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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120112011 年國際濕地交流工作坊會議年國際濕地交流工作坊會議年國際濕地交流工作坊會議年國際濕地交流工作坊會議記記記記錄錄錄錄    

宜蘭場次宜蘭場次宜蘭場次宜蘭場次    

壹壹壹壹、、、、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時時時    

貳貳貳貳、、、、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宜蘭縣無尾港文教促進會會館宜蘭縣無尾港文教促進會會館宜蘭縣無尾港文教促進會會館宜蘭縣無尾港文教促進會會館    

參參參參、、、、會議討論紀要會議討論紀要會議討論紀要會議討論紀要    

城鄉發展分城鄉發展分城鄉發展分城鄉發展分署署署署洪嘉宏分署長洪嘉宏分署長洪嘉宏分署長洪嘉宏分署長：：：：    

歡迎大家參加這次的國際交流濕地工作坊，內政部營建署持續推動國家重要

濕地，我們與國際交流，並與 SWS 簽訂 MOU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後，獲得很多在地

NGO 組織的支持。 

本次活動有濕地學會的幫忙，特別邀請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的總會長

Dr.Ben LePage 來到我們第一站宜蘭無尾港現場，上午我們也看過很多環境現

場，下午的工作坊會再做意見的交流，Dr.Ben LePage也會給我們一些濕地保育

上面的經驗與指導，目的是希望我們在地實做的 NGO 能夠透過 Dr.Ben LePage

給我們技術上的指導，可以暸解國外在處理同樣問題時的想法與做法，相信在我

們濕地保育的領域裡能有更大的協助。 

長期來看這個計畫將會持續六年，營建署將與學會持續這樣的合作，當然行

政院組織再造之後，這樣的計畫依然會做延續，透過組織再造計畫會轉到環境資

源部，在國家公園署之下，整合這些環境保育與環境教育的資源，相信會做的更

好。請大家給 Dr.Ben LePage鼓勵，接下來就按照議程進行，希望大家可以聽的

更多、有更多時間討論。 

宜蘭縣無尾港文教促進會鍾茂樹前理事長宜蘭縣無尾港文教促進會鍾茂樹前理事長宜蘭縣無尾港文教促進會鍾茂樹前理事長宜蘭縣無尾港文教促進會鍾茂樹前理事長：：：：    

各位大家午安，我是前理事長鍾茂樹，我們一任理事長是兩年，我們無尾港

文教促進會是合議制，現在的我則是義工。 

無尾港在蘭陽平原的最東南角也是宜蘭縣開發最晚的區域，在文獻所記錄的

形成水系不一定都準確，無尾港的位置就在武荖溪的出海口，1904 年從唐山過

來的商船或勞工可以直接進來做生意，1921 年無尾港的水還非常深，二次世界

大戰時，蘇澳港的船還可以進來無尾港避難，一直到 1967 年的大洪水，完全改

變了無尾港的地形與地貌，目前無尾港濕地的範圍有六百八十幾公頃。 

無尾港是個水鳥保護區，鳥況非常豐富，過去狩獵者也很多。無尾港主要的

水源來自於潮汐作用進入保護區內，水質微鹹。無尾港文教促進會 1997年成立，

很重視鳥類調查，現在每一個月就做一次鳥口普查，共記錄 47科 207種鳥，臺

灣本土的鳥種有將近五百種，這裡就出現了將近一半的鳥種，另一部分我們也重

視社區的人文，我們相信沒有了人文就缺少了生命。 

在 2009 年發現我們發現：水不見了！決定以議題來發聲，李晨光課長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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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親身前來勘查，協助我們以學術調查的方式來建置基本資料，我們也在做這方

面的學習，我們做了六個監測站，早上七點到晚上七點，每小時由學生做一次水

位等基礎資料紀錄，我們因此學到了很多知識與方法。而高程測量雖然水淺，但

淤泥很深，有危險性，就由我們自己來做，常常累到兩腿像是租來的，很累但是

很值得。 

鳥類調查我們分組做每個月一次的調查紀錄，將結果輸入座標系統裡，可以

暸解追蹤個別區域的鳥類差異性，也可以研究鳥類的分布並探討改變因素，我們

促進會很勤快做，也因此學到了很多。 

食源計畫起源是野鳥與當地農夫發生衝突，因此在保護區內的私有地，有請

農民不要來操作，以休耕或補助來處理，保護區則放玉米碎片或稻穀，希望野生

鳥類有充份食物而不要干擾農民，也希望鳥類可以因此停留，這個計畫有產生一

定的成效。雖然禽流感的事件使這項計劃暫停，但是我們心裡依然蠢蠢欲動。2008

年促進會在保護區裡租了三分地，讓我們促進會與附近社區、學校、民間團體在

裡面種水稻、芋頭或筊白筍，這些作物我們是不收割的，留作鳥類的食物源，而

植物所涵養的微生物也增進底棲類生物的增加，而中研院生物多樣性中心也教我

們的小朋友將土壤中的蟲體挑出來，也暸解中研院中鱟的繁殖，目前鱟主要的繁

殖地是金門，公共電視也跟著我們一起記錄整個教育與復育的過程。我們也帶小

朋友認識有機栽培，不使用農藥能使土地環境當中有很多樣的生物。夜間也由荒

野保護協會來帶我們與孩子看面天樹蛙、青山蝸牛、鈍頭蛇等，數量都很多。 

在環境教育的這部分，常有大型團體參訪，我們也走進校園，有與東海音樂

系做合作，將音樂與鳥類做結合，先介紹音樂再介紹鳥類，隨音樂進行再將配合

樂曲的鳥類做影片播放，隨著音樂進行，動物的豐富生態讓孩子們一直哇哇叫，

雖然會影響表演者，但是大家都樂此不疲。生態保育不是口號，要落實在生活，

政策與法令一體適用，各濕地也應依據其屬性不同，發展特色，這些不是政府的

事，是我們所有在地人共同的事，讓我們一起走出戶外，走進自然一起享受生命。

土地是我們的也是子孫的，我們不能因為自己的利益而忽略了子孫的利益。 

Dr.Ben Dr.Ben Dr.Ben Dr.Ben LePageLePageLePageLePage：：：：        

謝謝各位，可以在此為大家演講我很榮幸，基本上濕地與我們人類生活環境

息息相關，但人類為了資源使用總會過度濫用濕地，濕地與人類文明息息相關，

濕地可以提供土地資源給人類做建築或食物使用。 

在早期的文明中都會利用這些濕地，早期濕地使用會希望利用濕地去產生食

物，今年夏天我們在捷克舉辦 SWS 的會議，當時我們去參觀魚池，捷克是一個內

陸國不臨海，由魚池我們暸解古代捷克人如何利用魚池裡的魚來補充他們的蛋白

質，這就是一個濕地的利用，上個月本是第二次亞洲濕地大會，很可惜延期到明

年四月，我們去參觀馬來西亞的一些魚池與蝦池，這也是馬來西亞古老文明的蛋

白質的來源，亞洲像日本就是稻米的文明而產生對濕地的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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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同日而語，近代許多文明因環境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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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巨大的改變而消滅，像朝鮮有個渤海國，因為白頭山爆發而消失；像是馬雅的

文明因為墨西哥環境改變也消失了，氣候改變或資源的消耗都會造成文明的衰退

與結束。 

一般來講造成濕地消耗現象的原因，是人們想利用並控制自然，但是我們卻

不知已經超過濕地的涵容極限。像紐約有一些地方，濕地因為不適當開發，造成

濕地功能衰退，而污染也讓濕地產生很多問題，這些都是我們要去學習處理的，

我們通常需要先暸解一些改變的過程，因為人類的行為所造成自然的改變。東印

度的加爾各答是個例子。加爾各答有兩百多年的傳統養殖業，由水源的不足與污

泥下水道的問題，造成整個生態環境的改變，這樣的改變對於養殖業、農業、蔬

菜種植造成極大不良的影響。這裡每年產出 8,000公噸的魚類、16,000公噸的

稻米、150公噸的新鮮蔬菜餵飽當地人民，這裡過度集中的人口數量與中央地方

的政策改變，加上污水下水道的不足，造成人類生活環境與自然環境的嚴重衝

突，這裡的濕地土壤中有重金屬汙染，水質也不合乎自然的標準。食物鍊被所造

成的汙染所破壞受損。這裡也造成了很多的污泥，污泥在水源不足時會乾涸，而

泥土乾涸的現象會造成濕地的消失，也影響了濕地的作用。政府並無介入，土地

所有權人又相互爭奪濕地資源的權利，造成人民很大的衝突，而這樣的衝突也導

致社會的衰退。在這裡需要社會微妙而細緻的平等，現在的人很少注意這種平衡

的力量，為了不讓社會退化，需要更多社會賢達的參與。 

由於人類的活動與超速利用，加速自然環境的退化，而退化也影響濕地的涵

容能力，若要加強濕地的能力，則更需要物理、生物與政策的改變，我們要定義

出永續性與管理的價值，這些價值包含社會、人類的需求與文明的改變，文明是

指時間的演變而造成文明的現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到底什麼是永續性與

管理的價值？我們透過時間的改變暸解社會的價值，我們到底是處在一個十字路

口、典範的轉移過程或在社會化過程，我們知道濕地很重要，但有多重要呢？過

去我們缺乏暸解而造成社會的切割與碎裂，過去沒有溝通但現在要溝通，過去祖

先的智慧要再學習，這往往會讓我們學到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有時候不能太仰賴

專家的意見，意見與專業應該非由上而下，而是由下而上，由當地居民的經驗而

組成。 

看來單純的問題有時候多有系統的複雜性，這些複雜性都不可預知，雖人類

已存在百萬年，有些環境有獨特的功能，而這些功能在人類沒介入前就存在的。

社會上漸漸失去自然的力量，我們也缺乏一些部落知識，這些部落知識就是地方

智慧，我們可由老祖先的智慧來暸解這些複雜的生態系統，這些生態系統我們若

沒學會保育就會漸漸消失。 

有一種傳統的保育方式是錯誤的，這種方式並未從專業且利害關係人的角度

切入，且很少進行更正，現在許多工程師都是接受這種錯誤傳統方式的訓練，這

是浪費人力的工作，多門學說的方式必須要提出，這是個螺旋性思考的過程，透

過連續輸入的過程可以做有計畫性的修正，修正內容內是滾動式的管理，讓工程

師、景觀計畫師、社區居民可以做溝通，一起進行濕地的設計，並得到所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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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與支持。在這些概念式的規劃當中，通常最後的決策要得到所有利害關係人

的同意，工程師要有意見、景觀師也要提供意見，也要得到居民的同意，然而要

得到大家合意的同意，就必須採取滾動式的管理溝通，才能得到集體合議的共識。 

提供一個費城的案例，想做一個城市濕地，但對公路會造成影響，我們是採

雨水池的方式，可以儲存雨水，平時居民多亂倒廢水與垃圾，費城水務局去暸解

居民的想法與平常行為，地方居民最需要的是環境教育的濕地，提供教育、動物

與休憩，居民樂於營造濕地，平衡都市更多的不透水層，相對都市的不透水層，

雨水濕地可以靠其滯洪、也增加動物棲息的功能，讓許多動物做棲息，很多一百

多年前都不見的動物都回來了，而公路上的利害關係人也都因此享受到利益。政

府與民眾對於資源管理意見不同時，政府可以提供資源，如此合作可以有利於民

眾，也可以有利於下一代。  

    

無尾港文教促進會鍾茂樹前理事長無尾港文教促進會鍾茂樹前理事長無尾港文教促進會鍾茂樹前理事長無尾港文教促進會鍾茂樹前理事長： 

我們在這兩年做測量下來，我們發現保護區水域之中，在高程的部分似乎是

比較高的，由於大排與潮汐進入保護區的水量並不如預期，因此這必須要開始檢

討保護區裡水量的問題，目前水源的來源有地下湧泉，但鐵離子過高、雨水的部

分並沒有做統計。大排藉舊河道進行，潮汐每天也都在持續進行，水源問題會影

響到魚類的生存。大排上游有很多罐頭加工廠，水質含氮量較高，有多少進入保

護區，對保護區的影響，還需要在做測量與統計。 

 

臺臺臺臺大森林系盧道杰教授大森林系盧道杰教授大森林系盧道杰教授大森林系盧道杰教授：：：：    

測量研究就濕地而言，要去釐清研究的目標，是保育或是經營管理的目標為

何？有目標後，後續的測量才有方向作處理，在無尾港這裡有許多的動物需要去

保護與保育，我們沒有設定要保育的種類為何？也沒有設定我們要做到什麼樣的

程度，這是保護區劃設至今的狀況，在保護區劃設之初，水源一直就是問題，但

是我們對水沒有做量測，直到三、四年前才開始量測，水鳥的生態很重要，但是

我們也沒有去作明確定義，例如要涵養一千隻小水鴨等。 

而淤積越來越多，促進會開始緊張，才開始將此成為議題，也開始測量的工

作，而目前都在剛開始的初步階段，最近我們發現其實雨水對保護區也沒有什麼

影響，雨水在極端氣候下是我們要考慮的，像去年的幾個颱風，例如莫拉克風災，

都有大量的降雨，而雨水的懸浮粒子對於保護區的影響，我們也太不清楚。 

因此對於水文與潮汐是比較能夠做測量的，而科學測量需要大量的經費，而

經費的來源是很大的問題，而要做到什麼程度？又是問題，需要做到多精密？有

沒有其精確程度必要性？研究與社區合作是可行的，但要將量測目的先定義。 

 

臺臺臺臺北野鳥學會何一先總幹事北野鳥學會何一先總幹事北野鳥學會何一先總幹事北野鳥學會何一先總幹事：：：：    

我之前在關渡自然公園，其實無尾港對於鳥會而言非常熟悉，無尾港與關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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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的雷同性，一樣都有淤化的問題，想請問目前在無尾港是不是只有持續清

運淤泥，以避免陸化，在保護區的餵食已經持續多久，如何評估效益？謝謝。 

 

無尾港文教促進會鍾茂樹前理事長無尾港文教促進會鍾茂樹前理事長無尾港文教促進會鍾茂樹前理事長無尾港文教促進會鍾茂樹前理事長：：：：    

我是在這裡長大的，我看到這個保護區很急遽地陸化，若是因為人的因素造

成，就要以人為的方式去做干擾，投食的計畫因禽流感而停止，與人類親近的麻

雀或白頭翁也會去覓食，我們將此計劃做暫停。而投食餌很重要的目的之一，也

是希望也鳥不要干擾農夫的農作。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永續永續永續永續生態旅遊協會余維道秘書長生態旅遊協會余維道秘書長生態旅遊協會余維道秘書長生態旅遊協會余維道秘書長：：：：    

無尾港在十幾年前，在此做人為的清淤，就有學者質疑沒有調查就開挖，但

是現實的狀況即是，今年挖明年就會看到效益，測量的數據可以顯現，那我們要

讓無尾港回復到什麼狀態呢？我們社區如何看待？與社區有什麼關係？要有共

識，否則陸化也無所謂，我們的社區意見也很不同，只有將成見放下，若非如此，

都只是一時的效果，若只是一時效果，花錢到底有沒有意義，因此要有社區共識

與目標，在有共同關懷方向之後，才談手段與方法。 

 

臺大森林系盧道杰臺大森林系盧道杰臺大森林系盧道杰臺大森林系盧道杰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在農民插秧時，若有鴨子去啄，秧苗就會浮起來，這時候農民就會很生氣，

開始灑好年冬，隔天就會看到一堆魚浮起來。與社區溝通時要用他們的語言，若

是你叫他不要蓋別墅、不要倒廢土、他聽都不會聽，開會都不會有人來，因此溝

通要用他的語言，這部分需要彼此多暸解，溝通要有區域的概念，有更多新的人

加入，而非只有我們自己在溝通，也要有更多機關加入，包括中央政府(如農委

會)和縣政府等單位。 

 

無尾港文教促進會鍾茂樹前理事長無尾港文教促進會鍾茂樹前理事長無尾港文教促進會鍾茂樹前理事長無尾港文教促進會鍾茂樹前理事長：：：：  

我自己是有機農民，宜蘭本來就是個大濕地，現在宜蘭是一期稻作，過去野

鴨對於農民是有危害的，因此農民才會投藥，過去是手插秧，現在用插秧機插的

較淺，因此鴨子對插秧的影響就比較大，目前生態保育觀念有提升，由所種的秧

苗品種做改善，旱田的影響就較少，而閃光燈也有不錯的成效。對促進會來說，

保護區若陸化就沒有水鳥，若沒有水鳥算什麼保護區，因此以前的總幹事當下決

定，直接使用大型機具就進行推土了，隔年就會來很多水鳥，這就是我們要的，

而為什麼保護區內的水越來越少，生態改變，這就是我們想要去釐清暸解的。我

們不是很乖的會，有很多我們自己的主張，我們無法讓環境回到過去用腳踩得到

鰻魚，但是希望能讓子孫看見什麼是鰻魚就功德無量了，我們也在學習如何找議

題而不是只有丟問題，相信在這樣的改變下，產官學的合作更能創造三贏。 

 

當地學生分享當地學生分享當地學生分享當地學生分享((((女女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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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國中都有參加研習營，也有參加無尾港的活動，有接觸到生態的活動，

很幸運能生長這個環境，生態環境很豐富，有很多候鳥與生物，希望未來保護區

可以繼續維持下去，給候鳥與生物更棒的棲息環境。 

 

當地學生分享當地學生分享當地學生分享當地學生分享((((男男男男))))：：：：    

我希望不只是我們，也可以讓我們的下一代與下下一代去暸解我們現在所處

的這塊自然環境，如果不只是臺灣，是全世界，那就是最棒的了。 

 

臺大森林系盧道杰臺大森林系盧道杰臺大森林系盧道杰臺大森林系盧道杰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我有一些期待，有許多知名的濕地讓國家來認定，但也期待得到更多的支

持，過去一方面是對地理不暸解，只能靠自己的體驗，希望能夠不只是得到社區

的支持，還可以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即使是零星的濕地也應該被得到關懷，生物

的多樣性與人類平等，這不是口號，以此來教育下一代，一切都要由自己做起。 

 

臺臺臺臺灣濕地學會陳章波監事長灣濕地學會陳章波監事長灣濕地學會陳章波監事長灣濕地學會陳章波監事長：：：：    

我到無尾港近七、八年，鳥會在談，學生就到此來了，我們覺得和無尾港有

合作的可能，但是有合作的基礎卻無合作的成果，但是學生畢業了還是與當地有

互動，也有新的老師進來，表示火沒有熄，也表示大家有在做，只是效益不是很

高，但重要的是：大家都健康快樂地活下去了，這就是永續。真的要用科學的方

式讓社區知其然，而後知其所以然。我們的學生多被訓練成鴨子與鸚鵡，我們要

道法自然，這是最高的原則，一個地球要兩岸合作，三力、四化、五育並進。 

 

文化大學景文化大學景文化大學景文化大學景觀系林開泰教授觀系林開泰教授觀系林開泰教授觀系林開泰教授：：：：    

我只要講一句就好，我有很多學生做濕地研究，既然國外專家來指導，但他

所說的部分，卻與我們的濕地狀況並不太一樣，而雨量與氣候的變遷與人民的福

祉與安全息息相關，我只講到這裡。 

 

Dr.Ben Dr.Ben Dr.Ben Dr.Ben LePageLePageLePageLePage：：：：    

社區在生態系統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而這是很重要的生態系統，在這當中

我們也要做必要的調整與改變，通常濕地研究需要學術上的支持，而且交換正確

的資訊，如果社區能夠闡述這個問題的正確性，政府也能掌握這些資訊，便能將

資金投入這些必要的改變，濕地營造上需要一些溝通，社區與政府間需要一個很

好的溝通模式，現在地球氣候變遷，海平面即將上升，而海平面上升一公尺、兩

公尺，對於濕地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呢？長期計畫當中，我們要保證濕地永續存

在，所以社區必須好好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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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他們也很樂於學習。社區的專家也可以提供政府

強烈的資訊，因此在發展長期計畫的時候，政府需要得到社區專家的諮詢，要暸

解定義問題，再暸解如何去處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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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場次高雄場次高雄場次高雄場次    

壹壹壹壹、、、、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時時時    

貳貳貳貳、、、、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高雄高雄高雄高雄市市市市興達國小視聽教室興達國小視聽教室興達國小視聽教室興達國小視聽教室    

參參參參、、、、會議討論紀要會議討論紀要會議討論紀要會議討論紀要    

    

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野鳥學會野鳥學會野鳥學會野鳥學會林昆林昆林昆林昆海海海海總幹事總幹事總幹事總幹事: : : :  

我要先介紹永安鹽田，當時鳥會在十多年前就開始進駐這個地方，希望這個地方

可以變成濕地公園，因為永安鹽田目前是屬於臺電的所有權，所以推動得不是很

順利，所以我們就有一個這樣的想法，想要來推動永安新故鄉的行動構想書。但

因為是臺電的土地，所以不管是鄉公所也好，或者是在地的社團也好，他們對於

這塊土地沒有太多得期待；但身為民間團體，早在臺電收購這塊土地前，我們就

有再這邊長期的觀察這塊土地，所以對這塊體土地的生物多樣性，鳥類資源的豐

富，有非常深的感觸。 

我們一直希望能突破現有的狀態，有新的發展。現在有幾個問題，第一個是在整

個高雄地區。以北邊的區域而言，臺南之前成立的雲嘉南國家風景區，去年成立

了台江國家公園，屏東有大鵬灣風景區，整個南臺灣高雄地區的海岸是最弱的，

南臺灣的國人不管是在生態旅遊還是在觀光的部分，我們是較弱的，而我們覺得

永安跟茄萣的濕地有它的潛力。第二部分，就是在我們鹽田的東部有陸客進來，

我想大家也知道電子業是一個非常勞力密集的產業，那要怎麼讓這一批高級的工

作夥伴得閒暇之餘，能夠體會到我們高雄或是西南海岸地區的豐富資源，確實需

要一個妥善的規劃。第三點，永安地區雖然是以養殖石斑魚為重點，但每年只有

在石斑魚節兩天才會有大量的觀光客，而其他三百多天我們也沒有多餘的場地及

空間可以讓外在的遊客進入永安地區。而重整規劃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另外因

為我們在養殖漁業的原因，而抽取地下水及海水，雖然這個部分有做改善，但整

個產業以及加入 ECFA之後，與中國的競爭，或者是我們的轉機，也是永安或者

是沿海我們郷鎮所需要面對的。 

另外在永安有一條最長的公溝，大概將近有四公里，他是非常漂亮的紅樹林隧

道，那過去的縣政府說要整治，但閒置且拖得非常久；我們有很多的三合院老建

築，對於人口老化，或者外移的問題，實際上可以做好整頓，促進我們整個永安

鄉的環境，那整個鹽田在去年或者是在今年太陽光電氣化，開發完成之前，他基

本上是屬於一個封閉的狀態，臺電從 76年買這塊鹽田之後，多年來，除了石斑

魚節或者是申請參觀之外，他平常都是關閉的，對於這一大片豐富的野生動物棲

息環境是非常可惜的，加上他裡面有一個當時縣政府指萣的古蹟，那目前臺電也

還在做整修，但是一直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善加運用老祖先留下的歷史文化，古蹟

建築。我們知道，昨天臺電的太陽光電正式起動，但是，整個 133公頃不管是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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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環境或是這間古蹟，比較好的經營管理或者是讓我們社會大眾能夠來體驗或

