少在美國，我們最終將會形成

一種困境，那就是有關濕地改善和復育計畫會越來越少。唯

一可能增加的計畫是濕地營造計畫。但是在達到這一狀況

前，我們應該先知道什麼類型的濕地正在被營造，以及為什

麼它們被營造？由於現代政府正在邁向一個更加全球化的運

作模式，碳匯及氮匯市場已逐漸被建立，各種類型的濕地必

須取得平衡，否則，我們可能會遇到類似過去農業及林業，

因為單一性人工種植方式，所衍生出的生態和經濟問題。然

而這種做法並不是否定濕地復育及改善計畫的重要性，反而

強烈建議所有濕地計畫都應提出其多學門的適應性管理策略

（adaptive multidisciplinary management strategy）。 

2. 濕地目的及規劃濕地目的及規劃濕地目的及規劃濕地目的及規劃 

濕地類型與分類系統有關，但所有的分類系統涵蓋範圍

廣泛的生態系統（生物群落），形成一個連續體，從小型、簡

單、短暫到大型、複雜、地域廣泛的群落。無論其規模大小，

所有的濕地提供一種服務目的，但在許多情況下，這種目的

可能無法完全實現，因為不是所有的濕地都能表現出相同的

功能，如果他們這樣做，無法保證這些功能的表現保持出相

同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如果濕地提供的功能不被社會認為

是重要的，且能為土地擁有者帶來經濟利益，則濕地常被認

為是毫無價值的。經過幾十年科學家以及眾多的利益集團的

努力，已經確定了濕地能提供大量的生態和社會效益。這些

優點，通常被稱為生態系統服務，都是直接或間接的貢獻，

使生態系統直接造福人群（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009），有些效益是可以量化的，而其他諸

如美學則無法直接提供量化數據，不管是基於科學論述或僅

僅讓一個人回憶起快樂的童年記憶，這些效益都是重要的，

不應該認為這些重要性有差別。雖然這可能是哲學上理想狀

況，在現實中，能提供土地擁有者購買和出售的價值，會被

認為高於其他無法直接認知或市場價值的功能。市場價值的

概念包括貨物、服務和資產，在傳統市場中進行交易，範圍

從傳統的商品和服務（如木材），到新興的商品，如溫室氣體

抵消和氮緩解等（Murray et al. 2009）。很重要的一件事，商

品的價值與社會的需要有關，並有可能隨著地區和隨時間而

發生變化（Mclnnis 2011; Nyman 2011）。在過去的幾十年，

社會變得更加具有環保意識，我們正變得越來越意識到，人

類活動對生態系統及的周邊環境會產生長期影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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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2005）。歷史已經表明，因

濕地消失造成的小型氣候變化，會影響到人類文明過程

（Middleton 2011）。但是，歷史是否會重演？ 

今天，社會對生態資源態度的合理指標，就是這些生態

資源的健康程度。雖然我們現在開始認識到濕地的生態價

值，並採取更嚴格的措施，以保持和提高濕地資源的質與量，

但在這個過渡時期，社會對濕地的態度仍有很大變數。持續

的生態影響及面臨的新挑戰，如全球變暖、海平面上升、航

船漏油、以及疾病（如西尼羅河病毒、瘧疾等），只增加了「知

道我們需要做什麼事」及「執行我們所需要做的事」之間於

時間上的不一致。無論是多麼困難的挑戰，科學家們必須持

續堅定的深化濕地科學研究，及將其研究成果用以教育公

眾。目前可能是建立這套新方法的時間點，來傳遞濕地價值

於一般大眾，以加速社會行為及態度的改變。 

然而，正如先前提到，為了達到濕地零淨損失的目標，

在執行大規模的濕地營造、復育及改善計畫前，濕地目的是

什麼就必須詳加考慮。濕地提供了許多重要功能，如：沉澱

物、有毒物質滯留，營養物的去除或轉換，地下水補注及擷

取，洪水緩解，野生動物棲息地及娛樂用途（Keddy 2000; 
Nyman 2011）。Nahlik 等人 （2010）提供了一個綜合性的濕

地生態系統服務說明，濕地被區分出 5 大服務類型、25種功
能，這 5 大類型包括：結構、功能、流程、貨物、使用，各

服務類型可再進一步細分為更具體、多樣的生態系統服務功

能。 

濕地能提供的功能與濕地年齡、大小、結構複雜度等因

素有關（Mitsch and Gosselink 1986），在這裡我必須指出，濕

地健康的概念是比較模糊的。為了正確評估這些功能，受評

估的濕地必須與未受或稍受人類活動衝擊的濕地進行比較。

這種方式理論上是對的，但問題是目前很難找到不受人類活

動影響的濕地，而且繼續使用這種方法最終將削弱受評濕地

的服務品質，這就像複印一份影印文件一樣。在某些時候，

這些影印文件（指「濕地」）已不再相似於原始文件，因此應

更恰當地處理並問這樣的問題：濕地在發揮特定功能的潛力

有多大？ 

因此，對於濕地的營造、復育和改善，我們需要更加明

確的界定我們想達成的短期和長期目標。我們要清楚我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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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正在營造、復育和改善濕地的生態功能，還是為了提高濕

地面積？經濟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營養鹽和碳市場的出現

讓濕地計畫擁有巨大執行潛力，但代價是必須考慮在利潤最

大化的市場的驅動下，如何營造有品質或可持續的產品。我

們是否因為復育一個可能自行復育功能的濕地，而為自己營

造更多的問題？在很多情況下，先前受損的濕地在進行復育

過程中，原本對生物（植物和動物）產生負面影響的污染物，

已經不再存在，這個過程被稱為自然稀釋（natural 
attenuation）。我們應該著眼於復育這些類型的濕地或只是讓

他們繼續自我復育？問題很明確，但答案卻可能很模糊，主

管機關需與利益相關者共同合作以思考各種可能的方案，

如：最終目標是營造出能營造利潤和能自我維持健康的濕地。 

今天的濕地計畫通常需要明確的時間和資源投入，因此

規劃階段是最重要的。如果濕地不能成為可持續的，同時提

供最大量的生態服務，或有潛力提供這樣的功能，那麼濕地

營造、復育或改善計畫很難獲得支持。關於時間方面呢？因

為特定類型的濕地生態服務功能，需要融入地方和區域地景

特性，因此濕地群聚是動態的。它們的發展和演變都跟氣候

和環境變化有關，它們的特質也會隨時間而改變。我們正在

規劃一個靜態的終點設計，還是允許濕地與周圍環境達到一

種動態平衡，而不管其終點為何？ 

進行濕地復育、營造或改善計畫前，需要相當的“前期”

