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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對於海岸濕地脆弱性之評估架構(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Coastal Wetland Vulnerability to 

Sea-level 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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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照片 

  

拜會城鄉發展分署分署長 拜會營建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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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觀夢幻湖濕地 

拜會台江國家公園管理處 參觀四草濕地 

致贈外賓台灣意象禮品 

參觀七股潟湖 參觀曾文溪口黑面琵鷺渡冬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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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股研究中心國際濕地工作坊盛況

參觀淡水北海岸 參觀華江濕地 

搭乘渡輪參觀淡水河流域濕地台北場次工作坊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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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國外專家建議報告 

(一)、台江國家公園 
1.台江國家公園環境現況 

台江國家公園（Taijiang National Park）成立於 2009 年年底，

其主要海岸地區的範圍，位於七股潟湖及曾文溪出海口，其範圍包括

國家重要濕地的曾文溪口濕地面積，是本島黑面琵鷺最重要的度冬

區。台江國家公園之名稱，源於古臺南地區的名稱南瀛及台江，瀛為

大海、大水的意思。臺南地區不僅平原寬廣，西海岸更是擁有廣大的

潟湖區，沙洲散布於外海與潟湖之間，包括海仙汕、王爺港汕、南王

爺港汕、青山港汕、網仔寮汕、頂頭額汕、新浮崙汕等；潟湖及海岸

濕地包括北門潟湖區、七股潟湖區及河口沼澤地。沙洲、潟湖形成的

原因主要的是由河水溪流夾帶巨量泥沙、礫石，在海濱堆積而成。本

區屬於第四紀沖積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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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年臺南地區沙源係經颳風所帶

來的豪雨沖刷到海域而成，經夏季西南季風吹拂，而在近岸處形成線

條似巨鯨狀平行海岸線的沙洲，當地人稱為「鯤鯓」（海牛、儒艮），

又稱為「汕」。在沙洲與海岸所形成的海域為潟湖，容納河川及溪流

不斷沖刷而來的泥沙。在地表營力運作下，潟湖被淤積的泥沙填滿

後，稱為「浮覆」，而浮覆地則稱為「海埔」。當沙洲陸連之後，改

道後的溪流與河川持續向西面營造更多的沙洲與潟湖，也形成更多的

陸地（方偉達、楊孟潭，2007；方偉達，2009；2010a；2010b）。但

是依據國立成功大學副校長黃煌煇教授的研究，本區地勢平緩，海岸

地形發育早年停留在初期階段，沙洲潟湖尚未被暴潮作用侵蝕。但從

20 世紀中葉後，臺南海岸已邁向海岸期齡的壯年期，因此，形成新

沙洲的可能性已經減低許多（黃煌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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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保護區河口兩側有大片的紅樹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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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群已經超過 2000 隻，每年至此度冬族群約佔全球族群的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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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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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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江國家公園海岸地區具備開

闊之空間，生物及景觀多樣性豐富多樣，本區成為生態旅遊之休閒去

處。旅遊行程以潟湖觀光、紅樹林觀光、水域遊憩、鹽田生態文化之

旅遊行程為主（方偉達，2005；2010a;b）。 

  
2.台江國家公園課題 

依據海岸潟湖生態旅遊之參訪，國外教授顧問團隊認為，本區最

主要海域規劃之問題，因觀察七股潟湖消失之因子，係為如何防止「沙

洲、潟湖」陸化為「濱海濕地」，其陸化之原因，以及整體濕地管理

之問題，目前臺南地區沙洲消失及縮小的問題，在國際學者 Dr. 

Guntenspergen 根據方偉達博士在 2009 年繪出臺南七股海岸的變遷

圖之後，提出以下的評估，他針對海平面上升對七股潟湖的影響，可

以分為兩方面討論：一為區域性的地層下陷，肇因於地下水的超抽，

然後地下水不足的關係，造成地層壓密等人為及自然因素的現象，造

成四草地區比海平面還要低的現象，這樣的話，將會造成暴潮溢淹，

他舉出美國南部路易斯安那州為例，希望政府管制地下水養殖的超抽

行為；其次，因為氣候變遷，全球暖化導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相對上

將會增加沙洲被淹沒的可能性，但是這種可能性會因為不規律的颱風

暴潮，造成飄沙問題更為嚴重。由於臺南沿海地區主要地理特徵為潟

湖、沙灘、濕地、河口沙洲，皆屬於環境敏感區域，加以外在營力交

互影響，造成離島沙洲消失。以上的論述，可以區分為下列課題： 

(1).地殼逐漸隆起，但是鄰近海域有超抽地下水養殖的問題 

    根據臺大地理系之研究，臺灣西部海岸地區每百年平均上升

18 公分，屬於隆起海岸。本區土地上升導致濱海水域相對落陷，

新生土地朝向向海的一方移動（臺灣地形研究室，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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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陸地飄沙相對於西元 2000 年之後，輸沙逐漸減少的問題 

    本區上游河川因為築壩的關係，原有陸地有足夠的飄沙足以

補充海中沖積沙洲之所需沙料，但是近年來有逐漸減少的趨勢。 

(3).潮流能量較小，但是颱風干擾較大造成沙洲飄移的問題 

    本區潮差、海流及波浪能量相較於臺中海岸，潮差僅 2 公尺，

潮差不大，利於飄沙滯留及堆積。但是因為受到颱風侵襲的影

響，導致輸沙飄移的現象。 

 

 

 

說明：自 1926 年、1956 年、1973 年至 2003 年，七股潟湖及沙洲面積逐年遞減。如以 1926 年

為基準點，面積為 100%，則各年期面積依序為 100%、78.2%、48.4%、19%，亦即在 20

世紀初葉，七股潟湖面積可達 6,000 公頃，但是不到一百年間，七股潟湖面積已減少

81%，現僅餘 1,119 公頃。現有面積參考連鋒宗編《臺灣衛星影像地圖集》，2003；Google 

Earth, 2009（方偉達，2009:39; 2010b）。 

(4).當地漁民針對養殖受限，反對台江國家公園保育政策的問題    

    國外專家在參訪七股潟湖及魚塭之後，了解到早年政府運用

美援，在已經淤積成陸地的古台江內海，以及曾文溪口大量興建

魚塭，之後，放租給漁民養殖經濟魚種。因為這些公有地魚塭興

建經費來自於美國的國際經援，所以又稱為「美國塭」（方偉達，

2010）。經過時間的演變，公有地上的魚塭多已經廢棄，其間漁

民在廢塭中養殖的魚類，提供黑面琵鷺的度冬營養食物來源。這

也是因為食物無虞匱乏，造成每年數以千計的黑面琵鷺到達臺南

曾文溪口七股度冬，在曾文溪口主棲地和覓食區進行停留，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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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了觀察黑面琵鷺熱門的生態旅遊地。但是因為漁民因為養殖經

濟魚種石斑魚，臺南縣政府也全力推動在七股、北門等沿海地

區，成立石斑魚養殖專區。在漁民的角度來看，養殖石斑魚可以

增加收入，但是養殖石斑魚需要挖濬深水池，造成黑面琵鷺在淺

水地區覓食的困難，所以漁民在立法委員的帶領之下，在 2010

年 10 月 27 日民眾陳情案件中，集體向台江國家公園陳述需要進

行設施營造，造成管理上的困擾。 

 

3.國外專家建議 
專家依據台江國家公園實際管理案例，提出在美國一個原住民保

留區中，印地安人所種的樹木品質良好，然而緊臨印地安保留區的國

家公園中的樹木則品質不佳。學者研究原因在於印地安人砍伐樹木

時，採取擇伐而非皆伐的方式，同時他們選擇質量較差的樹木進行砍

伐，依據共同治理的觀念，保留區的樹木得到了印第安人妥善的保

護；而國家公園的樹木則因為缺乏林區管理的實務處理，發展得比較

不好。 

本地的漁民，提出公有土地的魚塭，因為需要興建高壓電纜，以

抽取地下水或是進行調節水中的含氧量進行深水養殖，所以紛紛提議

台江國家公園需要興建電纜線的建議。但是在國家公園法的限制之

下，這些電纜線的設計，需要進行評估。整體來說，國外教授的整體

建議，經過歸納如下： 

(1).依據民眾的共同治理觀念，結合科學數據進行評估 

依據瑞典皇家科學院在2009年公布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

校管理學院經濟學家威廉森（Oliver E. Williamson）和美國印

地安那大學政治學系政治學者奧斯特羅姆（Elinor Ostrom）共

同獲得諾貝爾經濟學獎。 奧斯特羅姆認為，公眾選擇（common 

choice）是認為政府的政策，並不是由理性的領導人決定的，而

是由利益相互衝突的個體和團體，互相衝突和融和產生的公共政

策所決定的。奧斯特羅姆強調使用者管理的概念，以使用者組織

（user associations）藉著集體行動、信託和合作，成功地管

理公共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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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公共經濟學理論是以公共治理（public governance）

的看法看待自然資源的管理，認為草原、森林、湖泊和濕地等天

然資源，常常因為屬於公共財，受到私人闖入干擾，產生公共財

中因為資源耗用，導致「草原悲劇」的問題。因此，為了避免公

共資產的被過度利用，公共財必須受到政府或是私人的嚴格監

管。奧斯特羅姆的「共同治理」（common governance）觀念，

可以提供台江國家公園管理之參考。因為台江國家公園包括了魚

池、潟湖、潮汐灘地，和人工灌溉系統，需要以使用共有資源的

人類行為進行有效管理，而可以減少政府或私人公司的介入公權

力的「公共治理」（public governance），也就是不需要「政

府強力管制」或是「民營化」就可以有效管理生態旅遊地的共有

資源。 

2009年12月28日台江國家公園管理處在臺南市安平區正式

揭牌，內政部正式宣布我國第八座國家公園的成立，但是因應現

行剛性定型式的《國家公園法》管理方式，本區已由「共同治理」

的居民搭建魚寮、施放魚苗及冬天晒坪等民間智慧型管理模式，

演變到國家公園法所嚴格規範的公共治理（public governance）

模式，這些模式將以拆除違建、限制進入及限制干擾的方式進行。 

在2010年10月27日民眾陳情案件中，以其利益需要建議政府

在國家公園之內，興建電力設施， Dr. Furukawa 和 Dr. 

Guntenspergen建議，在濕地管理和規劃中，國家公園的園區內

民眾的權益，應該受到保障，但是還是根據保育的物種，需要運

用涉及科學依據的各項戰略規劃（strategic planning），進行

相關的決策。以2010年10月27日民眾在國家公園管理處要求政府

放寬興建魚塭區的電源線為例，首先我們要知道，其科學性的潛

在影響包括：1.低頻對於鳥類種群產生影響。2.造成環境美學和

鳥類視域之影響。3.高壓電線造成經濟成本過高（颱風過後之維

修費用過高）。4.電纜線之建設造成鳥類棲息地之影響。在這些

影響範圍之內，國家公園必需考量民眾的權益和公有資源維護之

不易，進行兩全其美的措施，藉以解決民怨的問題。 

在10月27日及10月28日的七股潟湖及四草濕地等地的參訪

行程中，Dr. Furukawa和Dr. Guntenspergen討論出兩全其美之

辦法，並且在10月29日的返回臺北的高鐵班車上，由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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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ntenspergen親自執筆撰寫建議事項，以提供台江國家公園之

參考。Dr. Furukawa和Dr. Guntenspergen認為，本案需要提出

替代方案，以選項 A：電力線地下化；以及選項 B：選擇替代性

高壓傳輸電力線之其他替選方案等兩案進行評估，其中B案，可

採用：1.太陽能發電選項。2.小型風車選項等方式，進行發電。

然而，這些建議都需要在進行更深入的環境評估和效益評估，才

能夠進行後續的規劃及設計工作。至於，原有深水池和淺水池係

為養殖不同魚種之用，例如，深水池養殖石斑魚，石斑魚一般不

結群，幾乎都棲息在深水的環境之中，其活動範圍小，只在春夏

季水溫上升時，才會靠近岸邊。淺水池都養虱目魚，本區養殖虱

目魚，採用海水淺水養殖法，全部使用海水，在每年春天放入魚

苗之後，經過4個月之後開始捕撈出售。一般來說，石斑魚的售

價較高，1尾石斑魚苗的售價仍是32元，在飼養成功之後，1公斤

的石斑魚售價超過了400元，在「物以稀為貴」的狀況下，臺南

縣政府鼓勵漁民飼養石斑魚，並且大量進行魚苗繁殖。然而，虱

目魚目前價格低落，由於虱目魚養殖技術提高，1公斤的虱目魚

售價在盛產季節不超過了70元，造成七股地區漁民紛紛改造養殖

池，開始養殖深水石斑魚。 

由於養殖石斑魚的關係，黑面琵鷺覓食喜歡的淺水區，因為

養殖石斑魚造成深水區激增，導致黑面琵鷺在覓食時的困難，那

麼，要如何改變國家公園內黑面琵鷺由於水產養殖特性改變，所

造成之生物多樣性影響範圍呢？深水區的增加，會造成黑面琵鷺

什麼樣的改變呢？Dr. Furukawa和Dr. Guntenspergen提出下列

的建議： 

I：維持現有之水產養殖方法，以建立黑面琵鷺的覓食棲地安全

無虞。 

II：確保黑面琵鷺有足夠的淺水棲地環境，包括黑面琵鷺主棲息

地及覓食區之設置，以利其生存，並保障每年1000隻以上的覓

食足夠的食物來源。 

III：第三點是最重要的建議，因為民眾的權益需要保障，但是

黑面琵鷺的主棲地和覓食區需要維護，因此，建議台江國家公

園劃定深淺水區的輪作區（rotation），仿照香港米埔濕地，

輪流控制魚塘水位，以輪作（輪流曬坪或是放水）的方式，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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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的季節和時間，以科學的方式，調整池塘水位，使黑面琵

鷺的保護和水產養殖業產業能夠兼籌並顧，並且共同享有權

利。所以，本案已經不是單純的國家公園管理的問題，而是整

體環境資源永續發展和明智利用的問題。 

       在台江國家公園的案例之中，我們需要從資源供給者、

經營者和使用者的「共同治理」（common governance）原則

中，提出比公共治理（public governance）更好的治理方式。

所謂從黑面琵鷺棲地「公治」到「共治」的概念轉換，就是一

種新的典範移轉。過去我們的生態管理屬於公共領域（public 

domain）限制民眾的權益，但是在七股地區世代居住的漁民，

事實上其生活價值已經和當地的生態活動息息相關；所以，本

案公共領域的管理概念，已經不符合生態環境共同治理觀念。

意思是在生態旅遊的組織機構中，應包含資源供給者、經營者

和使用者的「共治」架構，這種架構談論的是共同領域（common 

domain）的共同經營觀念。所以，在依據上述之科學基礎決策

過程中，應進行後續評估管理方案的研究。例如，展開調查研

究，並且了解輪流曬坪的頻率及時間長短，並且需要考慮生態

補償措施，以為最後管理方案的建議。 

(2).依據海岸環境變遷，加強後續監測和維護事項 

台江國家公園原為古台江灣，其海岸變遷十分顯著，自有明

清時代輿圖開始，累計 323 平方公里海水面積已形成陸地，海水

位置消長除了象徵地理變化，同時意味人文生態亦隨之興衰。經

由自然形成到人為影響（anthropogenic influence）加速環境

的變遷，如圍塭、曬鹽、墾田、建地、築壩（曾文水庫）及建港

（北門、馬沙溝、青山、安平漁港）等，不但造成河流改道縮減，

從明清以來，海岸線西移約 13 公里，同時自然形成的沙洲，也

隨著產生消退的變化。國外專家觀察目前的七股環境情形，認為

本區的歷史變遷並不僅有增加，事實上仍有嚴重的海岸侵蝕現

象。例如：他們觀察到當地養殖漁業的超抽地下水、築壩、築港

等工程建設。因此，專家建議，如何營造海岸環境已是我們不容

忽視的，在未來的國土規劃上，應加緊腳步解決海岸變遷所帶來

的問題。在永續發展目標方面，應針對防止海岸侵蝕、確實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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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所帶來的危機，並且維護國土完整及生態安全總規劃

目標，並進行下列的建議： 

I 增加海岸管理適當的法源：建議加強海岸管理的相關法規，例

如參考美國的美國的快速立法程序「快速通關立法」，以確

定臺灣有海岸管理法規和濕地管理法規。 

II 將原有海岸管理組織架構重新整合：目前臺灣海岸管理法規分

散在各部會，雖然這種狀況和美國及日本類似，但是我國缺

乏海岸整體資源保護的單位，例如早日成立環境資源部，將

海岸和濕地納入環境資源部整合原有內政部、經濟部和環保

署的執掌，此為為國際專家建議之事項。 

III 將現有濕地廊道資源進行連結：建立西南海岸濕地鏈結的機

制，將國家公園生態廊道的範圍擴大，增加生態廊道管理之

影響範圍。配合生態廊道劃設方式，及運用土地適宜性分析，

劃定「台江國家公園海岸生態廊道」，以保全動植物生態及

防止國土流失。 

IV 依據土地利用管制規定，將現有潟湖的旅遊產業重新規範：提

出永續生態旅遊發展策略，保障海岸沙洲生態體系的特性，

並依據非城市土地使用管制方式，訂定沿海土地利用管制規

定，針對海岸特性劃定分區，結合潟湖生態旅遊衝擊分析，

規劃各分區海域防護方案，以符合海岸濕地復育、保育及教

育的原則。  
 

(二)、淡水河濕地 

1.淡水河濕地環境現況 

淡水河位於臺北盆地，原為淡水河泥沙淤積而成的沖積層。淡水

河為北臺灣第一大川，山高水急，淡水河河源高度為 3,500 公尺，河

長 158.7 公里，流域面積廣達 2,726 平方公里，在樹林進入盆地，經

過臺北縣新莊，在臺北市南方與新店溪合流，到了關渡出盆地，經過

淡水鎮出海。淡水河流經盆地長約 25 公里，河床平均比降為

1/1,600，河床分歧，水勢短促，河川灘地與沙洲所佔面積甚廣，且

時常有氾濫的情形，最高和最低時的水位高差為 6.35 公尺，流域平

均雨量 3010 公釐（方偉達，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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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1981 年歷史資料，淡水河在樹林與土城之間，河床寬約

1,000 公尺，新莊為 300 公尺，臺北橋下寬 410 公尺，關渡西南寬

400 公尺。本國際級重要濕地位於臺北盆地西側華江橋附近淡水河段

（25°03＇N , 120°28＇E）以下，係為大漢溪與新店溪交會於淡水河

段之匯流處及支流下游地區。自古位於水路輻奏之處，占盡地利之

便，由於受到地勢平緩、大漢溪與新店溪主支流匯流等因素影響，導

致本區河川流速減緩。所以，在這裡因為雨量過高，土壤鬆軟，侵蝕

和搬運作用強烈，其中的三大支流，橫貫擁有六百萬人口的大臺北都

會區。在歷史中記載，本區每遇大雨常有水患。水患之後多帶來上游

沖刷的沖積土。這些沖積土，逐漸形成沙洲、泥灘地及草澤地。因為

本區人口稠密，目前人為輸入污染問題繼續存在（李承軒，2008）。 

淡水河國家重要濕地約 1471 公頃，包含挖子尾濕地 60 公頃、

淡水河紅樹林濕地 190 公頃、關渡濕地 394 公頃、五股濕地 177 公頃、

大漢新店濕地 650 公頃，說明如下： 

(1).挖子尾濕地 

    位於臺北縣八里鄉淡水河口左岸，緊臨觀音山系，東自幸福

水泥專用港起，西至八里安檢所止；北自淡水鎮與八里鄉界起，

南至觀海大道的北側約 100 公尺處(紅樹林生長地區)止（臺北縣

八里鄉 25°10'10"N , 121°24'43"E）。 

(2).淡水河紅樹林濕地 

    位於淡水鎮竹圍附近之淡水河北岸，距離淡水河出海口約 5

公里。北起捷運淡水站南側約 150 公尺處，東以捷運淡水線為界，

南至捷運紅樹林站南側約 1.2公里處，西至淡水鎮與八里鄉界（臺

北縣淡水鎮 25°09'18"N , 121°26'44"E）。 

(3).關渡濕地 

    位於關渡平原西南側，基隆河與淡水河的交會處，距淡水河

出海口約 10 公里。北起關渡宮西側，包含關渡自然公園，至關

渡防潮堤止；南至蘆洲防潮堤、五股防潮堤及塭子川防潮閘；東

以關渡自然公園為界，並沿社子島西側之防潮堤往南約 1 公里

處；西以左岸自行車專用道為界。 （臺北市、臺北縣 25°06'37"N , 

121°27'1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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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五股濕地 

    位於二重疏洪道北端，北接關渡濕地，南至國道 1；東至疏

洪一路(北 59)，西以省道臺 64為界（臺北縣五股鄉 25°05'25"N , 

121°26'30"E）。 

(5).大漢新店濕地 

    位於淡水河流域大漢溪與新店溪交會處，北起中興大橋，東

沿新店溪流域，南至秀朗橋，西以大漢溪流域及大漢橋為界（臺

北市、臺北縣 25°01'28"N , 121°28'52"E）。 

  