者是感受這些重要的自然跟文化的資產，這個是目前臺電都沒有提出來的，所以

這個也是我們非常關注希望相關單位要一起來努力的部分。 

在這條公溝在臺南這個地方做竹筏遊港已經非常成熟的生態，那我們永安鹽田的

紅樹林公溝將近四公里，那我們將怎樣去妥善的規劃，在不影響這邊的白鷺鷥

林，來提供遊客一個深刻的體驗，也是一個非常棒生態之旅，在來永安在 1999

年的時候，就被鳥會及國際鳥盟指定為重要野鳥棲地，這個部分在國內並沒有法

令配套措施，也就是說我們目前的方法沒有放進來，因為這是屬於臺電的私有

地，這個部分也是我們要繼續努力的區塊，再來是社區我們這個鹽田村是早期非

常有特色的一個村落，幾乎裡面的住戶都是鹽工，隨著曬鹽的停止及人口的老

化，能夠曬鹽的老員工逐漸凋零。但是，他過去的社區規劃是非常井然有至是非

常有特色的一個村落，他怎麼樣能夠重新恢復讓他活化，也考驗了我們在地的個

體，所以在剛剛所提到的議題之後，我們其實希望他能夠做一個資源的整合，任

何一個單位不管是郷公所或者是說民間社團，都沒有辦法獨立來完成這一些，所

以我們希望能夠在兼固生態和文化跟海洋漁業的特色的情況下，面來完成居民的

認同，社區整體營造跟永安的永續整體發展。再來是結合整個高雄沿海還有整個

西南部的這個自然資源能夠連成一氣，從海洋漁業來看我們可能有一些餐廳有養

殖，但是有關於其他的周邊的產品，或者是一般遊客要進來他比較不容易享受到

跟體驗到，這邊真正石斑魚故鄉的特色，或者是你要去找一個集中的消費場，文

化遞減的情況下是不容易的。 

目前整個鹽務辦公室正在整修，整個鹽田部落逐漸在凋零，整個鹽田也不知道能

不能負載，這也牽涉到臺電的意願，願不願把真正的使用權，讓社區做使用，那

麼每年石斑魚節一年辦兩天的效果能不能延伸，是我們一直在思考的部分。 

辦了十多年需要在做進步的思考，那當然魚塭的風暴，那從生態的角度還沒辦法

完成。高雄市給我們一筆三千萬做整修，但我們只能做鹽田濕地外圍的部分，整

修廢棄的鹽田分校，還有鹽保路及永達路周邊的綠化，對濕地品質的提升，我們

可以提供賞鳥的措施，可讓遊客便利使用，但臺電有所有權，並不允許我們做使

用，所以我們碰到了一個瓶頸，之前在情人碼頭的紅樹林有推一個可以利用竹筏

到永安的活動，但因為興達港及紅樹林環境的問題使得活動無法推行，從臺南以

南到屏東，高雄的觀光旅遊的生態遊憩長期被怱略，以永安鹽田為例，結合了鹽

田及歷史的文化，他有非常豐富的紅樹林生態，納入國際鳥盟的野鳥棲地，鹽田

的紀錄也超過 130多年，媲美七股鹽田。 

因為臺電有所有權的關係，一直沒有辦法去突破現況，導致美麗的濕地 20多年

來被封鎖，希望能夠透過各位的努力，逐步打開知名度，在 311日本核災後，臺

灣的農民政策可能做調整，永安鹽田目前是臺電手上最大塊的一片土地，扣除十

公頃，太陽光電及古蹟之外，還有將近 120公頃的土地，這 120公頃的土地，臺

電可能會擴大為火力發電場，過去以來環保團體以來，我們不反對這項政策，只

是質疑為什麼把太陽光電場設在濕地，因為在設立發電場之前，還要先把土地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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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降低滯洪量，都會影響到永安區居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因為整個永安鹽田地

勢，低於海平面，永安區滯洪的功能都需依靠這鹽田，太陽光電場啟用，經濟部

長說要推動百萬太陽光電屋頂計畫，但現有的學校雞舍及漁塭面積皆綽綽有餘。

臺電在永安鹽田設立太陽光電，最大的問題是永安鹽田資源臺電沒有公布整體的

規畫，導致於慢慢破壞濕地，在此提出呼籲希望各位長官及環保同仁可以多多關

注於永安鹽田的後續發展。 

茄萣生態文化協會鄭和泰理事長茄萣生態文化協會鄭和泰理事長茄萣生態文化協會鄭和泰理事長茄萣生態文化協會鄭和泰理事長    

茄萣濕地前身是鹽田，在臺灣西南沿海有三個內海，臺南市有二個分別是台江內

海及蟯港內海，高雄市是小港內海，是阿公店溪形成，海外的四周，茄萣的永安

彌陀經由日本人整頓之後，大家都稱它為鹽田，因為它以前的辦公室在這邊也是

以前路竹鄉所管轄的地方。其實它整個地區都在茄萣區的境內，有分為一區及二

區，我們還是要去面濕地環境的保持，我們的濕地就是青灰泥岩，它乾的時候很

硬，反而是有水的時候就變得很黏，但這種凝土很不穩萣，只有淺根性的植物才

可以生長，這就是茄萣濕地五種的天然植物，但濕地經過十幾年後，濕地保水性

很強，只要濕到一定的程度就不再吸收，及可保持長時間的保濕。茄萣濕地的特

色是，是鳥類很多，不管是冬候鳥還是夏候鳥，當過境鳥來的時候我們會盡力的

幫他們。茄萣濕地曾紀錄到的雁鴨科有小天鵝、白眉鴨、小水鴨、琵嘴鴨、尖尾

鴨、赤頸鴨、鳳頭潛鴨、紅頭潛鴨、斑背潛鴨、花嘴鴨、綠頭鴨、赤膀鴨等。其

中以白眉鴨、小水鴨、琵嘴鴨、尖尾鴨、赤頸鴨、鳳頭潛鴨等六種數量較多，而

當他們來到茄萣濕地時，無時不刻都在吃，形成很可愛的景象，而現在共有 11

種鴨種，而最先到的白眉鴨，而到茄萣時候她的顏色有一點退色，現在還有白眉

鴨已經不是那麼漂亮的顏色，那到 11月數量可達到 1,500隻，如果加上水鴨及

達到 3,000隻，當寒流來時，他們就往南飛了。 

而茄萣濕地也是鷸鴴科鳥類過冬、休息、過境的 一個重要的地方。而茄萣

濕地也有許多的鷸鴴科鳥類，在濕地水的邊緣，覓食、休息，跟泥土差不多的羽

毛顏色，在泥地上不容易被人發現，就跟泥土一樣，所以在地人稱呼他為土鳥。

在茄萣濕地中有四種鷺科鳥類在此繁殖例：有黃頭鷺、小白鷺、中白鷺和夜鷺，

而小白鷺將進 8,000隻，還有夜鷺將近1,000隻，而且不管夏天或冬天，她的特

色就是滿天飛舞。 

茄萣濕地的泥地上有東方環頸鴴、高蹺鴴、彩鷸及燕鴴等四種鳥類在此泥地

上築巢、繁殖育雛。因為濕地的凝土有半黏乾的特色，所以身長在這裡的植物必

須要耐冷又耐旱，所以濕地的土堤內，植物較以海馬齒莧、莎草、鹽地鼠尾粟和

鹽萣跟蘆葦為主；而蘆葦是因為只有一點點水保持濕度就可以生長了，植物只有

他們較可以適應這種環境。以前老人家就會利用葉片來炒菜，這就是茄萣濕地的

夕陽，謝謝。 

    

Dr. Ben Dr. Ben Dr. Ben Dr. Ben LePageLePageLePageL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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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午安，我非常高興可以在這邊分享我的經驗，今天我要講的主題是，是

經濟發展的資源衝突，而我們所講的資源就是可以利用的資源，在歷史上人們常

用濕地來用一些資源，但是我們有沒有好好去使用，是值得我們去思考。 

在早期來講，這些濕地是作為飲用，主要飲用方式是做為食物，而我們做使

用的時候沒有想到他的負荷能力，所以才會被超限的作為使用，我們從拉姆薩公

約裡面的「明智使用」角度來看，過去人們經常使用這個明智使用的觀念。我們

從捷克的案例來看，因為捷克是一個內陸國家，常常缺乏食物的來源，所以他們

在羅馬時代興建了魚池，來提供做為人類蛋白質來源的魚類資源。 

在馬來西亞也有這樣的一個例子，在馬來西亞早期時，他們用漁網來撈魚，

他們把魚網勾住在魚池之上，利用來捕魚和捕蝦，這就形成傳統的一種利用方

式，在日本的話，利用濕地來做為水田，也是一個非常著名的例子。在歷史上，

常常因為一些改變造成一些朝代的更替，例如說，在歷史上我們知道例如古埃及

文明及馬雅文明，因為氣候的變遷造成朝代的消失及更替。在其他的例子當中，

我們也看到一些濕地的失敗的經驗，例如說濕地過度使而造成濕地的消失，那這

些濕地包括在城市的濕地，例如紐約的某些濕地，因為沒有好好的控制，而造成

濕地能力慢慢的消失，產生一些人民的疾病。此外，還有些例子，在伊拉克的濕

地都是因為人們沒有善於使用而造成濕地的改變。 

印度也有一些好的例子，例如說在東加爾各答的濕地，原來有兩條河川做為

連結，但是因為阻斷的關係造成一些問題，那這個濕地提供很多食物來源，例如

人們利用這片濕地進行養殖業，農業及蔬菜種植。他們一年可以產出 8,000公噸

的漁類資源，16,000 公噸的稻米，每天提供 150 公噸的新鮮蔬菜，都是在這個

濕地進行產出。 

在這裡產生一些問題，例如汙水下水道的不足，還有汙水下水道不能夠處

理，而導致有越來越多的汙泥，然後在加上工業在這邊產生很多的汙染造成很多

的重金屬，讓這裡的食物不符合標準，再來是說地方政府缺乏一些作為，在加上

這邊有一些貪污腐敗的問題，所以造成地方的一些土地所有權嚴重的衝突。 

在這裡的話，人們為自己的權力而奮鬥，但是在這裡的土地所有權，因為有

的土地是歸於政府；有的土地是歸於私人，當這些權力進行的同時，很多問題就

會產生了。在這裏我們需要強調的是社區的凝聚力跟傳承是非常重要的。我舉出

一個阿拉斯加的例子，這邊有很多原住民的智慧，當他們一代一代把知識傳述下

去，新的一代可以暸解到老祖宗的想法。我們知道通常人類的行為造成某些改

變，當這些改變超限的時候，那濕地就會產生一些物理性及生物性的一些變化，

那我們需要由地方的政策介入，然後去改善它。在這裡我必須要強調的是，很多

最新的議題是來自於濕地被發展，然後這些濕地當他們被發展成都市用地時，常

常被填平做為工業及商業或是住宅使用。在美國，我們濕地經常被視為沒有用的

地方是蚊蟲孳生的地方，所以人們才會把他用來發展經濟，而不會做為原來濕地

應有的使用；而我們在美國鄉下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例子，濕地常常被填平做為

農業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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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上也有許多問題，有很多非常的愚蠢，根本無助於幫助濕地。那一般來

說，有些濕地通常沒有進行到最佳利用，然後在這些濕地上會有一些單位會思考

到說，只能單一的方式去做使用；但是有一些單位認為說，這些濕地還可以用來

做別的方面做利用。像這些單一的使用，在我認為的話，事實上是沒有什麼價值

的，我認為的是生物多樣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們經營了一些非常成功的例

子，把生物多樣性進行提高。 

在這裡的話，我們必須訂定一個基準。我以美國為例，我們不知道在史前時

候，濕地是怎樣的一個樣貌，也許是一個森林，然後在人類進入美洲大陸時，那

是 17 世紀到現在，也許這邊的樣貌是屬於萬物樣貌，但是我們在未來要進行的

是要把它變成一個森林的樣貌還是要變成一個萬物的樣貌；還是乾脆恢復濕地原

本的狀態。在這裡我必須要提出來，永續性跟管理的重要，在這裡因為透過一些

時間及社會價值是會改變的，例如 15年前或是 100 年前我們的想法都跟現在不

一樣，那我們必須要想說如何去說服不同的人們，什麼是我們所需要的永續性跟

管理。通常價值跟概念經過時間的演變，然後有不同的意義，然後我們必須要告

訴人們說什麼是我們所需要的價值，通常我們必須要思考，我現在在十字路口還

是在等待轉移的過程當中，譬如說：在一百年前，我們會花很多的錢去把濕地填

平做為農業及住宅來使用，但是現在我們寧可去花一些錢，進行一些濕地的改

造，去挖掘一些池塘，做為一些濕地的復育使用。事實上這些典範的一些轉移，

都需要進行一些溝通，但因為社會在高度的碎裂化及分解化之下，常常專家跟專

家之間都不會進行溝通，經濟學者跟經濟學者，還有生態學這跟生態學者之間也

常有不一致的意見，去進行濕地的改造。 

而通常社會缺乏溝通，很多政策都是由上往下做指示，應該可以試著由下而

上進行溝通，這樣我們濕地才可以進行復育。在當前的最重要的是溝通，因為世

上有許多事物有多的複雜性，所以我們需要進行當面的一個溝通。就是因為缺乏

一些溝通及部落的一些知識，所以我們必需要在同一教室裡面，好好進行溝通，

才能好好學習這些複雜的系統。在傳統的一些方法中，有一些方法是對應性的資

訊，導致人們無法進行溝通，在這種無法進行溝通的情形之下，常常專業者沒有

辦法在事前進行規劃，在事後往往要進行更正花費了很多的時間及資源。在這裡

我想提出一個多學門的整合方式，方式就是我們可以進行很多的事前調整，然後

我們有很多個在規畫程序當中可以進行修正，而修正內容可以讓各部門好好協

調，然後可以進行後續的暸解。 

在這個多學們的整合方式（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事實上他必

須花很多時間及集合很多部門的人員，譬如說要請人去跟當地居民一些宣導在協

調過程中，我們必須要得到各方面的同意，然後也要學習如何放下自己的堅持。

在這過程中，規劃到設計到每個人都同意，及語言的互相暸解後，我們將會得到

一致的結論，當結論知道之後我們知道計畫內容已經獲得充分的協議。 

我想提出一個 Saylor’s Grove 濕地的案例，在 Saylor’s Grove 我們知

道有 180萬的人口，我們必須要在這裡營造一個都市濕地，濕地範圍不大，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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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英畝，大概有教室的兩倍大。在這張圖上，大家可看到他這邊有一個小小的

水池，也有一些步道，人們可以坐在樹下去欣賞濕地。而這塊濕地主要功能是作

為一個雨水儲存器，當時這個計畫是在 2006年就有提出來了，到了 2006年經過

當地水務局的一個補助，讓我們這個計畫可以完成，完成的時候可以提供很多的

機會。例如說：環境教育，還有提供許多野生動物地，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休閒環

境，在這個雨水濕地當中，我們可以在途中看到許多野生動植物，雖然這塊土地

是屬於政府的，但是當地的居民都把它當作自己家的一個庭園，都非常喜歡來到

這裡。在這個溝通的過程當中，我們知道坐下來好好的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

斷的溝通是我們現在需要去做的，謝謝大家。 

 

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張逸夫隊長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張逸夫隊長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張逸夫隊長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張逸夫隊長：：：：    

討論四大議題，第一部分茄萣濕地，未來工程施作方式的後續管理，剛剛聽

到的簡報也知道茄萣濕地已經變成一個公園，先跟各位做一個概略的解釋在

9/20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已同意，把興達港遠洋漁港做一個特萣的計畫，把

裡面的 82 公頃的都市發展用地，變更為茄萣濕地公園，後續公園的施作及未來

發展的方向，今天做一個意見的交流。第二部分永安濕地，由臺電所取得的鹽田

濕地，對於太陽光電的施作，後續環境推展該做怎樣的一個協調跟溝通。第三部

分土地利用的規劃，這些濕地土地利用應該朝向哪個方向來走，各位可提出不同

的意見，跟大家做一個經驗交流。第四部分未來的願景，這些濕地還有環境該往

哪邊發展，大家可以提出交換意見，接下來交給各位討論發表。 

 

茄萣文化協會志工茄萣文化協會志工茄萣文化協會志工茄萣文化協會志工薛穎姍小姐薛穎姍小姐薛穎姍小姐薛穎姍小姐：：：：    

各位大家好，因為我們經常在觀光方面看見這幾年在臺灣有各地民俗的活

動，還有一些勞力的活動，我們有參與一些，我們有發現說，臺灣在生態保持方

面，好像政府單位和當地居民，常常都會變成很糾結的狀態，大家都會有各自的

觀點，屬在交通方面，大家有各自的立場，沒有辦法達成協議，剛剛聽完整個濕

地的宣導之後，我幾項問題要請問： 

1. 當地人民可以在濕地進行的經濟活動？曾經有看過一篇論文介紹，裡面有提

到種植鹽地番茄，我們是否可研究能否種植鹽地水果？濕地有開放水域跟閉

鎖水域，是以哪一種生物做為重點，如果濕地沒有水的話，那就是一塊沒有

水的土地而已，而我們要研究的事，在濕地上面是以什麼為主，是以植物？

動物？昆蟲？哪一種來做為特色。 

2. 濕地的觀光動線，水路？陸路？以目前的濕地範圍來講，對於一個觀光客來

講，走在村內的範圍已經很大了，那更不用說茄萣濕地是那麼大的範圍，政

府是不是有可能，藉由水路的方式讓觀光客去做觀光動線，對於陸路的方式。 

3. 濕地可進行的遊憩活動有哪些？需要多一些體驗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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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前濕地保護的法律罰則為何？ 

5. 濕地的保護細則如何保護濕地，如果有破壞濕地該如何做保育的規範？ 

6. 不同的濕地發展重點？每塊濕地都有不同的生機，每一個濕地都有發展的重

點，要怎麼樣去規劃濕地，思考濕地重點到底是什麼，在來講說怎麼去申請

成一個濕地？ 

7. 如何結合當地的文化並發揚當地的產業這樣才能得到當地人民的認同。 

8. 不同濕地間的結合不只侷限於一鄉一鎮，在不同的鄉鎮結合不同的觀光點，

以水路的方式互相結合，政府將來是否可以將水路做更大的開放？ 

9. 觀光的長效性，目前的觀光都是以當地慶典為主，比方說茄萣王船祭，永安

石斑魚祭，實際上都只有 1~2 天的時間，但還是要想一個方法去做觀光的長

效性。 

10.未來 20 年內的永續經營方式為何？ 

 

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張逸夫隊長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張逸夫隊長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張逸夫隊長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張逸夫隊長：：：：    

我先說我對於茄萣濕地的想法，我們目前這個茄萣濕地有道路把它切過去，

而在北邊 82 公頃的興達港裡面剛有提過，在茄萣濕地的西北側這邊有一部分是

在位於茄萣都市計畫的鹽田區，這裡還有一條 1至 4道路，他的北端是莒光路，

這條莒光路有沒有要繼續延伸，我想我們對於整個未來整個濕地走向有很大的影

響，薛穎珊小姐提到一點，有關於觀光活動的感觸，到是我們有一些想要把濕地

的觀光價值帶出來，怎麼樣帶出觀光價值及旅遊產業結合，而在地究竟能夠獲得

多少利益，我們比較在意的，目前濕地的研究偏重在生物生態方面，而對於社區

經濟這一塊，他的貢獻程度有沒有一個量化數據，一直欠缺這方面的研究，欠缺

這個導致於推動濕地保育在劃設國家濕地的時候，沒有辦法跟當地的民眾取得溝

通平臺，例如大成濕地做成國光石化，有很堅強的數據可以帶來多少產業，產生

多少就業機會，而當我們跟他說濕地帶來什麼的時候，我們就很有勝算，如果有

機會可以朝這方面進行，究竟我們濕地的保育跟我們社區之間的經濟發展，有沒

有可以連結的地方。 

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野鳥學會野鳥學會野鳥學會野鳥學會林昆林昆林昆林昆海海海海總幹事總幹事總幹事總幹事: : : :  

永安及茄萣在過去有做過很多的調查，永安過去做了 3次的調查，永安的情

形跟茄萣差滿多的，因為永安整個土地的產權在臺電手中，而臺電有自己的規

劃，而永安現已有 10多公頃做為光電廠使用。而現在高雄要在永安做一個濕地

的公園，很早以前就規劃了，到現在才開始做一些外圍設施，但臺電希望他們自

己來做，如果未來有人要參觀，可以透過他們公司進去，這是一個新的模式，臺

電也是公家的但不是公部門可以影響的，這有點像是我的產權，我不讓別人介

入，對於保育就有點棘手，另外永安跟茄萣有一點不太一樣的地方，有很大的面

積都是水池，水池不確定外來因素比較多，他的勘地就在旁邊，所以跟茄萣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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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差異在，在鳥類數量上有一個差異，而未來他所需要擔心的是水的來源，現在

目前水都是雨水，附近漁塭的排水，因為這些水，所以大部分的地方都是水池，

勘地的地方有很多水鳥，而水池的部分有許多雁鴨和水鴨相對的少，如果未來維

持現在的狀況，就會跟茄萣有不同的風貌，雖然他們的鳥類有許多相同的地方，

但他們的組成不太一樣，如果未來臺電繼續蓋光電場，會影響到濕地，而公部門

或是市政府介入都不會有太大的效果，這是我們必須要跟臺電談的，會變得不容

易，但也反應出高層對於這塊地方抱持怎樣的看法，是不是除了最重要的發電

用，水池部分編為保育區，如果他可以設為勘地調控水位的話，也許會有另一個

風貌，跟現在會截然不同。以上是永安的案例，跟茄萣比較不同的地方。 

    

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張逸夫隊長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張逸夫隊長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張逸夫隊長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張逸夫隊長：：：：    

在臺灣欠缺夥伴關係，對於國家計畫跟生物多樣性保育，甚至是全球變遷之

後，對於節能減碳大家沒有一定的共識，在國外有許多案例，即使臺電擁有永安

的所有權，也是可以做永安濕地的保育，如果臺電願意坐下來，跟市政府或民間

團體來談，國家能源發展計畫裡面，需要多少面積，其他的地方是否可以開放出

來，讓人民做使用。而現在我們比較缺乏坦誠公開的去跟相關的利益團體一起談

的機制。 

對於保護區跟濕地來講都不是問題，首先要去暸解核心區域在哪裡，可利用

區域在哪裡，做一些適當的動線規劃，只要不去危害到原來公園及濕地的本身生

物多樣性可之外，可以提供多少量的遊客來參觀體驗，應該思考他五年十年的經

營管理計畫是怎樣，為了什麼樣的目的，來設立這個公園，他要顧慮的目標是什

麼，他要達成環境教育的目的有哪些，而目前臺灣濕地公園或保護區真正在運作

的案例不多，這個實際上是可進行的。 

 

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野鳥學會野鳥學會野鳥學會野鳥學會林昆林昆林昆林昆海海海海總幹事總幹事總幹事總幹事::::    

高雄的濕地結合算不錯，好幾年前就在推動濕地廊道，但其實我們比較缺乏

預算，目前只有三四千萬的預算，而最重要的是培育團隊和社區的經營管理團隊

能夠進來，如果沒有辦法繼續支付，就算濕地整頓好了，那功能也無法完全發揮

出來，例：關渡自然公園裡要專職的人員就超過 20 位，現在他已經通過臺灣第

一個環境教育場地認證的濕地公園，而其他的濕地公園獲得的資源漸少服務也無

法完整，希望未來茄萣濕地有一個遊客中心，在經營管理的部分會有更好的發展。 

 

茄萣生態文化協會鄭和泰理事長茄萣生態文化協會鄭和泰理事長茄萣生態文化協會鄭和泰理事長茄萣生態文化協會鄭和泰理事長：：：：    

在茄萣濕地有許多鳥類在天上飛形成一個很壯觀的景色，變成茄萣的一個特

色，以前可以捕抓到很多的烏魚，但現在都已經不來茄萣了，而興達港也是茄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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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特色，茄萣濕地一分為二，後來又要開路使得北邊的濕地又要在分了，所