規劃，以順利進入能引導計畫團隊策略和方向的「概念階段」

（conceptual stage）。然而，從概念階段的設計到設定物理環

境這個重要的步驟，在規劃過程中卻常被忽略，這也許是許

多濕地計畫失敗告終的一個主要原因。暸解當地和區域地景

以及水文和地質條件，將有助於釐清哪種濕地類型較適合，

也才能知道在這樣特定的物理條件下，濕地的潛力及所能提

供的生態系統服務。現地的地質條件跟水文條件一樣的重

要，當地的地質條件會影響水文時序規律（hydrologic regime）
（地表水和地下水流的季節性變化）、土壤成分和化學（礦物

質、營養物質、pH值），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植被的結構和

組成（見 Zeff 2011）。以濕地管理的角度來看，計畫前端投

入的時間和資源，讓計畫成員充分理解計畫場址的物理屬

性，對前期設計階段的重要性是無價的。暸解和認識在一個

特定的區域，何種濕地類型是恰當的，可以讓負責的財政和

生態濕地管理策略，有了最好的成功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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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合適的水文條件，濕地根本就不會存在。不同

的地景加上水文條件，其結果是可以衍伸出一系列不同類型

的濕地（Brinson 1993）。改變地景或水文時序規律，濕地特

質也會跟著改變，以反應新的物理條件。濕地營造的成功或

失敗，完全取決於是否做好水文和地貌（物理設置）的設計。

清楚知道濕地的水文地質特性（hydrogeomorphic），是整個
規劃階段最關鍵的步驟。然而，就像許多計畫一樣，大多不

按規劃進行。由西北太平洋組織（Pacific Northwest）營造人

工及自然濕地的經驗，重要的議題包括：非典型水文地質特

性及植物對水文變化的反應（Gwin et al. 1999; Magee et al. 
1999; Magee and Kentula 2005），這些研究結果表明，如果濕

地計畫經理人想開發出能自我維持的原生濕地群落，那麼計

畫本身需要更小心、細緻的規劃。 

思考計畫是否「成功」就必須提到兩個重要論點。Brinson
（2011）指出，人類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東西，需要在分類基

礎上設定標準。根據其結構、運作方法以及效用，濕地分類

方法一般可分為三大類，雖然不同的分類方法之間有些相似

性，但每個分類系統都有其特定目的。Gwin 等人（1999 年）、

馬吉等人（1999 年）、Magee and Kentula（2005）指出，人

工濕地無法歸類在過去所定義的任何水文地質類別，然而卻

不會降低這些濕地的價值。由此可知，增強、復育的濕地，

特別是人工濕地未必會落入過去的濕地分類中，目前使用的

分類比較適用自然濕地，不應該認為一個計畫的成功與否，

取決於是否滿足過去的傳統濕地定義，而是應集中注意力於

調查這些濕地生態系統所提供的潛在服務價值。 

第二點有關一個計畫的成功是基於調查規範，尤其是由

國家和聯邦機構所制訂。認定一個計畫的成功，必須根據調

查結果，並與標準值進行比較，通常情況下，會選擇場址附

近，未受或稍受干擾處的參考濕地（less impacted reference 
wetland）作為比對基準。而維護和監控通常需達至五年（或

以上），如果場址濕地達到目標要求，並在一定時間內，能保

持一定水準的分數，那麼該計畫就會被認定是成功的。但是，

Cole and Kentula（2011）表明，大多數主管機關進行生態群

聚結構的分數評估，而非濕地功能的分數評估。也許現在是

所有參與濕地緩解的利益相關者一起合作，共同開發一個新

的綜合管理策略的時候，這個策略應減少依賴群聚結構進行

評比，而是調查各別濕地潛在的生態服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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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濕地管理濕地管理濕地管理濕地管理 

大部分濕地管理策略遵循規定的方法，以最大化或保護

單一的生態服務，而沒有考慮到整體生態系統的影響（Euliss 
et al. 2008）。在許多情況下，實施的程序和政策旨在保護和

提高一個或幾個受到負面影響的生態服務，因此，我們不太

可能將美國濕地的功能回復到前歐洲時期的水準，雖然美國

的濕地零淨損失目標看似高尚，但似乎是以犧牲品質來換取

濕地數量。 

一方面，社會的發展形成了一種生態失憶症，因為我們

用短視的方法來復育生態功能，我們無法記得原始濕地應該

是什麼樣子，導致了在執行過程中生態復育的基準逐漸降

低，許多都市區域，原本有更高品質的森林和灌木叢，逐漸

變成灌木濕地，再弱化成沼澤濕地和開放水域。除非我們意

識這個問題，並提高復育基準和發展更好的長期策略，以提

供比目前使用的還要更高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否則，保持

濕地的生態質與量是不太可能的。另一方面，增加了全球化

和園藝景觀做法也助長了入侵外來植物物種的傳播速度，濕

地及陸域的植物群落可能逐漸單調化，雖然入侵物種（植物

和動物）的散播可能是最緊迫的生態問題，但經濟政策無法

落實解決這些問題，因此入侵物種的問題依然嚴重。 

濕地計畫的目標之一是提高生物多樣性，同時保持當地

原生物種的健康，這是否算是合理的目標呢？當然，我們有

能力營造令人難以置信的多樣化的濕地，但代價是什麼？我

們是否應該設定一個不合理的目標，以滿足政策制定者和利

益相關者不切實際的願景？有時香蒲濕地就只是個香蒲濕

地，既然增加濕地生物多樣性的努力不可忽視，那麼這些問

題是非常重要而需進行協調，在規劃階段就必須確定這樣的

計畫不會與區域地景有衝突。 

濕地是動態的生態系統，而且會反應當前的環境條件，

同時也易受氣候變化的影響，因此，有效的管理策略應該建

立在一個動態模型之上，同時考慮短期和長期的生物（生物）

和非生物（物理）的變化。要做到這一點，濕地管理者一定

要在前期設計階段就參考古生物學家和地質學家的專業知

識，保存在古代濕地土壤中的數據通常能提供大量的空間和

時間記錄，可作為應對氣候變化和環境變化的參考。雖然這

種作法不是要將濕地回復至古老年代的狀態，但這些數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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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濕地管理者能想像濕地的最終型態為何，此外，它還提

供濕地短期和長期設計的重要參考（LePage 2007a, b; de Wet 
et al. 2011; Williams 2011）。想要完全基於化石記錄來建立跟