2.淡水河濕地課題 

依據淡水河中下游生態旅遊及華江橋濕地生態之參訪，國外教授

顧問團隊認為，本區最主要為淡水草澤生態及河流型生態問題，其中

國外教授在 10 月 26 日赴淡水河搭乘渡輪參訪時表示，本區河川泥沙

含量過高，需要進行疏濬改善的工程。此外，淡水河及其上游地區受

到遊憩及城市開發的壓力相當大，水質、森林、生態環境等面臨不小

的開發壓力。而淡水河中游地帶接近人口集中區域，因為水泥堤岸出

現，我們進行觀察的結果，和往年進行比較，鳥況大幅縮減，僅有少

量的鷺科鳥類出現。此外，河岸兩旁腹地不夠大，無法營造成面積寬

廣的生態廊道，以創造出多樣化生態環境，接近中下游地區，有寬廣

的腹地，但是仍以人為運動設施建設為主，在華江公園，大面積的草

地是主要景觀，棲地環境仍嫌太過單一化。整體而言淡水河流域有三

處保護區，挖仔尾、關渡及華江，都位在中下游處，兩處保護鳥類、

一處保護植物。現階段還有民間團體及政府的力量協助營造濕地環

境，分別位於永和市新店溪岸，新海橋旁及二重疏洪道內，這些由下

游至中上游的區塊綠點，就可以串連成一條生態廊道。簡單來說，歸

納國外學者專家提供的問題，分述如下： 

(1).河川不斷縮減河道，河川有陸化的可能性 

      因為國外教授觀察到淡水河水相當混濁，建議我們提供泥沙

含量的分析。國外學者專家認為，淡水河由於集水區廣袤之故，

所以泥沙的沉積速率和泥沙含量都比較高。此外，根據方偉達等

人（2007a; b）調查發現，因為淡水河棲地環境受到陸化及上游

開發的影響，導致水中懸浮固體逐年上升，例如在華江橋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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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之中，發現 13 年間增加泥沙量為 5.2 倍，而懸浮固體上升，

也和鴨科鳥類多樣性從 10000 隻下降到 2000 隻有關，臺北縣政

府和臺北市政府應該重視這個問題。此外，因為陸化的結果，造

成陸鳥多樣性的增加。研究顯示因為水中濁度上升，浮覆沙洲陸

化，沙洲的土壤硬度高達 6.74，造成濕地植物初級生產力減少。

在 10 月 30 日我們參觀淡水河華江橋的棲地，發現鴨科鳥類多樣

性減少，此為華江橋雁鴨棲地一大警訊。最大的警訊即為鴨科鳥

類很容易受到肉毒桿菌中毒狀況頻傳，例如在 2002、2004、2005

年 11 月都出現肉毒桿菌中毒事件，死亡鳥類數量百隻以上。肉

毒桿菌屬於厭氧細菌，水質不佳及懸浮固體太高的水質環境是肉

毒桿菌的溫床。每年在 11 月入秋之後日夜溫差甚大，水中溶氧

釋出，淨初級生產力不足，導致華江地區河域原本溶氧量不高的

狀況，更加雪上加霜，以至河面出現大批死魚，因而促成蛆蟲大

量滋生。當小水鴨吃下大量體內含有肉毒桿菌的蛆之後，因而中

毒（方偉達，2009）。 

(2).關渡濕地不斷陸化，挖掘池塘不能解決鷸鴴科鳥類減少的問題 

      關渡濕地是國外教授造訪的重點之一。他們從紅樹林探討到

鳥類，提到英國學者史溫侯（R. Swinhoe ，1836～1877）在這

裡看見數以萬計的水鳥漫天飛舞的故事，其中包括了朱鷺和黑面

琵鷺。1970年布萊克蕭（K. Blackshow）在關渡地區調查到184

種鳥類。但是到了1980年，關渡鳥類下降到139種。1990年關渡

濕地因為受到人為棄土、開發和整地的干擾，加上堤防外的濕地

受到鹽化的影響，原有泥灘地的蘆葦和茳茳鹹草的環境，受到紅

樹成林的干擾，也造成了鳥類棲地面積的下降。例如原有燕鴴和

濱鷸的數量，在1990年代邁入高峰，但是2000年以後，數量急遽

的變少。在2003年之後，因為水池開挖，小水鴨成為關渡自然公

園冬季經常來訪的族群。其他鳥類因為棲地水池開挖，雁鴨科常

見的有小水鴨和花嘴鴨，而關渡自然公園進行棲地復育之後，較

為著名的復育物種有高蹺鴴和池鷺等水鳥。但是原有泥灘地的鴴

科鳥類和鷸科鳥類，逐漸在關渡自然公園和關渡自然保留區消失

（方偉達，2010b）。 

      國外學者專家依據我們所提供的鳥類調查記錄顯示，這些保

護區及人工營造的濕地，因為多樣化環境的塑造成功，使得數量

高過其他區域。因此直接證明對環境生態的投入管理與維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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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程度的功效與正面的幫助。但是，某些物種的消失，其實

代表的是另外一種警訊。 

 

 

 

  

 

        八里鄉位於淡水河的左岸，都市計畫（深色部分）沿淡水河左岸向出海口 

延伸，沿岸發展遊憩活動（方偉達，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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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外專家建議： 

國外專家認為，淡水河屬於城市河川，在管理上實屬不易。需

要以個別的棲地環境，針對以下的準則，進行管理。 

(1).在適當的生物地理區域中，保護紅樹林濕地型態 

      本區為臺北唯一的河川濕地廊道，亦為北臺灣的紅樹林純

林，其分布為臺灣的北界，位於北緯 25 度，與九州鹿兒島奄

美大島紅樹林齊名。本區紅樹林為臺灣紅樹林分布最北界。東

亞紅樹林除臺灣之外，分布於菲律賓、馬來西亞、帛琉、印尼

等熱帶國家。本區位於上開國家以北，具有該代表性、稀有性

或獨特性的紅樹林，對於生態、環境保護、學術教育等方面具

備珍貴價值，目前已呈生態平衡狀態的紅樹林應加以保育，並

防止擴散。 

(2).保護淡水河系生物的多樣性 

      本區位於臺北都會區人口稠密處，根據鳥類調查的紀錄，

過去包含了瀕臨絕種的種類計有遊隼、黑面琵鷺、諾氏鷸、東

方白鸛等鳥類，上開鳥類為瀕臨絕種的物種。以生態金字塔頂

端的種類而言，遊隼需要遼闊的棲地及充沛的食物，方能保障

其生存條件。此外，本區在 2005 年 8 月發現稀有保育類動物

四斑細聰，四斑細蟌已被國際自然及自然資源保育聯盟(IUCN)

列為瀕臨絕種，其族群也比日本和香港的更穩定。據荒野保護

協會推估隻次乘以主棲地總面積（約 6000 平方公尺）除以穿

越線目視面積（穿越線長度 70m 乘以調查員目視範圍約左右側

1.5 公尺），約 240 平方公尺。 

I 在 2008 年六月推估最大量 66X6000/600=660。 

II2009 年六月推估最大量 13X6000/240=270。 

III 成蟲分布面積：主棲地面積+南蘆葦叢面積=14000 平方公尺

=1.4 公頃。 

IV 稚蟲分布面積：主棲地積水面積+南蘆葦叢積水面積=1500 平

方公尺=0.15 公頃。 

    目前族群減少可能原因，推估為淡水河系的蘆葦叢內泥沙淤

積，以及五股坑溪人為水質污染，因此，在生態保育學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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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斑細蟌未能夠達到保育指標 50/500 原則，亦即其族群量未

能穩定超過 500 隻以上，且又被國際自然資源保育聯盟(IUCN)

列為瀕臨絕種，因此五股濕地）應劃設保護地帶，並且定期

進行疏濬，以防止四斑細蟌的滅絕。 

(3).疏濬華江橋濕地 

      依據臺北市野鳥學會 1985 年至 2008 年在大漢新店濕地、

關渡濕地及其他地區調查的資料，本區鳥類調查數目超過 20,000

隻，以華江橋濕地調查地區為例，僅為 1999 年 2000 年調查超過

8,000 隻小水鴨，惟近年來因為自然環境和人為環境的丕變，淡

水河沙洲陸化，影響到華江橋地區的鳥類數量。因此，地方政府

應積極疏濬本處的泥沙，並且善用潮汐的力量。例如，在 10 月

30 日觀察發現華江雁鴨公園鄰近新店溪的入口水道，因為泥沙淤

積，非初一、十五大潮，河水無法進入，平日潮水進入內河道都

是由中興橋頭進入，因此將水質不佳的河水帶入內河道，退潮後

污染物質沈澱內河道，但是無法得到新店溪較潔淨河水來沖洗。

長期應設法改善環境水質狀況，中短期要將新店溪河水引入，使

得平時常態性就有河水流入內河道，改善水質環境。 

(4).開放關渡濕地的水閘門 

      目前在關渡自然公園中，由於堤防影響，造成自然公園與

潮汐之間形成一條隔離線。 

所以專家在會勘關渡自然公園和關渡自然保留區之後，建議應該

開放海堤水門，讓潮汐流動。此外，建議以科學為基礎之決策應

考慮下列事項： 

I 應採用水文模擬模型，評估的開口類型和流量管制措施。 

II 監測水閘門打開之後的鳥類族群、群聚和環境變量，將此監測

結果運用在適應性管理之過程中，以評估打開水閘門的政策好與

不好，並且進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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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外專家改善建議 

    在日本學者 Dr. Furukawa 的簡報之中，提出推動目標

（objective）、提出發展策略（strategies），進而產生價值 （value）

是非常重要的。經過本次計畫辦理台北及台南兩個場次的工作坊，以

及華江濕地舉行的小型居民座談會之後，我們針對台北及台南兩場次

工作坊之專家簡報內容及討論，根據上述台北及台南兩場次工作坊之

專家簡報內容及討論，本研究提出可供台灣推動濕地保育工作之改善

建議如下表所示： 

濕地及海岸永續發展目標、策略與價值連結表 

推動目標 發展策略 產生價值 

(一)、濕地及海岸

管理法源化 

推動濕地及海

岸法規擬定與

管理計畫 

1、確定海岸及濕地管理機關，有助其

針對海岸及濕地整合性資源保

護、規劃、設計及管理之權責釐

清。 

2、強化海岸及濕地資源保護、監測及

利用之整合效益。 

3、提供學術單位海岸及濕地科學研究

經費法源依據。 

(二)、濕地及海岸

管理組織架

構整合化 

整合與建構海

岸與濕地的保

護體系 

1、加強政府與民間的互動與合作共

識，共同解決海岸侵蝕、潟湖淤

積、河川淤積及河川污染等問題。

2、建構完善的濕地和海岸分工及管理

體系，以利海岸地區及濕地環境的

土地行政推動，增加政府行政效

能。 

(三)、濕地及海岸

生態廊道資

源連結化 

營造海岸及濕

地保護區之生

態廊道連結 

1、針對海岸及濕地的特性，劃定海岸

及濕地的生態功能分區，創造保護

海岸、濕地物種廊道的天然屏障。

2、由人為控管及大自然的修補能力，

發展出人為景觀與自然生態並存

的效益。 

(四)、濕地及海岸

生態工程精

緻化 

發展新式海岸

及濕地保護工

程設計 

1、以人為工程措施，針對侵蝕嚴重地

區採用相關固沙護岸設計，創造低

人工量體且精緻之融入式海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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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景觀。 

2、提供海岸濕地沿岸漂沙的沙源，以

防止海灘侵蝕，獲得保護海岸的效

果。 

(五)、濕地及海岸

環境教育融

入化 

依據環境教育

法，研擬濕地及

海岸永續發展

環境教育 

1、以宣導方式喚醒國人重視海岸及濕

地所面臨危機。 

2、以淨灘、淨河、栽植固沙景觀植物

等環境行動面，進行融入式的環境

教學，讓國人及下一代更重視國土

保育的重要性。 

(六)、濕地及海岸

旅遊產業生

態化 

發展海岸生態

旅遊產業 

1、為維護當地漁民生計，發展生態旅

遊導覽產業，以創造生態為主體的

精緻型文化產業。 

2、建構產業資源循環再利用過程，例

如參觀牡蠣殼回收及再利用及潟

湖養殖水回收循環的導覽程序，以

強化生態旅遊的實質內涵。 

3、增加河川渡船式生態旅遊的可行

性，但是政府應該積極加強河川生

態旅遊的安全維護。 

 

    在美國學者 Dr. Guntenspergen 的簡報之中，他提出以建立長期

科學研究的方法，建立海平面上升所帶來之影響與評估技術。有關於

美國專家簡報及參訪心得，對於台灣推動濕地復育工作之改善及建議

經過歸納整理之後，詳如下表: 

 
濕地及海岸科學研究目標、策略與價值連結表 

推動目標 發展策略 產生價值 

(一)、加強濕

地及海岸

科學技術

研究 

推動濕地及海岸

法規擬定研究與

科學發展計畫 

1、仿效美國科學基金會，建議行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簡稱為國科

會)建立與美國高等研究單位之聯

繫，將我國納入建立海岸資訊調查

站之範圍，建議我國海岸調查地點

列為國際海平面上升普查之基準

地區及範圍，並建議在我國設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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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站。 

2、推動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我

國高等研究單位、機構及大專校院

加入國際相關海岸研究組織，以推

動聯合國相關組織國際學術會議

及亞洲濕地研究中心在我國舉辦

及設置辦公室之可行性。  

(二)、建立濕

地及海岸

標準調查

作業模式 

整合與建構海岸

與濕地的標準作

業規範 

1、目前我國國科會、環保署、農委

會等單位所建立之標準調查作業

方式各行其是，並未與國際接軌，

建議仿照美國與加勒比海諸國簽

訂之拉勒比海七國海岸/海洋生產

力調查計畫 CARICOMP (The 

Caribbean Coastal Marine 

Productivity)，建立與國際接軌

之標準作業程序(SOP)。 

2、建議我國學者應依據上開之模

式，建立亞洲跨國之研究，並且發

表國際專書及期刊著作，以建立我

國學術研究之亞洲地位。 

(三)、建立濕

地及海岸

生態長期

監測架構 

建立海岸及濕地

保護區之生態調

查長期合作之方

式 

1、目前我國學者之海岸及濕地生態

調查，除與國際尚未接軌；此外，

相關研究發表並未考慮政府中央

單位及地方單位之需求，建議應該

多以工作坊之方式，進行對話，並

且調整我國實際生態環境所面臨

之問題，以進行實地研究。 

2、台江國家公園具備國際特色，建

議思考擴大民眾參與之方式，並且

科學教材教育民眾，建立不同的替

代方案，以提供民眾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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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外專家建議報告(中英文對照) 

 
Recommendation Remarks from Foreign Experts    
 
October 29, 2010  
 
Justification 

 
The final recommendation remarks are supposed to suggest due in December, 
2010 from exper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fter returning to their 
countries from Taiwan. However, in terms of this final report due on November 16, 
2010 from the cases to be reviewed and approved within 90 days after mid-term 
report, this recommendation letters are submitted to complete closing remarks 
WHEREAS time is constraint, commissioned by the scholars from USA and Japan 
during their staying periods in Taiwan. The authors provided their scientific 
reviews from Danshui River Corridors as well as the Taijiang National Park from 
one week workshop.  
 
They discussed their recommendations from entire report matters with carefully 
translation format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Taijiang National Park, the authors understood their importan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Taiwan's coastal wetlands, rare animals, history, culture, as well as salt industry. 
The headquarters was founded on December 28, 2009.  Taijiang National Park, a 
world famous region with precious wetland ecosystems, this area was named for 
their black-faced spoonbills as well as Chigu Lagoon’s protected areas and other 
important ecological resources. The authors detected that all sources from fishing 
mullet, milkfish, and entire industry assets from lagoon boating. In addition, the 
boating tour guide along Danshui River Wetland Corridor was subject to be 
another excellent scenic views while they traveled on the rivers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ir suggestions for the entire planning and assessment projects on our 
wetland conservation. This report is subject to provide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Taijiang National Park as well as Taipei River Corridors for their operating 
management for all proposed wetland corridor projects in Taiwan. 

 
Wetland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in the National Park 
 

The Park needs to use a strategic planning process that involves science based 
decision-making. 

 
Power lines: 
 
 Potential Impac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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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ow frequency effects on bird populations.  
2. Aesthetics and view shed impacts 
3. Economic costs of the high transmission power lies (maintenance costs 

from typhoons). 
4. Construction impacts on bird habitats. 

 
 
Option A: Bury the powerline. 
 
Option B: Examine alternatives to high transmission powerlines 
 

1. Solar power 
2. Wind mills 

 
 
How do changes in aquaculture impact the biodiversity and black-faced spoonbills in 
the Park? 
 

1. Maintain the current aquaculture practices 
2. Ensure sufficient shallow habitat exists for the multiple activities of 

spoonbills including habitats for eating and resting. 
3. Rotation of water levels in ponds to benefit both spoonbill conservation 

and aquaculture enhancement. 
 
Science based decision making to evaluate management options should include 
research. For example, research is needed to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length 
of rotation and what depths should be used.  
 
Danshui River Estuary –  
 
High sedimentation rates in the river watershed that results in high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 in the water. 
Guandu Nature Park is isolated from tidal influences 
 
Breach the sea wall to allow tidal flow. 
 
Science based decision-making should consider: 
 
Evaluate the type of openings and flow that is needed by using hydrologic simulation 
models.  
 
Monitor bird populations, plant communities, and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so that the 
results can be used in an adaptive managem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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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專家建議報告 

99 年 10 月 29 日 

 

前言 

 

本次邀請美國及日本濕地專家學者回國後提出建議報告(99 年 12

月)，惟因本案需於期中報告審查通過發文之日起 90 日內(99 年 11

月 16 日)完成結案報告書，茲因時間緊迫，委由美國學者及日本學者

在我國即將返回之期間，即利用台江國家公園及淡水河濕地廊道參訪

計畫之後，集體討論出建議之報告事項。規劃單位進行中英對照之翻

譯工作，以形成國外專家建議報告。為保護台灣沿海地區重要的濕地

環境、珍稀動物、歷史文化及漁鹽產業，內政部於 98 年 12 月 28 日

成立台江國家公園，區內具備國際級珍貴濕地生態系、黑面琵鷺保護

區及七股潟湖等重要生態資源，以及烏魚捕撈、虱目魚、曬鹽等漁鹽

產業資產。而淡水河濕地廊道係以淡水河為標的，邀請美國及日本學

者赴淡水河實地在河面上參訪，以針對濕地保育進行整體規劃之評

估，因此，本報告係以台江國家公園之經營管理及淡水河台北濕地廊

道進行建議。 

 

濕地管理和規劃中的國家公園 

 

國家公園之園區需要運用涉及科學依據之戰略規劃決策過程。 

 

國家公園內之電源線： 

 

潛在影響 -  

 

1.低頻對於鳥類種群產生影響。 

2.造成環境美學和鳥類視域之影響。 

3.高壓電線造成經濟成本過高（颱風過後之維修費用過高）。 

4.電纜線之建設造成鳥類棲息地之影響。 

 

 

選項 A：電力線地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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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B：選擇替代性高壓傳輸電力線之其他替選方案。 

 

1.太陽能發電選項。 

2.小型風車選項。 

 

如何改變國家公園內黑面琵鷺由於水產養殖特性改變所造成之生物

多樣性影響範疇？ 

 

1.維持現有之水產養殖方法。 

2.確保黑面琵鷺有足夠之淺水棲地環境，包括黑面琵鷺主棲息地及覓

食區之設置，以利其生存。 

3.以輪作(輪流曬坪)方式，依不同季節及時間調整池塘水位，使黑面

琵鷺之保護和水產養殖業的兼籌並顧，並且均蒙其利。 

 

在依據上述之科學基礎決策過程中，應進行下列評估管理方案之研

究。例如，展開調查研究方面應了解輪流曬坪之頻率及時間長短，以

茲最後之管理方案建議。 

 

淡水河河口 -  

 

淡水河由於集水區廣袤之故，形成過高之沉積速率及其泥沙含量過

高。 

在關渡自然公園中，由於堤防影響，造成自然公園與潮汐之間形成一

條隔離線。 

 

應開放海堤水門，讓潮汐流動。 

 

以科學為基礎之決策應考慮下列事項： 

 

應採用水文模擬模型，評估的開口類型和流量管制措施。 

 

監測鳥類族群、群聚和環境變量，以此監測結果運用在適應性管理之

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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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建議 

濕地具有經濟生產、提供生物棲地、保水抑洪、淨化水質、穩定

海岸、觀光遊憩、研究教育與種源基因保存等多方面功能，具有相當

高的經濟與生態價值。但在國土空間資源有限情形下，過去為求經濟

發展利用部分濕地，甚至進行大規模陸化開發，致使濕地生態受到破

壞，重要棲息環境被切割、零碎化，影響整體生態的永續發展。然而，

濕地是地球生產力最高的生態系，具有非常重要功能與價值。其豐富

生物多樣性是重要物種的繁衍棲息地、孕育新物種的演化平臺，也是

重要生物基因庫。 

享有「福爾摩沙」美譽的臺灣，四面環繞的蔚藍大海與極富生命

力的蓊鬱山林令人嚮往，但人們常常忽略了介於水陸之間的過渡地

帶—濕地。由於鹽度與水位的變化，營造出這片特別的棲地環境，因

此在此生長的生物，往往有許多特別的構造與行為以適應環境的變

化，又因為濕地多富有極大的生產力，每逢候鳥季，常可見大量水鳥

在此停留，蔚為奇觀。 

濕地不但具備有極大的生產力，同時也對其他生態環境有不小的

保護作用，可以協助調節洪流、維持地下水、防止地表及地下水的海

水入侵等，但是濕地絕對不是取之不盡的，過度的開發，將導致自然

的反撲。尤其是全球環境變遷是目前世界各國都非常重視的議題，而

氣候暖化及氣候異常對物種及生態系的影響更是受到極大的關注。人

類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們要依靠大自然各元素的配合才能生存。對

大自然的資源必須要以正確的認識和適當的方式使用，人類和其他生

物才可以持續享有這寶貴的天然資源。我們不應隨便改變濕地的用

途，例如把魚塘改建成貨櫃場，應該維持其濕地的狀況，如魚塘、農

地和基圍（香港案例）的運作，讓它發揮作為人類及野生生物的糧食

產地或棲息地的功能。 

本次藉由參與濕地科學家學會美國年會之機會，與各國濕地相關

人員交流，汲取經驗，建議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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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積極保護濕地物種 