以濕地破碎了而滿天飛鳥的特色就沒了，而開路只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因此遺

失了茄萣原有的特色，所以要為茄萣的特色努力，現在濕地可以跟興達漁港和情

人碼頭做結合，跟興達港做一個生態的結合，可做一個生態旅遊，如果成功就可

以跟社區結合，這就是茄萣的榮耀，希望可以往這個方向持續走下去。是不是在

濕地成功之後，可以營造出茄萣漁村的印象，這是我們需要努力的地方。也希望

各單位的志工可以互相幫忙，很多事情是需要靠大家的努力完成的。 

 

茄萣文化協會志工陳瑞龍先生茄萣文化協會志工陳瑞龍先生茄萣文化協會志工陳瑞龍先生茄萣文化協會志工陳瑞龍先生：：：：    

各位長官，同仁大家午安。在今年的 9/20 我非常感謝營建署的長官，可以

幫助我們把茄萣濕地變成濕地公園，這個公園已經成立了，但我們在裡面巡查的

時候，有人導覽解說時，卻有遊客在旁邊抓魚，把我們辛辛苦苦養的魚給抓走，

因為沒有法律可以處罰他，也沒有告示牌，請趕快把濕地公園的告示牌給貼上，

順便把處罰刑責一併寫上，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為兩個地方的水比較深，萬

一他跌進去出人命誰負責？因為都沒有告示牌，所以告示牌要儘快貼上，如果又

有人來抓魚，我們可以勸告他，如果他不聽就會叫警察，現在濕地從去年開始就

會有 40 隻的黑面琵鷺，有 5,000 隻的雁鴨還有鷸鴴科至少有 3,000 隻及有 200

隻蒼鷺，在豐富的區域就是希望大家一起來欣賞，平常假日都有設點，有放望遠

鏡在點上提供大家觀看，希望大家能抽空光臨。請我們有關單位趕快把告示牌貼

上，保障大家的安全，然後有一罰責可處罰他，不是為了要處罰民眾而設立，如

果他亂抓魚的話會影響到整個生態，沒有魚就沒有黑面琵鷺，沒有黑面琵鷺就只

能去七股吹海風。在茄萣濕地可以騎車上去，不但健身，還可免費人員解說順便

賞鳥，又可達到保育的效果，在此非常感謝營建署幫我們成立這個濕地公園，謝

謝各位。 

 

茄萣文化協會志工茄萣文化協會志工茄萣文化協會志工茄萣文化協會志工薛穎姍小姐薛穎姍小姐薛穎姍小姐薛穎姍小姐：：：：    

關於告示牌的部分，我有相關經驗，在興達漁港旁靠岸的地方，有遊客在釣

魚還丟垃圾，我就跟營建署貼一個告示牌，但營建署說一隻幾萬塊，就一口氣放

了五隻在那邊，經過幾個月之後發現那邊還是在那邊釣魚，只是多了需要付費打

掃環境的歐巴桑，不知道這錢是哪裡編列出來的預算，嚴厲進行如果違反罰責就

開罰，到目前為止尚未有開罰，但問題是誰要去開這個罰單？ 

 

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張逸夫隊長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張逸夫隊長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張逸夫隊長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張逸夫隊長：：：：    

關於後續的管理及維護，我先根據我自己所暸解的部分，如果是興達港的部

分，要處罰的話應該是屬於漁港法相關的罰責，如果要處罰的話要去農委會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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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當初把漁港要怎麼管理做回應，至於大家都希望茄萣濕地有個確定的身份，我

可以向各位報告目前土地還是國有財產權所有，將來都市計畫變更通過，在 9/20

的 14天後，下次會議紀錄發出我們的案子之後，會正式製作出爐公告實施還需

要一些時間，都市計畫通過之後，才可以把土地活用給高雄市政府，所以他的管

理機關後續會移到高雄市政府，不知道在場的高雄市政府人員有沒有要發表意見

的？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歐嘉修先生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歐嘉修先生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歐嘉修先生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歐嘉修先生：：：：    

現在就是等都市計畫變更通過之後，由都發局這邊負責管理，原則上工程方

面都是依據既有計畫，遊憩的一些相關部分導覽市政府這邊也有想法想要推動，

跟各位長官回應一下。 

 

Dr. Ben Dr. Ben Dr. Ben Dr. Ben LePageLePageLePageLePage::::    

首先謝謝這麼多的同道參與這次的活動，然後我有下了一個評語，我今天看

到茄萣濕地，先針對茄萣濕地我有下列的感想，茄萣濕地是非常有潛力的，在這

裡過去是個內海，這邊有非常多的生物，在地質上有非常重要的特徵，如果要重

新營造的話，可以營造出紅樹林濕地，這些紅樹林可以像永安一樣，大家對於紅

樹林並不陌生，而他可以治理洪氾，阻擋洪水，可以提供魚類的食物來源及鳥類

的休憩環境，所以在這裡營造一個半鹽水池的環境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要讓潮池

跟外界溝通，應該要從海洋那邊用一個新的渠道出來，讓這裡成為一個半淡鹽水

池，在淡水池方面的話，我們可以利用雨水的方式變淡水池，淡水池提供鳥類的

一些棲息環境，在茄萣這有個渠道，目前這渠道受到許多汙染，建議重新營造一

個人工浮島，這個人工浮島技術，這個技術我在明天會跟大家分享。第二點我想

談的是管理方面，我想我該提出來的是必須讓不同的利害關係人能夠參與，尤其

是把大家的需求講出來，得到全部的人參與，參與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以及

臺電，我在美國有一個正式的工作在能源公司，公司是一個綠能產業，我的老闆

強調綠色能源，思考到捍衛環境的重要性。當我們坐下來跟社區溝通時，我們應

暸解社區的需求，創造雙贏的局面，與社區相互合作，首先，生態旅遊是一個機

會，也是一個改變價值觀的一個活動，臺灣有許多美麗的風景及許多鳥類，所以

套裝行程是必要的，臺灣有非常多不同的文化，如果臺灣的文化是捕魚的話，我

可以提供美國的案例給大家，例如可以請他們花 10塊錢在濕地進行釣魚，把違

法變合法化，臺灣有許多珊瑚礁，必需要有新的管理方式讓大家欣賞到這些，在

臺灣外來種的問題，我們需要想一些解決的方式，希望各個部分可以把各自需求

說出，大家可以一起好好溝通，創造一個很好的解決方式，這是我最後的想法，

謝謝大家。 

臺灣濕地學會網管劉正祥先生臺灣濕地學會網管劉正祥先生臺灣濕地學會網管劉正祥先生臺灣濕地學會網管劉正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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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個想法，目前在永安濕地周圍，高雄市政府設立賞鳥步道，但因為臺電

擁有所有權的限制，因此只能夠遠觀，如果要進行賞鳥活動，應該是要開放讓民

眾欣賞，而不是刻意禁止。例如在德國，風能或太陽能發電場非常成熟，也是可

以把景觀營造良好，整個綠地設計非常漂亮，是開放觀光的，因此臺電這方面是

否可以加強，除了發電之外，是否將來可讓附近的居民及遊客可以參觀綠地，讓

這處地點除了發電外，可提供遊憩及宣導綠能教育的方向。 

 

茄萣文化協會志工林裕生先生茄萣文化協會志工林裕生先生茄萣文化協會志工林裕生先生茄萣文化協會志工林裕生先生：：：：    

為了觀光旅遊，現在茄萣濕地一分為二，一百盞的路燈一次全開，會不會造

成生物的遷息或繁殖，如何把傷害降到最低？補充一點，我們在 11/27 茄萣 1-1

道路上舉辦一個賞鳥季，都是免費導覽，希望各位可以叫親朋好友撥空參加，感

謝各位謝謝。 

 

中山大學張學文教授中山大學張學文教授中山大學張學文教授中山大學張學文教授：：：： 

這些都牽涉到公部門的建設，如果一個道路過去，濕地一定會被分為兩塊，

也一定會有光害，很多車的噪音對鳥的棲息會有影響，如果這條道路可以不做是

最好，如果一定要造的話，就一定要想辦法讓光害跟噪音還有廢氣降到最低，怎

麼樣在道路通過的時候，可以做一個措施可以讓鳥對這個道路沒什麼改變，要求

公關部門做這個，就算永安是臺電的所有權，還是可以達到一個保育的作用，在

臺灣主管對於生態部分理解的還不夠多，希望相關學術單位可以影響公部門，學

習一些新的觀念，要從內部開始做起。10幾年前公部門聽到我的演講，有做一

些改變，從此就知道從內部做起會比較外部做起容易，可以主動跟市政府談，主

動提供意見。 

 

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張逸夫隊長隊張逸夫隊長隊張逸夫隊長隊張逸夫隊長：：：：    

目前 1-1道路 65米寬已經開了，濕地一定會受到影響，茄萣濕地後續濕地

生態該如何去做，大家的想會慢慢匯整入古經理的案子裡去，最後會呈現出來，

包括減低車輛，降低光害，道路夜間照明該如何解決，建議市政府可以把道路預

留兩邊 10米騎車空間，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透過另外的管道去申請經費，先進

行研究道路的照明跟候鳥過境的影響，看怎樣可以減輕這些危害的問題；這樣道

路不但可以保留到，而且周邊的生態及社區的發展又可以照顧到；現在是可以率

先往這個方向去爭取經費做後續處理，而我就在這裡跟大家交換一下意見。不曉

得還有誰有什麼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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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斯唐工程狄斯唐工程狄斯唐工程狄斯唐工程顧顧顧顧問問問問股份有限股份有限股份有限股份有限公公公公司古靜洋經司古靜洋經司古靜洋經司古靜洋經理理理理：：：：    

首先回應道路問題，從政治議題來看，當初也是為遊艇專業區，現在市政府

在南區計畫設計新的遊艇專業區，因為當初縣市不同調，所以也會有各自的目

標。如果真的濕地成立之後，這條道路到底有沒有必要存在，這是我們需要跟政

府溝通的，雖然我是規劃師，但是我是希望站在茄萣居民的立場去把道路暫停，

因為遊艇專業區已經沒有了，那就可以思考茄萣居民是否對道路有需求的重要

性，而現在有的臺 17線已經足夠可以使用，沒有必要再去打通這條道路，這是

第一點。茄萣的騎路人或許可以利用這條道路進到茄萣市區，那段可以開闢沒關

係，但是東邊這段就可以斷掉。假如說，道路開通了，晚上照明反而容易發生治

安情形，或許我們該往這個角度想。如果這條道路要廢掉，當然 1至 4 號道路也

可以廢掉，因為這些道路對於整個濕地發展都是一個很大的殺傷力，這是我個人

的期望，還是需要市政府去好好想想。 

 

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張逸夫隊長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張逸夫隊長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張逸夫隊長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張逸夫隊長：：：：    

陳菊市長今年三月到永安聽取民眾的意見，有把一些事項交待下去，事實上

這邊還有編列一些預算去執行，但是又卡到永安是臺電的所有權；但是市政府還

是要有所動作，所以才會先從外圍開始做起。還有一項就是鹽保路的路段，在他

的正中央做一個賞鳥的步道，臺電有暗示市政府可以利用租地的方式，來給市政

府使用，但臺電公司後來又反悔了，臺電答應說，市政府要做，臺電也可以跟著

做，但現在還在共同努力當中，所以未來市民還是有機會可以深入裡面去觀看，

只要事目前他沒有建造發電廠就可以。而外圍的建築是可以那一些遊客即使不用

進入到裡面，也可以觀看到裡面的一些生態環境。 

 

中山大學張學文教授中山大學張學文教授中山大學張學文教授中山大學張學文教授：：：：    

在濕地方面，或鳥類保育的工作已經很久了，剛有說到，茄萣濕地因為政治

的關係，導致錯誤的決定跟後果，而我們都看到了，而永安跟茄萣自古以來就是

一體兩面；未來永安鹽田的發展勢必會影響到茄萣濕地，雖然我們目前茄萣濕地

是取得短暫的成功，但剛剛提調濕地切割的問題，我們還要努力來克服；而未來

永安鹽田的問題是比較大的挑戰，是需要大家夥伴一起來努力。我們對於營建署

城鄉發展分署及高雄市政府有很大的感謝，一方面也有一些更大的期許；因為臺

電確實是不那麼容易就可以妥協的，也牽扯到各方政策。但是從民間團體或者是

環境立場來看，基本上都對這塊土地，不管他是濕地或自然野地也好，只要是我

們現在能夠做的我們就要去做，因為在不做這些棲地就會慢慢消失，今天真的很

開心可以參予這會議，希望未來大家可以好好支持這塊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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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張逸夫隊長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張逸夫隊長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張逸夫隊長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張逸夫隊長：：：：    

我對於濕地有一些想法，一開始我們投入一些資本還是環境的保育或保護也

好，我們都是希望它可以在社區扎根下去，最後可以自力更生。希望最後可以把

特色跟資源豐富度，達到大家可以付費請你們來導覽，這樣這塊生態的保育及資

源才可以用永遠留下來，這樣大家才會體驗到它的價值，願意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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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臺臺臺南場次南場次南場次南場次    

壹壹壹壹、、、、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上上上上午午午午 9999 時時時時    

貳貳貳貳、、、、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樹谷園區樹谷園區樹谷園區樹谷園區服服服服務中務中務中務中心心心心    

參參參參、、、、會議討論紀要會議討論紀要會議討論紀要會議討論紀要    

    

臺臺臺臺灣濕地學會方偉達秘書長灣濕地學會方偉達秘書長灣濕地學會方偉達秘書長灣濕地學會方偉達秘書長：：：： 

     非常歡迎大家來到樹谷園區，我們這次辦這場國際研討會已經是第三場

了，第一場在宜蘭，昨天在高雄，今天是在臺南，我們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國際

濕地科學家學會總會會長 Dr.Ben LePage。Dr.Ben LePage曾經任教於賓州大學，

而他現在有一家公司，叫 PECO能源公司，這家公司協助全世界很多地方進行人

工濕地的營造，而當中最成功的案例是在華盛頓 BC 特區，他今天會在第二個場

次跟大家介紹他的一些經驗，我們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營建署長官，城鄉發展分

署黃明塏-黃主任工程師，以及兩位荒野的夥伴，一位是荒野保護協會臺南分會

的黃嘉隆分會長，他會跟我們介紹樹谷的案例，第二位是荒野保護協會陳格宗先

生，他除了今天早上會跟大家介紹之外，下午也會帶大家實地做參訪，現在我們

請營建署長官黃主任跟大家說幾句話，謝謝。 

 

城鄉發展分城鄉發展分城鄉發展分城鄉發展分署署署署黃明塏主任黃明塏主任黃明塏主任黃明塏主任工程司工程司工程司工程司： 

    各位與會貴賓大家好，來到臺南科學園區-樹谷園區，我是第一次來，濕地

這一塊，我想在最近這幾年，誠如各位先進的挺立幫忙，讓臺灣的濕地能夠在本

地發揮也能在國際上創造一片成果出來，包括今天從美國來的 Dr.Ben LePage 分

享實際的經驗與各位分享。這次的工作坊承辦單位城鄉發展分署，感謝荒野協會

的夥伴協助，前兩天在宜蘭的場次，這次颱風與東北季風的共伴效應造成宜蘭下

了大雨，根據我們所知道的資訊，昨天一整天累積的雨量高達 1600毫米，這麼

大的雨量一定會造成淹水的現象，包括我們今天所講的濕地也有關係，臺灣地區

從海邊到陸地的河川、湖泊、水塘到高山的水池都是一系列的濕地，那這些濕地

會創造出生物多樣性，也讓生態環境具有一個承載力，過去臺灣濕地這塊的成

就，再次感謝各位先進的努力，也希望未來臺灣的濕地能夠申請出一塊國際型的

濕地，還能創造出更多國際型的濕地，讓臺灣的濕地在國際上展現出最大功能的

一個角色。今天的議程會請黃分會長還有荒野野馬陳兄跟我們介紹樹谷園區人工

浮島的一些經驗，以上就是工作坊的一些簡要說明，謝謝。 

 

荒野保護協會荒野保護協會荒野保護協會荒野保護協會臺臺臺臺南分會的黃嘉隆分會長南分會的黃嘉隆分會長南分會的黃嘉隆分會長南分會的黃嘉隆分會長： 

    歡迎大家來到樹谷園區，我來介紹這兩年所做的成果，這計畫是臺南地區在

推人工濕地的生態浮島，進行已經有幾年了，但是之前都沒有比較大的範圍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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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大概在五年前，在麻豆有施作的魚塭 2座，用木頭做的人工浮島，那去年剛

好聯奇開發樹谷園區，他們希望增加水生植物的棲地，那我們直接就想到要做滯

洪池，因為滯洪池的水深較深，邊坡比較陡，這樣生態會比較單調、貧乏。所以

我們剛好就利用，既不會影響到滯洪池的滯洪效果，也可以增加整個水域面的植

栽面積，承如大家所看到的，一般來講，滯洪池都是水域很寬大，因為水深比較

深，所以中間也不會有甚麼設施，通常要增加蓄洪的量，中間也不會有甚麼人工

島，所以整個水域空間只有周邊會有一些生物，因為周邊的邊坡會比較陡，加上

滯洪池周邊的管理上都會把草跟樹給割掉，所以這麼廣大的水域，甚至連一些基

本的水鳥都不常看到，但樹谷園區蠻不錯的，有在慢慢調整它的經營模式，像現

在它們的邊坡也開始試著一段範圍草不要給它完全割除，所以這樣生態都愈來愈

好。那我們希望藉由人工浮島在水面上，可以增加水生植物的生長空間，因為樹

谷園區也希望能復育這些原生的魚與水域的植物，那另外我們在這整個過程中，

不是單純是我們夥伴或雇工去做，從去年開始，我們就一直在辦教師方面的研習

以及工作假期的志工，讓更多來參與的人暸解生態浮島的功能與意義，像去年我

們做的人工浮島，連續大概四、五個禮拜，每個夥伴都有來參加這樣一個工作假

期，這也是工業園區與環保團體共同一個很好的經驗。下午我們會去樹之谷，因

為樹之谷人為活動比風之谷多一點，所以鳥類的生態會比較少一點，但去年做完

人工浮島之後，今年在整理之後發現紅冠水雞打算在裡面築巢，人一靠過去，就

把紅冠水雞給嚇飛了，像北邊的滯洪池就有小鷿鷈的出現，因為那邊邊坡比較

緩，比較會有鳥類棲息的空間，像風之谷與樹之谷因為邊坡比較陡，那邊比較沒

有植物，所以小鷿鷈就比較少見，自從浮島製作之後，相信可以增加水域鳥類的

棲息空間，這簡報的圖片就是我們組裝完成的樣子，等下野馬兄(陳格宗)會跟大

家做介紹，這是去年做好排成一整排的樣子，像最近園區內有發現水雉的紀錄，

相信未來園區內的生態會愈來愈好，像水雉之前都被稱為菱角鳥，也是縣市合併

前臺南縣的縣鳥。 

     我們去年在做的時候，我們是希望材料愈天然愈好，但是因為第一次要做

這麼大量，畢竟園區也希望這些素材不是只維持個二、三年，然後就要被丟了且

不斷的去維護管理，是希望比較低度的維護管理，我們的目標是這樣。所以，去

年的成果是用比較多的柳杉木，像很多杉木種的太密，就利用這些樹伐木來做人

工浮島的架構，還有一小部分，我們是利用 PVC管，去年是做這樣的嘗試。這

兩種上面都會種一些木本的植物，像水柳、水茄苳、風箱樹，還有一些草本或挺

水的水生植物，像我們荒野北部-萬里有濕地植物庇護中心本身有培育一些木本

或草本的水生植物，像去年跟今年主要的水生植物來源，就來自萬里的濕地植物

庇護站，其它就有來自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或宜蘭大學那邊的老師，幫忙提供一些

水生植物，會有挺生的水生植物或木本植物，因為浮島是浮在水面，沉水植物就

不會考慮，像去年的浮島架構是長 3公尺的柳杉木，兩艘兩艘的並排，再用鉚釘

互相固定，固定完之後會加上粗的棉繩固定，最後再加上白鐵絲固定，水生植物

在上面長，根系慢慢會將整個結構穩固住，整個有三層的固定方式就是希望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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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植物根系還未穩固前，這些材料還不會散掉，上面還會鋪上一層黑色塑膠的密

網，避免吳郭魚或其他會啄水生植物根系的魚類，最後在上面再鋪一層野蘚苔，

讓水生植物比較方便附著，大家可以看到這邊鋪了一層綠色的塑膠膜，這是防止

水生植物去啃食根系，接下來看到的是餐與工作假期的志工再用粗棉繩在綑綁柳

杉木，這是已經鋪上野蘚苔，讓水生植物的根系比較容易附著，之後就會將木本

或草本的水生植物放在上面，最後會在放培養土跟水苔，使得更容易保水以及養

分的來源，那除了柳杉木以外，我們還有用 PVC管做人工浮島，畢竟這材料不

那麼天然，所以做的數量就會比較少。浮島放在岸邊是比較好維護管理，但動物

的移動率會比較低，因為人為干擾比較嚴重，所以最好還是放在中間的地方，那

放在中間，會用繩子兩邊固定，去年是這樣做，但發現繩子很快就爛掉了，後來

就改成用下卯的方式，一般來講，下錨可以用石塊固定(麻布袋丟石頭或沙土)，

但風一吹久還是會波動，像臺北五股濕地就是用麻布袋裝一些石頭或沙子來固

定，但過一段時間，浮島受東北季風吹一吹就從中間跑到岸邊，像南部沿海就會

使用下錨固定海沙，用下錨的方式可能比較不會波動，那簡報上呈現的是 PVC

管組裝起來的樣子，然後上面再加一些水苔與培養土，去年是這樣子製作的。基

本上，我們都是一個小單元，小單元彼此組裝起來，組合方式也是有不同的優缺

點，像這樣的組裝方式，相對的可以增加它的面積，假設四塊，中間這一塊雖然

沒有植物，但一些鳥類可以在裡面躲藏利用，所以無形之中會將浮島面積變成兩

倍大，但這樣的組裝方式有個小缺點，會對植物的根系生長比較不利，因為一棵

樹長多高，它的根系與樹冠的大小會成正比，甚至更大，像臺灣的一些人工浮島

在日月潭，它的根系生長甚至有到 5.6公尺遠，所以人工浮島有這麼大的範圍，

根系可以長得比較遠，那它的植栽就比較不會被風吹倒或翻覆，但這樣浮島的材

料使用就會比較多，因為會沒辦法變成一個矩陣的方式。簡報上呈現的是去年

PVC管人工浮島做好的樣子，上面有放一些植物、水苔與培養土，整體來說生

長狀況都還蠻好的，基本上我們是辦工作假期，我不希望來參與的夥伴，單純只

是來工作，希望他們對水生植物與人工浮島的功能與效益進一步的暸解，我們都

會請荒野的夥伴介紹一下水生植物的種類與功能，簡報上呈現的是去年帶過來的

水生植物的植栽，因為去年開始種的時候是十月下旬，已經不是植物的生長季

節，因此種的密度比較高一點，因為如果一開始種的比較少，第一個會怕看起來

不好看，第二這段時間剛好有多餘的空間會怕外來的草種入侵，尤其是陸生的植

物會長進去搶了水生植物的地盤，所以去年就種的比較密，效果還蠻不錯，簡報

上所看到白白的是水苔，然後開始潑水，讓它趕快保濕。簡報上所看到是培養土

與 PVC管放置好的樣子。簡報上所看到是柳杉木是先組裝好放置在岸邊，這是

剛做好一個月的成果，看起來沒有差異很大，因為這季節本來就不是水生植物的

生長期，只要不要全部枯死就好；這是三個月之後(二月春季)的成果，可以看到

植物生長的狀況就非常好；那這是半年之後(五月)的成果，都已經長滿了水生植

物。因此，聯奇開發看到這些效益還不錯，今年就擴大到五倍的量，去年是做

20座，今年則 100座人工浮島，這就是整個人工浮島的成果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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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提問與會者提問與會者提問與會者提問：：：：請問材料成本多少呢? 