回復濕地的結構和物種組成，而不投入大量的時間和資源進

行管理，是非常不切實際的，這種做法並不永續，也沒有好

好利用有限的經費，Wet 等人（2011）和Williams（2011）
的研究提供具體的案例，他們利用古生物學和沉積學的方法

來解決這類問題，讓濕地的穩定超過預期，他們在計畫的規

劃階段就說明了這些數據的價值及限制。 

隨著世界人口不斷增長，城市地景將繼續侵犯包括濕地

在內的自然區域。通常人類活動會直接、即時的對自然資源

產生負面影響。除了生態過程必須進行控管，娛樂、社會、

政經濟因素也需要被納入管理策略的一部分。雖然這個概念

是相對較新穎，但也已成功的被應用在城市林業等其他領域

（Bradley 1995），我們需要藉由執行過程中的成功或失敗的

經驗，自行發展出合適的管理策略。 

4. 社會經濟變數 

經濟：社會商品和服務的市場價值型塑了濕地評價的基

礎。在美國，濕地的價值主要是基於土地的市場價值，以及

對開發的承載力。雖然我們認識濕地提供的好處，但社會尚

未完全根除「濕地毫無價值」的錯誤觀念，因此，濕地生態

服務功能直接提供的市場價值，常被地主所忽視，如：乾淨

的水資源、固碳、氮緩解、攔沙、防洪，或生物多樣性。因

為乾淨水資源及防洪的成本是可衡量的，就可以將其納入現

有的評價模式內，但我們還沒辦法處理具抽象概念的市場價

值，如：如生物多樣性或生態美學。 

一般生態服務不被包含在濕地評價模式內，要不是該功

能沒有感知價值，就是沒有市場可接受濕地所服務提供的特

定功能。Nyman (2011)側重於闡述生態價值內含於土地所有

者，無法自外於地主。他表示，目前大部分濕地擁有者還無

法由濕地獲得經濟利益。然而，新興的碳權市場（market of 
carbon credit）所隱涵的生態服務功能重要性，可能可以提供

濕地的經濟價值，如：野生動物的棲息地、水過濾和養分循

環等，而這些生態服務功能在過去不被認為對經濟有幫助。

由於今時今日著手整合的生態系統的各項服務價值，並開發

濕地的評價模式，而不是採用目前以商品為基礎的土地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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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commodity-based land development approach），但是我

們可能正在顯著變化的趨勢之上，包括所有濕地生態系統服

務估價系統的重要性，越來越多的努力已被投入，以更好地

界定和量化這些服務價值。 

不幸的是，美國用以保護濕地的的清水法案（Clean Water 
Act ；CWA）第 404條法規，在解釋上非常複雜，且因為同

意緩解的作法，導致濕地持續流失。正如先前所述，透過緩

解手段的濕地補貼（以每英畝計算）措施，並不總是等值於

或取代原有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然而，這種方法仍經常被

聯邦政府及州政府所採用。但是近期聯邦和州政府監管層級

已經改變，顯示目前政府對環境議題採取比過去嚴謹的態

度，並試圖防堵這個管理漏洞，對 CWA 更詳細的討論，可

參閱 Robertson and Hough (2011)的研究。 

在全球尺度下，拉姆薩濕地公約提供政府間締結條約，

開啟國際合作，並促進濕地資源的保護及合理利用（Gardner 
and Davidson 2011; Ramsar 2010），它的任務是“... ...開發和

維護一個國際濕地網絡，並透過維護生態系統的組成、過程

及服務，保護全球生物多樣性及維持人類的生活”（Ramsar 
2010）。到目前為止，拉姆薩濕地公約已有 160個締約國，和

1,913處總面積達 186,982,227 公頃的國際重要濕地。美國於 
1987 年成為公約的締約國，目前已被認定 29處為拉姆薩爾，

總面積略超過 140萬公頃，雖然這個數字看來似乎很大，它

卻只含括了被指定濕地總面積的 77％，而且只排名 160個締
約國中的第 28名。 

法規：法律、政治、行政和經濟議題，在形成及呈現濕

地資訊給公眾上，扮演重要角色。必須使用這些管道來傳達

正確的資訊給市民，同時還必須保持彈性，以保有修改、溝

通設計有矛盾處的機會。Bradley (1995, p. 9) 指出：“... ...
重要的是要知道人們如何學習，為什麼他們只對某些部分表

現出興趣，以及發現重要事物前的尋找過程”。一般只有當

人們相信他們的生活正受到正面或負面衝擊，變化才會發

生，加快接受新的資訊的方式之一，就是直接展示人們的生

活即將接受的負面或正面影響。濕地社群需要與主管機關和

利益相關者更緊密的合作，以制定濕地教育方案，並充分利

用夥伴關係，將濕地資訊有效傳遞給一般市民。 

拉姆薩公約本質上沒有監管力量，那麼作為公約締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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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獲得實質利益？Gardner and Davidson（2011）指出，

透過連結並傳遞各濕地的價值給公眾，將影響土地利用和開

發活動，有助於集中注意力於濕地的長遠管理，提高社會支

持和獲得財政資源。 

5. 洪水管理洪水管理洪水管理洪水管理 

雖然原生濕地的地景角色是明確的，但我們對城市濕地

的暸解有限。目前許多的濕地管理做法是根據近 300 年的資

訊，很可能跟我們所知道的真實情形相矛盾。宣傳濕地的好

處和改變公眾的看法是不容易的，必需有更加創新的方法。

例如，費城自來水事業處（PWD）的重點是改善流域水質，

最近採取創新的措施來解決的降雨逕流問題，他們為客戶設

計防滲的雨水處理系統，客戶希望採用最佳處理方式（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 ；BMPs），透過增加入滲來減少逕流。

屋主的簡易 BMPs設施成本低且很容易施做，包括：安裝雨

水桶、多孔路面、植被緩衝區、小型濕地（或稱為雨水花園；

rain garden），主要思維是讓更多的水放回地面或經由濕地

（雨水花園）處理，而不是讓它流進城市的污水處理系統。

為暸解決比較嚴重的水質問題，PWD已著手建立多用途的城

市濕地，以進行更大規模的雨水管理。塞勒格羅夫（Saylor 
Grove）是一個小型城市濕地處理的完美例子（0.70畝），它

藉由過濾點源和非點源污染物以改善水質，並減少河岸侵

蝕，同時降低進入 Monoshone河的洪峰流量，這個濕地能過

濾來自 156英畝集水區的 7,000萬加侖雨水，它在 2006 年完

成，現在社區居民非常關心這個濕地的運作，並利用它作為

休閒與教育場域。 

6. 溝通溝通溝通溝通 

超過 75％的美國人居住在城市（Nowak et al. 2000），因
此人與自然之間的聯繫越來越薄弱，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