全球有 60%的人口住在距離水源地 1 公里內，而所有活動最終都

會影響到水生環境。水壩與灌溉設施便是人類介入水環境的證據；但

即使沒有這些工程設施，人類在陸域活動累積的後果也不容忽視。例

如工業化和都市化，便使濕地喪失了生態服務功能，由此導致的棲地

破碎化也影響到生物生存。現今已有許多河濱物種因此滅絕，族群量

低於物種繁殖潛力的物種也終將消失。 

    關於濕地物種復育，根據美國魚類及野生動物署（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於 1983 年 9 月頒訂之「瀕危及受脅物種名錄及

復育優先次序指南」（Endangered and Threatened Species Listing 

and Recovery Priority），對於不同瀕危等級的評定原則及如何決定

復育計畫之優先次序有具體的建議。認為要決定物種復育之優先次序

時，通常應該考慮下列三項因素：（1）受脅等級（又稱瀕危等級）

（degree of threat）；（2）復育之可能性(recovery potential)；（3）

物 種 基 因 特 殊 性 之 分 類 階 層 (taxonomic level of genetic 

distinctiveness)。 

    本次參訪的美國濕地所採取的各項措施及方法上值得我國借

鏡。因此國內濕地物種之保護，除了在瀕危生物之外，棲息地

（habitats）整體環境的規劃、管理和保護措施，應該更為加強。例

如黑面琵鷺、臺北赤蛙等，其他大規模遷徙性的族群（如灰面鷲、赤

腹鷹等），因涉及國際事務，也應予重視，並加強研究與國際聯繫。 

 

二、培訓濕地專業人才 

長期以來人們對濕地功能的片面認識導致濕地在全球範圍內不

斷喪失和退化。目前，濕地保護與生態修護引起全球關注，包括中國

在內的許多國家正開展積極的生態修復與建設。但由於專業技術能力

的相對落後及專門人才的匱乏，許多濕地建設與保護工作未能取得預

期效果。因此人才培訓的特別重要，正確的工作方向，可以避免不必

要的地景工程，更讓當地人參與濕地復育工作創造就業機會。 

    因此，我們可透過一些具歷史意義或特殊用途的植物物種的介

紹，促進對於濕地的參與興趣，增加想像及探究空間，甚至以濕地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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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自然藥學促進自然療法，以減少城市地區醫療研究及開銷的浪費。

讓參訪遊客了解具有歷史意義的民俗植物，更可促進當地特有民族文

化的延續性，這些濕地教育等都必須仰賴專業人才，因此有計畫的培

訓是必要的。 

    在臺灣濕地的棲地復育操作過程中，有許多民間單位正在努力

中，例如：臺灣濕地學會、荒野保護協會、臺灣濕地保護聯盟、各縣

市鳥會…等，這些濕地專業人才可以整合每一項細部環節，例如在教

育宣導時，讓民眾了解水、空氣及有機物質的循環在濕地中所扮演的

角色，並包含了教授環境實用技能等管理工作。而且濕地專業人才可

以對於景觀生態相關議題，提供對土地適宜性管理分析策略。 

 

三、跨部會管理單位整合 

濕地則具有多方面功能。濕地除提供人類生產使用、野生物棲息

環境外，對於水資源的淨化、涵養、保育及調節，都有重大的作用。

然而過去對於濕地與水資源卻甚少由整合性的管理著眼，所知實例即

為分散與短缺。因此在必須檢討在不同政府層級中水與濕地的管理狀

況，並發掘濕地、水和保育進行整合管理的機會、限制和威脅，最後

確立一套連貫性的行動與步驟，以凝聚有利的作業過程。 

    目前臺灣濕地的管理，因為有各種因素目的而有不同的尺度，包

括了從地方級到國家級及國際級的尺度，以及各種樣區（site-based）

的架構。因此各級管理濕地的單位及權責不一，跨部會間的協調溝

通，造成濕地管理維護上的問題，因此突顯訂定濕地法的重要，以明

確劃分權責。 

 

四、濕地的調查、評估與監測 

濕地科學家進行濕地調查、評估與，發展出復育濕地的有效方

法，藉以確立目標、選定指標、選擇正確參考點、測定變異，以及監

測生命週期。濕地復育應使用一種平滑「軌跡」方式，來預測以參考

點為基準，找出最終復育點相契合之目標。這個目標取決於生態系統

的結構與功能，顯示出濕地復育中的歷程。濕地復育的目標就是要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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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破壞的生態系統恢復為較自然原始的狀態，並維持生物多樣性

(biological diversity)；確立隨時間累積的生態功能，並維持其彈

性；維持生態功能及結構。方法有：（1）調查、評估及監測計畫之可

行工具；並（2）界定調查、評估及監測計畫之優先秩序，以尋求良

好的原則架構的設計。 

    目前，在臺灣尚未訂下一套國家認可用以評估濕地復育過程的標

準步驟。濕地知識要科學化、科學知識要在地化及在地經營要科學化。 

擬定一套適當的方法，不僅在單一復育地到整個河岸復育環境，或是

從研究分析到模式建立，都是非常需要的。因為濕地是景觀間主要的

連結區域，進行評估需從大尺度開始分析，以測量濕地變異度、位置

及連接性。在中等尺度方面來說，這些景觀方式對於決定復育所需的

條件、目標及參考點，針對未來的監測來說也是有所裨益的。在小尺

度、單一地點的評估來說，則可觀察經歷一系列的濕地演化階段。 

    濕地復育與當地產業的連結及建立濕地更詳細的社經人文等資

料庫。因此濕地的調查與監測是濕地經營管理之基礎，能提供經營管

理必要之數據及資料。建議應重視濕地監測及建立統一濕地監測的標

準作業流程，以利建立生態資料持續追蹤各個濕地棲地環境及減少設

施進入濕地參與當地濕地的長期調查工作，並與 NGO 組織合作，以建

立完整精確的資料。 

 

五、持續參與國際交流合作 

 本次參訪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觀摩國際濕地保育做法，例如學

習美國濕地保育中，為了濕地永續發展，聯邦與州政府合力協調維

護。由於國際濕地會議規模龐大，與會國家和人士眾多，在國際間有

一定之影響力，因此持續參與國際會議，我國可考慮加入會員國或成

為觀察員，例如拉姆薩公約（Ramsar Convention）；未來會議時，亦

盡可能派員持續參加，以增進國際瞭解和相關之合作互助。環境外交

是臺灣拓展外交與推動國內保育工作的雙贏策略。臺灣眾所皆知的外

交困境，使政府機構甚至民間團體無法充分參與國際事務，為臺灣在

國際上爭取合理的地位。目前全球化的環境問題受到各國的重視，在

聯合國體系下的公約組織（或稱拉姆薩爾公約），在近年來已被運作

成為全球環境政策的重要制訂與推行機制，不僅關係環境與生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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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保護，亦涉及經濟與貿易活動之規範與管制。基於環境是一跨國

境、全球性之議題，加上國內特有的環境資源與生物多樣性價值，臺

灣在環境議題與國際環境事務上應有充分的正當性來參與，藉以突破

外交困境，促進與他國之交流，並提升國內的環境與生活品質。 

    參與國際會議在於拓展中華民國的環保外交實力、增進對國際環

境事務之瞭解、吸收國際保育資訊、進行與他國政府或民間團體之交

流與結盟，並藉此經驗評估臺灣未來參與國際環境公約與環境事務之

具體策略。其他相關的網絡與次級組織，也宜以非政府組織或學者方

式，積極加入，強化經常性之合作。在相關國際公約的研究方面，應

予鼓勵，以探討其對於臺灣的限制和機會，俾發掘有利之參與機會。

目前在海外會議參與中，建議依據下列表單進行事先規劃，以保留海

峽兩岸及國際舞臺發表及揮灑之空間。 

表 11  2010-2011 年臺灣濕地學會宣導辦理海外濕地學術研討會活動 

時間 地點 會議名稱 

2010 年 11 月 16～20 日 海南省海口市海

南省環境科學研

究院 

第三屆海峽兩岸人工

濕地研討會 

2011 年 2 月 2 日 伊朗拉姆薩等地 國際濕地日成立 40

週年紀念 

2011 年 7 月 3～8 日 捷克布拉格 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

2011 年海外年會 

2011 年 9 月 馬來西亞沙勞越 2011 SWS 亞洲濕地

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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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拾、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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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忘錄 
 

「濕地區域行動策略計畫」由參與 2008 臺北「亞洲濕地宣言」的

起草者凝聚共識、為保育臺灣濕地所擬定，前於 2008 年 10 月 23

日至 24 日臺北舉辦之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SWS）第一屆亞洲濕

地大會中，由營建署（CPA）及 SWS 共同討論，並於 2009 年 6 月

20日至26日美國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市舉辦的SWS-WWA-WBS聯合年

會中進一步修訂文字： 
 

營建署及 SWS 同意透過下列方式提升對臺灣濕地重要性、能見度及

永續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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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進行審查及出版，出版費用由內政部營建署贊助。 

2. 由營建署邀請 SWS 派遣技術顧問，執行(臺灣濕地保育國際合作

計畫，並公開發表執行成果，包括濕地研究、保育、復育及經

營管理計畫等) 臺灣濕地研究、保育、復育及經營管理計畫。 

3. 營建署以經費、組織、技術及行政支援，推動 2010 年亞洲濕地

會議活動。後續執行細節另訂之。 

4. SWS 邀請營建署及臺灣濕地專業人士參與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

年會或其他該會贊助活動，包括各項研討會、工作坊等。  
 

「濕地區域策略行動計畫」未來將透過以下策略，強化亞洲濕地國際

重要地位： 

1. 強化推動臺灣「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2010-2016)」。 

2. 在臺灣設立設施供安置未來的濕地辦公室或機構，以支援濕地

保育人士。此辦公室或機構將為保育人士提供金融的、組織的、

技術的及行政的協助。該辦公室或機構的活動，將在提昇濕地

科學及發展綜合性濕地課程的目標下，由 CPA 及 SWS 雙方協商。

此外，CPA、SWS 將與相關團體共同協商，提供國際性研究計畫

以加強濕地科學的健全，並提供跨領域平臺供未來研究、教育、

服務等機會之交流。 

附錄一 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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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2010-2015 
Between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CPA)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Society of Wetland Scientists (S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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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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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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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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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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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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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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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Promoting an establishment in Taiwan that will house a future office or institute 
dedicated to support wetland specialists. The office or institute will provide financial, 
organizational, technical, and administrative support for wetland specialists. The 
activities of the office or institute will be determined in consultations between CPA and 
SWS with the goals of augmenting expertise in wetland science and developing a 
comprehensive curriculum on wetlands. CPA and SWS will also consult on providing 
international study programs that enhance scientific vigor and trans-boundary platforms 
for future research, education, and service opportunities with interested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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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SWS 演說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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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台灣濕地加入拉姆薩公約說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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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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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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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 處、186 萬平方公里列為國際拉姆薩重要濕地。 臺灣四面環

海，地形多變，生態豐富，擁有廣闊之濕地。我國目前在內政部營建署推動之下，

已劃定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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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內政部營建署為了推動國家重要濕地保育作業並增進國際保育經驗與

知識的交流，制定 75 處國家重要濕地，編列濕地長期之補助計畫，每年補助國

家重要濕地進行保護。為推動國際保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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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國際形象。而 2009 年國際濕

地科學家學會於美國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市與當地濕地保育社團舉辦聯合年會，內

政部營建署邀請受贈榮譽獎項並參與年會交流，並於 2009 年 11 月 30 日共同

簽署「2010-2015 濕地區域行動計畫(RSPA)合作備忘錄」，雙方將積極提升臺

灣濕地重要性、能見度及永續利用，透過策略提升強化亞洲濕地國際重要地位。

為提升今年度國際交流活動內涵並促進 2010 年多邊國際合作，例如：商討合作

期刊出版計畫、推動 2010 年濕地工作坊計畫，以及參訪美國的重要濕地維護管

理現況，研習國際濕地保育案例等活動。 

    在此，謹代表中國民國臺灣提報台江國家公園成為  貴單位的國際級重要濕

地。有關該濕地謹簡介如下： 

台江國家公園位於臺灣西南部之曾文溪口濕地位於七股潟湖及曾文溪出海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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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保護區河口兩側有大片的紅樹

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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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6

隻，每年至此度冬族群約佔全球族群的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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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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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棚架養蚵，海水養殖及沿岸漁撈業(鰻魚苗)都很興盛，其中共記錄蟹類 6 科 22

種，其中臺灣招潮蟹為臺灣地區最大族群之一。此外，本區採集到 200 種的貝

類，包含日本酥豆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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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台江國家公園已經符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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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之發祥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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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 

    中華民國雖非「濕地公約」簽約國，然而非常支持公約規定，誠摯期盼中華

民國早日加入濕地公約組織，將臺灣重要濕地納入公約管理名錄，為國際生態保

育貢獻心力。 

 
Recommendations to Introduce the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for 
Ramsar Sit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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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 wetland sites, totaling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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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wetlands as areas of 
national importance i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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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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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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incerely recommend to introduce Taijiang National Park which including Tainan's 
Tsengwen River Estuary Black‐faced Spoonbill (Platalea minor) Reserve as one of your 
majestic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This area is the most important wintering site 
in Taiwan for the Black‐faced Spoonbills, with nearly 55% of the world's total of 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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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ddler crab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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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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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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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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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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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分署長洪嘉宏   

10556 臺北市松山區八德路二段 342 號 

 

2. 填表完成的時間/修改日期: 

2010 年 12 月 31 日 

  
3. 國家: 

中華民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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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江國家公園濕地(曾文溪口濕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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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下一個空格內打勾): 

a) 新拉姆薩濕地指定點 ;   

b) 修改自現有地點  

  
6. 僅限更新拉姆薩濕地訊息表, 改變指定地點或先前的更新: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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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拉姆薩濕地範圍及面積已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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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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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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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如下: 

i) 電腦輸出 (需要列入拉姆薩濕地名錄中): ;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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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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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江國家公園濕地位於曾文溪出海口，北起頂頭額汕國聖燈塔(七股燈塔)、南堤

堤防及七股海埔堤防，南至曾文溪南岸青草崙堤防，東以省道臺 17(國聖大橋)

為界，西側海域至等深線 6 公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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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地理坐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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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4'31"N , 120°04'35"E 
  
9. 大致位置:  

包含所處行政區域位置和鄰近的大城鎮。 

臺南市七股、安南(改制後)  
10. 海拔: (平均海拔/或最高與最低海拔)    

0 m 
 
11. 面積: (公頃)  
3218 公頃 

  
12. 摘要:  

提供簡短摘要描述此區生態特性及濕地的重要性。     

 

台江國家公園曾文溪口濕地位於七股潟湖及曾文溪出海口，面積 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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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保護區河口兩側有大片的紅樹

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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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6 隻，

每年至此度冬族群約佔全球族群的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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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鰻魚苗)都很興盛，其中共記錄蟹類 6 科 22 種，

其中臺灣招潮蟹為臺灣地區最大族群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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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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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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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證明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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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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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申請的拉姆薩爾濕地，並確定其生物地理區劃系統。 

 

a) 生物地理區位: 

東亞 
 

b) 生物地理區劃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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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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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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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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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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分水嶺北為將軍溪 ，南為曾文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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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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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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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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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優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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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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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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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冬棲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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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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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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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黑面琵鷺在本區越冬紀錄共調查到 1,280 隻，佔

全世界總隻數 2,346 隻之 5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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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區臺南係臺灣最早開發之地區，臺南擁有豐富之文化資源，特別是寺廟和傳統

文化之活動。每年臺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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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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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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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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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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旅遊 

自然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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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項目: 

a) 濕地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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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股潟湖為臺灣最重要的古台江大灣之遺跡，亦為臺灣最重要之野生動物保育、

地方水產養殖產業，以及未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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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出臺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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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調閱本區 1920 年至 2010 年之空照圖進行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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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經濟部水利署過去的紀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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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06 噸 /

年，用於農業用途（50x106 公噸，約占 39％），工業用途（57x106 公噸，約占 45

％），住宅及其他用途（20x106 公噸，約占 16％）。目前政府應積極採取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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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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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區已列為台江國家公園進行管理，並且依據國家公園法進行規範，制定管理目

標及準則。相關規定由中央政府制定法規，委由台江國家公園進行管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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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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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江國家公園為發展生態旅遊，期以推動生態旅遊為目標，並積極推動自然保育

措施，本計畫推動建立本區為國家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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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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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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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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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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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約出船 5~10 次之頻率。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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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管轄。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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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江國家公園管理處  呂登元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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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6)300-0001 傳真：(06)300-0044 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城平路 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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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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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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Date this sheet was completed/updated: 

Dec 31, 2010  
3. Country: 

Taiwan (R.O.C.)  
4. Name of the Ramsar site:  

FOR OFFICE USE ONLY. 

  DD  MM  YY 

 

  

 

 

 

 

 

 

 

 

 

 

 

 

 

 

 

 

 

 

 

 Designation date              Site Reference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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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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jiang National Park (Zengw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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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ted at the Tsengwen estuary, the 3218 ha of this wetland is bounded on the north 
of the Lighthouse Chigu, Southern Dike, and Chigu Dike, on the south of  
Ching-Chow-Lun D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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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4'31"N , 120°04'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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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gu District and Annan District, Tain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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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m 
 

11. Area: (in hectares)  

3,218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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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General overview of the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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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etland. 

 
Tainan's Tsengwen River Estuary Black-faced Spoonbill Reserve is the most 
important wintering site in Taiwan for the Black-faced Spoonbills, with nearly 55% of 
the world's total of 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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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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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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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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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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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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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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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ngwun Estuary Wetland, the seashore is a sand coast. The lagoon with a size of 
1,119 ha., once so called as Taich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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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atershed of northern boundary is Jiangjiun Creek, and the southern boundary is 
Tzengw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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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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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quacultural lands, accounting for approximately 88.84% of land, is the major land-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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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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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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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gu Lago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maining lagoon system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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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ershed Area. This watershed, which is approximately 1,176.64 square kilometers,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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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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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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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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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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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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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160

Scientific/technical references only. If biogeographic regionalisation scheme applied (see 15 above), list full reference 

citation for the scheme. 

 

1. Cheng, Y.-H., T.-F. Kuo, D.-N. Lee, and C.-F. Weng.2006. Sex Identification of 
the Black-faced Spoonbill (Platalea minor) Zoological Studies 45(1): 104-113. 

2. Hsieh H.-L., W.-Y. Kao, C.-P. Chen, and P.-J. Liu. 2000. Detrital flows through the 
feeding pathway of the oyster ( Crassostrea gigas ) in a tropical shallow lagoon: 
δ13C signals. Marine Biology 136(4):677-684.  

3. Hsieh, M. L. (ed). 2009.  The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astal Wetlands and Water Birds Conservation. Chigu, Tainan: Chigu Center, 
Endemic Species Research Institute. 

4. Hung, J.-J.  and F. Kuo. 2002. Temporal Variability of Carbon and Nutrient 
Budgets from a Tropical Lagoon in Chiku, Southwestern Taiwan. Estuarine, 
Coastal and Shelf Science 54(5): 887-900. 

5. Jan, S., S.-Y. Chao, and J.-J. Hung. 2001. Circulation and Brackish Water 
Dispersal in a Coastal Lagoon of Southwest Taiwan. Journal of Oceanography  
57(6):647-661. 

6. Kuo, S.-R.,  H.-J. Lin, and  K.-T. Shao. 2001. Seasonal changes in abundance 
and composition of the fish assemblage in Chiku Lagoon, southwestern Taiwan. 
Bulletin of Marine Science 68(1):85-99. 

7. Lin, H. -J., K. -T. Shao, S.-R. Kuo, H.-L. Hsieh, S.-L. Wong, I.-M. Chen, W.-T. Lo 
and J.-J. Hung. 1999.  A Trophic Model of a Sandy Barrier Lagoon at Chiku in 
Southwestern Taiwan.  Estuarine, Coastal and Shelf Science 48(5):575-588. 

8. Lin, H.-J., J.-J. Hung, K.-T. Shao, and F. Kuo. 2001. Trophic functioning and 
nutrient flux in a highly productive tropical lagoon. Oecologia 129(3):395-406. 

9. Lin, H.-J., X.-X. Dai, K.-T. Shao, H.-M. Su, W.-T. Lo, H.-L. Hsieh, L.-S. Fang, 
and J.-J. Hung. 2006. Trophic structure and functioning in a eutrophic and poorly 
flushed lagoon in southwestern Taiwan.  Marine Environmental Research 
62(1):61-82. 

10. Severinghaus, L. L., K. Brouwer, S. Chan, J. R. Chong, M. C. Coulter, E. P R. 
Poorter, and Y. Wang. 1995. Action plan for the Black-faced Spoonbill Platalea 
minor. Chinese Wild Bird Federation of Republic of China, Bird Conservation 
Research Series no. 10: 1-75, Taipei.  

11. Ueng, Y.-T. and J.-P. Wang. 1999. Pseudogaleomma Japonica (Galeommatidae), a 
Familial and Generic Record New to Veneroida Fauna of Taiwan. Journal of 
Taiwan Museum 52(1):7-11. (in Chinese). 

12. Ueng, Y.-T., J.-P. Wang, P.-C. Hou. 2007. Predicting population trends of the 
Black-faced Spoonbill (Platalea minor).  The Wilson Journal of Ornithology  



 161

119(2):246-252. 
13. Ueng, Y.-T.. J.-J. Perng, J.-P. Wang, J.-H. Weng, and P.-C. Hou. 2007. Diet of the 

Black-faced Spoonbill wintering at Chiku Wetland in southwestern Taiwan. 
Waterbirds 30(1):86-91.  

14. Ueta, M., D. S. Melville, Y. Wang, K. Ozaki, Y. Kanai, P. J. Leader, C.-C. Wang, 
C.-Y. Kuo. 2002. Discovery of the breeding sites and migration routes of 
Black-faced Spoonbills Platalea minor. Ibis 144(2):340-343. 

15. Wang, C.-Y., C.-C. Chang, C. C. Ng, T.-W. Chen, and Y.-T. Shyu. 2008. 
Virgibacillus chiguensis sp. nov., a novel halophilic bacterium isolated from Chigu, 
a previously commercial saltern located in souther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and Evolutionary Microbiology. 58:341-345. 