黃分會長答覆黃分會長答覆黃分會長答覆黃分會長答覆：：：：我們用柳杉木來說，大概幾千元就可以了，詳細來說，一根木頭

大概三、四百元，比較貴的是野蘚苔，所以今年就沒有利用了，因為野蘚苔經評

估之後，發現魚還是把它給吃光了，甚至連椰子纖維都吃了，經過宜蘭的施作成

果，沒有野蘚苔植物還是可以順利生長。再來是水生植物植栽的部分，如果有用

木本或比較不一樣的水生植物，種類會比較多，因此我們盡量都是選擇用原生種。 

 

與會者提問與會者提問與會者提問與會者提問：：：：那 PVC管的部分呢? 

黃分會長答覆黃分會長答覆黃分會長答覆黃分會長答覆：：：：整個組裝約 1000元左右(硬體部分)，還要算工錢以及植物的費

用，還有培養土的錢，一包月 2百多，1個浮島製作要花上 7包，製作的時候要

小心，因為培養土還蠻輕的，有時候不小心一踩上去就陷下去了。像之前麻豆的

經驗，那時候用柳杉木做(材料很重)，人手也不夠，所以浮島扛下去的時候，是

變成斜插下去的，造成一半的培養土、水苔與植物都散掉了。 

 

與會者提問與會者提問與會者提問與會者提問：：：：浮力計算的問題呢? 

黃分會長答覆黃分會長答覆黃分會長答覆黃分會長答覆：：：：浮力是沒問題，去年因為做比較狹長，3公尺乘以 1.5公尺，是

屬於比較長形的，那上面又放上木本的植物，這樣就會變成重心偏一邊，這樣柳

杉木吸水後與水的比重就會比較接近，但這也不是不好的現象，這樣會讓它的含

水比較好，只是這樣風有時候吹，浮島就會側翻了。所以今年主體是用竹子，旁

邊會再加上 PVC管，這樣形狀會比較接近方形，比較不會有翻覆的問題，那如

果是長形的加上 PVC管也就比較不會有翻覆的情形，但我們是希望使用以天然

的素材為主，像去年就有很多志工來，一開始看到我們使用塑膠繩，就對我們說

能不能不要使用塑膠繩，後來就改買麻繩，但發現麻繩一綑就要三、四千元，但

麻繩的耐磨性比塑膠繩來的糟糕，但我們還是試做看看。 

 

與會者提問與會者提問與會者提問與會者提問：：：：那 7包培養土用下去，整個基座很厚嗎? 

黃分會長答覆黃分會長答覆黃分會長答覆黃分會長答覆：：：：其實沒有很厚! 

 

與會者提問與會者提問與會者提問與會者提問：：：：那為什麼還是用木本植物呢，因為它本身浮力已經不是很穩定了，

隨著木本植物的成長愈來愈大，支撐會愈來愈重，那為什麼是選擇木本而不是選

擇其它的呢? 

黃分會黃分會黃分會黃分會長答覆長答覆長答覆長答覆：：：：其實是希望浮島是有層次的，創造一個多元的棲地空間，當然木

本的種植會造成一些風險，假設根系已經抓牢了，那風一大會造成浮島翻覆的可

能，所以我們在樹木上的放置會做調整，有時候會做放倒的動作，希望是從倒者

的狀態上長上來，但還是希望選擇多一點的植物，不要單純都是使用草本。 

 

黃主任提問黃主任提問黃主任提問黃主任提問：：：：像你們浮島的製作過程中，有蠻多是外來的東西，例如鉚釘、麻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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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類的東西，是不是可以考慮中國的木匠工藝，兩個木頭用卡榫的方式去處

理，用小零件去準接，而木頭鑽洞的地方，可以使用木釘去取代鉚釘與麻繩，用

比較天然的方式去處理，除了這之外，協助製作的人工費用、材料費用等，整個

做下來花下不少的經費，那浮島發揮的功能到底有多大，像剛黃分會長有提到，

能發揮多少功能，3公尺乘以 3公尺，9平方公尺所產生的效益，你是怎麼去計

算它產生的效益? 

黃分會長答覆黃分會長答覆黃分會長答覆黃分會長答覆：：：：其實人工浮島的種類真的是非常多，像 Dr. Ben LePage 等下會介

紹的那種，臺灣在花蓮的鯉魚潭有做過，但因為是專利，所以比較無法說明。簡

報上看到是之前在麻豆所做的，它是使用別人不要的木材、竹子以及曬乾的牧草

去綁一綁，這樣一座所花費的費用可能不到兩千元。簡報上看到是在五股做的，

那時候是買竹子，像之前去大里也是用竹子，再加上 PVC管組合，那因為沒有

經費，所以就用回收的寶特瓶去做，這樣一座做起來也不到二千元，所以沒有經

費有沒有經費的作法，但這種做法會使志工要不斷的去做維護管理。像去年我們

荒野跟聯奇做的方式，因為聯奇給予的經費是有時間性的，沒有辦法支撐後續的

維護管理，所以它希望我們做的浮島至少能支撐五年，讓植物根系可以穩固，所

以我們才會使用白鐵絲去做結構的加強，如與會者所講的使用木釘，也許真的能

省某部分的材料。 

 

與會者提問與會者提問與會者提問與會者提問：：：：請問一下，這浮島是 2005 年所做的，現在還存在嗎? 

黃分會長答覆黃分會長答覆黃分會長答覆黃分會長答覆：：：：還在，其實竹子這材料如果是新的話，用上 5 年都還還好的，竹

子如果都一直泡在水裡面，還蠻耐久的，怕的是乾濕乾濕這樣交替放置才會比較

容易壞掉，因為聯奇希望能耐久一點，不然本來我們打算到海邊找廢棄蚵架來製

作浮島。 

 

荒野荒野荒野荒野臺臺臺臺南分會陳格宗解說員南分會陳格宗解說員南分會陳格宗解說員南分會陳格宗解說員：：：： 

    因為去年我們荒野接了聯奇開發的案子，參加了工作坊，去年是做了 20幾

座，今年則做到 100座，數量增加很多，其實我們有一個工作團體，下午的體驗

會一起幫忙弄植栽、培養土，以及上去試浮力的狀態，下午在樹之谷有試做了 4

座浮島，大家一起協力把浮島推下水，上去踩踩看那浮力的感受怎麼樣，再放上

培養土以及種一些水生植栽，過了三、四個月後來比較看看水生植物長的狀況怎

麼樣以及是不是有其它水鳥飛過來。其實除了這個案子以外，後面還有一個生態

教育推廣，其實這案子是到十月底，我今天就是報告到十月底的進度，後續的生

態教育我認為才是重心，在十月初就已經完成所有面積一百座浮島。其實做浮島

很快，可是後續的維護管理以及效益，就像剛主任所講的，它的效益到底好不好，

能夠持續多久，會有甚麼東西出來，這才是我們比較關心的，所以我們辦解說的

訓練，是希望這東西可以讓更多人知道，知道了以後你來看我們硬體的東西以及

後續延伸出來的環境是怎麼樣，其實當初五月到十月這段期間，這麼多數量怎麼

可能做得起來，沒想到做還挺快的，所以我有很多經驗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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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上的魚是我們風之谷裡面的魚，雖然滯洪池是把雨水匯集在一起，可是

魚蝦還蠻多的，我們希望南部的物種就繼續留在這裡，因為南部的氣候就比較適

合南部的水生植物，剛好臺南這邊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有庇護很多水生植物。它們

也提供給我們很多水生植物的苗栽，簡報上這是買的回收桶，我們把它裁一半，

當作一個復育桶-水生植物的育苗區，如果浮島這邊因為氣候或颱風的問題，植

栽生長狀況不是很好，我們就會從育苗區這邊分株過去，其實我們都還在學習

中，從別人失敗的經驗中記取一些比較能夠改善的地方，所以我們的計畫中會到

萬里水生植物庇護站做一個水生植物的復育，所以這次水生植物大部分都是從萬

里這邊取得，所以我們會去參觀它的生長環境，那北部有北部的氣候條件，宜蘭

這邊有位在生態浮島上有很多經驗的邱錦和老師，我們去聽他的演講，其實他的

經驗來源也是從失敗中去記取的，他最大的經驗分享從雙連埤那有一座很大的天

然濕地浮島，天然浮島就像是一座小森林一樣，有木本、草本的植物，其實浮島

就應該要做大一點，這樣根系才會穩固，它比較好玩的地方是周邊的社區、小學

做生態教育的時候，他把浮島做成龍舟型，像竹筏一樣，因為竹筏本身就是個浮

體，他在上面種水生植物，再鋪上一個平板，讓人可以踩上去，總共做了兩座，

可以拉繩子，是想做成競賽的活動，因為附近就有小學可以做戶外教學的體驗，

從活動中去暸解水生植物的概況，這些是邱老師的經驗。簡報上這是風箱樹的

苗，因為這裡有小學生，怕設置圍籬會有危險，所以就利用風箱樹做交叉的植栽，

這樣長出來就會變成一個天然的圍籬，這些都是我們學習到很多寶貴的經驗。簡

報上這有兩隻紅冠水雞，這時候已經築巢了，已經有小孩在裡面了，這裡長的比

較高的是木本的水柳，有一些已經翻倒了，所以我們有請教邱老師已經翻覆的東

西要怎麼整合起來，因為柳杉木吸水太重就會下沉了，甚至翻覆過去，所以免不

了還是要用 PVC來(浮力比較多)承載，我們盡量會架在兩邊把所有浮島集中在

一起，所以整個概念是浮島的浮力結構要夠，然後面積愈大愈好，並且考量製作

的環境，邱老師看到這滯洪池這麼大，他希望我們整隻竹子八米、十米長都不要

做裁剪，盡量做大，製作上的人工怎麼辦，邱老師說就用吊車，其實結構上都不

是問題，但一方面我們要考慮人工與場地的問題，這是舊的浮島整理過後就感覺

相當好，感覺很像一座航空母艦，當它浮到水中央，就感覺像是一座小島一樣，

因為面積比較大，長大約二十幾米，當然邱老師也有教我們怎麼製作，他在宜蘭

的經驗是使用竹子，臺灣就使用孟宗竹會比較好，他也有教我們繩結的綁法，綁

起來是軟性的，他沒有固定的很緊，因為軟的話可以消除海面上波的力量，對植

物也沒有傷害，所以是用軟性的節法，兩邊再用 PVC去增加它的浮力，因為孟

宗竹吸水後它的承載浮力會不夠，所以還是要用 PVC去增加浮力(只設在兩邊)，

上面蓋的黑色草蓆，主要是讓培養土可以承載在上面不要流失掉。這是整理過後

的樣子，長得非常好，這是 7月 24號的(6月 29號來的)，不到一個月就長出來

了，這水蕨就長的很漂亮，經觀察後就發現很多孔雀蛺蝶的幼蟲，它在吃水蓑衣

的情況，在水柳上面產卵，慢慢的成蛹，其實做浮島硬體很容易，種水生植物也

很容易，它的效益對我來說，是感動，它是有生命在上面繁衍的。其實我們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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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做小面積的二米半，剛好一隻 PVC管長就剛好是五米長，所以我們就對切，

讓材料不會剩同時也省材料，竹子則是取二米六長的孟宗竹，這棉繩的節法就是

宜蘭邱老師教我們的方法，其實孟宗竹你要節省的話，就是一次要疊一輛車，一

次叫來至少要四百支才會載，當然南部嘉義這邊也生長孟宗竹，就不用特定從北

部叫下來，這張圖是他再點四百支竹子的情形，他用油漆去點，一隻一隻點給你

看，這裡因為場地受限，沒辦法做到十米長，吊車也無法進去，要人工搬的話，

就是做出來的尺寸大小要符合四個人工所能搬的，就是兩米半乘以兩米半的大

小，因此就會把竹子對切，雖然我們做小型的，但我們還是會去做連接，連接成

十幾米長，最後這是收尾的節法，這節法很特別，受到水面波紋的撞擊會愈撞愈

緊，連接以後要靠近一點，不然會太鬆散，在附帶上 PVC，其實我們在旁邊有

做護欄，為的是怕培養土流失掉，7、8包培養土倒下去厚度大概 10公分左右，

這抑草蓆就是不要讓培養土流失掉，這樣我們就沒有放野蘚苔，相對就節省材

料，這樣做下來剛好四個人搬得動，這樣小座結構性會比較不好，所以我們會再

組成大型的，在樹之谷就是利用六小座組合成一大座，而風之谷空間比較有限，

則是四小座合成一大座，在種水生植物的時候會使用比較多的人力，總之是希望

參與的人都能學習到很多東西-水生植物的特性等，這是奇美志工所做的浮島，

我們先示範然後換他們試做看看，這是六小座在用 PVC做連接，接下來就把它

推下水即可，再來就是放培養土再放植栽，植栽要平均分配，這是在樹之谷所做

的第一批四大座，總共有二十四小座，圍成中間還有塊水域，這樣有效面積會大

一點，有些水鳥還可以躲在裡面游泳，這是拖到湖中央的情形，我們會用棉繩去

拉住固定，現在的做法是一邊有用繩子固定，另一邊則沒有，所以這邊會飄動，

另外這邊有工程剩下的植草磚，兩邊分別放了四塊植草磚，其實放下去也沒甚麼

效果，只是移動起來會比較慢一點。那風之谷是用 PVC 的，浮力非常好，你一

踩下去會發現草根都已經連結在一起了，從去年十月到現在，已經有看到紅冠水

雞的鳥巢，這邊是四小座合成一個大座，圍成一個田字型，其實才剛做好一個月，

慢慢就發現很多生物都有靠過來，有小鷿鷈的幼鳥，另一邊則有看到小翠鳥，其

實做浮島就是要營造一個環境，也希望更多人能夠去欣賞，也會做解說牌，順便

實行生態教育。在 11月 13.19.20號三天會做一個導覽，做一個生態導覽解說員

的培訓。這張解說牌製作是參考我們荒野協會綠色生活地圖的概念，必須要現場

去勘查過，有魚、蝦、以及水鳥，這水鳥不是憑空想像的，經過調查在樹谷園區

比較常見的鳥種-喜鵲、水棲昆蟲等。我們是希望說浮島做出來了，鳥也來了，

更重要的是人要去看，把你看到的感動與故事讓我們知道，這才是我們最重要的

目的，當然也是最終的效益，謝謝。 

 

與會者提問與會者提問與會者提問與會者提問：：：：這裡的水生植物有面臨甚麼樣的天敵?就像鳥松濕地在浮島的時

候，鴨子就把植物給吃光了，都來不及長大。 

陳格宗解說員答覆陳格宗解說員答覆陳格宗解說員答覆陳格宗解說員答覆：：：：其實生物本身就有一個平衡狀態，牠喜歡吃的東西吃光了，

牠不喜歡吃其它的，牠就不會喜歡待在這邊了，可能就會到別的地方去，那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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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之後，被吃剩的植物有殘存下來的，就可以再度生長，就像蝴蝶吃葉子的情

形是一樣的，我們傾向說讓它們自然平衡，不要去干擾它，讓它們彼此之間產生

一個共生的關係。 

 

Dr. Ben LePage：：：： 

各位好，我是 Dr. Ben LePage非常高興我今天來到這邊，讓我感受到這邊人

們的熱情，而且大家非常開心的在這邊聽我演講。 

基本上在美國來講的話，我們的人工浮島經驗其實非常的年輕，那是我們知

道在亞洲，例如說像印度這些國家，事實上亞洲國家反而有比較多人工浮島的經

驗。在這裡的話，我非常感謝我的工作夥伴 Lanshing Hwang，他在這裡跟我ㄧ起

合作了一個在華盛頓特區的一個案例，那這個案例我們是有一條河川，那這個河

川事實上是感潮的河段，那這個潮朝是在六尺左右， 

基本上人工浮島事實上它的架構非常的簡單，他這邊用支架支撐的方式，上

面種有植物，下面是有植物的根細。 

事實上，人工浮島我們常常利用毯狀的一個模式，那我們稱呼它是一個多層

網島結構，那這個網島結構能夠附著在一些地點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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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因為濕地是大地之腎，那用很強的除污的功能我們的人工浮島也有這

樣的功能，固然這個人工湖島的表面面績非常的重要，但是我們也有考慮到人工

浮島的厚度，那這個厚度取決於它除污的涵容能力。 

事實上，在這些人工浮島我們常常用大概 8英吋左右的厚度，去加強它的汙

染除污能力，但一般來講的話如果進行人工濕地的營造比較大的面積在除污所以

這人工浮島還是有很強的除污功能。 

基本上，我們知道濕地也有一些水份入滲的能力，然後它們通常能夠在入滲

的時候，去把一些有害有毒的一些物質去除後人工浮島通常我們用來當作一個除

污的功能，但是除此之外它也有一個食物鏈的功能，它可以提供一些昆蟲鳥類兩

棲類在這邊棲息。 

在華盛頓特區，我們知道在安納寇斯地亞這個河川，是一個污染非常嚴重的

河川，通常這個河川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重金屬物質，但是我們看到這個

河岸的腹地，事實上非常的狹小，我們沒有辦法營造任何的人工濕地，去處理這

些污染物質，再加上說，我們這個河岸旁邊他有一個棒球場，大家都知道美國人

的人民是非常喜歡欣賞棒球的，所以我們想說在這個河道裡面，我們要如何除去

這些污染物質，於是我們想到人工浮島。 

在前面這一張幻燈片當中，我們常常會想到有一種傳統的方式，一種規劃方

式，事實上是一種線性的過程，在這個線性的規劃模式中，沒有其他的專業人及

利害關係人的切入，然後我們也缺乏一些修正錯誤的機會，往往在失敗之後，我

們要重新開始，那我們也知道說，重新開始事實上是非常浪費資源的。 

事實上我們在最近的一個研究當中，在多學門的這個方法，事實上是能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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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規劃過程中，可以獲得更好的成功模式，在剛開始規劃的時候，我們讓工程師、

生態學者跟景觀學者坐下來討論，在討論過程中，也歡迎其他的利害關係人和專

業者加入，在投入過程當中，我們有更多的機會進行相關的方案評論，另外我們

也利用同儕審閱的過程，能夠修正一些他的錯誤，然後讓這些的計畫逐漸的改

善。所以我們掌握了主要的關鍵項目跟組成的決策模式，讓這些的程序更為順暢

而且更為成功。 

事實上這個決策模式是一個螺旋的過程，而不是線性的過程，我們用這個螺

旋過程的方式，事實上可以更快的改善一些錯誤，然後進行調整等到最後營造方

案的時候，我們可以減少犯錯的機會，而且可以得到一些更成功的一些方法。 

在剛開始的時候，我們會用一個概念設計的方式，然後在我們的公園裡面營

造七個浮島，那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六英畝的大小當中，我們已經營造了一千六

百平方公尺的人工浮島，那我們相信在獲得中央政府工兵組的支持之下，地方政

府，利用我們的概念設計，我們初期營造了一些想法，首先我們要暸解到在這個

港灣之中，有潮水的進出，所以我們要讓這個人工浮島能夠非常的安定在這個地

方，我們用零點五英吋的鉚鍊，最少能夠承受七千五百磅的壓力，讓他不至於因

為潮水，在那邊浮浮沉沉。 

事實上，在規劃的初期，我們要暸解到因為潮水的關係，我們讓這些人工浮

島會受到一些擠壓的過程，但是我們要暸解到，要讓他的位置不至於飄移的太

遠，我們必須要進行精密的計算。 

在這一張圖斷面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這一些植物，去擺設在這個一個架子

上面，這個架子事實上有一個可以承受到他的浮力。 

事實上，我們也利用在利用的物質，譬如說像這個 PET 的材料。在這一張照

片中大家可以看到，擺在不織布裡面的這一些土壤，但事實上我們也是用這一些

線狀的網格把這一些土壤放置其中，那這一些放置其中的網格之中，就是我們的

植栽草，大概直徑是大約二點五吋左右。 

在這個植栽草裡面我們也塞了一些像岩棉及有機的材質，然後內裝有一些聚

合物，我們讓這個地方的話能夠進行一個除污的效果，能夠達到最後面的一個河

川的水質處理。 

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一些墊子，然後人們可以站在上面，在其中工

作，然後有用到一些黏接版跟不織布，然後進行最後面的處理工程。 

事實上，在我們這一邊經常會有來這邊渡冬的家鴨、野雁，我們為了讓這一

些野雁不至於把我們所栽種的植物給吃掉，我們在這一邊做了一些網狀物，那這

一些網狀物事實上可以讓這一些家鴨、野雁不至於跑到裡面吃我們的植物。 

在這裡我們用了美國許多本土的植栽，例如說像燈心草這一些的植物，然後

有一些植物它事實上，是可以把這一些揮發性的有機物質，進行植物的除污工作。 

在這裡我們營造了七個人工島，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人工島的面積，事實上一

個面積是四百五十二平方英呎，然後在全部的面積上面是一千六百二十一平方英

呎，然後我們覺得這個全部的除污率是非常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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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論上面來說，因為這裡是一個開放的系統，所以他的除污功能並沒有封

閉系統這麼好，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這個圖表上面，看到氮、磷、阿摩尼亞的去

除率上面，以氮來說的話，七座人工浮島可以去除九百九十磅的污染，然後以磷

來講的話，他可以去除一百三十八磅的污染，如果是以阿摩尼亞來講的話，他可

以去除九百九十磅的污染，在這裡我們必須要強調，理論上面來講的話，這個人

工浮島還是有他的經濟價值，但是他還有其他的價值，譬如說可以讓許多野生動

物在這邊棲息，所以整個的經濟價值，不應該只是在量的方面，我們求取他的一

個除污能力，而且我們應該在品質方面覺得他是成功的。 

這是我今天演講的內容，我希望大家有針對到給我們一些評論，謝謝。 

 

我們是不是請今天早上演講的所有講者到前面。針對剛剛我們今天早上的講題有

什麼問題的歡迎發言。 

 

Q：我想請教 Dr. Ben LePage一個小小的問題就是說，他的這個人工浮島是位於

華盛頓特區這個地方，不曉的他天候怎樣，有沒有遇到冬天結冰的問題，這些植

物是怎樣撐過這一段時間，物種上是怎樣去調理。 

 

A：因為在這一邊的話，算是華盛頓特區有時候會有下雪的情形，但是因為這一

邊是感潮段，所以他不會有逆風的問題，那另外在植物的選種上，我想一般的人

是覺得開花植物是不錯的，但是他的選種是跟我們一樣，是採取本土性的一些物

種，所以他剛剛是看到我們這邊臺灣的一些植物，有很多是和美國是類似的，但

是不一定一樣，所以他還是以美國本土性的物種，選擇為主，因為他說如果是外

來種的話，這邊又是感潮河段，常常會造成他的一個外來種的擴散問題。 

 

Q：你好，我想請問一下，在最後一個投影片那邊，他是說除污效果是用磅和阿

摩尼亞，那在這個部分他是以什麼為理論基礎，用這方面來解釋他的除污效果？ 

 

A：事實上，Dr. Ben LePage他因為也在美國賓洲大學教書，然後在美國這邊有很

多的實驗室，然後他們在美國裡面都有一些污染除去的一些基準，譬如說像美國

政府定的一些標準，所以他這個有些是從實驗室裡面得來的一些數據，然後得到

他這個除污的量。 

 

因為我們今天貴賓，他下午會指導我們進行人工浮島的營造，我想今天早上機會

是蠻難得的，大家都可以坐在這裡的話，除了聽我們國內專家演講，也可以聽到

國外專家在這裡分享他的一些經驗，那我們是不是再開放最後一個問題，因為也

差不多要吃飯的時間了， 

 

Q：因為我們臺灣這邊，譬如說像宜蘭或是臺南這邊，我們的結構體都盡量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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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當地的材料或天然的材料譬如說 PVC或是之前用的柳杉木，那因為剛剛 Dr. 