自然資源提供的貢獻也逐漸被遺忘。只要有機會很多人會選

擇離開城市，親近自然以重新充電。自然的環境有能力帶出

最好的人（Kaplan and Kaplan 2008），然而我們仍持續破壞自

然，我們花了一周的時間在工作上，同時對自然環境產生負

面影響，然後又想從自然環境中追求心靈的滿足，根本就是

一種矛盾情節。 

暸解我們是如何思考、反應、行動，是建立有效的濕地溝

通和教育模式的核心思維，Kaplan（2011）藉由共享使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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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人類模型」框架（Reasonable Person Model ；RPM），

提供了完整的討論。該 RPM認為合理的人類模型是：（1）
針對人們的需要明白周遭環境發生什麼事；（2）有能力使用

知識、技能和方法，最大限度地減少負面影響；（3）人的慾

望是必要的、有差異的，並要以尊重的態度彼此加以對待。 

有效溝通的挑戰是雙重的。一是濕地的專家來自學術界和

工業界，需要傾聽和暸解公眾的需求。但更重要的，將這些

公眾需求放進決策過程中。公眾理解到休閒娛樂活動的重要

性，如釣魚、狩獵、旅遊，因為它直接影響他們的生活。強

調泥沙/毒物滯留、去除營養、地下水補注、減低洪泛的好處，

對大眾而言無非是在打高空。因為這些服務，並沒有直接影

響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也就不會有興趣，他們可能更在意

這個問題：蚊蟲或壁蝨數量的增加。這並不是說，泥沙/毒物
保留或脫氮除磷並不重要。相反的，研究這些問題至關重要，

但濕地科學家需要提升自己的溝通能力，以將他們的專業調

查結果，有效地向廣大市民傳達，這些成果的重要性，必須

著重在與公眾生活息息相關，可能會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到他

們的日常生活。公眾的支持是一個強大功能的工具，能夠因

應快速變化的社會和制度。Minich（2011）以一個地景設計

師的角度，提出彌合濕地科學家和公眾之間鴻溝的作法，她

正確地指出，成功的計畫通常建立在美學，以及如何將社會

和生態效益傳達給公眾。 

第二個濕地科學家的挑戰，是溝通所有生態系統服務的重

要性。濕地的價值應該更強烈地建立在生態系統觀點之上

（ecosystem approach），而不是少數有利於土地所有者的生

態服務功能。土地所有者和社會大眾能看到休閒娛樂、漁業

和林業的實質經濟效益，資源的價值是多少，是根據使用的

資源能提高多少的個人或社會的經濟福利（Pendelton 
2009），然而，與地主比較無直接相關的功能，如攔沙、洪泛

及暴潮的保護、減少有毒物質，尚未被承認其重要性，或被

認為僅有很少的價值。雖然公眾普遍見多識廣，但是濕地與

暴雨之間的微妙關係，或濕地喪失和全球氣候暖化間的關

係，卻不一定能直接感受到。在社會大眾能夠理解之前，我

們應該先瞭解還有多少像卡翠娜颶風或安德魯颶風需要忍

受，也需要知道一度出現在海岸線的濕地，對災害緩解的貢

獻有多少？科學家們必須協助社會大眾釐清之間的關係。清

理這些自然災害的費用是可以計算的，可用來代替對地方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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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的服務，以反應對地主而言無顯著的經濟利益。 

發展濕地估價系統對地主而言有經濟上的公平性，但要同

時考慮到所有的生態系統服務是困難的，而且一定有爭議，

濕地科學與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需要一起合作，積極推廣

生態系統服務的重要性。 

7. 走向適應性管理策略走向適應性管理策略走向適應性管理策略走向適應性管理策略 

雖然濕地多學門的本質已被確認是重要的，現實的情況

是，大部分各別的濕地學門間很少互相溝通，這也許是緩解

濕地計畫中最常見的現象，除了少數例外的緩解濕地計畫，

將緩解當作濕地營造工程的最終任務，因此，緩解濕地被認

為是最不重要的，並不可避免地常會設計不當。正如預期的，

財政資源專門是有限的，通常也沒多餘經費做後期的施工維

護，其結果就是，大多數的濕地計畫以失敗告終。 

最好的形容就是“過去做事的老方法”，這裡的流程是

線性和死板的。該濕地只被視為是個很炫的雨水滯留池，因

此設計和建造都很少考慮真正的物理特性，也沒有放進利益

相關者的意見，在整個過程中很少有機會進行修改，因此無

可避免的，這些濕地的功能有限或完全失敗。更進一步的問

題是，前後缺乏一致的執行策略，這會變成濕地後續的放任

不管。如果有足夠的資金維持後續的計畫，濕地業者可以承

包並解決這些問題，而這些問題本可以利用適應性管理策略

加以避免。 

適應管理策略是一個管理策略例子，目前已發展作為濕

地營造計畫的管理手段，這裡只是簡單說明這一概念。這種

方法在規劃階段，就主張需彙整業主和利益相關者的意見，

這種方法為有興趣的團體提供了參與的機會，將各方收集的

的基本資訊轉化為場址的物理特性，並最終引導為一個適當

的濕地規劃設計案。更重要的是，這種方法能在規劃階段，

就提供了修正潛在致命缺陷的機會，而在學術界，這個方法

也能讓同儕在評議過程中提供更嚴謹的意見，以供決策參考。 

這個過程很簡單，且從最初設計到維護和監控，都是一

個步驟接一個步驟的過程。這種策略於華盛頓特區的

Anacostia河濕地，在設計和建造浮島上被採用（見 Hwang and 
LePage 2011），每個步驟都需要同儕評議和取得群體共識，

然後才可以移動到一個下一個階段。這種反覆的方法提供了



 93

計畫團隊，及早發現潛在問題的能力，並經由討論和制定解

決方案而作出必要的調整。快速反應的能力是很重要的，特

別是在施工階段，因為現場條件可能會不斷的發生變化。 

8.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濕地有可能成為越來越普遍的城市地景，要讓社會的價值

觀擁抱濕地所提供的功能，就必須重新定義「永續發展」：不

僅包括典型的生態功能，連社會和經濟層面也應納入。除了

地主和社會大眾認定的重要濕地功能外，其他濕地功能也將

越來越重要。現在及未來，成功的濕地計畫都需要適應性管

理策略，以整合眾多學門的知識，並實現預期的各計畫目標。

也許這樣說比較保險：我們所推動的濕地管理人員，能肩負

更多的濕地維護和管理任務，這些濕地計畫能容納比以前更

多的參與者，而使用較少的資源。 

參考資料請參閱:『濕地:整合跨學門型概念(Wetlands: Integrating 
Multidisciplinary Concept, 2011, Springer, by Ben A. L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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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協助洽談申請拉姆薩國際級濕地之相關作業協助洽談申請拉姆薩國際級濕地之相關作業協助洽談申請拉姆薩國際級濕地之相關作業協助洽談申請拉姆薩國際級濕地之相關作業 