16. Yu, Y.-T. and C. Swennen. 2004. Habitat Use of the Black-faced Spoonbill. 
Waterbirds 27(2):129-134.  

17. Yue, C.-D. and G. G.-L. Yang. 2007.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exploiting local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 case study of the Chigu area of southwestern Taiwan. 
Energy Policy 35(1):38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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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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坊會議紀錄 

一、臺北場次 

關渡自然公園陳仕泓副處長： 

今天非常高興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在關渡自然公園進行

工作坊。在此，我以關渡自然公園副處長的身分，歡迎大家蒞臨參加。

今天就用比較簡短的時間，跟各位分享關渡自然公園保育的現況，我

用一些個很簡單的話來描述關渡自然公園，因為這裡是一個資源非常

多的地方，像可能各位看到的濕地最美的樣子，因為關渡自然公園剛

進行重整，形成力量的積聚，我們讓這些蓄積力量擴大，形成漸層的

自然方式。我們將自然公園的概念，引進到臺灣來，讓臺灣的關渡自

然中心變成一個水資源推廣的教育中心。我們用這樣的好教材，去推

廣這樣更多這樣的觀念。在未來環境教育法通過之後，也期待未來濕

地保育法能夠立法通過，相信這兩大法通過之後，可以給我們保育團

體許多的幫助。我們也會一直持續努力經營下去，以上在這邊與各位

分享關渡自然公園的成長經驗，謝謝大家。 

 

臺灣濕地學會方偉達秘書長： 

    我們謝謝仕泓。我們接下來第二場的講者，是從日本來的 Dr. 

Furukawa 學者今天要講的是復育材料(Material for Restoration)，

Dr. Furukawa 講題非常有趣，本次演講是闡述東京灣的案例。

Furukawa 先生領導著日本國土交通省國土計畫整合中心的海洋環境

部的團隊，在這邊做了非常多的復育材料工程，比如說利用污泥來進

行生態環境的營造，以增加生物的多樣性，我們現在歡迎 Dr. 

Furukawa 來跟大家進行詳細的介紹。 

 

日本學者 Dr. Furukawa： 

    大家好，非常高興我能夠來到這邊，謝謝主辦單位邀請! 

    日本目前因為國土開發的關係，許多潮汐灘地逐漸消失。我們發

現在海岸及河川經過疏濬之後的泥質材料，可以用為棲地營造的用

途，且避免棄置造成環境污染。我們利用這種淤泥，也就是一種沉澱

物進行生態復育，而且這種沉澱物是可回收的資源。這些淤泥通常是

附錄四 國際工作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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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底泥裡面挖掘出來的，因此我們認為「發展」跟「保育」可以得到

平衡的。我們知道在日本已經有 7,000 公頃的濕地消失，我們現在已

經進行非常多的濕地復育，目前為止 7,000 公頃失去的濕地已經有三

分之一（也就是 2,300 公頃）得到保護。這邊是講到鄉村地區，我們

在潮汐灘地上進行復育。另外還有城市地區，因為用地有限，所以我

們用野鳥公園的方式來進行復育。就像是都市自然公園一樣，要做到

保育取得用地是非常困難的。在這邊的話，你可以看到一個都市人為

的活動空間以及和水域空間的邊際交界地帶。在此，海邊復育是更加

地困難。我們分析挖掘出來的淤泥、疏濬材料之成分，分析出約有三

分之二（約 67%）成分中是「有益於使用」的(BU of Dredged 

Material)。我們計算究竟有多少濕地用這樣材料使用，經計算後這

些疏濬材料大概只有 10%是用來進行棲地營造的。在這些疏濬材料還

有非常高的潛力來作為更高程度上的使用。這些再生材料的使用，都

不是我所原創的。但是，在國際上例如美國、歐洲已經有許多案例作

為使用，例如在這邊有一個國際的航海協會為水陸運輸基礎，做了許

多設施，例如規範疏濬材料的設施準則。這些規範包含說我們要用怎

樣的疏濬材料，以及包括應該怎麼使用。以比利時 (Brownfield Site 

Development at Fasiver, Belgium)為例，這個地方原來是一個河灘

地，也是遭到汙染的土地。其中有許多的問題，包括缺乏污水處理廠，

造成的水陸維護的問題。另外本地還有河灘地上的問題，例如缺乏有

效的河床設施，所以造成土地污染。在此，我們需要解決以上問題，

包括這些土地是否能轉變為處理廠？我們應如何解決處理廠的需求

措施？是否採用抬高地基等處理方式？包括淤泥的清除和地下水污

染的清除都非常重要，另外，還有公私夥伴的關係(Achieved through 

a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也非常重要。我們要進行公共關係

的處理，讓他們之間可以做意見的交換，在這裡有非常長的時間可以

討論。 

    第二個案例講的是英國的濕地復育 (Wetland Creation, 

Wallasea, UK)，此區是一個海域的濕地，原來是在港口發展時期非

常重要。其中有一個地方我們選擇做處理，這這個地方叫做華勒斯，

在這裡原來是做一個洪氾地區的保護地帶，在原有既定的海堤設施調

整也是非常重要的，海堤的調整將有利於河岸平原的再生。因此我們

必須要調整底質的高度，底質需要做一些處理，這邊原來是海堤的位

置。在這第一階段裡面，我們是要先處理海堤到外灘，這些新海堤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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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保住外灘之外，還能形成人工島嶼跟海灘，除了保護自然環境之

外，還有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我們知道這些疏濬材料都可以作為再生資源，我們也發現一些限

制，和為什麼會成功的標準。例如，就像是鄰避設施效應(Barrier of 

NIMBY Syndrome)。鄰避設施效應 (Not in My Back Yard) 的意思，

是說「不要在我家後院」做一些建設。我們都知道做這些社區都沒有

問題，當地方上所不願意接受的設施，但是卻是達成社會公共福利所

不可或缺的，但因該設施會對附近居民產生實質或潛在負面的影響，

但是一般居民都會說「絕對不要在我家後院」做。所以這就是一個「有

效利用」在實施期間的障礙。在這個圖表(Communication Scheme)

裡面，是考慮到「溝通的重要」，就像是立法跟技術限制的溝通。我

們在這邊是想到疏濬材料上的供給與需求其中的各項關係。另外，在

技術上是否有更新的發展？以及是否有需要改進的措施？我們必須

要把這些觀念與利害關係人進行溝通。 

    如果說，在日本使用會有一些問題，那是因為缺乏這些科學背

景，他們不知道怎麼使用這些再生材料。我們必須要再思考供給的問

題，也就是說，必需進行評估。例如，採用生物化學物理特性的評估。

在這個阪南二區的潮汐灘地上的營造區(Hannan 2nd Tidal Flat 

Construction by Dredged Materials)，我們做了一個試驗。我們是

模仿自然的灘地做的人工設計，從這個濕地的上岸到濕地的營造上

面，我們做一個棲地網路。但是，這個地方的腹地太小，我們必須要

解決一些問題。在這個橫斷面上，可以看到我們標示的地表高層，然

後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底棲生物在這裡。從這個區域上面，可以看到

一些微棲地，這些微棲地上有一些魚類，或是附著性的動物或植物。

在這裡，我們進行一些更深入的改善工程。我們引進一些再生的資

源，然後也進行一些策略，例如物理化學的測定，包括測定是否含有

毒性，還有進行生物培養皿的分析。一般民眾對一些新的材料有疑

慮，所以我們進行一些生物的培養，這裡可以看到分析的儀器操作情

形。在這培養皿裡面，觀察全部生物一年多。例如，我們做一個蚌殼

近親培養的實驗，基本上在這個存活率是沒有差異的，但是發現增長

速率是不一樣的。因此，在不同物種之中，有不同的選擇方式。我們

也知道有些物種在這邊會存活，我們另外加些材料進來，同時也做了

超過一年的實驗。黑色、灰色代表參考的一個點，所以彩色的話代表

不同材料的一個情形。在夏天的時候，進行特殊的復育，但是我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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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監測。所以我們把原來一個恢復的情形和這個參考點改變進行評

估，我們可以看到恢復的情形。如果我們加上這些底質的話，有一些

底棲生物會迅速地恢復回來。在這些底棲生物的演進上面，我們團隊

經過兩年的監測，發現一個實際狀況。例如這邊有一個供需圖表，在

這圖表裡，經過資源的試驗之後，覺得可以再利用的物質。這物質從

第一階段的評估，到更進一步的評估之後，讓這些所有參與的人們，

覺得我們的方式是可行的。 

    為了克服「鄰避效應」，我們提出三階段的評估，以進行有益使

用的檢查。第一個階段是安全檢查，篩選我們所運用的物質，來建構

目標。這目標是我們未來的一個展望，而後續階段是確立未來的設

計，讓我們未來環境的安全無虞。我們運用這些科學的方法和居民溝

通，從一個「不要在我家後院」，變成「歡迎在我家後院」進行棲地

的營造。所以我們跟居民的溝通和管理模式，是一項創造科學的技術

層面，為更有效率且安全的模式。我非常感謝我的一些共同參與的團

隊，包括許多公司部門和公立大學院校，我也非常感謝這次主辦單位

邀請我來這邊演講，謝謝大家! 

 

臺灣濕地學會方偉達秘書長： 

    我們第二階段是邀請美國的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SWS）的會長

Dr. Guntenspergen，他在美國的地質調查署任職，在今年的 SWS 鹽

湖城的年會之後，當選 2010-2011 年的美國 SWS 的會長，他今天的演

講主題是「海平面上升對於海岸濕地脆弱性的評估架構」，主要介紹

美國地質署的一些案例技術，我們掌聲歡迎他。 

 

美國學者 Dr. Guntenspergen： 

    首先我非常感謝內政部營建署與臺灣濕地學會共同邀請我來臺

灣做這次演講。我們在美國成立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是一個全世界

的組織，學會負責的是濕地的管理、教育及使用。我今天要跟大家分

享的是「濱海濕地在海平面上升脆弱性的評估架構」研究。大家知道

海平面不是固定式的，而是會變動的。在過去的研究當中，海平面是

一直在上升的，從十九世紀末以來，海平面是以兩到三倍的速率在上

升。事實上在二十一世紀還在持續的加速上升當中。在這裡，我們對

於海平面上升要進行更進一步的研究。科學家評估大概約有百分之五

十的濕地在未來將會消失。我們必須知道海平面上升事實，所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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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了解到海平面的上升跟下降對濕地有什麼影響，或者濕地能幫助

海平面上升所代表的意義。世界上許多國家都有濕地，例如哥斯大黎

加的濕地對於海平面上升，具有一定調節的能力。因此濕地沼澤具有

一個平衡功能，包括礦物質的累積，而消失的因素，是海平面上升所

導致。所以我們在濕地永續性的研究上，除了要考慮它的橫斷面，他

的垂直高度研究也非常重要。 

    一般來說，我們講的海平面上升應該是相對的海平面上升，包括

真實的海平面上升，以及地層下陷所造成的影響。我的同事和我利用

四個階段(Assessing wetland vulnerability to sea-level rise:  

4-step process)研究海平面上升以後整體的一個效應。首先你必須

要知道海拔的地表高層，還要知道海拔所代表未來的趨勢，比如說因

為地層下陷的作用，也要知道造成裡面的作用力是什麼，是上升還是

下降的作用力。如果要進行預測，同時必須要知道上面三種的作用力

在作用之後，才能預測知道未來的脆弱性。第一步驟必須要知道濕地

的地表高度與海平面以上的情形，在這一張美國的濕地地表高層圖表

之中，我要跟大家講些事情。從這張大部分是美國的東北海岸到南部

的海岸，我必須要講的是說這裡面的地表高層大都不太一樣。去比較

一個平均海平面的高度，我們這邊海邊的高度，事實上有些地方比較

高；有些地方比較低。在這邊的案例，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美國聯邦

政府針對美國東北部卻斯比海灣的資料，在這邊是屬於黑水

(Blackwater)的自然保護區材料。相對海平面上升(Local Relative 

Sea-Level Rise)顯示兩個作用力，一個是海平面上升的作用力，另

一個是地層下陷的作用力。在這裡海平面上升是每年 1.8 公釐，但我

們的地表有一個呈現的作用力是每年 1.7 公釐，這兩個相加的話，是

每年 3.52 公釐。所以在這邊，我必須要講的是地表高層基本累積運

算問題，像剛剛給大家看的幾個濕地案例，有些濕地是比海平面要

高，有些濕地是比海平面要低。事實上如果濕地比海平面高的話，有

更多的地表高層累積資本來進行營造。我們必須要考慮到引力的作

用。有些濕地可以忍受海平面上升的影響，因為他的地表高層比較

高，但在這個圖表的左邊，因為這些濕地低於海平面，當海平面上升

將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在第二波，我們必須要了解到海平面的改變，

對於濕地會有什麼作用和趨勢。所以我們必須嚴密的監控這些速率，

如果海平面上升之後，會對地表高層造成多大的損失。我們用一個地

表高層進行測量，我們可以每年很精準地測量高層。我們用儀器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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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底下 25 公尺，測量成分。我們也可以測量淤泥累積的速率，進

行刻度分析。我們進行海拔的測量和淤泥累積速度這兩個研究，地表

高層必須考慮到淤泥的累積，以及地層下陷整體總和累積影響。如果

說濕地逐漸被海域侵蝕，而產生洪氾問題。且這邊暴潮溢淹的話，這

裡有些植物會死亡，同時生態環境棲地會遭到改變，變成整個潮水開

放水域空間。在此，我們給大家看一個保護區潮水侵入的事實案例。

因為沉降作用，所以很多濕地變成開放水域。有兩個測站的海面上

升，導致整體地表高層的變化，就是一種警訊。在第三個測站中，因

為地表泥沙淤積作用，地表高層變化較大，較不會受到海平面上升的

影響。我們用一個計算公式計算海平面上升，每年以 3.52 公釐的方

式在增長，因為我們地表高層的改變是負值，每年以-0.34 公釐沈降，

所以整體海平面上升是以每年 3.86 公釐的速率在增加。 

    我們也了解到如何決定海平面改變的方式，以及地表消失的情

形。大家必須要對針對消失的地表，做一些補償作用，同時也必須要

知道消失的原因。我們看的是一個比值的過程，可用地表累積或地表

高層的相互作用進行思考。如果累積作用高於沈陷作用，則不會被海

水淹沒。如果地表累積作用非常低的話，通常它容易被海水淹沒，所

以濕地會變成擴大開放性水域。因為地表呈現這樣的情形，我們知道

整體的沉降是以每年 3.7 公釐在進行。我們在麻州劍橋市運用潮水監

測技術進行監測黑水濕地(Marsh loss at blackwater)，因為海平面

上升是以每年 3.52 公釐的速度進行，但因為這邊有沉降的速度作

用，所以整體海平面上升的速度是 7.23 公釐，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為

什麼濕地不見了。從這個空照圖來看，1938 年黑水沼澤區還有一些

沼澤地，但是到了 1989 年已經幾乎變成開放水域。事實上這個黑水

沼澤濕地在 100 年前就開始進行沉降作用。事實上還有其他環境的驅

動力，造成地表的下沉。在 Environment Divers & Biogeomorphic 

Process Controls on Vertical Wetland Development 的圖中，代

表濕地地表的一個作用。包括河川律動產生的作用力，同時也有營養

鹽流入的作用力，此外還有其他擾動力。例如，草本植物腐敗後的沈

積作用，另外也有像二氧化碳的作用力，都會影響地表的沈積情形。

另外在黑水沼澤保護區也有外來物種形成的干擾。請看左邊這張照

片，作用力有非常多的情形。我們進行營養鹽的測試，也了解到濕地

如何在這裡進行改變。在這個地方的濕地，我們稱為「物理化學地質

現象」的過程，包括水文跟土壤交會的地方，進行當地水文和動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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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方面的變化。我們也知道地表的沉積過程，對於隨著海水浸沒的地

區，我們也知道植物的生產力是會提高的。所以我們要測量水域被淹

沒的情形，以及植物總量情形，並且以地表累積物的情形，用一個公

式來表示。我們用剛剛的公式，來預測如果這邊是淹沒，看海平面上

升之後，我們進行公式運算，並且看到沉澱圖形。若是以較為保守的

估計，濕地大概在未來，百分之五十的會消失的情形來看，我們用

IPCC 平均海平面上升公式來預測濕地的地表高層到底有什麼改變，

在這個直線上面是直接用海平面上升去預測，但在點狀線中我們用迴

歸模型，來預測海平面整體上升的趨勢，事實上是不一樣的。另外我

們以潮差方式的模型，例如運用 0.4 公尺到 4公尺的潮差，觀察濕地

是否會變成開放式水域。我們以不同顏色來看海平面上升會有什麼樣

不同開放式水域的改變。從圖像方式看，如果你的是潮差方式非常小

的，一旦海水上升後，整個都會變開放式水域。 

    所以我們在研究海平面上升的脆弱性研究來講，可以從底質、底

泥不同的方式進行預測。當海平面上升之後，有五種模型來進行預

測，從原來的濕地，潮水下的情形，來進行不同潮差的預測。在這模

型之中，我們必須要知道成為海灣的情形，也必須知道潮差的情形，

如此一來就非常簡單就可以進行預測海平面上升後，濕地是否會消

失。在模型上，我們希望是讓決策者應用到將來如果海平面上升，環

境是否會改變。在這張圖上有兩個門檻，若超過門檻就會被淹沒，像

左邊軸線以內，若海平面上升非常快，是會被淹沒的。在右邊橫軸軸

線中，是指淤積的累積效應，累積的越多，越不容易被淹沒。在這邊

還有兩個濕地，一個是加州的班右濕地，另一個是叫老牡蠣濕地，這

個案例是說海平面上升，沼澤地產生變化的情形，在這邊我們也做一

個預測情形，因此決策者可以利用科學性的研究結果，在決定如何復

育這些濕地，謝謝大家。 

 

城鄉發展分署謝正昌副分署長： 

    接下來我們來做有關問題的探討，今天好不容易請到了Furukawa

博士，他是國土交通省海洋環境部的主任，對於海洋這部分有相當多

的見解，剛才他已經把有關淤泥如何透過民眾參與程序，爭取民眾對

濕地的呼籲，藉由這次經驗傳授我們在未來處理上的參考。

Guntenspergen 博士也提了有關於海平面上升後，濕地將會消失或增

長，對於這部分他幫我們做了詳細的介紹，也都是滿精采的演講。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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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目前辦理關渡自然公園這部分保育情形也跟各位做一個報告。接下

來是我們的綜合座談，看各位是否對濕地部分對我們有什麼想法討

論？ 

 

城鄉發展分署莊棋凱正工程司： 

    以下我有兩個問題想請問 Furukawa 博士，因為我們現在國內濕

地保育管理剛起步，所以我們目前管理架構是與中央如營建署、水利

署、農委會負責濕地管理，在地方上有地方政府相關部門共同管理，

組織架構比較分散一點。還有像是關渡自然公園是由臺北市政府利用

類似招商委外方式管理。那請教一下，像是日本濕地部分，是不是有

一個專責單位在進行管理，譬如說像是關渡濕地，是完全由臺北鳥會

自付盈虧方式進行經營管理。類似這樣的問題，日本是否有更好的方

式能夠在管理架構上，或是經費資助上，能夠讓我們濕地有個較好的

借鏡？ 

  

日本學者 Dr. Furukawa： 

    日本與臺灣一樣也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共同管理，中央政府是

在政策上制定，通常有一定目標，但執行方面的權力還是在地方政

府。他們工作是採取分享的方式，進行比較真誠的對話。目前為止，

在濕地上還是沒有政府統一定位的一套標準。Furukawa 博士目前是

在國土交通省服務，他們也要進行濕地的復育，但是日本他們也有像

環境省進行濕地復育一些案例（翻譯說明）。 

 

美國學者 Dr. Guntenspergen： 

    目前為止，美國也是中央政府制定政策，由州政府與地方政府做

執行。在美國的話，因為濕地是根據淨水法 404 條法案進行，事實上，

濕地處理的機構還是滿多的，例如地質調查署、環保署、工兵署等單

位，不同的濕地無法擺在單一個部門，還是需要跨其他部門調查和整

合。 

 

中央研究院陳章波教授： 

    我感覺上以上的說明是性質上的區分，一個是研究，日本的跟美

國的都做的非常深入，所以他可以說服讓民意能夠同意這樣的操作。

那我們臺灣在研究本身做的不夠，民意好像也不太支持，民意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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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但政府把研究經費資助和研究成果考核單列，和民意之間的關連

性不足。在研究上是否那麼難，我們所有學生、ＮＧＯ是否能做到這

樣子有效果、有水準的研究？這大概是我們目前碰到最大的困難。如

果說，一定要那麼高水準才能研究的話，那我們老百姓要做什麼？我

們老百姓是不是要逼政府把這件事做好，還是我們自己跳進來把這件

事做好？我的感覺是濕地跟我們每個人生活有關，它是我們最容易接

近的，也是我們可以了解的，我們不要用研究的字眼，我們要了解它、

知道它的成因等等，這是不是可以變成說是我們的責任，是我們要求

政府交付這個責任給我們，那我們做這些事是不是可以在稅務方面擴

大解釋，這樣可以普及民眾了解，而不是做的只有政府少數職員，但

最好政府能夠有濕地專門研究單位。如果能夠減稅，可以增加大家對

濕地的參與。這是我聽完的一個感觸。 

 