Ben LePage剛剛用的材質感覺上是比較工業的產品，我想要說對於我們臺灣這邊

用孟宗竹有怎樣的看法，因為跟他們的材料畢竟比較不一樣。 

 

A：基本上 Dr. Ben LePage 主張應該用本土的材料，但是有一些少數的例外，譬如

說因為價格太貴，所以會用像 PVC這些生命週期比較長的這些產物，然後在美國

的話，會有一些颶風和暴潮的關係，他們在營造人工浮島的時候，為了要達成工

程上面他的產品比較長久，會用 PVC這些材質，但是就一個工程的手段往往不能

解決生態問題，所以要從一個生態工程的一個角度，去尋求自然平衡，所以他非

常欣賞我們臺灣是用竹子作為材料。 

 

Q：方老師我可以問個問題嗎？剛好有這個機會我想我自己也問個問題，因為這

次也是很高興說營建署城鄉分署可以辦這次活動，因為大家也都知道現在各個不

管是公部門的和社團法人民間都越來越重視這個濕地的領域，那像我以前在服務

的國小剛好是靠近海邊，那我們當初也做了一個人工濕地，那這個人工濕地也剛

好也有海水進來的問題，所以那時候就會發現說，因為一般濕地的植物選種都是

淡水，那淡水的種類其實還蠻多的，那反而是在淡水交會中的選種，種類上是比

較少的，所以我是很好奇說 Dr. Ben LePage他們當初的在做這人工濕地的時候，

因為是感潮河段，他們選種的口袋植物物種大概會有幾種，想暸解一下的狀況。

謝謝 

 

A：基本上，他這裡的話是有 9種的這種植物，那雖然說植物的種類不多，但是

有一些植物的話，他事實上它是一些幼鳥植物，鳥類平常可以把這些植物的種

子，帶到其他地方去，當然他這邊也有一些植物的話是在這邊可以利於生長的，

所以它這邊的口袋植物的話是 9種。 

 

Q：我這邊大概有一個問題想問一下 Dr. Ben LePage，根據他剛剛的簡報資料裡

面，所呈現出來的在華盛頓特區，這個河流他這個人工浮島的主要功能大概是做

為水質的淨化，以及部分大概就是提供動植物的棲息空間，當然還有其他的功

能，我想回過頭來看，看我們臺灣的這些人工浮島的這些新建的部分，以今天所

謂的紅樹林園區以及風之谷園區，這邊來看，它基本上可能是跟美國剛剛的案例

上，功能上可能不太一樣，那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說，未來我們在做這個所謂滯

洪池這個的工程的時候，假設說已經做好了工程，譬如像風之谷、樹之谷這個滯

洪池，那可能是可以參考剛剛 Dr. Ben LePage 的所謂人工浮島的概念去處理，那

假設說這個工程還沒有做，在土地使用規劃上，是有這個滯洪池劃設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重新考慮，整個滯洪池全部把它挖深，為最大的考量，是不是可以

順著地形地貌，留這個部分所謂比較淺水區的，或是越自然的人工島，自然的島

嶼，按照地形地貌這樣去整地就好，留一大片這個所謂的淺水區，或是這個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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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出水面的地形地貌，讓這一些動植物能夠來這邊棲息，我不曉得這樣做是不是

可以，我們來問一下 Dr. Ben LePage，看看他的看法。 

 

A：基本上，錢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然後再真實世界當中，事實上也有的地

區他是採取固定島的方式，那有的地方是採取人工浮島的方式，當然這些也是各

有利弊，然後在人工浮島上面的話，他有一些他的優點，首先當然他有他的開放

水域，然後它可以提高生物的量，譬如說你改變植種的話，然後不同的鳥類，它

喜歡不同的這些種子，他會吸引不同的昆蟲，然後如果說你不喜歡這個人工浮島

的植物，那你可以很快的去改變它，所以在這個食物鏈方面的話，是可以去調整

的，那當然在這個先驅的過程當中，常常我們會面臨到很多的失敗，然後在調整

過後，那通常也比較會成功，所以這個是它對於人工浮島的經驗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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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臺臺臺北北北北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壹壹壹壹、、、、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上上上上午午午午 10101010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分分分    

貳貳貳貳、、、、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營建署營建署營建署營建署 666601010101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參參參參、、、、會議討論紀要會議討論紀要會議討論紀要會議討論紀要    

Dr.Ben Dr.Ben Dr.Ben Dr.Ben LePageLePageLePageLePage：：：：        

各位大家好，我是 Dr.Ben LePage，很感謝這次營建署給我到臺灣來演講的

機會，我感到很開心，我今天要發表的內容是比較學術性的，我也將說明濕地的

過去、現在與未來。 

我們今天探討人工濕地這個面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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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非常昂貴的。 

這裡有一個多學門的濕地整合的方式（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很值得我們參考，在我的書中有介紹這種多學門的整合方式，充滿了設計與規劃

的概念，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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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所做計畫的完成。 

在決策過程中，有很多機會進行彙整交流，因此在設計規劃與管理的過程

中，匯整並結合了所有專業與利害關係人的意見，因此我們即稱此為多學門的整

合，這也提供了許多共同監測的機會，讓各個階層的人有機會合作。 

在這個範例中我要提出的是一個費城的百年長堤建築，我們從河岸當中可以

看到一些問題，我們使用河川減緩的方式來恢復增強河川的涵容能力，其他的範

例包含了這個地方有河岸鐵路，一樣也缺乏雨水的涵容能力，需要進行整治。我

們在這些地方做些簡單的設計，進行河岸防洪以增加河川一些涵容，並增加雨水

花園的整合設計與規劃，我們提出了一個景觀建築師的規劃設計，我們建立了一

些河岸步道，以此為河川的緩衝地帶，我們也建了雨水花園，讓野花植物與草地

在此延續生存，由景觀設計師的繪圖當中，我們結合了當地市民的理解與參與，

城市中的每個階層也對這樣的結果感到滿足。 

進行濕地減緩工程，我們讓河川充滿河水，魚類也可以進行復育，河川整治

的結果也讓逕流的水可以進入溪水來，秋天的河岸整治，河岸增加草皮，看起來

更加自然；在冬天的景觀中也種植了一些常綠植物，讓整個河岸都綠意盎然，上

游的魚類增多，鰻魚也出現在此迴遊。我們使用多學門的整合方式，公司也很高

興進行上述的這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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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濕地的復育計畫，以古生物的學門來進行復育，這是多學門計劃的核

心，我們做濕地復育也要注意並兼顧當地土壤與水文的問題，植物的選擇也要注

意生態功能目標與社會價值，如此就是成功復育的指標，而植物通常使用原生的

植物種，美國大部分的濕地都被人類的生活而影響，復育時會訂定一些基準，我

們可以由文獻中暸解一些史前的環境，當時都是一些原生的樹種，18世紀至今

環境由於受到人類的影響，環境已經產生很大的改變，現在我們想利用我們的知

識來進行濕地的復育，我們只能侷限在 18世紀至今的環境內容，若想復育到原

生當時的環境我們往往不知道怎麼做，復育濕地時我們會思考需要恢復原來生態

狀況嗎？有這樣的相對價值嗎？還是只需要履行基本的法定要求？因此我們必

須去確定一些問題的標準，以確定相關的要求與植被基準，以利執行。 

濕地研究中花粉、孢子、化石的研究是很重要的，由上述的演變分布可以讓

我們瞭解環境中植物的組成，組成包含空間的組成與時間的組成與變化，由這些

趨勢當中能夠暸解自然環境的演替狀況。由圖中可以暸解孢子與種子植物的生殖

方式，通常在開花植物和蕨類植物的繁殖方式不太相同，開花植物通常用花粉繁

殖；而蕨類植物通常使用孢子來進行繁殖，由電子顯微鏡可以去暸解這些松類植

物它們的毬果或孢子的種類或狀況，以此可以定義他們的種類與名稱。花粉和孢

子都具耐酸鹼性，幾百萬年來在地球上的分散在各個時空的沉積物中，我們可以

從沉積物中採集孢子花粉，以此可以研究並鑑定他們的生長環境與當地土壤水文

的相關性，而這些鑑定也可以確認到這些植物都是獨一無二的，而植物成長的方

式與環境的關係也可以做鑑定。 

以紐澤西的復育案例，據紐約只有 10哩之遙，目前大部分都是蘆葦的環境，

但是我們想要復育的是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互花米草是美國本

土原生植物。由花粉譜（Pollen Spectrum）當中可以看到，我由 1980 年的研究

可以暸解歐洲移民剛進美洲前的植被狀況，由這裡的地理環境來說，在八千年到

一萬年前當冰河退去的時候，冰川大約延續了兩千五百年到三千年，在兩千六百

年前那裡是沒有什麼植物的，我們在這裡有發現一些黏土層，在兩千六百年前這

裡開始變成一個半鹹水的環境，在這裡也有累積一些泥碳層，我們由上面的植被

來看，當時的植被有一些莎草、樺木等的植物組成，在兩千年前，這裡則是有一

些杉木與落葉松林盤據，在一千三百年前則有看到檜木。在 1921 年的時候，紐

約這裡有很多濕地，因為有蚊蠅滋生的問題，所以我們把這裡許多濕地填平然後

築壩，這裡的環境與水文有很大改變，因為這樣的改變也讓蘆葦成為這裡主要的

植被，目前我們想要復育的是互花米草。由研究可知，史前時代這裡是雲杉與落

葉松林的地帶，但是四百年前則成為莎草科的主要地盤，而目前主要是蘆葦分部

於此地區，所以從這些歷史的痕跡來看，赤楊木為本地區主要的樹種，後來變成

莎草科、藜科的植物，最後變成蘆葦為主要的物種，這個範例是在曼哈頓旁邊的

紐澤西州，我們在這裡進行移除蘆葦的工作，希望能夠恢復成淡水的沼澤，讓互

花米草可以在此生存。 

從以上的這些論述，證明這些植物的花粉孢子可以在淡鹹水的環境交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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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讓我們暸解過去的水文、地貌與複雜景觀，我們再以此為根據去進行復育的

工作，這裡的案例是距離賓州約兩個小時的車程，一個叫南開普敦的地方，這個

案例是由我的一個學生所完成的，這個地方由於許多人為的開發，也因此水文地

貌等自然環境也進行了許多改變，以過去來說這裡多是一些木質的樹木，如橡

樹、松樹、胡桃木與柳樹，但是現在大部分都是一些草本植物在此盤據，這裡最

大的挑戰就是要重新去訂定濕地原有的地貌，而非只是單純去提高濕地的功能而

已，我們 EPA的前會長依波拉女士曾說：這裡的濕地復育應該符合原有的地質、

地形與地貌特徵。所以沉積物中的花粉、孢子、化石提供了正確植物原生地貌分

布的位置，我們也可以依此暸解植被環境的時空架構，我們可以暸解水文對於環

境改變的影響之後，改變濕地水文，進而恢復濕地原有的環境與功能。在復育原

有的人工濕地方面，我們要暸解原有的水文地貌組成，這些化石提供了原有植被

的歷史以及地貌的機制，也許我們沒有辦法完全復育到原始的自然環境，但是這

些化石可以提供我們許多去執行的機制與模式。 

我第三個題目要講的是全球的暖化與極地濕地（Global Warming and Polar 

Wetlands）。隨著全球暖化，極地濕地所造成的問題越來越嚴重，由地質研究中

可以發現北極的地質正在劇烈的改變。根據地質紀錄，全球暖化已經是必然的趨

勢，而且在最短的時間內會進行極端的變化，從 1980 年代以來，地球氣溫以十

年上升一度的速度使極地變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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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預測全球濕地的面積將會增加為原來的兩倍，如果俄羅

斯與格林蘭剩 50%為冰雪覆蓋，加上現在 1,280萬的濕地面積，經過暖化這些濕

地將增加為 2,500萬平方公里，佔全球地表的 18%，由第三紀的煤炭層顯示，在

加拿大北部與極地加上俄羅斯，都有中等生產力的濕地分佈，由煤炭層中發現這

裡有豐富的古代生物的殘餘物，我們可以因此暸解未來濕地要如何進行復育。 

我在加拿大的極地濕地曾經做過一些實驗，這裡大約是北緯 80度，西經 80

度的地方，我們由這裡的植物趨勢與組成，以花粉、孢子與化石的分布與種類來

做這裡的環境重建，重建的資訊包含了區域環境、森林的結構、氣候、地質、植

物的生理、植物的反應特徵，在極地濕地可以發現一些泥碳層，這些泥碳層具有

五千五百萬年的歷史，在另個濕地我們知道它有四千五百萬年的歷史，過去在這

裡有森林與沼澤在此密布，根據我們的調查，這些毬果裡面，其中一些有紅木的

孢子，也有松木的孢子，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針葉林的環境。我們由森林的結構、

生產力與生物量來進行兩個濕地的比較，比較是由兩個濕地的進出生產力來做評

估，一個是每一千平方公尺擁有 1800噸到 7800噸，另一個濕地每一千平方公尺

只擁有 5500噸，我們由 4500萬年前的植物花粉和孢子暸解到，由西太平洋到智

利海岸這裡的森林生產力與極地濕地的生產力是一樣的。極地的平均氣溫是攝氏

7.9度到 9.3，最冷的平均溫度攝氏 13 到 14度，有時候是在冰點以下的，因此

植物本身要進行生理的調整。 

我們經常會問一些問題，尤其是像亞洲的國家，因為距離極地較遠，因此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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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不會考慮與注意極地一直在變化當中，科學家在調查當中發現，由於極地有永

晝或永夜的現象，所以極地的光度與植物的分部有很大的相關，哪些植物可以適

應極地氣候呢？是寒溫帶林？是溫帶林？還是混生林呢？這裡的自然現象是當

枝葉凋落後會造成分解，分解後會產生甲烷，甲烷會上升到平流層當中，會讓北

極持續變暖，濕地的面積也會持續增加，在 550萬年前，這裡的環境是如何的，

必須要做更細緻的研究。 

我在這裡舉出兩種植物（Redwoods、Pines），我們也進行光照的研究，例如

北美紅杉這部分我們就進行 12小時、14小時、16小時的光照，他的生長的速度

與質量都會增加，但是持續至 20至 24小時以上，他的重量反而會降低。至於水

杉的部分，在攝氏 15到 20度時，通常光合作用是最優化，若溫度上升至 25度，

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就會受到抑制，因此我們知道光照對於這些植物是抑制的反

應。而植物在低光可吸收較多的二氧化碳，費城的光照是 2,200MU，在北極晴天

時是 1,500~1,700MU，北極陰天時是 300~500MU，一搬來說 150MU水杉的葉面可

以做飽和的吸收。我們也進行紅木與松木的比較，由於氣候變遷，從白堊紀到第

三紀，松木的數量越來越下降，但紅木卻越來越上升，地質年代地球溫度發生變

化時，植物的分布也會產生變化，經過兩千萬年的變化，發現松木增加、而紅木

減少，棲息的生物的數量種類也改變。 

內生菌與外生菌我們也進行比較，舉一個喜馬拉雅山的例子，這裡森林裡的

松木因為氣候變化也產生一些改變，在這裡紅木與松木不同，紅木生在土壤鹼性

的環境中，它是內生菌在控制；松木喜歡酸性土壤，它是外生菌在控制，當往極

地與高地的方向走，梯度就會增加，由原林線的限制因子到有機氮的限制因子，

極地的環境與高地環境通常會有些相關性。我們提出的是，未來極地的復育必須

要以什麼樣的方式來進行，圖中是美國東岸的濕地環境，加拿大的環境下森林長

綠，溫度上升會造成全世界的植被改變，這是正向還是負向的改變？很值得思

考，植被也會往北移或往高山移動，也很值得思考，今天提出問題也很歡迎大家

與我一起思考這些問題，以上提出的資料，希望能夠與大家一起討論。 

 

文化大學景觀系林開泰教授文化大學景觀系林開泰教授文化大學景觀系林開泰教授文化大學景觀系林開泰教授：：：：    

P94、P95 是如何做成功的，我們要如何遵循這樣的經驗。 

 

Dr.Ben Dr.Ben Dr.Ben Dr.Ben LePageLePageLePageLePage：：：：    

案例中通常工程師思考的是這個防洪平原必須要有一些防洪能力，所以會考

慮的是濕地滯洪涵容的能力，這裡有兩個雨水花園，整個環境很自然，但是需要

妥協居民需要一個停車場，這是美中不足之處。 

 

中興大學生科所林幸助教授中興大學生科所林幸助教授中興大學生科所林幸助教授中興大學生科所林幸助教授：：：：想請問有關 Dr.Ben LePage 水文地形的模式。 

Dr.Ben Dr.Ben Dr.Ben Dr.Ben LePageLePageLePageLePage：：：：    

一般濕地營造很少考慮這個模式，但是為了決策的需要，這個模式可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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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進行決策，讓後續的濕地在營造後可以有更好的管理。 

 

臺灣濕地學會陳章波監事長臺灣濕地學會陳章波監事長臺灣濕地學會陳章波監事長臺灣濕地學會陳章波監事長：：：：    

我用中文就好，我有點感觸，由花粉與孢子的研究發現，環境是不可逆的，

研究結果暸解土地的環境能力一直下降，但是無奈這是不可逆的，關於植物或化

石研究，臺灣有這樣的專業，卻沒有與濕地營造做結合。臺灣有很多高山湖泊，

我們也很有興趣做這樣的研究，第三點是工程人員最不願意處理，他只想安全就

好，但是我們需要的是生物多樣性，我們要的生物多樣性與安全各要做多少份量

比例？我們用生態生態工程來做服務，就要兼顧價值與價格，在這當中有很多跨

領域的工作，工程人員來做傷害最大，因為他只要方便就好。 

 

Dr.Ben Dr.Ben Dr.Ben Dr.Ben LePageLePageLePageLePage：：：：    

在濕地當中，陳教授的想法很有意義，在濕地發展當中，我們可以尋找一些有潛

力的地方，營造一些簡易的濕地環境，通常簡易的濕地價格較便宜，我們可以提

升當地生態的功能與價值，讓生物多樣性越來越豐富，這樣的方式也提供決策單

位很好的選擇，因為簡易濕地花的經費與時間較少，也可進入社區自給自足的模

式，這樣的模式很值得我們去思考。 

 

臺臺臺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嚴賜英灣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嚴賜英灣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嚴賜英灣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嚴賜英：：：：    

臺灣的農業濕地是由海岸濕地而來，隨著農業衰退，農地要再回復到海岸濕

地呢？由生物學門的角度能提供什麼樣的貢獻與功能？  

 

Dr.Ben Dr.Ben Dr.Ben Dr.Ben LePageLePageLePageLePage：：：：    

在賓州帶博士生的方式，會問博士生問題，不會給答案，但會給方向。孢子

花粉在一些沉積物中，可以暸解一些過去的訊息，尤其是這些地方過去是洪泛平

原，可以藉這些資訊去還原這個地方過去的棲地環境為何？雖然沒有直接給你答

案，但是希望給你方向。 

 

臺臺臺臺大生態演化所王俊能教授大生態演化所王俊能教授大生態演化所王俊能教授大生態演化所王俊能教授：：：：    

Dr.Ben LePage多學門的整合方式是不錯的，臺灣的許多埤塘多是人工濕

地，我也很認同 Dr.Ben LePage 在不同緯度做的花粉實驗，在臺灣 30 年前松樹

的植被線與現在也不同，由此可以暸解如何研究復育森林，但是做這樣研究的學

生很少，因為畢業後可能會失業，我建議政府可以做一些經費投注，協助臺灣的

森林復育。 

 

Dr.Ben Dr.Ben Dr.Ben Dr.Ben LePageLePageLePageLePage：：：：    

首先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很複雜的，沒有單純的解答，天然濕地與人工濕地是

同等的重要，也是兩項策略，我看到臺南的人工濕地做的很不錯，可以成為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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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習的模式，尤其是希望國際的訪客可以到此參觀，天然濕地因為歷史的成

因，像高山湖泊是很需要去保護，當然地球暖化，未來七股潟湖勢必需要保護，

我提出長期的策略，就是人工與天然濕地同時都給我們很多生態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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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合作才能保護我們天然濕地與人工濕地。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金門國家公園管理金門國家公園管理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處處處盧淑妃副處長盧淑妃副處長盧淑妃副處長盧淑妃副處長：：：： 

今天談的都是大陸濕地，請問對於海岸濕地的看法，還有中國大陸的海洋垃

圾問題，想請教看法。 

 

Dr.Ben Dr.Ben Dr.Ben Dr.Ben LePageLePageLePageLePage：：：：    

有關於金門的保育，政治性的問題不容易回答，建議可以做學術性的合作，

形成學術平臺，不涉及政治，這樣比較容易解決。 

 

臺臺臺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嚴賜英灣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嚴賜英灣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嚴賜英灣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嚴賜英：：：：    

學生的問題比較多，臺灣的濕地對於植被的東西，較依照需要來決定植被，

有機農業對環境的保護，由您的回答讓我得到時間項目的思考方向，我需要由沉

積物中花粉的資訊去尋找植物嗎？由時間決定植被而非物種，我有這樣的想法 

 

Dr.BeDr.BeDr.BeDr.Ben n n n LePageLePageLePageLePage：：：：    

有關於花粉研究是暸解這個區域原有的植被與植物的組成，你所說的有機農

業，我們通常想的是這個區域是否有足夠的涵容能力以栽種這些植物，尤其這些

農作也要配合水文地形模式，我們要想到有哪些合適的種類、基因與構想，這樣

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而農作物方面也要想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態系統，因為

生態系統改變很危險，不能任意改變地形的特徵。美國一些有機咖啡的種植都不

會改變當地的地質、地貌、水文。 

 

城鄉發展分署洪嘉宏分署長城鄉發展分署洪嘉宏分署長城鄉發展分署洪嘉宏分署長城鄉發展分署洪嘉宏分署長：：：：    

很感謝 Dr.Ben LePage來到臺灣，由於政府部門人力與經費的有限，所以很多工

作都仰賴學界與 NGO 的投入，這次很感謝 SWS總會長來到臺灣，將他們的經驗對

臺灣的學界、NGO、政府產生很大的影響，我們希望未來可以透過 Email與 Dr.Ben 

LePage做交流，為臺灣的濕地努力， 

 

Dr.Ben Dr.Ben Dr.Ben Dr.Ben LePageLePageLePageLePage：：：：    

很高興與大家分享意見，也很願意以 Email與大家做交流，現在跨領域與國

界的交流是很重要的，希望能夠共同完成濕地的保育。希望能夠在不久的未來能

夠與大家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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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予我國人免申根簽證待遇詢答集 

 
1. 免申根簽證待遇何時生效免申根簽證待遇何時生效免申根簽證待遇何時生效免申根簽證待遇何時生效？？？？ 

答：民國 100 年 1月 11日零時起生效，以進入申根區首站（含轉機）之當地時

間為準。 

2. 以免申根簽證待遇可進入哪些歐洲國家及地區以免申根簽證待遇可進入哪些歐洲國家及地區以免申根簽證待遇可進入哪些歐洲國家及地區以免申根簽證待遇可進入哪些歐洲國家及地區？？？？ 

答：國人可以免申根簽證方式進入之歐洲申根區國家及地區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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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免申根簽證待遇進入申根國家之停留期限為何以免申根簽證待遇進入申根國家之停留期限為何以免申根簽證待遇進入申根國家之停留期限為何以免申根簽證待遇進入申根國家之停留期限為何？？？？如何計算如何計算如何計算如何計算? 