 

為提升我國濕地的重要性與能見度，城鄉發展分署業以台江國

家公園及周緣濕地為標的，研擬申請拉姆薩公約說帖及相關文件。

本計畫配合前期成果及相關研商會議結論，辦理後續拉姆薩公約申

請書件之修正、翻譯及校對，協助洽談我國爭取國家重要濕地列入

拉姆薩（Ramsar Site）等相關事宜。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目前在聯合國體系下的國際環境公約，包括拉姆薩（濕地）公

約、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華盛頓公約（CITES）
等，近年來已經成為全球環境保護政策的重要推動機制。我國因為

國際情勢特殊，目前在國際環境公約中，並非聯合國及相關環境公

約的會員國。然而，國際環境瞬息萬變，且環境問題係為跨國境的

全球議題，如何分享我國濕地保育的成就，復育國內外濕地環境特

色與生物多樣性，成為我國分享國際環境議題，解決亞洲國家濕地

發展困境的擴大參與契機。藉由 2008 年我國主辦第一屆亞洲濕地

大會及 2010-2011 參與美國 SWS在鹽湖城舉辦之年會，我國已經逐

漸對國際環境公約事務通盤瞭解，建議通過申請拉姆薩公約濕地的

程序，吸收國際濕地復育資訊、進行與濕地先進保育國家的交流與

結盟，並憑藉豐富的國際經驗，評估我國參與國際環境公約與環境

事務的可行性。 

拉姆薩公約係由締約國 1971 年在伊朗拉姆薩簽署，1975 年開

始生效，是國際上針對單一生態系統所制定的環境公約。截至 2010
年 11 月為止，共有 160個締約國，1,899個濕地，合計 186,549,794
公頃的濕地被指定為拉姆薩國際級重要濕地。在拉姆薩的行政機制

中，每三年舉行拉姆薩公約締約國大會（Conference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COP），締約國大會為制訂與通過公約決策的主

要機制，會中商討決議和建議案，以規範世界各國推展濕地保育和

明智使用的政策。  

拉姆薩公約由全球六個主要區域召開常委會（ Standing 
Committee），每年開常務委員會議，商討各國入會事宜，各締約國

亦提出國家報告，以展現濕地保育成果。在日常事務處理事宜，由

秘書處處理，該秘書處與世界保育聯盟（IUCN）在瑞士總部合署

辦公，秘書處定期提出整體報告與各主要區域推動工作的評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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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由於各國濕地主管機關不同，在國家層級方面，有關濕地行政

主管機關（Administrative Authority）由各締約國自行指定，並由各

國自行組成國家濕地委員會（National Wetland Committee）以涵括

水資源保育、發展規劃、保護區、多樣性、教育等不同部門的意見。

有關拉姆薩公約秘書處的年度預算，係由締約國在聯合國的會費中

定期勻支，該公約並接受捐款。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例，中國於 1992 年 7 月 31 日加入濕地公

約，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為了執行濕地公約的相關事宜，由

林業部(現改制為國家林業局)負責組織與協調濕地公約，並由國家

林業局成立濕地公約辦公室，以具體行動協調中國大陸的濕地保護

與有關國際公約的執行工作，2000 年有 7 處列入國際重要濕地名

錄，到了 2010 年 9 月已經有 37處，共計 3,168,535 公頃列入國際

重要濕地名錄中，並積極展開濕地保護的國際合作事項，進步速度

令人咋舌。目前由於拉姆薩公約的經費來自於聯合國，因為我國並

非聯合國會員國，參與拉姆薩公約並不順遂，例如 1999 年我國民

間保育團體 SAVE 以美國保育團體名義在哥斯達黎加聖荷西市參加

第七次締約國會議，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及當年拉姆薩公約秘

書長制止及拆除攤位展示，成為我國加入拉姆薩公約的憾事。本會

將再積極協助以建立我國濕地申請加入國際濕地公約，並協助爭取

臺灣國家重要濕地列入拉姆薩地區（Ramsar Site）等相關作業。 

 

二二二二、、、、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 

2011 年 SWS 拉姆薩小組委員會，臺灣濕地學會陳章波監事長

全程參與旁聽，在會議中發言陳述臺灣目前對於國家重要濕地的社

會經濟研究，已開始從事整體性之績效評估，並建議將來應辦理濕

地生態服務工作。 
    陳章波監事長也於會後與拉姆薩公約副秘書長尼克大衛森博

士（Dr. Nick Davidson）討論，由於拉姆薩公約為聯合國組織，目

前對於非會員國選定為 Ramsar site有落差，使得國際上有許多重要

濕地無法列入，對於挽救瀕臨滅絕的濕地鳥類和環境的推動將產生

困難，因此陳章波監事長建議為推動亞洲濕地工作，請尼克大衛森

博士轉告委員會臺灣是否能以非會員國的方式選定 Ramsar site。並

建議指派專員至瑞士的拉姆薩公約總部辦公室辦理相關洽談工作。 
   並於來臺期間工作坊請 Dr. Ben Lepage 向拉姆薩公約委員傳達

目前臺灣濕地狀況及在亞洲濕地扮演的角色，希望加入拉姆薩公約

以利與國際接軌來推動濕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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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 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 

一一一一、、、、培訓濕地專業人才培訓濕地專業人才培訓濕地專業人才培訓濕地專業人才 

在臺灣濕地的棲地復育操作過程中，有許多民間單位正在努力

中，例如：臺灣濕地學會、荒野保護協會、臺灣濕地保護聯盟、各縣

市鳥會…等，這些濕地專業人才可以整合每一項細部環節，例如在教

育宣導時，讓民眾暸解水、空氣及有機物質的循環在濕地中所扮演的

角色，並包含了教授環境實用技能等管理工作。而且濕地專業人才可

以對於景觀生態相關議題，提供對土地適宜性管理分析策略。長期以

來人們對濕地功能的片面認識導致濕地在全球範圍內不斷喪失和退

化。目前，濕地保護與生態修護引起全球關注，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

國家正開展積極的生態修復與建設。但由於專業技術能力的相對落後

及專門人才的匱乏，許多濕地建設與保護工作未能取得預期效果。因

此人才培訓的特別重要，正確的工作方向，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地景工

程，更讓當地人參與濕地復育工作創造就業機會。因此，我們可透過

一些具歷史意義或特殊用途的植物物種的介紹，促進對於濕地的參與

興趣，增加想像及探究空間，甚至以濕地植物自然藥學促進自然療

法，以減少城市地區醫療研究及開銷的浪費。讓參訪遊客暸解具有歷

史意義的民俗植物，更可促進當地特有民族文化的延續性，這些濕地

教育等都必須仰賴專業人才，因此有計畫的培訓是必要的。 

    2010-2015 年濕地區域行動計畫（RSPA）合作備忘錄揭櫫雙方合

作計畫，因此建議編列經費，由政府補助出國至 SWS 指定學術機構

從事濕地研究、保育、復育及經營管理等計畫。 

         