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楊志彬秘書長： 

    除了剛剛在場的演講，我們強調的是說這樣溝通、研究，是建構

在科學基礎上，我們過去長久努力是奠基在社區了解上，在整個工作

上面，事實上除了環境教育，另外我們覺得社區的參與，對於教育的

推動是必要的。同時因為你要讓這些水域遊憩或濕地欣賞，變成社區

一種生活態度，否則，對臺灣現狀來說，水是危險的，大家不希望小

孩子戲水，或者他不希望他的生活環境變成一個景觀，因為怕會有陌

生人進出，會妨礙他的治安。事實上我們很多社區工作人員都認為參

與有其必要。另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是，參與有政治上的需要，為

什麼？因為在臺灣這種環境資源的最大威脅，大家都把它當作土地的

價值，價值上揚後便把它賣掉，不管是公有土地或私有土地都一樣。

所以如果說，在推動產業教育的同時，可以擴大參與的話，我想是一

種成公共意識凝結的效果。對於政治上、政策上都有正面的效果。對

於老師剛剛所講的對於社區參與，我想在臺灣非常需要。 

 

城鄉發展分署謝正昌副分署長： 

    我想我先補充一下，剛才這幾位所談的跟我政府單位比較有關聯

的部分，跟大家做個報告。其實在今年行政院通過濕地五年保育計

畫，通過後要開始執行我們的計畫，那這計畫有幾項重點，剛才所談

到比如說第一項重點是對於濕地的保護，要先搜集資料，知道哪裡是

濕地並做調查，也請大家推薦，推薦後將開始保護，辦理研究生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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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那這是我們首先要完成的目標。那第二個目標濕地部分會開始做

社造的參與，以及環境教育的增進，所以說濕地調查部分我們希望託

NGO 來教育群眾，大家來調查，當然屬於科學調查的部分，會委託較

專業的部分調查。我們一直希望能把濕地資料建立變成大家的資料

庫，那就是我們在今年希望把整個濕地，依據前幾年所做的濕地調查

部分，整理到今年的資料，希望變成式平臺的整合。這平臺的整合，

希望大家能很方便在網路上找到所有我們濕地的資料，我們希望在明

年的時候，大家能經由 PDA 就直接能看到濕地的資料，甚至是對濕地

資料能夠做動態上管理，每個人都能參與做這件事情，這是屬於在濕

地社造參與部分和環境教育部分，大家都能夠參與，這是屬於第二個

部分。第三個部分是是屬於濕地的國際經驗交流，這邊是比較偏向專

業技術上的交流和國際之間的參與，這是我們第三個目的。第四個目

的有一部分是屬於基礎研究，剛才陳老師談到的，濕地有很多，如果

都在做科學家的研究，那只有科學家聽的懂，所以我們一直希望說，

濕地是一個大家生活都會碰到的東西，所以現在回過頭來，我們之前

的研究部分就希望加強在社會跟經濟上的研究，要把這些濕地的價值

轉換成全民的價值，大家才會去珍惜它愛護它。那這也是我們今年要

持續的目的。那這是五年保育計畫通過之後，我們一直在持續做的。

今天當然有談到，在我們臺灣 75 個重要濕地裡面，當然有很多部分

在處理，比如說在我們營建署的部分有掌管濕地，在環保署掌管人工

濕地，林務局在動物保護區做濕地的管理，水利署也有河岸的高灘地

的濕地，那這些濕地每個功能都不一樣，每個主管機關談的專業功能

也都不同，但對我們來講濕地是一致的。所以我們在在行政院永續發

展委員會的平臺裡面把它圈出來，賦予每個濕地多樣性的功能。當然

我剛剛所講的，那四項工作，每塊濕地都要在這平臺裡面做，這樣才

會稱之為濕地。另外很重要一點，剛才有談到參與和稅賦的減免，應

該要如何去處哩，其實我們在濕地保育法裡，今年已經擬好草案，現

在開始辦公聽會，如果透過濕地法草案，其中如何做生態補償機制的

部分，這是大家所關注的問題。能夠談出來，那將會有更明確的自行

性遵循，這是政府最近在法令上的努力，跟各位做個報告。 

 

臺灣生態學會蔡志豪秘書長： 

    我這邊要提一下政府對臺灣濕地保育非常矛盾，我希望藉由這次

工作坊，兩位國外來的學者能給我們政府很誠心的建議。其中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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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當我們在談濕地保護的時候，剛講到濕地公共參與，我們對最近

在國內濁水溪河口將近八千公頃的濕地，因為工業開發即將消失，全

民很關切，將近五萬人做環境信託，但是政府不為所動，現在要談所

謂的相關法令、濕地保護，我覺得這實在很矛盾，其實我們濕地保護，

應該是保育重於復育，最後才談到人工建構，但第一個保育我們就做

不到，自然濕地部分，目前還沒消失的我們不去保護它，而花很多錢

談復育人工建地，這樣實在太可惜了，這邊誠摯的邀請兩位學者能給

我們政府一些建議。 

 

臺灣濕地學會方偉達秘書長： 

    謝謝，那剛剛有詢問兩位國外教授對於臺灣目前為在濁水溪口國

光石化的興建案，因為國外教授還沒去看過這邊，以後有機會會帶他

們去看。他們星期三會到七股，去看看七股那邊的情形，星期四在七

股研究中心有第二場工作坊，希望各位伙伴有機會可以去那邊進行些

討論。 

 

城鄉發展分署謝正昌副分署長： 

    其實在臺灣政策是多面向，政府是一體的，政府他裡面有分工，

站在濕地保育主管機關來說，當然是以照顧濕地為優先，但因為政府

有多面向的考慮，所以還是要依照體制去考量，大家所談到發展跟環

境之間的衝突，那如何在中間取得平衡，需要大家換取共識。我也很

高興在做濕地保育機關看這些問題，我們當初一直想說，如國光石化

工業應該要做政策辯論，現在也很高興看到慢慢走向那條路，進行一

些論證，那論證完了後，還是要交給大家來決定。在我們制定濕地保

育法裡，我們是看待整個地區的作法，所以營建署負責濕地保育，還

有國土規劃，因為以前的區域計畫是誰讀都可以讀出自己所要的，這

是我們現在矛盾所在。在整合所有民意中，還是需要專業上的引導，

那之後要面臨大家的抉擇。這大概是我們要考量的部分。就這個議題

上來講，它是需要保護的。我們也希望法令上配合來做一些修改，因

為一直沒有找到相關法令之依據進行處理，所以會很困難在處理這個

問題。政府不是奢談，對政策都不清楚，若奢談法令去做保育，我想

並不適當。即使濕地保育法沒有通過的時候，我們也希望透過區域計

畫將目前大家所關心的議題變成準則，放到區域計畫上做一個指導方

針，透過一個程序大家就有所遵循。對於有爭議的事件，我想是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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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看法。站在署的立場，對濕地保護的部分盡量協助處理，來達成

我們所要保育的目標。這也是做為一個政府機構的一分子，最希望達

成的。 

 

臺南市政府建設與產業管理處林淑惠技士： 

    我是林淑惠，這邊有兩個問題請教各位專家學者，第一個問題有

關四草濕地，它是國際級濕地，幾乎整個區塊低於海平面一公尺左

右，對於這部分想請教國外的專家學者，針對這麼重要的濕地，又低

於海平面一公尺的狀況下，在建立經營管理有沒有特別要提醒我們的

狀況？例如說，像去年的八八水災一來，可能整個堤防崩掉，若不去

處理，它可能整個生態都毀掉，所以這部分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

題就是主席所提到 100 年至 105 年計劃，當然它跟 98 年 99 年的計畫

補助須知會不一樣，那針對其中有關於四草濕地這個部分，它以前是

野生動物保護區，現在也是，在去年成立台江國家公園後，今年在初

審時要申請明年度的計畫，大家都知道，今天會劃成台江國家公園，

我們當地 NGO、當地社區投入數十年時間，去做相當多研究，他們一

直守護這塊地，他們教育訓練推廣一直在做，所以他今天才有機會成

立台江國家公園。可是當要申請明年度計畫的時候，補助須知上說，

在國家公園範圍內的國家公園自己去做，所以我們跟您報告我們基層

的聲音。當地 NGO、保育團體、社區完全使不上力，他們很難過，那

這部分是不是有可能可以做一個協調，或者說在討論明年的補助須知

時候，可以做一個修正，因為我們有跟上級營建署這邊反應過，他們

是說經建會沒辦法聽進去，還是我們不清楚，因為這是高層主管開會

的，希望可以幫我們留意，這些基層的民間團體 NGO，讓他有繼續為

這塊土地服務的機會，以上謝謝。 

 

臺灣濕地學會方偉達秘書長： 

    先做個說明，因為兩位國外專家明天會去四草濕地，現在還沒有

去看過，我想說初步請他們發表意見。 

 

美國學者 Dr. Guntenspergen： 

    世界很多地方都是低於海平面，管理方面介入很重要，那民眾跟

政府須取得協調，才能夠做進一步的處理，包括一些防洪上面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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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者 Dr. Furukawa： 

    在日本，也是要透過這種民眾參與來進行處理，像過去在臺灣或

是在日本，如果新建堤防，或者將地表騰高，在地區上都是可行，但

是今天這個時代，還是要透過參與的方式來做處理。這讓我想到說臺

灣臺北堤防已經夠多了，事實上我們需要這麼多嗎？但如果不做堤防

洪水又會進來，所以他的想法是說地區上可行，但事實上，還需要做

更多評估和後續管理模式。 

 

城鄉發展分署謝正昌副分署長： 

    100 年 105 年的預算問題我簡單作個答覆。因為當初在考慮時，

國家公園有國家公園的預算，所以希望說在其他沒有相關預算時，才

放到濕地計畫去，我們想法是這樣。當初在做分工時有這種情形存

在，即使到國家公園預算去處理，我想民眾參與、社區參與，還是不

能缺少。那這部分回去我們會建議呂處長，我們再想個辦法看怎樣處

理這個問題。因為其實在永續會的濕地平臺裡面，這部分也是我們計

畫中的一環，我們把共同項目和個別項目列出來，看那個濕地沒有

做，那個地方做的比較少，我們會希望說未來重點在那個地方，因為

不希望永遠做重複的地區，這部分我們會在平臺做協調。至於受到預

算限制的情形，如果說社區這邊或 NGO 參與有需要參與案子，那也可

以給我們些建議，因為我們跟呂處長算是屬於同一部門，我們城鄉發

展分署海岸濕地課將來也要到國家公園去，那這部分國家公園署的預

算還是會整合在一起，但現在還沒整合在一起的時候，如果說有缺漏

的部分，我們可以建議，因為我們在營建署的體系底下，我們也會跟

呂處長協調，在國家預算應該用什麼資源進行處裡，那如果沒有資源

該如何處理。這樣即使沒有預算，我覺得幫大家找預算，也是我們的

職責。政府缺一個各部會整合的平臺，我很希望說，像我們做案子其

實是在做各部會的平臺，所以在濕地部分我們現在在行政院永續會平

臺中討論這個問題，那台江國家公園是濕地型的公園，預算會比較

多，我們會跟他們談談看該如何處理，與政府之間的協調。 

 

城鄉發展分署黃清和工程員： 

    我有兩個問題想問，第一個問題請教陳副座。剛有提到說關渡自

然公園遭遇陸化問題，那請問陸化的原因？目前影響程度？目前處理

方式是什麼？第二個問題想請教 Dr. Guntenspergen，現在短期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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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線濕地遭逢陸化，長期來講影響到海面上升問題，那對於濕地影響

是什麼？還是目前部分海平面上升可以預留一些？謝謝。 

 

關渡自然公園陳仕泓副處長： 

    關渡自然公園陸化主要原因是自然沖刷，第二個原因是在都市邊

緣。像上游在進行防洪處理的時候，因為要打樁，沒有做好較完善的

過程，他們就會沖下一些邊坡泥土。那邊有個研究是泥土沉積是每年

2-3 公分，那關渡自然公園是每年沉積數十公分，那速度是非常快的。

現在最大問題關渡自然公園受到法令規定，沈積物是國土不能外移，

沈積泥土就只能留在關渡公園，是不能外移到邊坡加高，加上泥土運

費非常昂貴。這是我們面臨較大的問題。其實我們期待外面堤防興建

起來之後，其實也阻擋外面淡水河潮汐自然湧入部分，雖然現在關渡

自然公園外有海潮，可是下面的水堵住了，上游地基填高部分，由於

近年來減緩代謝部分，我們期待可以調整一些方向，那可能需要大家

支持。 

 

美國學者 Dr. Guntenspergen： 

    必要的沉積是不錯的，但過多成積物會造成陸域化，阻絕濕地外

面的海水入侵的機會，甚至交換養分的機會。所以建議說，考慮海平

面上升，和陸域化情形，需要採取平衡的方式，適度的疏沙讓泥沙堆

積現象減緩，可以有效解決海平面上升問題，但是如果泥沙過多而且

過量的話，通常會造成其他問題，也就是濕地不能跟海水交換水分。 

 

 

二、臺南場次 

臺灣濕地學會方偉達秘書長： 

    各位先生各位女士，歡迎參加今天的濕地研討會。這次的濕地研

討會是由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所主辦，並由臺灣濕地學會所承

辦，所以我們今天非常感謝我們的主辦單位。我們現在先進行第一階

段的國際交流活動，那我們第一個階段將介紹臺灣濕地保育管理，是

由我們七股研究中心薛美莉主任來為大家介紹。薛主任長期在行政院

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保育中心任職，今天的講題是「黑面琵鷺的保育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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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股研究中心薛美莉主任： 

    各位貴賓來賓，大家好。今天非常高興大家到我們七股研究中

心。今天我所要介紹的是一個有關於我們中心目前運作與黑面琵鷺在

此區渡冬的經營管理情形。首先我稍微介紹一下我們中心(特有生物

研究保育中心)，我們中心事實上是成立在 1992 年，那在成立之後我

們就成立了幾個不同的海拔試驗站，是高海拔試驗站。如果大家有機

會到合歡山，這個試驗站是位於合歡山。那另外一個是我們的低海拔

試驗站。是位於臺中縣和平鄉烏石坑地區。那我們這個主要是進行一

些有關臺灣黑熊的研究，還有一些低海拔生態系的研究；那另外一個

是中海拔試驗站是在高雄縣桃源鄉藤枝附近；而我們七股研究中心是

最慢成立的一個中心，是在 2009 年的時候才成立的。那我們中心事

實上就包括了幾個主要的地方，現在各位所在的這個是一個黑面琵鷺

生態系的展示館。那這個地方主要是對於各位來說，是以黑面琵鷺來

舉世聞名，目前全世界只剩下兩千隻，是一個比較瀕危的物種。所以

我們這個中心有對於大家一個推廣教育的功能。 

    那我們來介紹一下，就是說有關黑面琵鷺，其實全世界大概是有

六種琵鷺。有黑面琵鷺、白琵鷺、玫瑰琵鷺、非洲琵鷺、黃嘴琵鷺與

皇家琵鷺。這個黑面琵鷺非常特別的一點，就是他只分布在我們東亞

這帶，事實上那個黑面琵鷺，他在日本也有一個很小的度冬族群，目

前在臺灣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渡冬族群，那他在全世界的分布大概是

從韓國，然後再來整個中國大陸的沿海。在我們臺灣是最大的，那最

南邊目前發現大概是在越南還有在菲律賓曾經有過少數的族群。事實

上，以臺灣與韓國來說，我們是他們最主要的渡冬地。而在韓國這個

區塊是他們主要的繁殖區域，那我們可以看一下他在臺灣的一個分

布。事實上，就以往的紀錄看起來，大概從臺北的淡水河口及蘭陽溪

口一直往南，都在沿海區塊，其實都有黑面琵鷺的蹤跡，但事實上，

在我們七股還有整個四草都是目前黑面琵鷺最主要的渡冬地。這一個

區塊，事實上我們政府做了許多努力，在 2002 年全世界的調查大概

只有 1000 隻，一直到 2008 年的時後，大概才突破了 2000 隻，那我

們知道說像這樣的物種到底 2000 隻夠不夠，若從他們的基因來分

析，大概他要到達到兩萬隻的時候，才會認為這隻鳥已經是安全的。

那其實全世界大概有 50%到 60%的族群，在冬天的時候，是在我們臺

灣的，那當然這 50%到 60%其中 99%大概都是在我們七股這個區塊。

所以，其實就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這全世界的調查在冬天世界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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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普查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在臺灣有高達 51%，這是很精確的數據。

那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在這 51%裡面，等於說每年會有 1000 多隻是

到我們臺灣來渡冬，但是這個數量有 95%到 99%的是在整個七股與四

草這邊，因為這是它們的棲息地。從覓食來看，可能到鰲鼓或是再往

南一點點，那這邊是屬於覓食跟棲息主要的區域，那們我們政府到底

為什麼說一開始我們在推動黑面琵鷺保育的時候，全世界事實上只有

200 多隻，那我們政府做的哪些努力，在全世界的黑面琵鷺的數量，

在水鳥都在急遽下降的時候，而它卻可以急遽上升？我們在 1994 年

的時候成立了一個四草保護區，這個主棲地就是重要的棲息地。這個

區塊我們在 2002 年的時候，我們就成立了一個主棲地，保護區面積

大約有 300 公頃，那整個渡冬還有再加上目前魚塭等，大概是有 334

公頃，都是黑面琵鷺保護區重要的區塊。那這個是四草的，這個的保

護區，我們可以看到四草大概分為 A1、A2、A3，是比較分離式的劃

分為 3 個區，總共大概是有 515 公頃。另外，就是我們現在所在地，

我們大概是在這個位置，是主棲地，總共大概有 300 公頃。如果我們

今天大概各位有機會到賞鳥亭，大部分黑面琵鷺大概會聚集在這個附

近，因為那邊是它主要的棲地。其實以黑面琵鷺來講，大部分的時間

分為一個叫休息的棲地，另外還有一個。所以其實主要都在漁塭區。

因為這個魚塭原來提供他們休憩的區塊，所以對它們有好的休憩區

塊，它們才能出去覓食。那在來這個是全世界的鳥口調查，從 1993

年開始就由香港來主持，那當然今年台江國家公園成立之後，它也希

望把整個臺灣的黑面琵鷺鳥口調查，作一個總結。所以我相信未來是

會做的越來越好的。 

 

日本學者 Dr. Furukawa： 

    各位大家好!謝謝主辦單位舉辦這次的研討會，也謝謝臺灣濕地

學會的協助，尤其感謝薛美莉博士提供七股中心這們好的場地。我們

剛剛已經看了很多精采的的影片，我到臺灣已經經過了第 4 天了，我

們在這邊是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我們在日本在濕地管理的一些技術

跟評估方法。我今天是介紹濕地的評估方法，這裡的話是屬於海岸濕

地海岸濕地，是由河流跟海岸的交互作用進行在這邊。尤其是因為海

洋有一個潮汐波浪的過程，所以這邊有一個動態的行程。如果你去過

一個濕地，但是如果不是很了解濕地，那就什麼都沒有。如果你等久

一點你會看到許多這些生物從低潮線到高潮線，在日本的濕地來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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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具有非常高的生產力(High Productivity)。在這個濕地上來講是

屬於一個開放空間，任何人都可以到這個濕地看一下在這邊的濕地。

在此，我想舉出一些像潮汐的例子，例如經常有小朋友會來這邊來遊

戲所以這個濕地跟我們人類的環境密切相關的。在我這邊的生態系統

跟人類福祉的一個評估指標裡面，是由生物多樣性公約，還有其他公

約所制定的。在報告之中，所謂濕地的服務價值(Ecosystem Services)

有非常多的種類，首先第一種是屬於供應性質(Provisioning)，其中

包括食物的來源、還有一些燃料及及一些遺傳資源。他還有一些規範

的功能(Regulating)，譬如說可以調節氣候與防止災害的發生。甚至

還有一些文化的功能(Cultural)，可以提供人類精神上的安慰。另

外，還有供養的功能(Supporting)，例如可以支持一些基礎生產力，

甚至養分循環的功能，我想最重要的是提供這個生物多樣性的功能。 

    濕地上面，我們事實上強調的是除了直接功能以外還有間接的功

能。在這個濕地上的組織架構上(RAMSAR Convention, Wise Use of 

Wetlands, 2007)，我們覺得除了全球性的功能以外，還有地區性與

地方性。所以我們強調它的功能結構，是我們必須去思考的。首先第

一種作法我們必須要做到在這個明智使用(Wise use)在這個生態能

夠得到一些實踐，然後在一定範圍內持續能永續發展。 

    我舉出「里海」（Sato-umi experience）為例，我想強調日本的

所謂的濕地價值管理概念，以一個中文翻譯來講，Sato-umi 形容海

邊的一個聚落，日文稱為「里海」。這邊強調傳統的捕魚方式，用魚

網（Trap Net）來捕魚，這是一個傳統用捕魚的方式。在日本我們事

實上可以搭船遠離城鄉做一個一天的旅遊(Escape from daily 

life)，另外我們也可以用手去捕魚，當地居民也可以用他的傳統智

慧交我們怎麼抓魚，有些年輕人也會用這種方式去抓魚，然後我們在

這邊也可以用釣魚的方式在漲潮時候來進行捕魚。 

    在這邊我們有聯合國濕地常用的評估的技術規則(Valuation 

Techniques)，在這個技術規則裡面強調生態價值，以外還強調一個

經濟的如何去評估這些價值的方法。相對來講是非常的複雜的但是我

們可以分為直接價值、間接價值、選擇價值，還有一個美的價值。在

這裡的話我們有一些方式來做分類，譬如說像文化的價值、像一個可

以支持環境的價值，還有一些規範的價值，然後這些價值我們可以用

計算的方式把這些價值作一個統計。因為時間有限關係，我們不會在

這邊細講這些。但是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來這邊討論如何去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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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價值。如果這些價值可以很清楚了解的話，我們可以非常客觀的

去計算，但是常常這些價值因為環境的變化遭到改變，所以我們必須

用一個適應性管理(Adaptive Management)的方式來進行。這些管理

非常簡單，我們現在必須要提出這一期的架構，我們必須訂一個目地

然後訂一個目標，然後我們分成一個行動方案然後繼續進行，並於完

成之後我們必須要做一個監測。然後在這邊必需用一個反饋的方式，

在完成之後，再做一個監測然後回顧我們這些是不是修正，並做一個

改變的方式，所以叫做適應性管理。有時候經過這樣的過程之後，我

們要改變我們的目地跟目標 

    以下我舉個案例說明濕地管理。在決策方面通常是一個委員會在

進行，並由委員會推動這個工作並自訂一些目標，在這個行動方面可

以分為幾種目標：一個是土地的利用目標、海洋的目標，還有一個監

測目標。在土地管理方面，我們必進行一些監測，才可以把整個目標

進行，但我們這邊案例之中我們是想要用這個案例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的目標如何監測跟完成，我們來看看這些是否符合我們的目標。