答：依據歐盟法規，計算原則如下：（1）國人以免簽證方式赴申根國家停留期

限為每 6個月內總計可停留 90天。（2）計算方式為：自國人入境申根國家

之當天【即護照上第第第第 1 次次次次（（（（最早最早最早最早））））以免簽證入境申根國家之入境章戳日期以免簽證入境申根國家之入境章戳日期以免簽證入境申根國家之入境章戳日期以免簽證入境申根國家之入境章戳日期】

起算，在 6個月內，單次或多次短期停留累計總天數不得超過 90天。（3）

在國人可以免簽證方式前往之 35 個申根國家（地區）中，保加利亞、羅馬

尼亞、賽普勒斯 3 國因尚未成為申根公約完全會員國，我國人在該 3 國之停

留天數應個別分開計算，且均不與在其他 32 個國家（地區）之停留天數合

計，也就是說，國人可以在○1保加利亞、○2羅馬尼亞、○3賽浦勒斯、○4其他 32

個申根國家（地區）分別在各自之 6個月內累計停留 90日，待保、羅、賽 3

國成為完全申根會員國後，即與其他申根會員國合併計算。 

舉例：（以下案例為原則性說明，詳細計算方式因申根各國之算法不一，請向

擬前往國家之駐臺機構確認。） 

（1）小華自 2011 年 1月 11日以免申根簽證方式入境申根國家後，單次最多可

停留到何時？若小華於同年 1月 30日出境後又於 3月 1日入境，最多可停

留至何時？ 

說明：以小華的情況而言，自其 2011 年 1月 11日入境起算，單次入境最多可

停留 90天，爰可停留至 4月 10日(因 2月為 28天)；倘於同年 1月 30

日出境，因已停留 20 天，之後於同年 3 月 1 日入境，則最多可再停留

70天(至同年 5月 9日止)。 

（2）小明自 2011 年 2月 1日首次入境申根國家後，中間曾多次出入境，至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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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30日已累計停留 70天，之後於同年 7月 20日再次入境，是否只可停

留至同年 7月 31日之 6個月期限即須出境？抑或無須出境直接繼續停留並

重新開始在第 2次 6個月期限內停留 90天？ 

說明：小明可無須出境繼續停留，並自同年 8月 1日開始，以下一個 6個月期

間合併計算可停留天數。鑒於單次停留最多不得超過 90天，而小明自 7

月 20日重新入境，至 7月 31日止共停留 12天，所以小明從本年 8月 1

日起至明年 1月 31日的接下來 6個月期間內，至多只能停留 78天（90-12

＝78）。 

外交部提醒您，鑒於實務上申根公約各國對於開始第 2 次六個月停留期

時，是否須先離開申根區再入境仍未有一致之執行方式，建議您向擬於

第 1次入境之日起算，6個月內停留 90天期滿後，續停留國家之移民主

管機關、警察局或駐臺機構確認。 

4. 我在某申根國家的居留證或所持申根單國長期簽證仍有效我在某申根國家的居留證或所持申根單國長期簽證仍有效我在某申根國家的居留證或所持申根單國長期簽證仍有效我在某申根國家的居留證或所持申根單國長期簽證仍有效，，，，是否可以在居留是否可以在居留是否可以在居留是否可以在居留

證或長期簽證到期後證或長期簽證到期後證或長期簽證到期後證或長期簽證到期後，，，，直接享有免簽證待遇繼續在申根區停留直接享有免簽證待遇繼續在申根區停留直接享有免簽證待遇繼續在申根區停留直接享有免簽證待遇繼續在申根區停留 90 天天天天？？？？ 

答：依據歐盟規定，您可以在居留證或長期簽證到期後，直接享有免申根簽證待

遇並繼續在申根區停留 90天。舉例而言，倘您的居留證於 2月 3日到期，

則您可自 2 月 4 日起的 6 個月期間內以免簽證方式繼續在申根區停留 90

天。惟鑒於實務上申根公約各國對於須否先離開申根區再入境仍未有一致

之執行方式，建議您向擬繼續停留之居留證或長期簽證原核發國之移民主

管機關、警察局、駐臺機構或擬前往之申根國家駐該國使領館查詢。 

5. 如果我已經有一個有效的申根簽證如果我已經有一個有效的申根簽證如果我已經有一個有效的申根簽證如果我已經有一個有效的申根簽證，，，，在免簽證生效後還能在申根區停留多在免簽證生效後還能在申根區停留多在免簽證生效後還能在申根區停留多在免簽證生效後還能在申根區停留多

久久久久？？？？ 

答：須視申根簽證類型及您在免申根簽證待遇生效前持憑該簽證在申根區內已停

留天數而定，請逕向當初核發您申根簽證之駐臺機構洽詢。 

6. 以免簽證方式進入申根國家可從事何種活動以免簽證方式進入申根國家可從事何種活動以免簽證方式進入申根國家可從事何種活動以免簽證方式進入申根國家可從事何種活動? 

答：免簽證停留期間可從事包括訪問、觀光、探親、洽商、出席會議、訓練課程、

參展、求學等短期活動。倘您擬改變停留目的或延長停留時間至 90天以上，

均須先行出境並向相關國家駐臺機構或各該國在您目前居住國家的使領館

申請簽證。 

7. 赴申根國家從事何種活動需先在赴申根國家從事何種活動需先在赴申根國家從事何種活動需先在赴申根國家從事何種活動需先在臺臺臺臺申請簽證申請簽證申請簽證申請簽證？？？？ 

答：國人倘擬赴申根國家工作（包括 90天以內之短期工作）或長期居留、求學、

探親等活動（停留超過 90 天以上）皆須先在臺向擬前往國家駐臺機構申請

相關簽證，倘旅居國外國人，則須在國外居住地向擬前往國家使領館申請相

關簽證。 

8. 何種護照持有人可享歐盟免簽證待遇何種護照持有人可享歐盟免簽證待遇何種護照持有人可享歐盟免簽證待遇何種護照持有人可享歐盟免簽證待遇?護照效期有無特殊規定護照效期有無特殊規定護照效期有無特殊規定護照效期有無特殊規定? 

答：內載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中華民國有效普通護照持有人可享免申根簽證

待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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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國人在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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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根國家當日，護照須仍具有 3個月以上之效期。 

9. 我想以免申根簽證方式前往申根區觀光旅遊應準備什麼文件我想以免申根簽證方式前往申根區觀光旅遊應準備什麼文件我想以免申根簽證方式前往申根區觀光旅遊應準備什麼文件我想以免申根簽證方式前往申根區觀光旅遊應準備什麼文件？？？？ 

答：免簽證待遇並不代表可無條件入境申根區短期停留。國人以免簽證方式入境

申根區時，除須出示內載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中華民國有效護照外，移

民關通常可能要求提供：旅館訂房確認紀錄與付款證明、親友邀請函、旅遊

行程表及回程機票，以及足夠維持旅歐期間生活費之財力證明，例如現金、

旅行支票、信用卡，或邀請方資助之證明文件等，建議國人預先備妥並隨身

攜帶。 

另依據歐盟規定，民眾倘攜未滿 14歲的兒童同行進入申根區時，必須提供能

證明彼此關係的文件或父母（或監護人）的同意書，而且所有相關文件均應

翻譯成英文或擬前往國家的官方語言。相關細節請向擬前往國家之駐臺機構

詢問。 

10. 我想到申根區短期進修我想到申根區短期進修我想到申根區短期進修我想到申根區短期進修、、、、洽談商務洽談商務洽談商務洽談商務、、、、參展參展參展參展、、、、參加競賽參加競賽參加競賽參加競賽、、、、出席會議出席會議出席會議出席會議，，，，移民關是移民關是移民關是移民關是

否可能會要求出示其他文件否可能會要求出示其他文件否可能會要求出示其他文件否可能會要求出示其他文件？？？？ 

答：除了上述第 9題所建議備妥之文件外，移民關亦可能視您計劃在歐洲從事的

活動性質，要求檢視其他證明文件，例如：（1）從事短期進修及訓從事短期進修及訓從事短期進修及訓從事短期進修及訓練練練練: 入學

（進修）許可證明、學生證或相關證件。（2）商務或參展商務或參展商務或參展商務或參展：當地公司或商

展主辦單位核發之邀請函、參展註冊證明等文件。（3）從事科學從事科學從事科學從事科學、、、、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體育等體育等體育等體育等競賽或出席會議競賽或出席會議競賽或出席會議競賽或出席會議等交流等交流等交流等交流活動活動活動活動：邀請函、報名確認證明等文件。倘有相

關疑問，請於啟程前向擬前往國家之駐臺機構洽詢確認。 

11. 即便即便即便即便備備備備妥相妥相妥相妥相關證明文件入境申根國家之國人關證明文件入境申根國家之國人關證明文件入境申根國家之國人關證明文件入境申根國家之國人，，，，是否仍可能是否仍可能是否仍可能是否仍可能遭拒絕遭拒絕遭拒絕遭拒絕入境入境入境入境？？？？ 

答：申根國家移民關官員具相當裁量權，即便國人備妥所有相關文件，倘移民官

員（1）懷疑可能赴歐從事與短期停留目的不符之活動；（2）可能對會員國

之公共秩序、公共衛生及內部安全等造成威脅；（3）過去曾被拒絕入境，

均仍有可能遭拒絕入境。倘您在入境時遭逢困難，可洽我駐當地代表（辦事）

處協助。 

12. 國人如國人如國人如國人如遭拒絕遭拒絕遭拒絕遭拒絕入境入境入境入境，，，，可否申可否申可否申可否申訴訴訴訴？？？？ 

答：可。倘遭拒絕入境，移民官員將給予載明被拒絕入境原因之文件，但移民官

員仍會立即將被拒絕入境者遣返回原出發地。 

13. 倘倘倘倘入境時移民入境時移民入境時移民入境時移民官未官未官未官未在護照在護照在護照在護照上蓋上蓋上蓋上蓋入境章入境章入境章入境章，，，，未來未來未來未來是否會是否會是否會是否會影響影響影響影響出境或出境或出境或出境或下下下下次入境次入境次入境次入境？？？？ 

答：是。為利移民官員計算旅客可停留天數及期限，請國人務必注意在入、出境

申根國家時，確認海關官員已在您護照內核蓋入、出境章。 

14. 若若若若移民移民移民移民官官官官發發發發現現現現有有有有逾逾逾逾期停留期停留期停留期停留情況情況情況情況，，，，是否會是否會是否會是否會列列列列入入入入紀錄紀錄紀錄紀錄？？？？未來未來未來未來會會會會否會否會否會否會拒絕再拒絕再拒絕再拒絕再次入次入次入次入

境境境境？？？？ 

答：是，逾期停留在出境時會遭移民官員在申根資訊系統（SIS）及各申根會員

國境管系統上通報，並可能影響下次再入境申根國家之權益。 

15. 6 個個個個月內至月內至月內至月內至多停留多停留多停留多停留 90 天之期限天之期限天之期限天之期限屆滿屆滿屆滿屆滿後可否後可否後可否後可否延延延延期期期期？？？？ 

答：原則上不得直接在當地延期，少數特別情形如天災、重病…並向當地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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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出示相關證明文件者或可例外，否則，仍應依法在停留期限屆滿前離

境。 

16. 以免申根簽證待遇赴歐是否仍以免申根簽證待遇赴歐是否仍以免申根簽證待遇赴歐是否仍以免申根簽證待遇赴歐是否仍須購買須購買須購買須購買旅遊旅遊旅遊旅遊醫療醫療醫療醫療保保保保險險險險? 

答：旅遊醫療保險並非以免申根簽證方式入境的必要條件，但是由於歐洲醫療費

用昂貴，為保障國人旅遊期間自身的安全與權益，建議國人出發前購買合適

的旅遊醫療保險，如有疑問，請向擬前往國家之駐臺機構詢問。 

17. 以免申根簽證待遇入歐可否在申根國家工以免申根簽證待遇入歐可否在申根國家工以免申根簽證待遇入歐可否在申根國家工以免申根簽證待遇入歐可否在申根國家工作作作作或或或或打打打打工工工工? 

答：否。不得從事任何工作（包括度假打工）、受薪及打工行為，即便工作期間

係在 90天內，仍須事先申請相關簽證。 

18. 何處可以何處可以何處可以何處可以獲得獲得獲得獲得在申根國家旅遊之在申根國家旅遊之在申根國家旅遊之在申根國家旅遊之資訊資訊資訊資訊? 

答：申根會員國駐臺機構及該等國家之外交部、內政部移民局及觀光局網站。 

19. 入境歐盟入境歐盟入境歐盟入境歐盟(申根國家申根國家申根國家申根國家)隨身攜帶隨身攜帶隨身攜帶隨身攜帶之之之之現現現現金有無限金有無限金有無限金有無限制制制制？？？？ 

答：以現金 1萬歐元（或等值貨幣）為上限，超過該額度須於入境時申報。 

20. 國人如在歐洲國家發生國人如在歐洲國家發生國人如在歐洲國家發生國人如在歐洲國家發生緊急緊急緊急緊急事事事事故故故故，，，，該該該該如何求助如何求助如何求助如何求助？？？？ 

答：可撥打我派駐當地代表處（辦事處）緊急聯絡電話請求協助。我駐歐各機構

之緊急聯絡電話請自外交部 (www.mofa.gov.tw)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www.boca.gov.tw)網站查詢；此外，國人亦可與「外交部緊急聯絡中心」聯

繫，該中心 24 小時專人值機的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專線電話為：

+886-800-085-095。 

21. 歐盟為何歐盟為何歐盟為何歐盟為何決決決決定定定定給予給予給予給予我國民免申根簽證待遇我國民免申根簽證待遇我國民免申根簽證待遇我國民免申根簽證待遇？？？？ 

答：歐盟及其 27 個會員國經審慎評估我國移民風險、護照安全及國境管控等因

素皆符合歐盟相關規定後，同意修改歐盟相關法規(regulation)，將我國自需

要申根簽證方能入境申根公約地區之國家改列為免申根簽證國。 

22. 我所我所我所我所獲獲獲獲免申根簽證待遇是否可能會免申根簽證待遇是否可能會免申根簽證待遇是否可能會免申根簽證待遇是否可能會遭遭遭遭到到到到取消取消取消取消? 

答：歐盟定期召開會議對已獲免申根簽證待遇之國家進行評估，倘該國國民未遵

守歐盟相關規定之案例過多，免簽措施亦有可能遭到檢討取消。 

23. 歐盟歐盟歐盟歐盟予予予予我免申根簽證待遇的我免申根簽證待遇的我免申根簽證待遇的我免申根簽證待遇的好好好好處是什麼處是什麼處是什麼處是什麼？？？？ 

答：以目前我國每年赴歐平均 31萬人次，每人申請 90天以下申根簽證需 60歐元，90

天以上申根簽證需 99歐元之費用計算，我免申根簽證待遇生效後，我國人每年將可

省下至少10億臺幣之申根簽證費用，且預期未來因訪歐人數增加，將節省更多。另外，

我眾多臺商因長期居住在中國大陸地區，倘無免申根簽證待遇，依申根簽證規定，居

住大陸地區每年超過半年者，須在大陸申請申根簽證，需時冗長且手續繁雜。至於在

大陸地區每年居住未超過半年之臺商，則依規定須返臺申請申根簽證，然因該等臺商

往返兩岸頻繁，亦未必有足夠時間在臺停留等候簽證。凡此均對臺商訪歐商機之取得

及旅遊便利，造成相當大的困擾。在歐盟予我免申根簽證待遇實施後，這些困擾已一

併解決，並大幅提昇我在陸臺商赴歐之便利性及有利即時取得商機，其效益甚大。 

24. 歐盟歐盟歐盟歐盟予予予予我免申根簽證待遇後我免申根簽證待遇後我免申根簽證待遇後我免申根簽證待遇後，，，，我國在我國在我國在我國在全球獲全球獲全球獲全球獲免簽免簽免簽免簽（（（（落落落落簽簽簽簽））））待遇之待遇之待遇之待遇之情形情形情形情形如何如何如何如何？？？？ 

答：歐盟予我免申根簽證待遇生效後，我國民可以免簽證或落地簽證前往之96個國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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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將涵蓋我國人最常前往之大多數目的地，較馬總統上任前我所獲免簽證(落地簽

證)待遇國家及地區數增加43個，共成長81％（按： 97年5月時有53個，100年1

月有96個），佔每年我出國人次總數之68.02％。 

25. 未來未來未來未來是否有其他國家可以是否有其他國家可以是否有其他國家可以是否有其他國家可以給予給予給予給予我國免簽證待遇我國免簽證待遇我國免簽證待遇我國免簽證待遇？？？？ 

答：為進一步爭取擴大國人享有免簽證待遇，本部已鎖定我國人最常赴訪之美國、澳大

利亞、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及緬甸等6國爭取給予我免簽證待遇；另外，本部並

擬藉甫洽獲免申根簽證待遇之機，順勢推動我臺商發展愈顯活躍的歐洲西巴爾幹半島

6國，以及英國、荷蘭與法國的海外省及屬地共18個。以上30個國家及地區將作為

我爭取免簽證的優先目標，以擴大我國民赴國外從事商旅之便利。 

 

～～～～貼心小叮嚀貼心小叮嚀貼心小叮嚀貼心小叮嚀：赴歐旅遊請備妥上述相關證件及證明文件，並請注意在外旅遊之

人身及財物安全，倘需緊急急難協助，請與我政府派駐當地之駐外館處聯繫或打

24小時緊急聯絡電話+886-800-085-095。祝您快樂出門、平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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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台江台江台江台江國家公園及國家公園及國家公園及國家公園及周周周周緣濕地加緣濕地加緣濕地加緣濕地加入入入入拉拉拉拉姆薩姆薩姆薩姆薩公公公公約說帖約說帖約說帖約說帖 

 

中華民國 

台江國家公園及周緣濕地 

加入拉姆薩公約說帖 

【【【【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Recommendations to Introduce the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for Ramsar Sites in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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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台江國家公園及周緣濕地加入拉姆薩公約說帖 

    濕地具有提供經濟生產、生物棲地、保水抑洪、淨化水質、穩定海岸與觀光

遊憩等多重功能，對於人類之生存發展非常重要。自 1971年聯合國於伊朗拉姆

薩召開濕地會議以來，各國政府之間相繼簽訂濕地公約及進行跨國合作，濕地「明

智利用」已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關注之議題。目前已有 160 國（地區）參與濕地

公約，計有 1,926處、187.9萬平方公里列為國際拉姆薩重要濕地。我國四面環

海，地形多變，生態豐富，擁有廣闊之濕地。我國推動濕地生態保育於 2007年

劃定 75處國家重要濕地，並於 2011年 1月 18日公告新增、合併增加為 82處

國家重要濕地，未來除持續推動具體濕地保護管理方案，亦將秉持「復育、保育、

教育」濕地之三育理念，提升國人濕地保育觀念，並強化環境及土地管理之公共

意識。 

    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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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定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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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國際保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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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受邀獲贈榮譽獎項並

參與年會交流，並於同年 11月 30日於臺北共同簽署「2010-2015濕地區域行

動計畫（RSPA）合作備忘錄」，雙方將積極提升我國濕地重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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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謹代表我國提報台江國家公園及周緣濕地成為  貴組織所列的國際級

重要濕地。有關該濕地謹簡介如下： 

台江國家公園及周緣濕地位於我國西南海岸，由北往南包括北門濕地、七

股鹽田濕地（含七股潟湖）、曾文溪口濕地、四草濕地、鹽水溪口濕地等，是

本島黑面琵鷺最重要的度冬區。 

本區為河口沼澤濕地環境，可分成沙洲、泥質灘地、魚塭、養殖池、草澤

及鹽田等棲地類型。本區以海茄苳為主，河口灘地底棲及浮游生物數量豐富，

每年吸引大批候鳥前來度冬。黑面琵鷺為本區內特別珍貴的稀有鳥種，目前全

世界估計族群約有 2,000隻以上，每年至此度冬族群約佔全球族群的一半，每

年 10月到隔年 4月的度冬期，停棲於浮覆地內。 

本區內其他鳥種以鷸科、鴴科、鷗科與鷺科鳥類為主，常見物種如濱鷸、

東方環頸鴴，瀕臨絕種物種包括唐白鷺；珍貴稀有物種包括東方白鸛、黑鸛等。

其他應予保育類包括喜鵲、紅尾伯勞等。 

本區七股潟湖是台江國家公園的一部分，水質良好，漁民於河口區以浮棚

架養蚵，海水養殖及沿岸漁撈業（鰻魚苗）都很興盛，每年冬天，漁民於岸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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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捕撈鰻魚苗為業，其中共記錄蟹類 6科 22種。此外，隨著各式網撈採集，

本區採集到小塔織紋螺及雲紋榧螺等稀有貝類、日本酥豆蛤及其他 200 多種

的貝類。 

綜上所述，台江國家公園是黑面琵鷺、其他珍貴鳥類及螺貝類的重要棲息

地，已經符合拉姆薩公約的九項要點，可以說是拉姆薩公約準國際級濕地。此外，

本區係為臺灣文化發祥地之一，其中廟宇吸引中外遊客前來朝拜，加上本區豐富

的鹽業資源與歷史文化淵源活動，更加深本區推動提升為拉姆薩濕地社會文化之

內涵與潛力。 

  臺灣位居東亞候鳥遷徙廊道的十字路口以及度冬地區，臺灣濕地的健康與否

直接影響相關國家的生態系統。所以，臺灣在東亞甚或國際濕地保育也具有相當

重要的地位。我中華民國雖非「拉姆薩公約」締約國，然而非常支持公約之規定，

濕地保育相關政策亦依循歷次締約國大會的決議執行之，竭盡心力善盡國際濕地

保育的義務，扮演國際社會公民應有的角色。故在此誠摯期盼早日加入濕地公約

組織，將此濕地納入公約管理名錄，為國際生態保育貢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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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s to Introduce the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for 

Ramsar Sites in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Wetlands provide economic production, biological habitats, flood control, water 

purification, coastal stability, eco-tourism as well as recreation. Wetlands are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ey provide multiple functions for human beings and their development. Since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Ramsar in Iran in 1971, topics on intergovernmental trea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wise use of wetlands have been 

draw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ccording to Ramsar 

Convention in United Nations in 2010, there are presently 160 Contracting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with 1,926 wetland sites, totaling 187.9 million hectares, designated for 

inclusion in the Ramsar List of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To date,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of Republic of China has designated and amended to 82 wetlands from 75 

wetlands as areas of national importance from 2007 to 2011.  In addition, a network of 

wetland banks will also be established by the end of the years of 2008 to 2010 to conserve 

such systems. This series indicates the government’s strong commitment in maintaining the 

balance between natural conserv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implement the policy framework mentioned above, agencies at various levels of the 

government have been established to take charge wetland issues. We created a “P-R-E 

Programs”-- Preservation, Restoration, and Education Programs -- to monitor wetland by 

internet Live-View, promote wetland quality by professionals and NGOs, and provide 

opportunitie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public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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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icip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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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t Lake City. We involved the 2010 Workshop on 

Wetland Conservation. This one week workshop, organized by Taiwan Wetland Society, was 

to expand involvement for wetland restoration on coastal management a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Wetland conservation, so that, will be followed by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hrough an implementation of this 2010 project since the CPA has been achieved wetland 

restoration, conservation, and education goals toward wise us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sincerely recommend to introduce Taijiang National Park which including 

Tainan's Tsengwen River Estuary Black-faced Spoonbill (Platalea minor) Reserve as one of the 

majestic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This area is the most important wintering site 

in Taiwan for the Black-faced Spoonbills, with nearly 50% of the world's total of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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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s found here. This area is comprised of 3,218 ha of wetlands, and is predominated 

by waders, plovers, gulls, herons, and egrets. Commonly seen birds include the Dunlin 

(Calidris alpina) and Kentish Plover (Charadrius alexandrinus). Rare species include White 

Stork (Ciconia boyciana), Black Stork (Ciconia nigra), White Spoonbill (Platalea leucorodia), 

Whistling Swan (Cygnus columbianus),Red-breasted Merganser (Mergus serrator), Baikal Teal 

(Anas formosa), Besra (Accipiter virgatus), Gray-faced Buzzard Eagle (Butastur indicus), 

Chinese Sparrowhawk (Accipiter soloensis), Honey Buzzard (Pernis ptilorhynchus), Osprey 

(Pandion haliaetus), Peregrine Falcon (Falco peregrinus), Common Kestrel (Falco tinnunculus), 

Spotted Greenshank (Tringa guttifer), Black-winged stilt (Himantopus himantopus),Large 

Indian Pratincole (Glareola maldivarum), Little Tern (Sterna albifrons), and Short-eared Owl 

(Asio flammeus). Since this area is one part of the ancient Taijiang Bay Area, fishermen use 

the scaffolding techniques to flourish floating oyster, aquaculture, and coastal fishing 

industry (i.e., eels) in the estuary, which recorded a total of 6 families and 22 species of crabs. 