二二二二、、、、濕地相關單位整合濕地相關單位整合濕地相關單位整合濕地相關單位整合 

濕地則具有多方面功能。濕地除提供人類生產使用、野生物棲息

環境外，對於水資源的淨化、涵養、保育及調節，都有重大的作用。

然而過去對於濕地與水資源卻甚少由整合性的管理著眼，所知實例即

為分散與短缺。因此在必須檢討在不同政府層級中水與濕地的管理狀

況，並發掘濕地、水和保育進行整合管理的機會、限制和威脅，最後

確立一套連貫性的行動與步驟，以凝聚有利的作業過程。目前臺灣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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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管理，因為有各種因素目的而有不同的尺度，包括了從地方級到

國家級及國際級的尺度，以及各種樣區（site-based）的架構。因此各

級管理濕地的單位及權責不一，跨部會間的協調溝通，造成濕地管理

維護上的問題，因此突顯訂定濕地法的重要，以明確劃分權責。 

    由參訪捷克環境部得知，目前捷克管理濕地權責單位由自然及景

觀保護局所統籌管轄，而目前政府改造工程未來中央政府也將成立環

境資源部，由於濕地牽涉自然環境中水、土、林等環境資源分別，且

依據目前政府組織架構之中，由不同部會署局掌理，例如環保署、林

務局、水利署、各縣市政府…等，因權責分散，難以整合各項濕地資

源，且各自針對自身執掌濕地環境問題，提出片面的解決方案，影響

整體行政效率，因此建議環境資源部下成立管理全國濕地的權責單

位，以統合濕地資源規劃與濕地保育事宜。 

 

三三三三、、、、持續國際交流合作持續國際交流合作持續國際交流合作持續國際交流合作 

本次參訪 SWS，觀摩國際濕地保育做法，因此持續參與國際會

議，我國可考慮加入會員國或成為觀察員，例如拉姆薩公約（Ramsar 

Convention）；未來會議時，亦盡可能派員持續參加，以增進國際瞭

解和相關之合作互助。環境外交是臺灣拓展外交與推動國內保育工作

的雙贏策略。臺灣眾所皆知的外交困境，使政府機構甚至民間團體無

法充分參與國際事務，為臺灣在國際上爭取合理的地位。目前全球化

的環境問題受到各國的重視，在聯合國體系下的公約組織（或稱拉姆

薩爾公約），在近年來已被運作成為全球環境政策的重要制訂與推行

機制，不僅關係環境與生態資源之保護，亦涉及經濟與貿易活動之規

範與管制。基於環境是一跨國境、全球性之議題，加上國內特有的環

境資源與生物多樣性價值，臺灣在環境議題與國際環境事務上應有充

分的正當性來參與，藉以突破外交困境，促進與他國之交流，並提升

國內的環境與生活品質。參與國際會議在於拓展中華民國的環保外交

實力、增進對國際環境事務之瞭解、吸收國際保育資訊、進行與他國

政府或民間團體之交流與結盟，並藉此經驗評估臺灣未來參與國際環

境公約與環境事務之具體策略。其他相關的網絡與次級組織，也宜以

非政府組織或學者方式，積極加入，強化經常性之合作。在相關國際

公約的研究方面，應予鼓勵，以探討其對於臺灣的限制和機會，俾發

掘有利之參與機會。目前在海外會議參與中，建議依據下列表單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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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規劃，以保留海峽兩岸及國際舞臺發表及揮灑之空間。 

目前相關海外重要濕地學術會議，辦理情形整理如下: 

1、2011 年亞洲濕地論壇:由濕地國際(Wetland International)中國辦事

處陳克林主任向國家林業局、江蘇省人民政府申請舉辦，係為亞洲

地區規格最高的濕地學術交流平臺之一，該會訂於 2011 年 10 月

11-13 日舉行。其間探討亞洲濕地保護管理，以期促進亞洲濕地保

護事業之發展。議題包含濕地與森林、湖泊濕地、濕地與氣候變化、

人類健康與濕地、濕地與水禽、濕地與生態農業、濕地與旅遊、人

類生活與濕地等內容。本次活動由濕地顧問團成員中央研究院退休

研究員陳章波教授代表臺灣濕地學會郭一羽理事長出席，與濕地國

際中國辦事處陳克林主任簽署海峽兩岸濕地合作備忘錄，推動兩岸

合作之平臺，藉以推動第三屆臺灣濕地生態系研討會及第四屆海峽

兩岸人工濕地研討會共同在臺灣辦理，目前上開聯合會議計畫由臺

灣濕地學會、中央研究院、國立中山大學會同研商之中。 

2、2012 年 SWS 第二屆亞洲濕地大會:本次會議由 SWS 亞洲委員會

及馬來西亞政府主辦，預計於 2012 年 4 月舉辦。本次會議為了表

彰 SWS 亞洲委員會主席 Prof. Isidro Savillo 對於臺灣濕地國際合作

之支持與貢獻，將由臺灣濕地學會秘書長代表致贈獎牌、獎章及臺

灣藍鵲國畫一幅給 Prof. Isidro Savillo，以感謝其對於我方主辦國際

會議之支持。 

3、2014年 SWS第三屆亞洲濕地大會:目前 SWS亞洲委員會主席 Prof. 