我們從目地反省到目標然後從目標去討論我們的行動專案，是不是已

經達到了未來的行動方案。我們每 3年就會進行一個其中的評估。在

這裡的話我們是有一個英國的顧問，它提供我們很多方案，例如：如

何納入居民的意見，因此這位英國顧問提供我們很多寶貴經驗；例

如：怎樣納入居民的參與，並提供意見，包括良好的溝通方式…等，

他建議居民參與越好的，越是可以減少很多社會成本。 

    在這裡我想提供一些案例，例如在日本的東京灣。也許東京灣的

案例跟臺灣這邊很不一樣，不過我想可以提供給各位參考。在這個案

例是一個鄰近一個港口的旁邊，在東京灣的案例之中，是屬於一個潮

夕地，和潟湖也是有點相似的。在裡的話我們的地方在這個紅點的位

置(Completion of Seawall Terrace March, 2007)，在這裡的話我

們提供許多方式來讓人力參與。我們的目標，是想要提供大家一個行

動參與的計畫，但由於是都市化的環境，所以提供一個老化海堤的評

估方式。因此我們興建一些階梯狀的海堤，然後底下的圖表請參閱

Conceptual model of Habitat Creation on Seawall。在這裡我們

如果做到一些復育的話，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底棲的生物，如果說生物

的重要性越來越多，我想每個人會是越來越開心的。在最早的 2005

年 4 月的建設像這樣的是非常醜陋的，很多的建築物是非常剛性的。

在這裡的話經過一條線之後我們可以看到海牆經過一些改造之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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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在潮汐後可以看到一些生物，例如一些沙蟲是在這沙地的環境

中被發現的。即使是在海牆旁邊，他也有一些生物像這些蟹類。在這

裡聚集了非常多的人力進行建設。在營造中過程中，我們獲取一些森

林中的一些廢棄物料，我們稱為一個可回收的原料然後去營造。我們

的生態池有許多小蝦子，在這裡為了要展現我們的結果，我們請了很

多小朋友來看。雖然這個地方蠻小的，但是也讓很多小朋友很開心，

因此我們也開放了不少的課程，我們稱為「環境教育課程」，我們有

一些室內跟戶外的課程，戶外的課程也讓小朋友非常的開心。在我這

邊有一個鹽度計大家看看左邊跟右邊的鹽度是不一樣的，右邊的鹽度

比較高。所以鹽度計，可以用比較簡單的方式教小朋友哪邊的鹽度比

較高。這邊有一個 2007 年的案例(Construction of Pool)，是屬於

公共參與監測的案例方式。我們請社區的居民在海牆上面做一個垂釣

的方法，我們在岸上看到很多魚而且我們進行一個地方的測量，在這

邊的資源當中我們發現一個小時之內有人抓到 10 隻魚。這魚在這邊

屬於生物指標，雖然這不是一個真正的科學研究，但這也可以作為科

學的參考，所以我們開放這裡給喜歡參加的人。這個是一個由下而上

的方式。 

    我談到這個評估方法，可以有非常的目標，然後我們也可完成適

應性管理，在這邊公私共舉的關係也是非常重要的。這邊為了讓人類

跟環境的共生，我們希望從由上而下的方式到由下而上的方式。由全

球思考到地方的行動，在這裡的話不管是地方的民眾或政府的官員以

及我們這些的研究者，都可以共同的合作分享彼此的一些資訊。在我

們彼此分享之中，我必須要強調的是我們會彼此更多一些考量，這是

我們主要的因素。再這裡我必須要講說靠一個人是沒辦法完成這麼多

事情，我必須要感謝這邊許多的政府以及地方自治團體，還有地方研

究機構，我們謝謝他們。 

 

臺灣濕地學會方偉達秘書長： 

    我們謝謝我們的日本教授，我們接著歡迎我們的這次計畫案的主

主辦單位，我們的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的洪嘉宏分署長。現在

請洪分署長致詞，致詞完我們請另一位貴賓，台江國家公園歐正興副

處長致詞。我們首先歡迎我們的洪分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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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分署洪嘉宏分署長： 

    各位貴賓，還有我們在座所有的博士還有關心濕地的夥伴，大家

午安大家好。不好意思，我們今天請日本教授到臺灣來進行這個國際

交流，最主要是說，我們在推動濕地的過程，我們認為說是在地社區、

學術單位關心這個事情的時候，好像跟國際缺乏了一些連結，所以我

們才促成 SWS 會長訪臺，再這裡也跟他們簽署了一些協定，那希望說

未來的六年裏面，變成是常態性的國際性的交流。在國際性的交流活

動方面，這次來的是兩位，那當然我們希望未來的不是這個樣子，我

們希望的是將來彼此可以在兩三個月之間，跟國家公園一起合作，透

過國際交流活動了解一些新知。譬如說我們最近在了解一些測量的方

法，而我們本身營建署也有一些計畫，但也發現說我們在地的 NGO 或

是我們在地的團隊，需要教育，那我們也看到國外說好像也是非常傳

統的方法，他是百年以來在海邊測量的東西，那我們也希望國外能跟

我們這邊進行交流，讓彼此之間相互學習。所以我們分署才舉辦本次

的活動。我向大家報告營建署和特生中心以及林務局等單位，將來

101 年會和林務局及其他的單位進行整合。在濕地的這一塊，以及國

家公園也會轉變成同一個單位。我們提出了 100 到 106 年濕地保育 6

年計畫，也是六七個部會通力合作，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如果做得不

好，也請跟署或是國家公園這邊共同反應。最後希望大家，藉由這個

機會大家多多發問，我這邊也不多耽誤大家的時間，祝大家今天真的

愉快、順利，謝謝。現在請歐副座講幾句話。 

 

台江國家公園管理處歐正興副處長： 

    我們洪分署長、秘書長還有兩位從國外還有各位關心濕地的各位

大家午安。我是台江國家公園管理處的副處長歐正興，今天很高興來

參加這一個座談。那我想台江國家公園在去年 10 月 28 號才成立，至

今還不到 1 年。國家公園成立主要目的在做濕地的保育。在前年，營

建署曾經有做我們臺灣地區濕地的評選，台江國家公園在評選出來之

後，占了 75 處的兩個國際級的濕地跟兩個國家級的濕地，都在台江

國家公園範圍之內。我們的任務很重要，能夠把重要的瑰寶發揚光

大；另一個瑰寶，就是在每一年這個時間，把此地的黑面琵鷺、生態、

鳥類、濕地的部分做得更好，那當然除了有一些資源之外，還有一些

困境，這些困境不外乎說在我們黑面琵鷺來到這邊之後，這邊就是野

生動物重要的棲息地，這棲息環境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相關的魚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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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行為其實都一直在變動，在變動之中我們都希望保持養殖的行

為。我們希望以後黑面琵鷺都會逐年成長，剛剛薛主任有提到，達到

未來兩萬隻的成長。黑面琵鷺成長到兩萬隻才算是穩定，雖然目前還

差很多，但我們還有很多努力的空間。今天日本和美國教授來到台江

海岸地區，台江就是以前我們的台江內海，是由於沙洲所形成的內

海，目前沙洲其實都在變遷，我們往北看的時候，七股潟湖沿海的沙

洲都在變動，這沙洲是否要讓它存在，還是隨著時間的變動，隨著全

球暖化而變遷？我們是否要讓它持續存在還是讓它自然演替？還是

要維持現在的狀況？透過今天的交流，我們吸取一些國外的經驗，一

定讓我們未來的經營管理更好，也敬祝今天順利成功。 

 

城鄉發展分署洪嘉宏分署長： 

    那接下來我們就歡迎 SWS 的會長，美國的 Dr. Guntenspergen 介

紹一下美國濕地的保護，美國會長是一年擔任一次會長，他的太太

Mrs. Guntenspergen 也 曾 經 擔 任 過 SWS 會 長 ， 所 以 說 Dr. 
Guntenspergen 的家庭是濕地家庭，而且都是理事長家庭。 
 

美國學者 Dr. Guntenspergen： 

    在這裡，我非常感謝分署長給我這個機會，讓我在這裡不到一個

禮拜之中，認識了許多臺灣美麗事物。在今天我的演講之中，是想跟

大家分享一下，海平面上升會造成什麼影響，在過去的 100 年之中我

們的海平面一直在上升而且是以兩倍的速度，再未來的一百年當中，

科學家預測我們的海平面大概會上升 48 公分以上。在這裡的話我們

要了解到海平面的濕地會繼續存在，還是會消失。我們知道有一些濕

地或許已經在消失中，但如果我們協助處裡的話，有些濕地還是可以

繼續存在。在這個海平面上升的測度當中，我們不但要了解真正的海

平面上升的程度，甚至我們還要評估地表是否也正在改變，然後我們

要把這兩個因素都考慮進去。在美國的卻斯比海灣當中，我們來分

析，這個海平面上升是以每年 3.52 公釐在進行，我想分享的是一個

黑水的生態保護區，他在卻斯比的海灣旁邊，在這裡的話我想分享的

這邊的海平面高度給大家知道。如果持續在海平面上升的話，他是會

消失的。若以管理者的角度來想，這些濕地會消失嗎?還是不受影響

的繼續生長。期間會有一個過程，然後我們會利用這一個濕地的自然

演替過程，然後了解到濕地是不是會被改變，如果海平面繼續上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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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那這些濕地會隨海平面上升而消失嗎？ 

    我想我這邊用四個方式的過程來討論一下濕地的這種脆弱的性

質。首先你必須要了解這邊的現況為何？然後第二個是你這邊變動的

趨勢，第三個是說他這邊改變的成因是什麼，如果說你了解你的基準

點、生長趨勢，以及了解變化過程之後，你就可以建立一個脆弱性模

式。首先，你必須要了解到你這個海平面跟他的相對高度關係，在這

裡的話，我們有非常多的案例可以知道高度如何計算。第二個是我們

必須要了解到不同地區他的潮差範圍，因為這邊植物他的生長速率也

不一樣，然後我們也必須去評估海平面上升相對的影響。我們在這個

大西洋的海濱，我們也有不同的城市範圍，以及觀察這些城市周圍也

有一些濕地。我們在這裡也可以看到有些地方是低於海平面，有些地

方高於海平面，在這個黑水（Blackwater）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的地

方，它的濕地比海平面還要低，這裡我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高層的概

念，如果說這邊的高層非常的高，我們就說這邊是屬於相對高層較高

的地方，但是如果這邊高層比較低的地方，他就會受到海平面上升的

影響。 

    我們從這個黑水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為例，從 1938 至 1989 年他

原本是沼澤地，但是他都已經變成開放水域。如果這個沼澤地的高層

一直在改變，那他相對海平面上升會有什麼樣的影響，這是我們必須

要討論的。如果說這些沼澤地的草一直在長的話，或者他有一些堆積

的作用；但事實上，它會隨著海平面的上升，本區也在上升不會受到

影響，或者是說也會受到相當的影響。在這裡，我們用一個高層平面

的原理，然後去測量一個高層的概念，在這裡我們可以用這個機器去

測量。在這裡的話，我們進行一個挖掘的方式，從一公尺到二十五公

尺的深度向下挖掘，觀察標準高程有沒有改變。比較右邊的話我們可

以知道地層下陷，對它這邊是有影響的。我們進行一個測試的動作，

大家看我們把這個管子插上去，然後觀察地表高層有沒有變化。從這

個起始點進行觀察，我們先進行標示的測定，等到這邊的泥沙開始堆

積以後，再慢慢測量說它每年的堆積量是多少。在這邊的話，這種實

驗方式非常有價值的，因為它可以知道說這個沼澤地每年高層的變

化。 

    在黑水這個地方，我運用以下三點與大家進行分享。這邊的話有

一個藍線與黑線的方式，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屬於一種負成長的方式在

進行，這種紅線的方式，因為他一直產生堆積的作用，所以它的高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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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上升當中，我們知道這十年來黑水這個地方，一直在下陷，甚

至下陷 0.3 公尺，這裡我們會談到喪失的情形。然後，我們形容說因

為海平面的上升，導致地表高層越來越低，如果說這個地表高層因為

氣候作用，導致海平面上升，而使得變成這種寬廣的水域，還會造成

一些洪氾的後果，還有讓這個洪氾的時間會更加長久。會造成植物沒

有辦法生長，甚至會死亡。因為這邊的海水高度持續上升，以一個每

年的 3.52 公釐的方式在進行，但是這邊也飽受了地層下陷，每年以

0.34 公釐的方式在進行，所以總共以每年以 3.86 公釐速率在下陷，

我們預測在未來會被海水所淹沒。在 1989 年間，大部分地區都已變

成開放的水域，意思是說已經被海水淹沒。 

    管理者要知道如何去控制這個海平面上升，導致地表高層轉變的

一些因素，首先在這邊高層改變的第一種因素，有可能是地層下陷，

如果這個地層下陷的因素大於堆積的作用，會造成整體下陷的情形發

生。在這邊的堆積作用並不強烈的地方，每年還是有-0.34 公釐的沈

降情形產生。所以，這邊的沈降總量達到每年的 3.7 公釐，所以我們

還是認為這邊是地層下陷處。用一個相對的海平面的上升，每年海平

面以 3.52 公釐的速度上升，加上是每年下沈速率 3.7 公釐，總共海

平面上升的沈降影響為每年的 7.23 公釐。如果是以我們剛剛講的海

平面情形，事實上，其濕地喪失的數量已經超過我們的估計。在這裡，

我想強調的是濕地高程垂直管理與發展，我們必須重視海平面上升的

事實。在此，我們必須考慮到整體環境改變，尤其是侵略性的植物，

也會造成環境上的變化，例如：河鼠（Nutria）會進行築壩的作用，

也會造成環境的改變。在這裡的話，河鼠會吃掉濕地的植物，恐怕也

會造成一些影響。我想強調的是，在進行預測的模型方面，需要我們

把前面三個步驟重新進行考量。我們知道，中間有一些回饋的作用，

就比方說這邊有一些沉澱，也有一些輸沙量，還有一些植物成長，都

要列入考慮。另外，還有要建立水利動力學的模式，然後讓這個濕地

能夠在海平面上升的過程中，進行適應性管理的回饋過程，以及進行

海平面的上升情況的預測。我這邊用一個公式來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些

植物的作用跟其他的作用方式，在這張表裡面，我們可以用這個海平

面上升的模型，預測現在到未來 100 年的氣溫和海平面高度的變化。

如果說根據原來的跨國際氣候變遷組織（ICPP）的預測，跟我們的預

測事實上還是有一些差別的。首先第一個預測的模式是考慮到動態的

回饋模式，然後下面這條線則沒有考慮到回饋的方式。在下面這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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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果說海平面持續的上升，事實上會造成棲地的消失。我用這個

圖表來跟各位進行說明，首先是在這個海水深度不同的情形進行說

明。如果潮差非常小，大概是 0.4 公尺的話，假設說海平面上升的話，

整個地方會變成開放式水域，就如同右上方這個圖形，因為海水持續

的上升，所以沒有辦法適應，因此整個變成一個淹沒區。在跨國際的

合作計畫中，我們了解到在不同的潮差，會造成海平面上升。那要怎

麼樣去預測何時變成開放式水域呢？我們考慮到堆積方式，對於棲地

產生的影響。我選擇一個真實環境進行實驗，在這裡如果說這邊面積

越來越高的話，事實上很多的環境，是不會被淹沒的。在比較高的黃

線以上的地區，如果說海平面持續上升，事實上是不能夠存在的，因

此就會被淹沒。 

    舉例來說，在加州地區的左邊這個案例，大家看上面這張圖形，

因為累積量非常的低，如果海平面上升的話，通常是會淹沒的；我們

看下面的這張照片；由於累積量非常的高，所以隨著海平面上升，事

實上是不會被淹沒的，而且能夠繼續存在。我們必需要更多的這種實

驗的驗證，來加強我們這個模型，並且持續實驗進行。如果說，海平

面持續在上升，我們才知道要如何用一種「適應性管理」的方式，來

確認我們這些實用的工具是可以繼續進行的，我的演講到此結束，謝

謝大家。 

 

城鄉發展分署洪嘉宏分署長： 

    請教在座的貴賓，是否有問題詢問或是請教兩位專家。我們請薛

主任或是丁博士發言，待會也許可以再特別補充。如果沒有的話，先

請兩位博士發表您的看法，就是對全世界保育有什麼期待和建議，我

們先請薛主任。 

 

七股研究中心薛美莉主任： 

    剛剛我們聽到海岸的問題，我想這在臺灣包括我們七股地區也很

明顯。在臺灣的話，我們目前所看到的狀況是因為海平面上升，不曉

得是因為海平面上升，還是因為海岸的改變，導致上述的問題。我覺

得說，如果有機會的話，蠻想請兩位學者到我們現場看一下，然後給

我們一些建議，因為這些地方變成內陸，也有機會再成為海岸，或者

是其他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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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 Dr. Guntenspergen： 

    所謂的海平面上升，原來的沼澤會變成開放的水域，但是原來的

比較內陸的地區，會變成沼澤。如果說你沒有任何阻擋的話，沼澤也

有可能會慢慢產生種種變化。如果發現其間有一些沉積物，都是一些

動態的改變。 

 

七股研究中心薛美莉主任： 

    我想要回應的一點，我們要注意的是說，假設你沒有足夠的沉積

物的話，那還是沒有辦法再往內陸移動。我想我們臺灣這個狀況是說

當我們防風林或紅樹林死亡之後，有沒有機會再往內陸移動？相對的

可能是將來只有一些開放性的海岸，而比較屬於穩定型的濕地是會逐

漸地消失的。 

 

美國學者 Dr. Guntenspergen： 

    這個濕地是會移動的，因為這個濕地的消失跟植物的消失有可能

有關，另外的話像臺灣有可能因颱風會消失，所以如果說濕地是因為

上述原因而變動的話，是因為外界環境的改變，而造成的一種變動成

因。 

 

日本學者 Dr. Furukawa： 

    在日本的話，因為有許多濕地消失，所以日本政府現在要來進行

一些復育的工作，我非常贊同薛主任的講法，就是說在這裡的話必須

要做一些有效管理，所以現在日本政府正在採取一個濕地復育的情

形。但是日本跟美國有一點不一樣，美國可能是因為土地面積較大，

而採取一些比較自然的方法，在日本上採取的是一個工程技術上的措

施，進行人為操作的管理。例如在海堤上面，就可以將濕地看成是整

體的管理系統，然後進行復育。 

 

城鄉發展分署洪嘉宏分署長： 

好，接下來還有沒有其他問題要詢問，麻煩提示您的單位跟姓名。 

 

中華大學會展系魏弘翔： 

    想請教一個問題，關於路易斯安那州墨西哥灣漏油事件，請問油

汙事件對當地生態及人們的生活，會造成哪些影響？還有哪些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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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 Dr. Guntenspergen： 

    學者們曾建議一種較為大膽的處理方式，因為那邊有很多油汙，

事實上是易燃性的。所以有學者建議焚燒濕地的方式，可以讓這些焚

燒後的油汙轉變成碳吸存在濕地之中，同時也可以減少油汙產生一些

災害，因為這些災害有時候會讓那些水鳥羽毛都會被黏到，所以這個

建議構想，還是蠻大膽的。 

 

日本學者 Dr. Furukawa： 

    提供一個控制的方式，就是說在日本的話他是嚴格控制運油的船

隻。一般來講，採用紅樹林攔油，也是一個蠻好的方式。事實上，採

取最嚴格的管制措施，是利用衛星進行監控。一般來說，如果有漏油

事件的話，可以很快地進行處置。 

 

城鄉發展分署洪嘉宏分署長： 

    其實大家什麼都不要去做，就是最好的方式。所以這兩位專家學

者的看法有點不一樣，不過還要再問一下，就是說對當地的人們有沒

有什麼影響？ 

 

美國學者 Dr. Guntenspergen： 

    地方居民當然是稍微會有一些影響，尤其是對漁業的影響更大。

所以政府採取化學方式去處理這個油汙，短期的話地方經濟會受到很

大的影響。當然我剛剛講的是屬於地方的經濟方面，但是我強調的是

我們必需進行長期觀察這些野生動物未來是不是造成傷害。 

 

成功大學研究生 Kelly B.Schnare : 

    這個計畫通常是必需花多久的時間，去做調適與進行？（註：Miss 

Kelly B.Schnare 從加拿大來臺灣留學的碩士班學生，主要是研究臺

灣地區的永續發展） 

 

日本學者 Dr. Furukawa： 

    一般來講本案是一個 10 年計畫，但是在不同系統之間代表不同

的結果。這 10 年的計畫建構在地球暖化效應之下，事實上是非常的

短。一般來講，我們會建立一個目標，然後看看這個 10 年之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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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會有一些情況的改變。然後如果說兩三年之後，有一些客觀情形的

改變，我們會進行一些調適的工作。 

 

美國學者 Dr. Guntenspergen： 

    首先對於這個問題，我是想說在我剛剛講的是處於一個「框架模

式」的觀念。首先我必需要強調，及早預警是非常重要的，也許我們

要在進行一些改善措施，尤其是在我們任何的決策過程之中，我們必

需要先做一些預測，所以我建議採取疏濬材料，建構人工濕地。如果

說我們在這邊能增加一些濕地的高層之後，在 100 年之後，我們將不

會被淹沒。 

 