Taiwan fiddlercrabs (Uca formosensis) are found as one of Taiwan's largest ethnic group. In 

addition, the areas have been collected 200 species of clams, including Pseudogaleomma 

japonica (Galeommatidae). While wintering seasons, fishermen catch eels as aquaculture 

industry, with all kinds of fishing nets collected Nassarius teretiusculus, Olivancillaria steeriae, 

as well as other shellfish. Fishery resources include Liza macrolepis, Valamugil cunnesius, 

Metapenaeus ensis, Cyclina sinensis, and molluscs.  

As the earliest developed region in Taiwan, Tainan is rich in cultural and traditional 

natural resources, especially in temples and cultural events. The prominent temples in the 

coastal area attract millions of visitors to the region every year. In addition to religious 

attractions, the area also possesses rich natural scenery along the coast and other cultural 

resources such as the traditional salt ponds. The historic and cultural resources of Tainan do 

much to define the City’s rural character to one of the Ramsar’s sites. 

    We are confident that the environmental and land-use issues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manageable in Taiwan. Our country’s vision will focus on the probabilities to become 

one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to the Ramsar Convention, and our important wetlands will be 

listed as ones of the Ramsar’s Sites, which will be designated in the Ramsar’s List of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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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薩濕地訊息表拉姆薩濕地訊息表拉姆薩濕地訊息表拉姆薩濕地訊息表  – 2009-2012 版本版本版本版本 
以下條目經締約方大會合議 4.7 版本通過(1990 年)，並經過 2002 年及 2005 年修正 

 

編輯者注意事項編輯者注意事項編輯者注意事項編輯者注意事項: 

1.  拉姆薩濕地訊息表應該依據其附錄及撰寫指南來完成填寫。強烈建議編輯者應該

先閱讀撰寫指南後再進行填寫拉姆薩濕地訊息表。 

 

2.  關於拉姆薩濕地保護的進一步的資訊及其指南可參閱國際重要濕地未來發展與策國際重要濕地未來發展與策國際重要濕地未來發展與策國際重要濕地未來發展與策

略架構略架構略架構略架構(拉姆薩爾明智使用手冊第三版),目前第 4版正在編輯中,近期將出版。 

3.  若完成拉姆薩濕地表格(及所對應地圖)，應該提交拉姆薩秘書處。編輯者應該提

供微軟 Word 電子檔及所有地圖的數位資料。 

 
 

1. 本表格編輯者的姓名及地址本表格編輯者的姓名及地址本表格編輯者的姓名及地址本表格編輯者的姓名及地址: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中華民國(臺灣)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 342 號 

 

2. 填表完成的時間填表完成的時間填表完成的時間填表完成的時間/修改日期修改日期修改日期修改日期: 

2011 年 12 月 

 
 
3. 國家國家國家國家: 

中華民國(臺灣) 

 
 
4. 濕地名稱濕地名稱濕地名稱濕地名稱:  

指定的濕地，應該有英文、法文或西班牙文等拉姆薩公約認定的三種語言之一的確切名稱。若有其他名稱(別

名)，都應以括號表示於確切名稱之後。 

台江國家公園及周緣濕地(北門濕地、七股鹽田濕地（含七股潟湖）、曾文溪口濕地、四草濕地、鹽

水溪口濕地等) 

 
 
5. 新拉姆薩濕地指定點或者是修改自現有地點新拉姆薩濕地指定點或者是修改自現有地點新拉姆薩濕地指定點或者是修改自現有地點新拉姆薩濕地指定點或者是修改自現有地點:  

 

這個拉姆薩訊息表是這個拉姆薩訊息表是這個拉姆薩訊息表是這個拉姆薩訊息表是 (在以下一個空格內打勾): 

a) 新拉姆薩濕地指定點新拉姆薩濕地指定點新拉姆薩濕地指定點新拉姆薩濕地指定點 �;   

b) 修改自現有地點修改自現有地點修改自現有地點修改自現有地點 � 

 
 
6. 僅限更新拉姆薩濕地訊息表僅限更新拉姆薩濕地訊息表僅限更新拉姆薩濕地訊息表僅限更新拉姆薩濕地訊息表, 改變指定地點或先前的更新改變指定地點或先前的更新改變指定地點或先前的更新改變指定地點或先前的更新: 

 

a) 地點範圍及面積地點範圍及面積地點範圍及面積地點範圍及面積 

僅限辦公室使用 

  日  月  年 

 

  

 

 

 

 

 

 

 

 

 

 

 

 

 

 

 

 

 

 

 

     指定日期              濕地參考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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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薩濕地範圍及面積未改變拉姆薩濕地範圍及面積未改變拉姆薩濕地範圍及面積未改變拉姆薩濕地範圍及面積未改變: �  

 

拉拉拉拉姆薩濕地範圍姆薩濕地範圍姆薩濕地範圍姆薩濕地範圍 

或 

及面積已改變及面積已改變及面積已改變及面積已改變:  

i) 範圍劃定已更精確  �; 或  

ii) 範圍已延伸 �; 或  

iii) 範圍已限制**  � 

 

且/或 

 

假若這個地點已改變假若這個地點已改變假若這個地點已改變假若這個地點已改變:  

i) 面積已測量更為精確 �; 或  

ii) 面積已延伸 �; 或  

iii) 面積已限制**  � 

 

** 重要注意事項: 假設指定範圍或面積已經限制或減少，契約方應遵循 COP9 所建立的

程序進行。. 

 

b) 簡單描述任何在這個拉姆薩濕地在生態特徵上的重要改變簡單描述任何在這個拉姆薩濕地在生態特徵上的重要改變簡單描述任何在這個拉姆薩濕地在生態特徵上的重要改變簡單描述任何在這個拉姆薩濕地在生態特徵上的重要改變 : 

 

 
 
7. 地圖位置地圖位置地圖位置地圖位置:  

指附錄及撰寫指南的附錄 III,所提到的地圖，包含數位地圖。 

 

a) 本地圖有清楚的邊界輪廓本地圖有清楚的邊界輪廓本地圖有清楚的邊界輪廓本地圖有清楚的邊界輪廓，，，，包含如下包含如下包含如下包含如下: 

i) 電腦輸出電腦輸出電腦輸出電腦輸出 (需要列入拉姆薩濕地名錄中): �;  

 

ii) 電子格式電子格式電子格式電子格式 (例如 JPEG 或 ArcView 圖檔格式 e) �;   

 

iii)提供包含向量及邊界等資訊屬性的地理資訊系統檔案提供包含向量及邊界等資訊屬性的地理資訊系統檔案提供包含向量及邊界等資訊屬性的地理資訊系統檔案提供包含向量及邊界等資訊屬性的地理資訊系統檔案 �. 
 
 

b) 簡單描述邊界輪廓特性簡單描述邊界輪廓特性簡單描述邊界輪廓特性簡單描述邊界輪廓特性: 

例如相同的範圍與保護區(自然保護區、國家公園等)，或者是集水區邊界，或者是政治疆界等，且例如政府

管轄地及物理性邊界如道路、海岸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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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江國家公園及周緣濕地位於臺灣西南沿海，北起急水溪、南至鹽水溪，西至水

深六公尺，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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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地理坐標地理坐標地理坐標地理坐標（（（（以度和分所表示的緯度及經度以度和分所表示的緯度及經度以度和分所表示的緯度及經度以度和分所表示的緯度及經度））））: 

提供濕地大致中心點的地理座標(經緯度)，單位為度和分。假設濕地若是由兩個以上的分離部分所組成，則

應提出每個部分中心點的座標。 

北門濕地：23°16'17"N，120°06'27"E 

七股鹽田濕地（含七股潟湖）：23°09'44"N，120°04'46"E 

曾文溪口濕地：23°04'31"N，120°04'35"E 

四草濕地：23°02'59"N，120°07'56"E 

鹽水溪口濕地：23°00'40"N，120°08'57"E 
 
9. 大致位大致位大致位大致位置置置置:  

包含所處行政區域位置和鄰近的大城鎮。 

臺南市北門區、七股區、將軍區、安南區、安平區、北區、中西區 
 
10. 海拔海拔海拔海拔: (平均海拔/或最高與最低海拔)    

0 m 

 

11.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 (公頃)  

北門濕地：2,447ha 

七股鹽田濕地（含七股潟湖）：2,997ha 

曾文溪口濕地：3,218ha 

四草濕地：547ha 

鹽水溪口濕地：635ha 

台江國家公園及周緣濕地共計：9,844公頃 
 
12.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提供簡短摘要描述此區生態特性及濕地的重要性。     

 

台江國家公園及周緣地區（北門濕地、七股鹽田濕地（含七股潟湖）、曾文溪口

濕地、四草濕地、鹽水溪口濕地）位於臺灣西南沿海，面積 9,844 公頃，是本島

黑面琵鷺最重要的度冬區。本區為河口沼澤濕地環境，可分成沙洲、泥質灘地、

魚塭、養殖池、草澤及鹽田等棲地類型，以海茄苳為主河口灘地底棲及浮游生物

數量豐富，每年吸引大批候鳥前來度冬。黑面琵鷺為本區內特別珍貴的稀有鳥

種，目前全世界估計族群約有 2,000 隻以上，每年至此度冬族群約佔全球族群的

一半，每年 10 月到隔年 4 月的度冬期，停棲於浮覆地內。本區內其他鳥種以鷸

科、鴴科、鷗科與鷺科鳥類為主，常見物種如濱鷸、東方環頸鴴，瀕臨絕種物種

包括唐白鷺；珍貴稀有物種包括東方白鸛、黑鸛、白琵鷺、鵠、紅胸秋沙鴨、巴

鴨、松雀鷹、灰面鵟鷹、赤腹鷹、蜂鷹、魚鷹、遊隼、紅隼、諾氏鷸、高蹺鴴、

燕鴴、小燕鷗、短耳鴞。其他應予保育類包括喜鵲、紅尾伯勞等。本區是台江內

海的一部分，水質良好，有漁民於河口區以浮棚架養蚵，海水養殖及沿岸漁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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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鰻魚苗)都很興盛，其中共記錄蟹類 6 科 22 種。此外，本區採集到 200 種的貝類，

包含日本酥豆蛤（翁義聰、王建平，1999）。每年冬天，漁民於岸邊以捕撈鰻魚

苗為業，隨著各式網撈採集到小塔織紋螺及雲紋榧螺等稀有貝類。 
 
13. 拉姆薩標準拉姆薩標準拉姆薩標準拉姆薩標準:  

在以下空格中圈選最能表達拉姆薩濕地的標準類型，此部分請參酌撰寫指南附錄 II。 

 

 1 •  2 •  3 •  4 •  5 •  6 •  7•  8 •   9 

 �  �  �  �  �  �  �  �    � 

 
 
14. 證明第證明第證明第證明第 13條羅列於上的標準為何條羅列於上的標準為何條羅列於上的標準為何條羅列於上的標準為何:  

對每個範圍依序證明其標準 。(請見撰寫指南的附錄 II表格內的 9項分類標準)  

1. 在適當的生物地理學區域內發現一個天然或近自然的濕地，是具有代表性稀

有的。  

2. 能夠支持易受威脅、瀕臨滅絕、極度瀕臨滅絕物種或是受到威脅的生態群聚。  

3. 能夠支持重要植物／動物物種的族群，以維持某一特定生物區的生物多樣性。  

4. 能夠支持植物／動物物種在生命週期中危急的階段，或是在情況不利於物種

時提供庇護之處。  

5. 能夠常態性支持20,000隻或更多的水鳥。  

6. 能夠常態性支持某物種或亞種的水鳥族群總數的1％。  

7. 能夠支持原生魚類的重要比例，包含其亞種、生命歷史階段以及互動；對於

濕地有益的典型魚類，而能夠對於全球生物多樣性有貢獻。  

8. 是魚群重要的食物來源、產卵場域、苗圃或遷徙的路徑。  

9. 能夠常態性支持依賴濕地維生的飛鳥類族群總數的1％。  

 
 
15. 生物地理生物地理生物地理生物地理 (當標準 1或標準 3或標準 2被指定時)  

為相關生物地理區域的命名，包括申請的拉姆薩濕地，並確定其生物地理區劃系統。 

 

a) 生物地理區位生物地理區位生物地理區位生物地理區位: 

東亞 

 

b) 生物地理區劃方案生物地理區劃方案生物地理區劃方案生物地理區劃方案(包括參考引文包括參考引文包括參考引文包括參考引文) : 

東亞澳洲重要水鳥棲地網路（薛，2009） 

 
  
16. 物理特性物理特性物理特性物理特性:  

適當描述地質、地貌、起源-天然或人工；水文；土壤；水質；水深；水位；潮汐變化；流域面積；氣候等。 

  

本區包含潟湖、海岸濕地及河口沼澤地。七股潟湖係為平均深度 5 公尺，在退潮

時形成 2 公尺深之半封閉的海岸潟湖，面積為 1,119 公頃，其來源為 323 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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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之古台江大灣。海岸潟湖有南北兩個潮口，沿臺灣海峽連結綿延之沙洲。本區

沖積層，由粉砂、黏土、砂及土壤組成，主要以壤質細砂、砂質壤土、砂質黏壤

土等構成，因係為亞熱帶季風氣候，受洋流影響氣候溫暖濕潤，一般來說水質良

好，主要水體之營養來源，少部分接受曾文溪等溪流受體之農田排水產生營養

鹽，形成當地特殊紅樹林沼澤，另漁民以乾淨的海水在當地生產魚類之池塘養殖

產業，也相當興盛。 

  

 
 
17. 集水區物理特性集水區物理特性集水區物理特性集水區物理特性:  

描述地表區域，一般的地質及地貌特徵或土壤類型和氣候條件（包括氣候類型）。 

  

本區為曾文溪流域，其分水嶺北為急水溪，南為鹽水溪。曾文溪發源於阿里山脈，標

高 2,609公尺；主要支流為後堀溪、菜寮溪及官田溪。流域面積約 1,176.64平方公里，幹流長度

約 138.74公里。曾文溪主幹道每年輸砂量為 31萬公噸，河川每年侵蝕之深度為 17.6

釐米，七股潟湖的沙源主要為七股溪等支流。曾文溪流域集水區平均氣溫為 23.5

℃，月均溫之變化自 28℃（夏季測量溫度）至 17℃（冬季測量溫度）。 

 

18. 水文價值水文價值水文價值水文價值: 

描述地下水補充的功能和價值，洪氾控制，阻截沉積物，穩固海岸線等。 

 

本區濱外沙洲因沉積物逐漸伸延，沙洲與海岸隔成封閉的水域，其沉積物之累積有助於

海岸線的穩定；且相較於其他濕地來說，因其潟湖排水條件具備相對優勢，具備

相當的水資源保育效果。 

 
 
19. 濕地類型濕地類型濕地類型濕地類型 

 

a) 現在現在現在現在:  

根據“濕地類型分類系統”來圈選其屬於何種適當的拉姆薩濕地類型，並依據所提供的撰寫指南的附錄 I來

描述其濕地類型。 

 “ 

海洋海洋海洋海洋/海岸海岸海岸海岸:A • B • C • D • E • F • G  • H • I • J • K • Zk(a) 

 

          內陸內陸內陸內陸: L • M • N • O • P • Q • R  • Sp • Ss • Tp  Ts • U •Va•  

 Vt • W • Xf •  Xp • Y • Zg • Zk(b) 

 

           人工人工人工人工: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Zk(c) 

 

b) 優勢性優勢性優勢性優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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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圈選的濕地類型按優勢性從高到低進行排序。 

 

(一)本區濕地類型包含七股潟湖。(二)在土地利用類型方面，以濕地類型進行劃

分，依面積大小排列其範圍如下: 1.水產養殖和漁業產業之魚塭；2.鹽場；3.水田；

4.林地（紅樹林等）等。 
 
20. 一般生態特徵一般生態特徵一般生態特徵一般生態特徵: 

提供進一步適當的描述，例如棲息地或植被類型及動物及植物的現況，及生態系。 

 

本區生長之獨特性植物，環繞於濱海地區，包括四類 164 種植物。頂頭額汕之防

風林係鷺鷥之營巢區，林內潮溝有少量的欖李(Lumnitzera racemosa)。本區為全

世界最重要及最大之黑面琵鷺度冬棲地，在 2010 年的全球調查中佔 1,280 隻，約

估計佔全世界總數的 55%。 

 
 
21. 重要植物重要植物重要植物重要植物:  

指出獨特、稀有、瀕危或具有生物地理重要性的物種。 

 

重要棲息地有欖李(Lumnitzera racemosa)、海茄苳(Avicennia marina)、苦檻藍

(Myoporum bontioides)及老虎心(Caesalpinia bonduc)等植物。  

 
 
22. 重要動物重要動物重要動物重要動物:  

指出獨特、稀有、瀕危或具有生物地理重要性的物種。 

 

根據 1995 年 12 月 23 日出版之國際鳥盟紅皮書所記載之亞洲受脅鳥類調查，黑

面琵鷺列為第一類（最高等級）之受保護瀕危物種。本區根據 2010 年 1 月全球

黑面琵鷺普查紀錄之記載，黑面琵鷺在本區越冬紀錄共調查到 1,280 隻，以 2011

年 3 月最新紀錄為 801 隻，佔全世界總隻數 2,346 隻之 34％。 
 
23. 社會和文化價值社會和文化價值社會和文化價值社會和文化價值:  

 

a) 描述地點是否具備一般社會或文化價值，例如漁業生產、森林、宗教重要性、社會

關係等。以歷史、宗教、社會經濟價值等分類： 

 

本區提供傳統農業和水產文化之價值。農漁產業用地占主要土地使用面積（約 

88.84％），土地利用類型的活動，包括水產養殖、漁業、稻田、鹽田及宗教寺

廟用地。 

 

b) 是否考慮生態價值在國際上的重要性，例如具備文化價值的顯著性，是否物質或非

物質能連結其來源或保育及生態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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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位於我國臺南市，為最早開發之地區，本區擁有豐富之文化資源，特別是寺

廟和傳統文化之活動。每年沿海地區之宗教寺廟活動，吸引數百萬遊客赴該地區

參觀及朝拜。除了宗教景點之外，該地區還擁有豐富之沿海自然風光及其他文化

資源，例如傳統的曬鹽產業，以及豐富農漁村之歷史及文化資源。 

 

假若是，請圈選空格 � 並描述在以下其中一項或更多項分類上： 

 

i)  提供濕地明確使用，應用傳統知識及方法來管理維護其濕地生態特徵：養蚵之漁

業文化。 

 

ii) 濕地地點擁有影響生態特徵的特殊文化傳統或文明歷史紀錄：西拉雅族人之考古

人類文化。 

 

iii) 濕地地點與當地社區或原住民有互動性：當地社團及居民發展出濕地健康監測系

統。 

 

iv)  濕地地點顯示非物質價值且強烈與其濕地生態特徵連結：地方政府推動成立台江

國家公園，以推動本區整體性濕地之生態系統維護及管理工作。 

 

 
 
24. 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土地使用/所有權所有權所有權所有權:  

a) 濕地本身: 

公有土地 

b) 周邊地區: 

公有土地占約 41.99 平方公里（38％），私有土地占約 69.17 平方公里（62％）。 
 
25. 土地利用現況土地利用現況土地利用現況土地利用現況(包含水包含水包含水包含水)利用利用利用利用:  

a) 濕地本身: 

 

海水養殖 

淡水養殖 

生態旅遊 

自然保育 

 

b) 周邊地區(集水區): 

 

海水養殖 

社區發展 

淡水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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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旅遊 

自然保育 

 
 
26. 因素因素因素因素(過去過去過去過去, 現在和將來現在和將來現在和將來現在和將來) 不利影響濕地的生態特徵不利影響濕地的生態特徵不利影響濕地的生態特徵不利影響濕地的生態特徵，，，，包含土地改變包含土地改變包含土地改變包含土地改變(包含水包含水包含水包含水)使用及使用及使用及使用及

開發項目開發項目開發項目開發項目: 

a) 濕地本身: 

 

本區亦為重要之野生動物保育、地方水產養殖產業，以及發展生態旅遊地之生態

區域。本區依其潟湖生態系統之生態過程及功能，發展出我國最重要之牡蠣養殖

和定置漁網捕撈產業。然而，由於本區發展曬鹽產業，快速增設水產養殖池塘之

關係，其潟湖泥沙淤積，導致陸化之現象。此外，由於七股潟湖潮口之淤積，經

由本區潮汐和海浪交互作用之下，七股潟湖之面積有下降之趨勢。此外，由於七

股地區淡水水源有限，曾文溪及其支流上游建壩的影響，造成輸沙量減少，將造

成海岸沙洲的銳減，嚴重縮減沙丘及防風林之面積，造成鷺鷥營巢區棲地之逐漸

消失。 

 

b) 周邊地區: 

 

本區周邊地區係為曾文溪流域，根據過去紀錄，有超抽地下水養殖的問題，造成

臺南地區地下水之水位下降。本區周邊地區之曾文溪流域面積約為 1,176.64 平方

公里，其中毗鄰沿海地區共約 30 平方公里有地層下陷的問題，包括七股及北門

地區。在曾文溪流域，地下水超抽之速率每年為 127 x10
6

噸 /年，用於農業用途

（50x10
6

公噸，約占 39％），工業用途（57x10
6

公噸，約占 45％），住宅及其他

用途（20x10
6

公噸，約占 16％）。目前已積極採取監督和禁止的方式，以防止

地下水位下降，進而防止植被和生態系統之損失。 

 
 
27. 採取的保護措施採取的保護措施採取的保護措施採取的保護措施: 

a)，列出包含國家或國際級和法定保護區域，包括和拉姆薩濕地範圍的關係： 

特別是該地點部分或全部是世界文化遺產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生物圈保護區，請在這些指定項目下給予

名稱。 

 

 

b) 若可以，請列自然保護聯盟(1994)保護區類別: (圈選適當表格) 

 

Ia  �;   Ib   �; II   �; III  �; IV  �; V  �; VI  � 

 

 

c)是否有被官方批准的管理規範，且管理規範是否正在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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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主要為內政部營建署進行管理，並且依據我國國家公園法進行規範，制定管

理目標及準則。相關規定由我國政府制定法規，並且與當地居民進行溝通與協

調，以維護當地生態系統之品質與功能。 

 

d) 描述是否有任何現行管理措施:  

 

台江國家公園及周緣濕地發展生態旅遊，期以推動生態旅遊為目標，並積極推動

自然保育措施。台江國家公園以期維持潟湖生態系統之完整性為標的，其策略為

係透過五大分區（一般管制區、遊憩區、史蹟保存區、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

來進行管控，避免在保育區興建人工建物，防止新建道路造成保育區之棲地碎

裂，嚴禁傷害保育類動物。此外，提供環境教育及講習訓練，藉由經營管理策略

操作，以培養周邊社區參與國家公園區域經營管理事務，發展導覽解說項目，以

提高生態志工之保育技能。 

 
 
28. 尚未施行的保育措施計畫尚未施行的保育措施計畫尚未施行的保育措施計畫尚未施行的保育措施計畫:  

例如在正在制定準備的管理計畫; 官方提議建立合法保護區等。 

 

目前皆已完成。 
 
29. 科學研究及設備現況科學研究及設備現況科學研究及設備現況科學研究及設備現況: 

如現有研究計畫，包含生物監測、野外工作站等。 

 

內政部營建署台江國家公園；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七股中

心。 
 
30. 公眾教育和及公眾意識公眾教育和及公眾意識公眾教育和及公眾意識公眾教育和及公眾意識 (CEPA)相關行動或有利於濕地的行為相關行動或有利於濕地的行為相關行動或有利於濕地的行為相關行動或有利於濕地的行為:  

例如遊客中心、觀鳥亭、簡介手冊、自然路徑、資訊欄等方便學生參訪的設備等。 

 

內政部營建署台江國家公園；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七股中心

設置之遊客中心、觀鳥亭、相關解說導覽手冊及摺頁等。 

 
 
31. 娛樂及旅遊現況娛樂及旅遊現況娛樂及旅遊現況娛樂及旅遊現況:  

說明濕地是否用於娛樂或旅遊，指出它們的類型/頻率。 

 

本區發展潟湖及紅樹林旅遊之乘船活動，每日約出船 5~10次之頻率。 

 
 
32. 管轄權管轄權管轄權管轄權:  

包括領土等，如國家/地區，和功能/部門等，例如農業部門或環境部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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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管轄。 
 
33. 管理機構單位管理機構單位管理機構單位管理機構單位: 

提供負責管理濕地的單位名稱及地址，盡可能提供濕地辦公室負責人的職稱及姓名。 

 

內政部營建署  ○○○ 

電話：○○○            傳真：○○○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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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return to: Ramsar Convention Secretariat, Rue Mauverney 28, CH-1196 Gland, 

Switzerland 

Telephone: +41 22 999 0170 • Fax: +41 22 999 0169 • e-mail: ramsar@ramsa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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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Sheet on Ramsar 

Wetlands (RIS) – 2009-2012 version 

 

Available for download from http://www.ramsar.org/ris/key_ris_index.htm. 