Isidro Savillo徵詢日本、韓國及臺灣之主辦意願中，預計辦理經費

為新臺幣 800萬元(依據 2008 年舉辦第一屆亞洲濕地大會幣值與通

膨計算)，預計邀請 12 國以上世界重要濕地政府及民間組織貴賓，

包含聯合國相關組織官員、SWS歷年總會會長、SWS個亞洲分會

會長及各國知名之濕地相關政府機關、學術團體及民間環保團體，

共計參加人數為 500 位國內外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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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6 年 SWS 世界大會:本案評估效益之中，預計可望於亞洲主辦

(2006 年於澳洲舉辦；本(2011)年於歐洲舉辦)。預估金額為新臺幣

2000萬元，將邀請 20 國以上世界重要濕地政府及民間組織貴賓，

包含聯合國相關組織官員、SWS歷年總會會長、SWS五大洲分會

會長及各國知名之濕地相關政府機關、學術團體及民間環保團體，

共計參加人數為 800 位國內外嘉賓。 

  Table 8：2011-2016 年宣導辦理海外濕地學術研討會活動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會議名稱會議名稱會議名稱會議名稱 

2011 年 10 月 13

日 

中國江蘇省無錫市 2011 年亞洲濕地論壇 

2012 年 4 月 馬來西亞沙勞越 2012 年 SWS 第二屆亞

洲濕地大會 

2012 年 4 月 臺灣 第三屆臺灣濕地生態系

研討會及第四屆海峽兩

岸人工濕地研討會 

2012 年 7 月 3～8

日 

美國佛羅里達州 2012 年 SWS 年會 

2014 年 (徵詢臺灣主辦意願

中，需要儘速回復) 

2014 年 SWS 第三屆亞

洲濕地大會 

2016 年 (徵詢臺灣主辦意願

中，需要儘速回復) 

2016 年 SWS 世界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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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爭取爭取爭取爭取 2016 年年年年 SWS 來臺舉辦年會來臺舉辦年會來臺舉辦年會來臺舉辦年會：：：： 

為爭取 2016 年 SWS 來臺舉辦年會，根據歷年總會會長建議，應

提早規劃，留置籌備之經費，並每年在年會（2012~2015 年）中表達

我方積極之主辦意願，而 2012 年 SWS 年會將於美國佛羅里達州辦

理，建議持續派員參與年會，並邀請 SWS 專家學者來臺辦理各項研

討會及工作坊等。並且密切配合 SWS 總會及亞洲委員會之需求，建

議可於今年（2011）年儘早與 Dr. Ben Lapage 協商，並預計於 2012

年透過邀請 SWS 總會會長及相關人員進行春季工作坊 (spring 

workshop)之研商，預估辦理經費(含邀請機票及演講)為新臺幣 80 萬

元，該工作坊將討論世界濕地大會會議費用 (cost of the meeting 

(conference fee))、贊助方式( how well the meeting is sponsored)、會議

場 地 (venue) 、 旅 遊 (field trips) 、 合 作 機 會 (opportunities for 

collaboration)、與其他濕地組織合作機會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wetland organizations)、招募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會員( potential to 

build the SWS membership)，盡速向 SWS總會表達我國承辦意願及能

力，才能有辦理契機。 

1. 現況說明現況說明現況說明現況說明 

2011 年 7 月已於捷克布拉格舉辦海外年會，目前尚未決定下一

屆年會(訂於 2015 年或 2016 年舉辦)舉辦地點，但依據現任會長

Dr.Ben LePage召開年度常務理事會及執行會議(annual mid-year 

SWS Board Meeting and Executive Meeting)，表示目前亞洲地區經濟

發展迅速，各國紛紛表示對於濕地議題的重視，因此 2016 年世界

年會有可能會選擇在亞洲舉辦，目前已得知中國大陸、日本、韓國

等地紛紛表達舉辦意願。臺灣若能夠舉辦世界級的國際大型會議，

將能提升國際能見度，建立我國濕地生態保育正面形象。 

2. 申請方式申請方式申請方式申請方式 

訂於 2012 年舉辦春季工作坊(spring workshop)，邀請 SWS總

會會長及相關人員來臺研商，向 SWS 表達舉辦 2016 年 SWS在臺

灣舉辦國外年會舉辦意願，討論會議費用(cost of the meeting 

(conference fee))、贊助方式( how well the meeting is sponsored)、會



 101

議場地(venue)、 旅遊(field trips)、合作機會(opportunities for 

collaboration)、與其他濕地組織合作機會(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wetland organizations)、招募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會員( potential to 

build the SWS membership)之企劃書之後，由 SWS 內部評選會議通

過後，由營建署派代表赴 SWS總部取得舉辦授權書，雙方換約之

後辦理。 

3. 預算預算預算預算估計估計估計估計 

預算初步估計約 2000萬元，由各部會協調共同支應。 

4. 相關程序相關程序相關程序相關程序 

(1) 選派 2016 年 SWS 海外年會之與會議議題相關人選，並考量派員

人選之連續性，俾利掌握會議動態。 

(2) 邀請相關單位出席規劃會議目的、預定達成目標及任務分工協

商。 

(3)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簽署 SWS授權同意書。 

(4)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辦理會議相關籌備工作。 

5. 重要時間點重要時間點重要時間點重要時間點（（（（以下為預估時間點以下為預估時間點以下為預估時間點以下為預估時間點）））） 

(1) 2012年 3-4月在臺灣舉辦春季工作坊(spring workshop):邀請SWS

總會會長、亞洲委員會主席及相關人員來臺研商。 

(2) 2012 年 4 月馬來西亞的第二屆亞洲濕地會議：由營建署派代表

赴會與相關人士表達舉辦意願。 

(3) 2012 年 7 月 SWS 美國佛羅里達州年會：由營建署派代表赴會與

相關人士表達舉辦意願，並研商授權同意書。 

(4) 2013 年 7 月 SWS 美國年會：由營建署派代表赴會與相關人士表

達舉辦意願。 

(5) 2013 年 8 月 SWS 舉辦會議地點評選會議。 

(6)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派員至 SWS，簽署 SWS授權同意書。 

(7) 2014 年 1 月起籌辦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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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6 年 7 月舉辦 SWS 臺灣世界年會(第一屆世界濕地大會)。 

6. 其他注意事項其他注意事項其他注意事項其他注意事項 

目前因為中國大陸積極爭取 2016年 SWS 世界大會（五年一度）

之主辦權中，且 SWS 亦有意願至亞洲辦理世界大會，申請國際會

議預期可能受到中國大陸杯葛，因此需要與各相關部會協調。 

（（（（二二二二））））邀請國外專家學者來臺進行科學與技術交流邀請國外專家學者來臺進行科學與技術交流邀請國外專家學者來臺進行科學與技術交流邀請國外專家學者來臺進行科學與技術交流 