崑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系翁義聰副教授：  

    各位來賓大家好，我是翁義聰，我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在臺南的

曾文溪口，因為蓋了曾文水庫之後，曾文溪口的堆積量減少之後，還

有一些超抽地下水，造成地層下陷的問題。這兩個原因造成濕地的流

失，加上黑面琵鷺的成長上遇到瓶頸，那在貴國有什麼樣的案例，給

我們做參考？另外保育類鳥類的保護有什麼方法？ 

 

美國學者 Dr. Guntenspergen： 

    其實美國有非常多的案例，雖然沒有很明白的指出哪個地方受到

地層下陷的影響，不過美國也有超抽地下水造成地層下陷的問題。我

可以補充一下卡崔納颶風經過的地方，那個是地層下陷區。然後這個

濕地也有許多地方因為築壩造成濕地消失，因為築壩使得沒有泥沙辦

法進行出入，然後濕地的高層就會改變，而喪失它的功能。所以說，

如果地層下陷或是泥沙出入很少的話，會造成棲地消失。事實上，我

們是不是應該訂一個目標？然後這個目標是地方政府跟民間保育團

體共同來去推動？然後來看看說這些目標，我們能不能達成。 

 

日本學者 Dr. Furukawa： 

     我非常同意以上見解，我另外提出一些技術可行性的方案。因

為築壩的問題讓我聯想到拯救棲地的方式，我建議採用疏濬材料。首

先，必須檢驗裡面是不是合格的成分，然後進行疏濬材料的棲地營

造。第二點是說，對於地下水的超抽問題。在日本的話，非常嚴格介

入至地下水的管制，政府規定是不能超抽的。如果要找到好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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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實上是要從其他的集水區去找，所以在東京灣的城市中，通常

飲用水都是越域引水，從其他的集水區去找水源。 

 

崑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系翁義聰副教授：  

    我第二個問題是，在講義裡面的 84 頁中，有一個潮間帶潮差說

明。美國濕地的消失非常緩慢，是因為潮差很大的關係。在彰化的潮

差約為四公尺，所以我們的濕地有足夠的抵禦能力。目前彰化國光石

化的用地，是最寶貝的一塊潮差很大的濕地。所以我們很高興有這個

機會看到一份完整的潮差和地層下陷統整的報告，可以給我們國內做

參考，也非常謝謝主辦單位安排這麼好的答案給我們，就是非常重要

的，謝謝。 

 

城鄉發展分署陳鵬升副工程司： 

    大家好，我是城鄉分署陳鵬升，我想要請問兩位博士，就是剛剛

在那個影片中有看到我們海岸的豐富生物多樣性，有很多的濕地潮間

帶等，如果說我們想要把一些海岸或是濕地把它框起來當作保護區

時，但是因為民眾都會希望住在有堤防的海邊，如果我們將這些地方

劃成保護區的話，那我們如何在不影響這些私人土地的情況下，去保

護海岸或是濕地？ 

 

美國學者 Dr. Guntenspergen： 

    了解濕地的價值和過程是非常重要的。舉個例子來說，今天早上

我在七股潟湖坐船，在船上看到 100 多位的小學生和我們共同了解七

股潟湖的生態，這種參與是很重要的，同時，我建議以明確目標使用，

和居民進行溝通，也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學者 Dr. Furukawa： 

    我非常贊同以上這些想法跟原理，剛剛講的一個自然保護區合

作，是最好的保育狀態。另外一個概念是，如果我們也考慮到一些保

育的方式，然後希望說我們人類也改變一些心境，希望說我們除了強

調保育之外，另外一方面如果能夠採用「明智使用」的概念，事實上

比較能夠促成濕地業務上的推動。舉例來說，如果要跟漁民合作的

話，事實上還是要進行對話，也就是要站在比較客觀的方式，用同理

心和漁民對話，在溝通上強調說漁業永續的利用方式，我們能夠跟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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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居民同樣的分享知識的話，我想比較容易去進行溝通。 

 

城鄉發展分署洪嘉宏分署長： 

    我如果沒有聽錯的話，就是說試著讓你的目標要多樣化一點，而

且雖然有長程的目標要達到，但是可以先用溝通的意思，然後慢慢大

家找出一點，可以有保育的共識，也可以共同存在與生活的地方。保

育不要一次就到位，那可以多利用對話的方式，去達到這些溝通目

標，去達到這個溝通共識，也要將目標設廣一點。短期先讓這些目標

共存，慢慢等到將來都有了共識。當然要設定對話，也找出對濕地的

保育認為有價值的地方，到了那個時候，更要進一步去設定比現階段

更強烈的保育行為，或是進行約定的時候，就更容易做得到，這是一

個很重要的啟示。所以教授們告訴我們說，其實我們要推動保育，確

實不要一次就想要到位。 

 

台江國家公園管理處黃光瀛課長： 

    其實我的問題就跟分署長類似，就在今天早上時，我們跟漁民和

立法委員進行協調。國家公園範圍內的漁民，他們的養殖型態，需要

進行改變。他們想要改變電纜線，以進行國家公園內魚塭的建設。日

本學者也提到，必須讓當地的民眾越早參與越好，那麼請問日本學

者，若您是處長或是立法委員，要您表態是否進行建設，您會怎麼做？ 

 

日本學者 Dr. Furukawa： 

     這邊的話，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因為，現在還沒有得到許多

的資訊。不過如果說，我們多一些時間去協調的話，多一些對話可以

降低協調的難度。所以可能是經濟的因素，甚至是其他的因素，造成

居民的想法，和國家公園的立場不一樣。我們應該定一個願景，希望

七股變成一個甚麼樣的環境？然後在「行動計畫」是否應該進行一些

改變？這些改變通常是「適應性管理」，然後看看居民的反應，然後

進行計畫上的改變。 

 

城鄉發展分署洪嘉宏分署長： 

    其實如果現在是居民面對因為涉及到國家公園法，就會有比較嚴

厲的規定，那可能不能為了做魚塭而接水接電，設立電線桿太難看

了，我想不知道是不是因為這件事情，我印像中，是因為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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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也許管理處如果以它們的建議來講，就是說應該先做溝通，再來

做個決定，不要說一次就要求居民，因為國家公園也剛成立，國家公

園對於台江這兩塊濕地，未來也許還很模糊，但若涉及到其生存問題

的話，可能對台江國家公園在濕地上，將來要變成甚麼樣子？要給多

一點想像或教育或溝通，那當然大家都有共識的時候再處理會比較順

利一點，所以不要一次就禁止，可能會有問題。 

 

屏東科技大學土木系丁澈士教授： 

     剛才很多在座各位都在談海洋的問題，就純粹濕地平衡裡面，

萬一問題產生，可能整個生態系就會改變，我舉個例子來講，我們剛

剛有提到沿海從新竹到曾文溪口，在七八年之前，還有中華海豚。我

分析了一下整個在沿海地區的水庫，因為淡水量減少，而產生棲息地

消失等問題。我想，很多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剛才提到

屏東這次因為八八水災以及很多的水庫要興建，各位都知道東港有三

寶櫻花蝦，櫻花蝦最主要的棲息地，就是因為地下水流出，讓它有非

常好的棲息環境，才能夠有這個櫻花蝦。如果說萬一地下水阻擋或消

失，整個櫻花蝦會有改變。就是說，任何的水文收支的改變，就會讓

棲息地改變，我剛還聽到各位的發言，就是要提醒我們分署長從 100

年到 106 年，要進行背景研究調查。因為如果沒有研究工作，因為沒

有好的背景調查資料，會怎麼支持願景？如何得到大家的對於濕地盼

望？對於我們學術界來講，我們希望能夠多一些背景資料，也就是

說，我要用這個問題來延伸。請問兩個教授，對於這些基本調查，是

不是一直都運用延續的資料？因為我們對於願景的期望，就有能夠有

一些延續的資料，所以在整個基本調查的公布，是不是很重要？第二

個因為部門的合作，以及我們所說的組織協調非常重要。這個長期的

對話是非常重要的機制，要完成這個機制，不是那麼容易，起碼要二、

三十年。舉個例子來說，1954 年荷蘭在一次海嘯，死了 1823 人，所

以說有一個三角洲計畫，所以在外海整個海岸的棲息地就完全改變

了，他們也是停下來討論兩三年以後，才做復建的動作，在 1985 就

完成，這是非常好的例子。 

 

美國學者 Dr. Guntenspergen： 

    在美國南部的路易斯安納州有個地方叫紐奧良，那個地方也是個

地層下陷區，然後因為像卡翠娜颶風造成一些災害，然後那邊有紅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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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讓海岸有緩衝的方式，然後就不會遭受到這麼大的影響。舉個例

子來說，就像是印尼遭受到海嘯的影響，如果說有一些地方居民了解

紅樹林的重要，不會去砍伐，就不會造成那麼大的危害。所以海平面

上升會造成一些嚴重危害，是因為像海嘯颶風和颱風造成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提出一個基礎設施的概念，如果說這個地方基礎設施很好的

話，就不會有些災害。我們有一位朋友住在紐奧良，因為他覺得這些

基礎設施還是不足，他選擇離開紐奧良。但一般的民眾沒有這麼樣的

機會，所以他們還是選擇居住在紐奧良，所以最後建議應加強地方的

基礎設施。 

 

城鄉發展分署洪嘉宏分署長： 

    他的建議是說，至少我們要增加一些科學技術的資源給政府。在

短期上面來講，增加設施是可以解決問題；但是，他提出一個長期的

方式，甚至他認為教育也是蠻重要的。所以說，從短期方面有效性和

長期方面，採取教育民眾的方式，讓災害減緩是必要的。 

 

台江國家公園管理處歐正興副處長： 

    謝謝分署長。我在剛剛致詞的時後，大概提了國家公園的兩個困

境，當然第一個困境剛剛我們黃課長已經問過教授，當然這是一個比

較難回答的問題，這個問題當然是一個政策的問題，或者說它是一個

資訊不對稱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我們還必須了解說在這樣的一個魚

塭區，到底現在養的魚種，或者是適不適合引入電力設施到魚塭區？

因為民眾要設置電桿。民眾一開始沒有電力，可能是粗放式的養殖，

到了後來變成一種集約式的養殖方式，集約式的養殖就不利於黑面琵

鷺進行覓食。我再提到另外一個困境，就是說我們目前提到的七股潟

湖沿岸有沙洲，沙洲每年都有颱風侵蝕，結果一直在消退。消退的結

果造成沙洲景觀不在了，第二個問題就是說在我們的潟湖裡面，有牡

蠣的養殖，我們需要透過所謂的科技的固沙工程，來繼續讓這樣的潟

湖存在？還是說在目前的國土變遷過程中，讓它自然的演替？一些自

然景觀和人民生計與我們所講的國家公園保育，這三者之間必須得到

充分的融合。我們也是希望兩位教授能夠給我們一些啟發，來看看我

們後續如何處理這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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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者 Dr. Furukawa： 

    這邊我提供一個建議是，關於臺南的網仔寮沙洲因為侵蝕關係導

致沙洲越來越小，我提供一個概念是輸沙平衡。在日本案例是因為沒

有沉積，導致堆積越來越少，因此產生侵蝕現象。因此我看到有些地

方有堆積，而有些地方侵蝕，可以用疏濬的材料當堆積的材料。另外

關於地區民眾寧願養石斑，而不願意養虱目魚，我認為應該做一個試

驗池來觀察因為水深，造成黑面琵鷺不願意來棲息。有時深水與淺水

是有其必要性，因此我建議可以保持一些淺水區，因為物種也其棲習

性，若全部為深水區，可能黑面琵鷺就不會來了，這技術上可以做到

的。 

 

美國學者 Dr. Guntenspergen： 

    我們必須建立黑面琵鷺的管理目標，看是否是要維持目前數量或

要增加數量，因此需要科學性的驗證尋找適合棲地來進行溝通。 

 

城鄉發展分署洪嘉宏分署長： 

    我希望這個研討會或工作坊能持續每年都來辦，大家藉由交流能

獲得更多知識與經驗交換，對於雲嘉南的管理相信會更有幫助，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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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S 2010 Schedule 
CC=Convention Center, LA=Little America Hotel 

Sunday, June 27 Time Location 

SWS Executive Board Meeting 8:00A - 10:00A Arizona (LA) 

SWS PCP Board Meeting 8:30A - 6:30P Sun Valley 
(LA) 

SWS Old Board Meeting 10:00A - 6:30P Arizona (LA) 

Registration 2:00P - 5:30P Arizona 
Foyer (LA) 

SWS Undergraduate Mentoring 
Program Orientation 

5:00P - 6:00P Tucson (LA) 

Opening Reception 6:00P - 9:00P Tracy Aviary 

Monday, June 28  Time  Location 

Past Presidents Breakfast 6:45A - 7:45A 259 (CC) 

Registration 7:00A - 5:00P Exhibit Hall 
3 Foyer (CC) 

Speaker Ready Room 8:00A - 5:00P 257 A (CC) 

Opening & Plenary Session - 
Nikolay Aladin 

8:00A - 9:00A 255 A/B/C 
(CC) 

Symposium 2 Does Nutrient 
Pollution Jeopardize Tidal Wetland 
Viability? 

9:00A - 12:30P 155 B (CC) 

附錄五 SWS 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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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osium 1 Integrating Wetland 
Processes and Wildlife Populations 
to Evaluate Climate Change 

9:00A - 12:30P 155 A (CC) 

Session 1 Wetland Biogeochemistry 
I 

9:00A - 12:30P 155 C (CC) 

Session 2 Wetland Function and 
Habitat Assessment 

9:00A - 12:30P 155 D (CC) 

Session 3 Wetland Inventory, 
Remote Sensing & Mapping 
Methods 

9:00A - 12:30P 155 E (CC) 

Coffee Break 10:20A - 11:00A 155 Foyer 
(CC) 

Mid Atlantic Chapter Meeting 12:30P - 2:00P 355 A (CC) 

South Atlantic Chapter Meeting 12:30P - 2:00P 355 A (CC) 

Peatlands Section Mtg 12:30P - 2:00P 355 A (CC) 

Publications Committee Lunch 12:30P - 2:00P 260 (CC) 

Lunch - Cash and Carry Lunches 
will be available at CC 

12:30P - 2:00P CC 

Awards Committee Lunch 12:30P - 2:00P 257 B (CC) 

Chapter Treasurer’s Lunch 12:30P - 2:00P 259 (CC) 

Australasia Chapter Meeting - 
Purchase lunch and attend 

12:30P - 2:00P 155 A (CC) 



 197

Canada Chapter Meeting - 
Purchase lunch and attend 

12:30P - 2:00P 155 B (CC) 

Central Chapter Meeting - 
Purchase lunch and attend 

12:30P - 2:00P 155 C (CC) 

Europe Chapter Meeting - Purchase 
lunch and attend 

12:30P - 2:00P 155 D (CC) 

Alaska Chapter Meeting - Purchase 
lunch and attend 

12:30P - 2:00P 155 E (CC) 

Women in Wetlands Section Mtg 12:30P - 2:00P 355 A (CC) 

Wildlife Section Mtg 12:30P - 2:00P 355 A (CC) 

Session 4 Estuarine & Coastal 
Wetlands 

2:00P - 5:30P 155 A (CC) 

Symposium 3 Wetland Assessment: 
Key Considerations for Method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2:00P - 5:30P 155 B (CC) 

Symposium 4 Wetland 
Biogeochemistry in a Changing 
World 

2:00P - 5:30P 155 C (CC) 

Session 5 Climate Change 2:00P - 3:30P 155 D (CC) 

Session 7 Internationally Important 
Wetlands 

2:00P - 3:30P 155 E (CC) 

Coffee Break 3:30P - 4:00P 155 Foyer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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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 Program 3:30P - 3:30P 355 B (CC) 

Session 6 Wetlands Creation and 
Restoration I 

4:00P - 5:30P 155 D (CC) 

Round Table – Applying SWS 
Wetland Expertise into Global 
Decision-making: Building the 
SWS-Ramsar Convention Link 

4:00P - 5:30P 155 E (CC) 

P1 Poster Session 1 
Reception/Raffle 

5:30P - 7:30P Exhibit Hall 
3 (CC) 

Tuesday, June 29  Time  Location 

Women in Wetlands Breakfast 6:30A - 7:30A 260 A&B 
(CC) 

Registration 7:30A - 5:00P Exhibit Hall 
3 Foyer (CC) 

Plenary Session #2 – Terry Chapin 8:00A - 9:00A 255A/B/C 
(CC) 

Speaker Ready Room 8:00A - 5:00P 257 A (CC) 

Session 8 Managing Wetlands for 
Fish and Wildlife Habitat 

9:00A - 3:00P 155 A (CC) 

Symposium 5 History of Wetland 
Ecology I 

9:00A - 12:00P 155 B (CC) 

Symposium 6 Not Just for Women 
(Women in Wetlands) 

9:00A - 12:30P 155 C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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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pmposium 7 Hydric Soils 
Indicators, Standards and 
Applications 

9:00A - 12:30P 155 D (CC) 

Session 9 Wetlands Creation and 
Restoration II 

9:00A - 12:30P 155 E (CC) 

Coffee Break 10:20A - 11:00A Exhibit Hall 
3 (CC) 

South Central Chapter Meeting - 
Purchase lunch and attend 

12:30P - 2:00P Exhibit Hall 
(CC) 

Lunch - Cash and Carry Lunches 
will be available at CC 

12:30P - 2:00P (CC) 

International Chapter Meeting - 
Purchase lunch and attend 

12:30P - 2:00P 155 A (CC) 

New England Chapter Meeting - 
Purchase lunch and attend 

12:30P - 2:00P 155 B (CC) 

N Central Chapter Meeting - 
Purchase lunch and attend 

12:30P - 2:00P 155 C (CC) 

Pacific NW Chapter Meeting - 
Purchase lunch and attend 

12:30P - 2:00P 155 D (CC) 

Rocky Mountain Chapter Meeting - 
Purchase lunch and attend 

12:30P - 2:00P 155 E (CC) 

Western Chapter Meeting - 
Purchase lunch and attend 

12:30P - 2:00P Exhibit Hall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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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osium 8 History of Wetland 
Ecology II 

2:00P - 5:30P 155 B (CC) 

Session 10 Wetland 
Biogeochemistry II 

2:00P - 5:30P 155 C (CC) 

Session 11 Wetlands Creation and 
Restoration III 

2:00P - 5:30P 155 E (CC) 

Undergraduate Mentoring 
Program's Education Workshop 

3:30P - 5:00P 155 D (CC) 

Coffee Break 3:30P - 4:00P Exhibit Hall 
3 (CC) 

Professional Wetland Scientist 
Certification Information: 
Overview and Q&A (sponsored by 
SWSPCP) 

3:30P - 5:00P 255 A (CC) 

Session 12 Managing Invasive 
Wetland Species 

4:00P - 5:30P 155 A (CC) 

PWS Mixer 5:30P - 7:00P Teton (LA) 

Plenary Session #3 – Ross Coleman 5:30P - 6:30P 255A/B/C 
(CC) 

Student/Professional Networking 
Mixer 

5:30P - 7:00P Snowbasin 
(LA) 

Wednesday, June 30 Time  Location 

Buses load 15 minutes before start time at the Salt Pa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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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 Center 

Field Trip: Provo River Restoration 
and Swaner Nature Preserve 

8:00A - 5:00P Convention 
Center 

Field Trip: UDOT Mitigation Banks 8:00A - 12:30P Convention 
Center 

Field Trip: Wetland Plant ID 8:00A - 12:00P Convention 
Center 

Field Trip: Bear River Migratory 
Refuge 

8:00A - 12:00P Convention 
Center 

Workshop: Hydric Soils 8:00A - 4:00P 355 A (CC) 

Workshop: Community Connections 8:00A - 12:00P 355 B (CC) 

Workshop: 
Restoration/Rehabilitation and 
Conservation Easements 

8:00A - 12:00P 355 D (CC) 

Field Trip: Kennecott South Shore 
of the Great Salt Lake 

8:30A - 12:30P Convention 
Center 

Field Trip: Trip to Park City 8:30A - 5:30P Convention 
Center 

Field Trip: Big Cottonwood Canyon 9:00A - 5:00P Convention 
Center 

Field Trip: Antelope Island 10:00A - 6:00P Conven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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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Trip: Jordan River Canoe Trip 1:00P - 5:00P Convention 
Center 

Thursday, July 1  Time  Location 

Registration 7:30A - 4:00P Exhibit Hall 
3 Foyer (CC) 

Speaker Ready Room 8:00A - 4:00P 257 A (CC) 

Plenary Session #4 - Duncan Patten 8:00A - 9:00A 255A/B/C 
(CC) 

Session 13 Wetlands Policy and 
Regulations 

9:00A - 3:00P 155 A (CC) 

Symposium 9 Wetland Inventory 
and Mapping and Its Application to 
Wetland Regulation and Protection 
in the Adirondack Park 

9:00A - 12:30P 155 B (CC) 

Symposium 10 Wetland 
Development and Restoration: 
Looking at History and Planning the 
Future I 

9:00A - 12:30P 155 C (CC) 

Session 14 Wetland Geomorphology 
and Hydrology 

9:00A - 12:30P 155 D (CC) 

Session 15 Great Salt Lake Ecology 9:00A - 10:30A 155 E (CC) 

Coffee Break 10:20A - 11:00A Exhibit Hall 
3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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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6 Wetlands of the Western 
US 

11:00A - 12:00P 155 E (CC) 

Awards Lunch 12:30P - 2:00P 355 (CC) 

Symposium 11 Wetland 
Development and Restoration: 
Looking at History and Planning the 
Future II 

2:00P - 5:30P 155 C (CC) 

Symposium 12 Groundwater 
Dependent Wetlands: Biology, 
Eco-Hydrology and Environmental 
Water Requirements 

2:00P - 5:30P 155 E (CC) 

Coffee Break 3:30P - 4:00P Exhibit Hall 
3 (CC) 

Undergraduate Mentoring 
Program's Education Workshop I I 

3:30P - 5:00P 155 D (CC) 

Session 17 Wetland Conservation 
and Stewardship 

4:15P - 5:30P 155 A (CC) 

SWS Business Meeting 5:00P - 6:00P 255A/B/C 
(CC) 

P2 Poster Session 2 Reception/ 
Silent Auction 

6:00P - 8:00P Exhibit Hall 
3 (CC) 

US National Ramsar Committee 6:00P - 8:00P 260 (CC) 

Friday, July 2  Time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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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ration 7:30A - 10:30A Exhibit Hall 
3 Foyer (CC) 

Plenary Session #5 - Wendy Fisher 
& Arthur Morris 

8:00A - 9:00A 255 A/B/C 
(CC) 

Speaker Ready Room 8:00A - 12:00P 257 A (CC) 

New BOD Meeting 8:00A - 12:00P 259 (CC) 

Symposium 14 Wetlands: 
Greenhouse Gas Sources or Sinks? 