 

Categories approved by Recommendation 4.7 (1990), as amended by Resolution VIII.13 of the 8th Conference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2002) and Resolutions IX.1 Annex B, IX.6,  IX.21 and IX. 22 of the 9th Conference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2005). 

 

Notes for compilers: 

1.  The RIS should be comple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ttached Explanatory Notes and 

Guidelines for completing the Information Sheet on Ramsar Wetlands. Compilers are strongly 

advised to read this guidance before filling in the RIS. 

 

2.  Further information and guidance in support of Ramsar site designations are provided in 

the Strategic Framework and guidelin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List of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Ramsar Wise Use Handbook 14, 3rd edition). A 4th edition of the 

Handbook is in preparation and will be available in 2009. 

 

3.  Once completed, the RIS (and accompanying map(s)) should be submitted to the Ramsar 

Secretariat. Compilers should provide an electronic (MS Word) copy of the RIS and, 

where possible, digital copies of all maps. 

 
 

1.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compiler of this form: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Branch, C.P.A.M.I. 

342, Sec. 2, Bade Rd., Song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0556, Taiwan (R.O.C.) 

 

2.Date this sheet was completed/updated: 

June 2011 
 
3. Country: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4. Name of the Ramsar site:  

The precise name of the designated site in one of the three official languages (English, French or Spanish) of the 

Convention. Alternative names, including in local language(s), should be given in parentheses after the precise name. 

FOR OFFICE USE ONLY. 

  DD  MM  YY 

 

  

 

 

 

 

 

 

 

 

 

 

 

 

 

 

 

 

 

 

 

 Designation date              Site Reference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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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jiang National Park and Associates (Beimen Wetland, Cigu Salt Pan Wetland with 

Cigu Lagoon, Zengwun Estuary Wetland, Sihcao Wetland, Yanshuei Estuary Wetland, 

etc.) 

 
 
5. Designation of new Ramsar site or update of existing site:  

 

This RIS is for (tick one box only): 

a) Designation of a new Ramsar site �;  or  

b) Updated information on an existing Ramsar site � 

 
 
6. For RIS updates only, changes to the site since its designation or earlier update: 

 

a) Site boundary and area 

 

The Ramsar site boundary and site area are unchanged: �  

 

or 

If the site boundary has changed:  

i) the boundary has been delineated more accurately  �; or  

ii) the boundary has been extended  �; or  

iii) the boundary has been restricted**  � 

 

and/or 

 

If the site area has changed:  

i) the area has been measured more accurately  �; or  

ii) the area has been extended  �; or  

iii) the area has been reduced**  � 

 

** Important note: If the boundary and/or area of the designated site is being 

restricted/reduced, the Contracting Party should have followed the procedures established by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in the Annex to COP9 Resolution IX.6 and provided a report in line 

with paragraph 28 of that Annex, prior to the submission of an updated RIS. 

 

b) Describe briefly any major changes to the ecological character of the Ramsar site, 

including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riteria, since the previous RIS for the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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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ap of site:  

Refer to Annex III of the Explanatory Note and Guidelines, for detailed guidance on provision of suitable maps, including 

digital maps. 

 

a) A map of the site, with clearly delineated boundaries, is included as: 

i) a hard copy (required for inclusion of site in the Ramsar List): �;  

 

ii) an electronic  format (e.g. a JPEG or ArcView image) �;   

 

iii) a GIS file providing geo-referenced site boundary vectors and attribute tables �. 
 
 

b) Describe briefly the type of boundary delineation applied: 

e.g. the boundary is the same as an existing protected area (nature reserve, national park, etc.), or follows a catchment 

boundary, or follows a geopolitical boundary such as a local government jurisdiction, follows physical boundaries such 

as roads, follows the shoreline of a waterbody, etc. 

 

Taijiang National Park and Associates located at the southwestern coast, the 9844 ha 

of this wetland is bounded on the north of Jishuei Creek, on the south of Yenshuei 

Creek, on the east by Provincial Highway 17, and to the west by the sea area at 6 

meters depth. 

 

8. Geographical coordinates (latitude/longitude, in degrees and minutes): 

Provide the coordinates of the approximate centre of the site and/or the limits of the site. If the site is composed of 

more than one separate area, provide coordinates for each of these areas. 

Beimen Wetland: 23°16'17"N，120°06'27"E 

Cigu Salt Pan Wetland with Cigu Lagoon: 

Zengwun Estuary Wetland: 23°09'44"N，120°04'46"E 

Sihcao Wetland: 23°04'31"N，120°04'35"E 

Yanshuei Estuary Wetland: 23°02'59"N，120°07'56"E 

 
 
9. General location:  

Include in which part of the country and which larg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the site lies and the location of the 

nearest large town. 

 

Beimen, Chigu, Jiangjyun, Annan, Anping, North, and West Central Districts, Tainan 

City 

 
 
10. Elevation: (in metres: average and/or maximum & min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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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m 

 

11. Area: (in hectares)  

Beimen Wetland: 2,447 ha 

Cigu Salt Pan Wetland with Cigu Lagoon: 2,997 ha 

Zengwun Estuary Wetland: 3,218 ha  

Sihcao Wetland: 547 ha 

Yanshuei Estuary Wetland: 635 ha 

The totals of Taijiang National Park and Associates: 9,844 ha 
 
12. General overview of the site:  

Provide a short paragraph giving a summary description of the principal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portance of 

the wetland. 

 

Taijiang National Park and Associates (Beimen Wetland, Cigu Salt Pan Wetland with 

Cigu Lagoon, Zengwun Estuary Wetland, Sihcao Wetland and Yanshuei Estuary 

Wetland) located at the southwestern coast.  This esturine swampy wetland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is comprised of sandbars, muddy beaches, fish ponds, 

aquaculture ponds, marshes, salt pans, and other types of habitats, mainly in 

Avicennia marina plant type associated with benthic creatures and plankton which 

attract migratory birds come to winter. Here is the most important wintering site in 

Taiwan for the Black-faced Spoonbills, with nearly 50% of the world's total of 2,000 

individuals found here. This area is predominated by waders, plovers, gulls, herons, 

and egrets. Commonly seen birds include the Dunlin and Kentish Plover. Rare species 

include White Stork, Black Stork, White Spoonbill, Whistling Swan, Baikal Teal, 

Besra, Gray-faced Buzzard Eagle, Chinese Sparrowhawk, Honey Buzzard, Osprey, 

Peregrine Falcon, Common Kestrel, Spotted Greenshank, Large Indian Pratincole, 

Little Tern, and Short-eared Owl. Since this area is one part of the ancient Taijiang 

Bay Area, fishermen use the scaffolding techniques to flourish floating oyster, 

aquaculture, and coastal fishing industry (i.e., eels) in the estuary, which recorded a 

total of 6 families and 22 species of crabs. Taiwan fiddler crabs are found as one of 

Taiwan's largest ethnic group. In addition, the areas have been collected 200 species 

of clams, including Pseudogaleomma japonica (Ueng, and Wang, 1999). While 

wintering seasons, fishermen catch eels as aquaculture industry, with all kinds of 

fishing nets collected Nassarius teretiusculus, Olivancillaria steeriae, as well as other 

shellfish. Fishery resources include Liza macrolepis, Valamugil cunnesius, 

Metapenaeus ensis, Cyclina sinensis, and molluscs. 

 
 
13. Ramsar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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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k the box under each Criterion applied to the designation of the Ramsar site. See Annex II of the Explanatory Notes 

and Guidelines for the Criteria and guidelines for their application (adopted by Resolution VII.11). All Criteria which 

apply should be ticked. 

 

 1 •  2 •  3 •  4 •  5 •  6 •  7 •  8•   9 

 �  �  �  �  �  �  �  �    � 

 
 
14. Justifica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of each Criterion listed in 13 above:  

Provide justification for each Criterion in turn, clearly identifying to which Criterion the justification applies (see 

Annex II for guidance on acceptable forms of justification).  

 

Criterion 1: A wetland should be considered internationally important if it contains a 

representative, rare, or unique example of a natural or near-natural wetland type found 

within the appropriate biogeographic region. 

 

Criterion 2: A wetland should be considered internationally important if it supports 

vulnerable, endangered, or critically endangered species or threatened ecological 

communities. 

 

Criterion 3: A wetland should be considered internationally important if it supports 

populations of plant and/or animal species important for maintaining th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 particular biogeographic region. 

 

Criterion 4: A wetland should be considered internationally important if it supports 

plant and/or animal species at a critical stage in their life cycles, or provides refuge 

during adverse conditions. 

 

  

Criterion 5: A wetland should be considered internationally important if it regularly 

supports 20,000 or more waterbirds. 

 

Criterion 6: A wetland should be considered internationally important if it regularly 

supports 1% of the individuals in a population of one species or subspecies of waterbird. 

   

Criterion 7: A wetland should be considered internationally important if it supports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indigenous fish subspecies, species or families, life-history 

stages, species interactions and/or populations that are representative of wetland benefits 

and/or values and thereby contributes to global biological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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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on 8: A wetland should be considered internationally important if it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food for fishes, spawning ground, nursery and/or migration path on 

which fish stocks, either within the wetland or elsewhere, depend.  

 

Criterion 9: A wetland should be considered internationally important if it regularly 

supports 1% of the individuals in a population of one species or subspecies of 

wetland-dependent non-avian animal species. 

 
 
15. Biogeography (required when Criteria 1 and/or 3 and /or certain applications of Criterion 2 

are applied to the designation):  

Name the relevant biogeographic region that includes the Ramsar site, and identify the biogeographic regionalisation 

system that has been applied. 

 

a) biogeographic region: 

 

Eastern Asia 

b) biogeographic regionalisation scheme (include reference citation): 

 

East Asian -Australasian Shorebird Site Network (Hsieh, 2009) 
        
16. Physical features of the site:  

Describe, as appropriate, the geology, geomorphology; origins - natural or artificial; hydrology; soil type; water quality; 

water depth, water permanence; fluctuations in water level; tidal variations; downstream area; general climate, etc. 

 

In this wetland, the seashore is a sand coast. The lagoon with a size of 1,119 ha., once 

so called as Taijiang Bay Area, 323 km2, and offshore sand dune are formed along the 

coast in Chigu region due to estuary, wave, and tidal influences. This lagoon, with 

clean and fresh water, is a semi-enclosed coastal lagoon. It is shallow (<2 m at low 

tide) at a 5 m water depth, and connected to the Taiwan Strait through two narrow 

inlets on the sandbars. The lagoon receives one of the water sources to enrich 

aquaculture industry mainly from the nutrient-rich Zengwun River that drains 

agricultural soils, mangrove swamps, and aquaculture ponds. This area is surrounded 

by warm ocean currents and enjoys an oceanic and subtropical monsoon climate. 

 
 
17. Physical features of the catchment area:  

Describe the surface area, general geology and geomorphological features, general soil types, and climate (including 

climat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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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tershed of northern boundary is Jishuei Creek, and the southern boundary is 

Yenshuei Creek. Tzengwun Creek originates from Ali mountain- elevation is about 

2,609 m and length is 138.74 km. Its drainage area is 1,176.64 km2 and the stream 

flow is 2.36 km3 every year. Sand loading of Tzengwun Creek is almost 31 million 

tons. The depth of the channel erodes 17.6 mm per year. The Chigu Lagoon with 

surrounding sand bars receives fresh water mainly from Chigu River.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is 23.5℃.  The variations in average monthly temperature is from 28℃ 

(summer) to 17℃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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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Hydrological values: 

Describe the functions and values of the wetland in groundwater recharge, flood control, sediment trapping, shoreline 

stabilization, etc. 

 

With full functions of sediment trapping and shoreline stabilization, there is a high 

capability of soil moisture conservation and well drainage conditions in most of the 

wetlands. 

 
 
19. Wetland Types 

 

a) presence:  

Circle or underline the applicable codes for the wetland types of the Ramsar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Wetland Type” 

present in the Ramsar site. Descriptions of each wetland type code are provided in Annex I of the Explanatory Notes & 

Guidelines. 

 

Marine/coastal: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I • J • K •

 Zk(a) 

 

Inland: L • M • N • O • P • Q • R  • Sp • Ss • Tp  Ts • U •

 Va •  

 Vt • W • Xf •  Xp • Y • Zg • Zk(b) 

 

Human-made: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Zk(c) 

 

b) dominance:  

List the wetland types identified in a) above in order of their dominance (by area) in the Ramsar site, starting with the 

wetland type with the largest area. 

 

The land-use types include aquaculture and fisheries industry (62%) account for the 

largest portion of this area. The other land-uses are salt fields (16%), lagoon (12%), 

residential areas (4%), rice paddies (3%), forests (2%), and arid paddies (1%). 

 
 
20. General ecological features: 

Provide further description, as appropriate, of the main habitats, vegetation types, plant and animal communities 

present in the Ramsar site, and the ecosystem services of the site and the benefits derived from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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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area, there are rare natural phytogenic groups, except for the fragmentary 

mangroves around the coast. On some sand dunes, people plant forests to serve as 

windbreaks. In this region, the vegetation contains 164 species tha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Chigu Lagoon and associated areas, which is also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winter roosting site for the black-faced spoonbills, 1,280 individuals 

(55% of the totals in the world), is in the estuary of the Tzengwun creek.  

 
 
21. Noteworthy flora:  

Provid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 particular species and why they are noteworthy (expanding as necessary on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14, Justifica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riteria) indicating, e.g., which species/communities 

are unique, rare, endangered or biogeographically important, etc. Do not include here taxonomic lists of species present – these 

may be supplied as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to the RIS. 

 

Avicennia marina, Lumnitzera racemosa, Myoporum Bontioides,  Caesalpinia bonduc  are 

four of the noteworthy species due to their biogeographically importance.   

 
 
22. Noteworthy fauna:  

Provid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 particular species and why they are noteworthy (expanding as necessary on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14. Justifica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riteria) indicating, e.g., which species/communities 

are unique, rare, endangered or biogeographically important, etc., including count data. Do not include here taxonomic lists 

of species present – these may be supplied as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to the RIS. 

 

According to Threatened Birds of Asia: The BirdLife International Red Data Book, 

the black-faced spoonbill (Platalea minor.) is listed as a Category I (highest priority) 

protected endangered species as of December 23, 1995 in Taiwan. According to the 

January 2010 global black-faced spoonbill census, with nearly 1,280 individuals of 

the world's total of  2,346 individuals detected here, at a 55% of world population 

were recorded wintering in this area. During in March of 2011, this area has been 

detected 801 individuals, at a 34% of the world totals. 

 
 
23. Social and cultural values:  

 

a) Describe if the site has any general social and/or cultural values e.g., fisheries production, 

forestry, religious importance, archaeological sites, social relations with the wetland, etc. 

Distinguish between historical/archaeological/religious significance and current 

socio-economic values: 

 

This area provides traditional farming and aqua-cultural values. Agricultur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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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acultural lands, accounting for approximately 88.84% of land, is the major land-use 

type at this area. Land-use type activities include aquaculture, fisheries, rice paddies, salt 

fields, and traditional Taoism Temples. 

 

b) Is the site considered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for holding, in addition to relevant 

ecological values, examples of significant cultural values, whether material or non-material, 

linked to its origin, conservation and/or ecological functioning?  

 

As the earliest developed region in Taiwan, Tainan is rich in cultural resources, especially 

temples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events. The prominent temples in the coastal area attract 

millions of visitors to the region every year. In addition to religious attractions, the area 

also possesses rich natural scenery along the coast and other cultural resources such as the 

traditional salt ponds. The historic and cultural resources of Tainan do much to define 

rural characters. 

 

If Yes, tick the box �and describe this importance under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i)  sites which provide a model of wetland wise use, demonstrating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methods of management and use that maintain the ecological 

character of the wetland: aqua-cultural farming for oysters  

 

ii) sites which have exceptional cultural traditions or records of former civilizations that have 

influenced the ecological character of the wetland: Siraya is the earliest people who 

involves traditional anthropogenic activities in Taiwan. 

 

iii) sites where the ecological character of the wetland depends on the interaction with local 

communities or indigenous peoples: Local communities develop a monitoring system to 

assess the health of the environment. 

 

iv)  sites where relevant non-material values such as sacred sites are present and their existence 

is strongly linked with the maintenance of the ecological character of the wetland:  Local 

government promoted to create a National Park to maintain the integrity of 

entire ecosystem with a strongly links on the maintenance of the ecological 

character of the wetland. 

 
 
24. Land tenure/ownership:  

a) within the Ramsar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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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land. 

b) in the surrounding area: 

The public land is 41.99 km2 (38%), and the private land is 69.17 km2(62%)。 
 
25. Current land (including water) use:  

a) within the Ramsar site: 

 

    Marine/saltwater aquaculture  

� Freshwater aquaculture  

� Eco-tourism  

� Habitat/nature conservation 

 

b) in the surroundings/catchment: 

� Marine/saltwater aquaculture  

� Community development  

� Freshwater aquaculture  

� Eco-tourism  

� Habitat/nature conservation 

 
 
26. Factors (past, present or potential) adversely affecting the site’s ecological character, 

including changes in land (including water) use and development projects: 

a) within the Ramsar site: 

 

This are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ildlife conservation, local aquaculture, and 

ecotourism activities. The ecological processes of the lagoon ecosystem are critically 

important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wildlife, the local aquaculture industry, as well as future 

eco-tourism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Currently, the lagoons are mainly used for oyster 

farming and fishing with fixed fishing-nets in Taiwan.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alt 

evaporation ponds, aquaculture ponds, and continued sand sedimentation load of tidal 

surge and wave (the southern inlet of the Chigu lagoon), the area of Chigu lagoon 

declined sharply from 1920 to 2010. Since the water sources are limited at the Chigu area, 

dams have been constructed along Chigu creek to reserve this water source from the 

upper river and its tributaries. Sand loading decreased as a result of dam construction. 

This causes shrinkage of sand dunes at estuarine areas and a habitat loss of egrets. 

 

b) in the surrounding area: 

 

Another side effect of groundwater extraction is the lowering of the water table level in 

the surrounding area. This action has seriously caused land subsidence in the Zengw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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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shed Area. This watershed, which is approximately 1,176.64 square kilometers, has 

a land subsidence problem of about 30 square kilometers adjacent to coastal areas (i.e., 

Chigu, Baimen and Shicao areas). In the Zengwun Watershed, groundwater is pumped at 

rates up to 127 x106 metric tons/year for agricultural uses (50x106 metric tons, 39% of 

total), industrial uses (57x106 metric tons, 45% of total), and residential and other uses 

(20x106 metric tons, 16% of total). If not carefully monitored and prohibited, extreme 

low levels of groundwater may result in ground sinking. This ground may sink so low that 

it becomes underwater. This would again result in vegetative and ecosystem loss. 

 
 
27. Conservation measures taken: 

a) List national and/or international category and legal status of protected areas, including 

boundary relationships with the Ramsar site: 

In particular, if the site is partly or wholly a World Heritage Site and/or a UNESCO Biosphere Reserve, please give the 

names of the site under these designations. 

 

b) If appropriate, list the IUCN (1994) protected areas category/ies which apply to the site (tick 

the box or boxes as appropriate): 

 

Ia  �;   Ib   �; II   �; III  �; IV  �; V  �; VI  � 

 

c) Does an officially approved management plan exist; and is it being implemented?:  

 

The main goal of National Park Plan, supervised by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is to provide a sustainable approach to maintain the quality of 

natural entities at wetlands. To achieve this goal, the following objectives were set by 

Park Service. The priority of several goals was discussed and shared experiences with 

stakeholders as follows. 

 

d) Describe any other current management practices: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develops ecotourism plans and promot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measures. To maintain the lagoon ecosystem’s integrity, the authority 

starts to develop strategies through five partitions, such as general control areas, 

recreation areas, heritage conservation areas, scenic areas, and ecological reserves for 

control process. This process is designed to avoid the conservation area beyond 

construction of buildings, new roads, and other artificial ways to cause fragmentation 

of habitats and harm protected species. In addition, workshops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 foster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a national park are gu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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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mprove the skills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volunteers. Therefore, the goal, object 

and stratigies are developed as follows:  

Goal:  Develop a proactive site both for natural preservation and ecological tourism.  

Object:  Create a National Park to maintain the integrity of entire ecosystem by 

zoning process and restriction approach.  

Strategy 1: Prohibit killing, adopting, harming, and threatening natural species in 

National Park’s area.  

Strategy 2: Prohibit constructing new roads transecting at the Natural Preserve Core 

Area to avoid road morality of species and ecological fragmentation. 

Strategy 3: Provide training opportunities and courses to improve the capabilities of 

environmental volunteers and interpreters for local communities.  

 
 
28. Conservation measures proposed but not yet implemented:  

e.g. management plan in preparation; official proposal as a legally protected area, etc. 

 

NIL 

 
 
29. Current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facilities: 

e.g., details of current research projects, including biodiversity monitoring; existence of a field research station, etc. 

 

Taichang National Park Service, Chigu Black-faced Spoonbills Research Center 

 
 
30. Current communications, education and public awareness (CEPA) activities related 

to or benefiting the site:  

e.g. visitors’ centre, observation hides and nature trails, information booklets, facilities for school visits, etc. 

 

Taichang National Park Service, Chigu Black-faced Spoonbills Research Center 

 
 
31. Current recreation and tourism:  

State if the wetland is used for recreation/tourism; indicate type(s) and their frequency/intensity. 

 

Boating at Lagoon and Mangrove Channel at a frequency/intensity of 5-10 times per 

day. 

 
 
32. Jurisdiction:  

Include territorial, e.g. state/region, and functional/sectoral, e.g. Dept of Agriculture/Dept. of Environment, etc. 

 

National Park,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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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Management authority: 

Provide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local office(s) of the agency(ies) or organisation(s)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the wetland. Wherever possible provide also the title and/or name of the person or persons in this office 

with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etland. 

 

Director Lu, Deng-Yuan 

Taijiang National Park Service 

Tel: +886-06- 300-0001 

Fax: +886-06-300-0044 

Address: 2 Chen-Ping Rd. Annan District, Tainan City, Taiwan, 708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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