    今年已成功邀請 2011-2012SWS總會長班拉帕契博士(Dr. Ben 

Lapage)來臺進行科學與技術交流。其曾任職於賓州大學教授，現為

美國自然科學院副研究員、PECO 能源公司環境復育計畫資深經理。

拉帕契博士具備 20 年以上濕地工程復育經驗，包括美國都市人工浮

島型濕地之創建，可對臺灣濕地提供技術交流。有關班拉帕契博士旅

館住宿、機票、講題及相關行程已經協商預定完成。 

（（（（三三三三））））協請協請協請協請 SWS 提供濕地保育領域實習機會提供濕地保育領域實習機會提供濕地保育領域實習機會提供濕地保育領域實習機會 

    依據本次方偉達秘書長與 SWS相關人士會晤，得知 SWS願

意提供濕地保育領域實習機會，但相關實習項目及經費必須先由臺灣

提出且準備，SWS 將配合轉介或提供研究單位名單，以利海外課程

之學習。 

（（（（四四四四））））洽談我國濕地加入拉姆薩公約濕地名單洽談我國濕地加入拉姆薩公約濕地名單洽談我國濕地加入拉姆薩公約濕地名單洽談我國濕地加入拉姆薩公約濕地名單 

    本次拉姆薩公約小組委員會，臺灣濕地學會陳章波監事長全

程參與旁聽，並向拉姆薩公約副秘書長尼克大衛森博士（Dr. Nick 

Davidson）提出台江國家公園加入拉姆薩濕地名單的意見，並且在會

場發放臺灣加入拉姆薩公約之英文說帖，該說帖大受與會代表好評，

在會場領取一空。但由於臺灣國際情勢嚴峻敏感，因此無法得到拉姆

薩公約副秘書長尼克大衛森博士當場之確切答覆，惟應繼續保持國際

聯繫之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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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第九章第九章第九章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中華民國內政部營建署暨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中華民國內政部營建署暨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中華民國內政部營建署暨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中華民國內政部營建署暨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 2010-2015 年年年年

濕地區域行動計畫濕地區域行動計畫濕地區域行動計畫濕地區域行動計畫（（（（RSPA））））合作備忘錄合作備忘錄合作備忘錄合作備忘錄 
 

「濕地區域行動策略計畫」由參與 2008 臺北「亞洲濕地宣言」的

起草者凝聚共識、為保育臺灣濕地所擬定，前於 2008 年 10 月 23

日至 24 日臺北舉辦之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SWS）第一屆亞洲濕

地大會中，由營建署（CPA）及 SWS 共同討論，並於 2009 年 6

月 20日至 26日美國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市舉辦的 SWS-WWA-WBS

聯合年會中進一步修訂文字： 
 

營建署及營建署及營建署及營建署及 SWS同意透過下列方式提升對同意透過下列方式提升對同意透過下列方式提升對同意透過下列方式提升對臺臺臺臺灣灣灣灣濕地重要性濕地重要性濕地重要性濕地重要性、、、、能見度及能見度及能見度及能見度及

永續利用永續利用永續利用永續利用：：：： 

1. 出版濕地期刊(ISSN 0277-5212)亞洲專刊。SWS籌組審查委員會

進行審查及出版，出版費用由內政部營建署贊助。 

2. 由營建署邀請 SWS 派遣技術顧問，執行(臺灣濕地保育國際合

作計畫，並公開發表執行成果，包括濕地研究、保育、復育及

經營管理計畫等) 臺灣濕地研究、保育、復育及經營管理計畫。 

3. 營建署以經費、組織、技術及行政支援，推動 2010 年亞洲濕地

會議活動。後續執行細節另訂之。 

4. SWS邀請營建署及臺灣濕地專業人士參與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

年會或其他該會贊助活動，包括各項研討會、工作坊等。  
 

「「「「濕地區域策略行動計畫濕地區域策略行動計畫濕地區域策略行動計畫濕地區域策略行動計畫」」」」未來將透過以下策略未來將透過以下策略未來將透過以下策略未來將透過以下策略，，，，強化亞洲濕地國際強化亞洲濕地國際強化亞洲濕地國際強化亞洲濕地國際

重要地位重要地位重要地位重要地位：：：： 

1. 強化推動臺灣「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2010-2016)」。 

2. 在臺灣設立設施供安置未來的濕地辦公室或機構，以支援濕地

保育人士。此辦公室或機構將為保育人士提供金融的、組織的、

技術的及行政的協助。該辦公室或機構的活動，將在提昇濕地

科學及發展綜合性濕地課程的目標下，由 CPA 及 SWS 雙方協

商。此外，CPA、SWS 將與相關團體共同協商，提供國際性研

究計畫以加強濕地科學的健全，並提供跨領域平臺供未來研

究、教育、服務等機會之交流。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20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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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CPA)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Society of Wetland Scientists (SWS) 

For a Regional Strategic Program of Action 
A Regional Strategic Program of Action (RSPA) was developed for Taiwan wetlands by the 
agreement of participating stakeholders attending the 2008 Taipei Declaration on Asian 
Wetlands. The RSPA was first discussed at the First Society of Wetland Scientists (SWS) 
Asia Chapter's 2008 Asian Wetland Convention, which was held in Taipei, Taiwan (Oct. 
23-24, 2008) and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CPA and SWS. It was further developed following 
the 2009 SWS-WWA-WBS Joint Meeting held in Madison, Wisconsin, USA (June 21-26, 
2009). 
 
SWS and CPA agree to promot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 visibility, 
and sustainable use of Taiwan's wetlands by:  

1. Editing the research articles of Asia Chapter's 2008 Asian Wetland Convention and 
submitting to WETLANDS (ISSN 0277-5212) as a special Asian issue,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appointed editor and editorial board of WETLANDS. Acceptance of the articles 
are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current editor of WETLANDS and selected members of the 
Editorial Board of WETLANDS.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ere is a charge for publishing a 
Special Asian Issue in WETLANDS and this will be sponsored by CPA. 

2. Implementing Taiwan’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grams by inviting SWS’ technical 
consultants and publishing their subsequent accomplishments, including wetland 
research, conservation, restoration, and management.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e CPA will 
take care of this program’s charge. 

3. CPA will provide financial, organizational, technical and administrative support for the 
forthcoming 2010 Asia-Pacific Wetland Convention held by SWS, CPA, and related 
authorities. A more detailed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this purpose will be 
undertaken by all major parties involved. 

4. SWS invites CPA and Taiwan wetland professionals to participate in the SWS annual 
meetings or other SWS-sponsored events including symposia, workshops, or similar 
activities as appropriate. 

The RSPA will be used to develop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for regional Asian 

wetlands by: 

1.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Wetlands of Importance Conservation Program 
for Taiwan. 

2. Promoting an establishment in Taiwan that will house a future office or institute 
dedicated to support wetland specialists. The office or institute will provide financial, 
organizational, technical, and administrative support for wetland specialists. The 
activities of the office or institute will be determined in consultations between CPA and 
SWS with the goals of augmenting expertise in wetland science and developing a 
comprehensive curriculum on wetlands. CPA and SWS will also consult on providing 
international study programs that enhance scientific vigor and trans-boundary platforms 
for future research, education, and service opportunities with interested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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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S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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