9:00A - 12:30P 155 C (CC) 

Symposium 13 Too Much Water and 
Too Little: Hydrological 
Modification & Wetland Responses 
Resulting from Climate Change 

9:00A - 12:00P 155 B (CC) 

Session 18 Urban and Agricultural 
Wetlands 

9:00A - 12:30P 155 A (CC) 

Coffee Break 10:20A - 11:00A Exhibit Hall 
3 (CC) 

Undergraduate Mentoring Program 
Luncheon 

12:30P - 2:00P 355 A (CC) 

Closing Remarks 12:30P - 1:30P 255 A/B/C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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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年臺灣濕地保育國際研習及交流合作計畫委託案 
期末報告書 初審意見 

 

2010年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年會出國研習訓練 

項次 頁數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一  尚符合契約要求。 謝謝委員的指

教。 

濕地保育國際交流工作坊 

一 68 主席致詞稿內容毋須納

入報告書中，建議刪

除。 

本文已刪除。

二 127 請補充說明台江國家公

園及淡水河濕地兩處濕

地之環境現況、課題，

並針對台江國家公園的

海域規劃及管理與淡水

河沼澤地生態系統研究

等提出國外專家之建

議。 

已補充至99

頁。 

三 101 請針對臺北及臺南兩場

次工作坊之專家簡報內

容及討論，提出可供臺

灣推動濕地保育工作之

建議。 

已補充至114

頁。 

研擬具體可行的國際濕地期刊合作計畫 

項次 頁數 審查意見  

一 37 請補充說明國際期刊具

體合作方式及內容。 

已補充至41

頁。 

二 39 請補充說明國際期刊初

審係為審查流程的哪個

階段以及期刊投稿標

準。 

已補充至41至

43頁。 

辦理申請拉姆薩公約國際級濕地之相關作業 

項次 頁數 審查意見  

一 32 請依據拉姆薩公約評選

準則及規定，彙整提出

台江國家公園之生態資

已補充至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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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及特色等背景資料，

並檢核是否符合拉姆薩

公約評選準則。 

二 33 建議補充說明台江國家

公園加入拉姆薩公約國

際級濕地之其他配合事

項或可能遭遇的困難

點。 

已補充至36

頁。 

三 143 說帖內容建議增加有

關：臺灣過去推動濕地

復育工作的努力及成

果、未來努力的方向及

目標，以及台江國家公

園加入拉姆薩公約國際

級濕地之具體理由（例

如：彙整並納入濕地訊

息 表 各 項 數 據 或 資

料）。 

已補充至134

至1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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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臺灣濕地保育國際研習及交流合作計畫」委託案 
期末報告會議紀錄 

記錄：宋佩容 

壹、 開會時間：99 年 11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貳、 開會地點：城鄉發展分署 2 樓會議室 

參、 主持人：謝副分署長正昌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伍、 發言要點：如附件 

陸、 討論事項及決議： 

一、 請將「臺灣濕地加入拉姆薩公約說帖」函請台江國家公

園協助審酌相關內容是否妥適。 

二、 請業務課將相關單位所提建議納入後續推動濕地國際

交流工作之參考。 

三、本案期末報告書准予備查，後續請依審查意見修正報告

書內容，並依契約規定於期末審查會議之次日起 15 日

內檢送成果報告書供本分署審查。 

 

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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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發言要點 

一、濕地保育國際交流工作坊 

（一）城鄉發展分署謝副分署長正昌： 

1. 本年度工作坊係以邀請國際專家學者與實際執行

的民間社團或組織進行意見交流為目的，期望藉

以提升民間社團之國際交流經驗，未來期望辦理

工作坊能擇定議題，讓每年有一主題性的成果。 

2. 建議國際工作坊之發言要點併入附件，報告書僅

呈現本案建議或結論。 

（二）城鄉發展分署海岸復育課李課長晨光： 

1. 計畫書第 154 頁有關 2011 年 9 月於馬來西亞沙勞

越舉辦之「第二屆亞洲濕地大會」，與本分署設

定明年舉辦之國際研討會名稱相同，建議確認該

大會名稱是否已被國際認定，避免會議名稱重複

與混淆。 

2. 有關計畫書第 144 及 150 頁所提後續建議及推動

方向，建議明（100）年針對其中一個主題邀請相

關專家學者以專題式及實際操作的方式來進行。 

3. 請針對臺北及臺南兩場次工作坊專家簡報內容及

相關討論，提出可供臺灣推動濕地保育之建議。 

二、研擬具體可行的國際濕地期刊合作計畫 

（一）城鄉發展分署謝副分署長正昌： 

1. 計畫書第 41 頁所提期刊複審標準－「確認無一稿

兩投」，請確認重複投稿之定義。 

（二）社團法人臺灣濕地學會方教授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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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複投稿係指文章曾於國際期刊或以英文發表，

但國內期刊或以中文發表則不包括在內。 

2. 國際期刊的發表，未來期望爭取以臺灣或外交部

與國科會的名義呈現。 

三、辦理申請拉姆薩公約國際級濕地之相關作業 

（一）營建署綜合計畫組張科長德偉： 

1. 本計畫已檢核台江國家公園是否符合拉姆薩公約

評選標準，未來應針對 75 處國家重要濕地逐一檢

核是否有其他濕地亦可提報加入拉姆薩名單。 

2. 有關未來臺灣加入拉姆薩公約，建議先以加入濕

地名單為首要目標，次而加入會員國或觀察員名

單，並可邀請外交部、陸委會及相關部會一同研

商。另濕地名稱若無法使用中央機關營建署的名

義，建議考慮使用較不敏感性的名稱，例：台江

國家公園，以減低申請之困難度。 

（二）城鄉發展分署海岸復育課李課長晨光： 

1. 目前除了透過國外專家學者進行國際交流，也持

續將拉姆薩公約網站內之文獻進行有計畫的翻譯

工作，期望能使相關人員及民眾暸解拉姆薩公約

之內容。 

2. 有關台江國家公園之說帖部分，請加強人文及生

態資源之描述，後續將函請台江國家公園對於內

容再做確認。 

（三）社團法人臺灣濕地學會方教授偉達： 

1. 未來提出申請拉姆薩公約國際級濕地時，會先以

電子郵件通知，並於明年年會拜訪相關官員，藉

以降低申請文件退件機率。 

（四）台江國家公園管理處黃課長光瀛（書面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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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書第 35 頁倒數第 8 行，建議增加「拉姆薩公

約」並刪除「濕地」兩個字。 

2. 計畫書第 37 頁倒數第 4 行，建議將「七股濕地」

改為「曾文溪口濕地」。 

3. 計畫書第 166 頁最後一段第 2 行黑面琵鷺建議加

註學名，並以斜體表示；倒數第 9 行請刪除「（Ueng, 
and Wang,1999）」。 

4. 計畫書第 176 頁，請增加重要文獻。 

四、出國研習訓練及未來濕地國際交流合作之建議 

（一）教育部施佑霖教師： 

1. 本部目前「濕地保育行動計畫」係由環境保護小

組承接，除分攤經費及共同辦理濕地交流合作

外，未來期待藉由與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及國民教

育司合作，進行相關環境教育工作之推動。 

2. 有關濕地國際交流及國際研習，建議未來可參考

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作法，進行短期、半年、

駐會或駐部之實務交流。例如：與濕地科學家學

會（Society of Wetlands Scientists, SWS）研議，讓

本國相關科系研究生或教職員至該學會進行半年

或一年的實習交流，吸取國外實務運作之經驗；

或社團法人臺灣濕地學會提供國外相關人士實習

名額，借以達到國際交流之目的。 

3. 建議未來濕地研習活動除以參訪活動方式進行

外，可結合民間社團或非政府組織共同參與，並

以臺灣近 5 年或 10 年之濕地復育成果展方式呈

現。 

4. 本部目前配合「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補助民

間社團或非政府組織辦理濕地保護相關計畫，未

來期待能與臺灣濕地學會進行相關資源之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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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部水利署林正工程司宏仁： 

1. 水利署目前進行國際合作之方式有兩種：第一、

以國際年會簽訂方式執行，於隔年輪流召開會議

的方式進行，如：臺日或臺美；第二、計畫型合

作，透過特定議題之計畫引進國外技術，並藉由

國內專家學者擔任計畫主持人及邀請國外專家學

者擔任協同或共同主持人的方式進行。 

（三）營建署綜合計畫組張科長德偉： 

1. 有關濕地國際交流，建議能加強國內政府各部門

基層人員舊有觀念之改變，並用容易明瞭的方式

教育民眾濕地價值所在，如：濕地之價值乃是指

對「自然」之產出，而非每年收穫量。 

2. 目前各地方政府與基層單位對於濕地皆具備基本

的觀念，但操作技術的經驗仍不足，未來期望能

引入相關基礎調查技術之經驗，運用簡易及快速

的方式來調查判斷濕地。 

3. 濕地型態之分類目前大多以生態型濕地為主，但

另有次級或綜合性濕地，如：防洪及防災為主要

目的，生態則為次之的目的，未來應思考此類濕

地如何經營及操作。 

（四）城鄉發展分署謝副分署長正昌： 

1. 有關計畫合作部分，目前是透過補助民間社團或地

方政府做相關調查，故經費較低也較難做計畫性

的整合；未來若有內部大型整合計畫，則可如水

利署建議方式執行。 

2. 本次舉辦之工作坊目標即是增進國際交流合作，

我國目前雖為濕地科學家學會（SWS）的會員，

但若爭取該學會來臺開會仍有一定的困難度；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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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國際研討會則可透過相關部會的支援及整合來

完成。 

（五）城鄉發展分署海岸復育課李課長晨光： 

1. 未來期望從制度面及系統性的方向來全面性的推

廣國際交流及濕地保育。 

2. 有關派員短期出國，未來希望能與濕地科學家學

會（SWS）研商，讓本國相關科系之師生至該會

實習，以促進國際交流。 

3. 計畫型合作部分，目前規劃 101 年選定相關主題

及重要議題，邀請國內外相關學者共同討論及交

流。 

4. 明（100）年 10 月研討會主題目前暫定為「濕地

經濟」，將邀請專家學者共同參與，未來六年將

會進行有系統的國際交流推廣。 

（六）社團法人臺灣濕地學會方教授偉達： 

1. 有關濕地相關科系之師生至國外實習，未來可與

濕地科學家學會提出申請並討論實習相關事宜。 

2. 本案辦理國際濕地（Wetlands）期刊的簽訂協定，

即是藉由國內教授擔任計畫主持人，並邀請國外

專家擔任協同或共同主持人的方式辦理，期望能

藉此增加臺灣相關研究之國際能見度。 

3. 有關基礎調查之方法，國外測量水流部分係使用

浮球來取代價位較高之水流計；在測量海平面部

分，國內許多相關民間社團或組織會利用在竹竿刻

度上綁上集水瓶來記錄，集水瓶中進水即可紀錄

水位高度，相關類似簡易的測量方法是可以推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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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年臺灣濕地保育國際研習及交流合作計畫委託案

期末報告審查意見回覆表 
 

修正項次 討論事項及決議 意見回覆 

一 請將「臺灣濕地加入拉姆薩公

約說帖」函請台江國家公園協

助審酌相關內容是否妥適。 

本案業由業務單位函

請台江國家公園協助

審酌相關內容是否妥

適，若有修正意見，

本會將依據台江國家

公園回覆之修正意見

辦理文件修正。 

二 請業務課將相關單位所提建

議納入後續推動濕地國際交

流工作之參考。 

本案業由業務單位辦

理中，謝謝委員之支

持與鼓勵。 

三 本案期末報告書准予備查，後

續請依審查意見修正報告書

內容，並依契約規定於期末審

查會議之次日起15日內檢送

成果報告書供本分署審查。 

本案依契約規定於期

末審查會議之次日起

15日內檢送成果報告

書送署審查。 

一、濕地保育國際交流工作坊 

（一）城鄉發展分署謝副分署長正昌： 

1 本年度工作坊係以邀請國際

專家學者與實際執行的民間

社團或組織進行意見交流為

目的，期望藉以提升民間社團

之國際交流經驗，未來期望辦

理工作坊能擇定議題，讓每年

有一主題性的成果。 

工作坊係指一群成員

針對某種技術、知

識、和問題具備共同

興趣，藉由集會場所

面對面的實務操作和

教育訓練機會，來達

成訓練或學習的進修

會議。因此，建議未

來辦理濕地工作坊在

擇定一定之主題之

後，能夠透過小組討

論模式，在講師講解

之後，能讓學員實

作，或是進行討論，

最後讓分組成員發表

最後的成果。 



 217

2 建議國際工作坊之發言要點

併入附件，報告書僅呈現本案

建議或結論。 

本發言要點業已修

正，詳如附件四。 

（二）城鄉發展分署海岸復育課李課長晨光： 

1 有關計畫書第144及150頁所

提後續建議及推動方向，建議

明（100）年針對其中一個主

題邀請相關專家學者以專題

式及實際操作的方式來進行。

有關於明（100）年10

月研討會主題目前暫

定為「濕地經濟」，建

議以濕地經濟進行國

內外研究之後，將成

果以專題式之方式，

進行探討，並且建議

以實地現勘及操作之

模式，至國家重要濕

地進行實地探勘，深

入了解我國濕地社區

之濕地經濟與永續發

展之關係。 

2 請針對臺北及臺南兩場次工

作坊專家簡報內容及相關討

論，提出可供臺灣推動濕地保

育之建議。 

根據臺北及臺南兩場

次工作坊之專家簡報

內容及討論，本研究

提出可供臺灣推動濕

地保育工作之改善建

議，整理為第113至

115頁，以協助臺灣推

動濕地保育，請參

閱。 

二、研擬具體可行的國際濕地期刊合作計畫 

（一）城鄉發展分署謝副分署長正昌： 

1 計畫書第 41 頁所提期刊複審

標準－「確認無一稿兩投」，

請確認重複投稿之定義。 

1.重複投稿係指文章

曾於國際期刊或以英

文發表，但國內期刊

或以中文發表則不包

括在內。 

2.國際期刊的發表，

未來期望爭取以臺灣

或外交部與國科會的

名義呈現，並且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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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國科會補助之方

式，建立我國濕地保

育科學技術水準之提

升。 

三、辦理申請拉姆薩公約國際級濕地之相關作業 

（一）營建署綜合計畫組張科長德偉： 

1 本計畫已檢核台江國家公園

是否符合拉姆薩公約評選標

準，未來應針對 75 處國家重

要濕地逐一檢核是否有其他

濕地亦可提報加入拉姆薩名

單。 

本計畫訂定檢核之標

準，藉以檢核國家重

要濕地是否符合上開

之標準。 

2 有關未來臺灣加入拉姆薩公

約，建議先以加入濕地名單為

首要目標，次而加入會員國或

觀察員名單，並可邀請外交

部、陸委會及相關部會一同研

商。另濕地名稱若無法使用中

央機關營建署的名義，建議考

慮使用較不敏感性的名稱，

例：台江國家公園，以減低申

請之困難度。 

謝謝委員之指教與協

助。 

（二）城鄉發展分署海岸復育課李課長晨光： 

1 目前除了透過國外專家學者

進行國際交流，也持續將拉姆

薩公約網站內之文獻進行有

計畫的翻譯工作，期望能使相

關人員及民眾暸解拉姆薩公

約之內容。 

1.謝謝委員之指教與

協助。 

2.未來提出申請拉姆

薩公約國際級濕地

時，會先以電子郵件

通知，並於明年年會

拜訪相關官員，藉以

降低申請文件退件機

率。 

 

2 有關台江國家公園之說帖部 說帖部分增加下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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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請加強人文及生態資源之

描述，後續將函請台江國家公

園對於內容再做確認。 

文及生態資源之描述

敘述： 

1.中文部分：修正如

134至135頁。 

2.英文部分：修正如

136頁。  

（四）台江國家公園管理處黃課長光瀛（書面意見） 

1 計畫書第 35 頁倒數第 8 行，

建議增加「拉姆薩公約」並刪

除「濕地」兩個字。 

已刪除，如36頁倒數

第8行。 

2 計畫書第 37 頁倒數第 4 行，

建議將「七股濕地」改為「曾

文溪口濕地」。 

已修正，如38頁倒數

第4行。 

3 計畫書第 166頁最後一段第 2

行黑面琵鷺建議加註學名，並

以斜體表示；倒數第 9 行請刪

除「（Ueng, and Wang,1999）」。

已修正，刪除（Ueng, 

and Wang,1999）， 

並加註物種學名，並

如136頁。 

4 計畫書第 176 頁，請增加重要

文獻。 

已增列重要文獻，如

第146頁。 

四、出國研習訓練及未來濕地國際交流合作之建議 

（一）教育部施佑霖教師： 

1 本部目前「濕地保育行動計

畫」係由環境保護小組承接，

除分攤經費及共同辦理濕地

交流合作外，未來期待藉由與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及國民教

育司合作，進行相關環境教育

工作之推動。 

謝謝委員之指教與協

助。 

2 有關濕地國際交流及國際研

習，建議未來可參考行政院青

年輔導委員會作法，進行短

期、半年、駐會或駐部之實務

交流。例如：與濕地科學家學

有關濕地相關科系之

師生至國外實習，未

來可與濕地科學家學

會提出申請並討論實

習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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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Society of Wetlands 

Scientists, SWS）研議，讓

本國相關科系研究生或教職

員至該學會進行半年或一年

的實習交流，吸取國外實務運

作之經驗；或社團法人臺灣濕

地學會提供國外相關人士實

習名額，借以達到國際交流之

目的。 

3 建議未來濕地研習活動除以

參訪活動方式進行外，可結合

民間社團或非政府組織共同

參與，並以臺灣近 5 年或 10

年之濕地復育成果展方式呈

現。 

謝謝委員之指教與協

助。 

4 本部目前配合「國家重要濕地

保育計畫」補助民間社團或非

政府組織辦理濕地保護相關

計畫，未來期待能與臺灣濕地

學會進行相關資源之交流。 

謝謝委員之指教與協

助。 

（二）經濟部水利署林正工程司宏仁： 

1 水利署目前進行國際合作之

方式有兩種：第一、以國際年

會簽訂方式執行，於隔年輪流

召開會議的方式進行，如：臺

日或臺美；第二、計畫型合

作，透過特定議題之計畫引進

國外技術，並藉由國內專家學

者擔任計畫主持人及邀請國

外專家學者擔任協同或共同

主持人的方式進行。 

本案辦理國際濕地

（Wetlands）期刊的

簽訂協定，即是藉由

國內教授擔任計畫主

持人，並邀請國外專

家擔任協同或共同主

持人的方式辦理，期

望能藉此增加臺灣相

關研究之國際能見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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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建署綜合計畫組張科長德偉： 

1 有關濕地國際交流，建議能加

強國內政府各部門基層人員

舊有觀念之改變，並用容易明

瞭的方式教育民眾濕地價值

所在，如：濕地之價值乃是指

對「自然」之產出，而非每年

收穫量。 

 

謝謝委員之指教與協

助。 

2 目前各地方政府與基層單位

對於濕地皆具備基本的觀

念，但操作技術的經驗仍不

足，未來期望能引入相關基礎

調查技術之經驗，運用簡易及

快速的方式來調查判斷濕地。

有關基礎調查之方

法，國外測量水流部

分係使用浮球來取代

價位較高之水流計；

在測量海平面部分，

國內許多相關民間社

團或組織會利用在竹

竿刻度上綁上集水瓶

來記錄，集水瓶中進

水即可紀錄水位高

度，相關類似簡易的

測量方法是可以推廣

的。 

3 濕地型態之分類目前大多以

生態型濕地為主，但另有次級

或綜合性濕地，如：防洪及防

災為主要目的，生態則為次之

的目的，未來應思考此類濕地

如何經營及操作。 

謝謝委員之指教與協

助。 

（四）城鄉發展分署謝副分署長正昌： 

1 有關計畫合作部分，目前是透

過補助民間社團或地方政府

做相關調查，故經費較低也較

難做計畫性的整合；未來若有

內部大型整合計畫，則可如水

謝謝主席之指教與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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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署建議方式執行。 

2 本次舉辦之工作坊目標即是

增進國際交流合作，我國目前

為濕地科學家學會（SWS）的

會員，但若爭取該學會來臺開

會仍有一定的困難度；舉辦國

際研討會則可透過相關部會

的支援及整合來完成。 

謝謝主席之指教與協

助。 

（五）城鄉發展分署海岸復育課李課長晨光： 

1 未來期望從制度面及系統性

的方向來全面性的推廣國際

交流及濕地保育。 

謝謝委員之指教與協

助。 

2 本次舉辦之工作坊目標即是

增進國際交流合作，但我國目

前尚未成為濕地科學家學會

（SWS）的會員，若爭取該學

會來臺開會則有一定的困難

度；但舉辦國際研討會則可透

過相關部會的支援及整合來

完成。 

謝謝委員之指教與協

助。 

3 計畫型合作部分，目前規劃

101年選定相關主題及重要議

題，邀請國內外相關學者共同

討論及交流。 

謝謝委員之指教與協

助。 

4 明（100）年 10 月研討會主題

目前暫定為「濕地經濟」，將

邀請專家學者共同參與，未來

六年將會進行有系統的國際

交流推廣。 

謝謝委員之指教與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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