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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文摘要 

內政部營建署為了推動國家重要濕地保育作業並增進國際保育

經驗與知識的交流，於 2008 年 2 月 2 日加入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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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大會，會議期間與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簽訂合作備忘錄，承諾將持

續進行國際合作交流，以落實我國濕地保育的目標並提昇我國的國際

形象。而 2009 年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於美國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市與

當地濕地保育社團舉辦聯合年會，內政部營建署邀請受贈榮譽獎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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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行動計畫(RSPA)合作備忘錄」，雙方將積極提升台灣濕地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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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國

際合作規劃事宜內政部營建署派遣城鄉發展分署謝副分署長正昌赴

美參加 2010 年 SWS 在美國鹽湖城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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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美國濕地保育案例。 

本次企劃顧問團除了協助內政部營建署規劃國際交流考察的行

程外，並將於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年會中發放國際宣傳資料，並協助

SWS 國際期刊（WETLANDS）亞洲專刊編輯之進行，由營建署城鄉

發展分署率團參與，會中除了持續發展及報告台灣濕地保育成果，會

晤拉姆薩公約副秘書長 Dr. Nick Davidson，了解加入拉姆薩公約的程

序，並讓參與年會的世界各國嘉賓了解台灣濕地保育的現況成果。 

    為了加強雙方未來的合作關係，10 月起更邀請美日學者訪台參

加國際濕地工作坊，拓展與會人員對於濕地及海岸復育等業務的國際

視野。本次邀請美國 SWS 會長 Dr. Glenn Guntenspergen 與日本國土

技術政策總合研究所海洋環境部主任 Dr. Keita Furukawa 等兩位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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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提出建議報告，分別針對保護台灣沿海地區重要的濕地環

境，其中以保護珍稀動物、歷史文化及漁鹽產業著稱之台江國家公

園，以及淡水河濕地廊道提供建議，並彙整國外專家建議報告，分別

針對濕地管理和規劃議題，建議國家公園之園區管理需要運用涉及科

學依據之戰略規劃決策過程。 

在台江公國家公園部分：學者建議應依據科學調查研究來做基礎

決策。例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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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學者建議應維持現有之水產養殖方

法。並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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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淡水河流域部分：專家談論到淡水河由於集水區廣袤之故，形

成過高之沉積速率，以及其泥沙含量過高。茲以關渡自然公園為例，

由於堤防影響，造成自然公園與潮汐之間形成隔離線。因此，需要執

行下列策略:1.需要開放海堤水門，讓潮汐流動；2.以科學為基礎之決

策應採用水文模擬模型，評估的開口類型和流量管制措施；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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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之中。 

藉由 2010 年台灣濕地保育國際研習及交流合作計畫之執行，使

我國濕地保育與國際濕地保育行動接軌，並促使我國濕地發展建立復

育、保育、教育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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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ervation works of national wetlands of 
importance as well a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experiences 
with knowledge of conservation, the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CPA),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have participated the Society of Wetland 
Scientists (SWS) as a joined member on the February 2, 2008. Then after 
co-organized the First SWS Asia’s Chapter Asian Wetland Convention 
and Workshop from October 23 to 26, 2008, the CPA and SWS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continued to implement the objectives of 
wetland conservation, and enhanced Taiwan’s international wetland 
conservation image from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uring 2009, the CPA 
was achieved from award sponsorships in the SWS Annual Meeting held 
in Madison, Wisconsin, USA. Meanwhile, a Regional Action Plan 
2010-2015 was signed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strategies of visibility and 
sustainable uses in Taiwan's wetlands. This MoU is also dedicated to 
enhance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in Asia by both 
headquarters of the SWS and CPA on November 30, 2009. To date, a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as been carried out by the Rural 
and Urban Development Branch, CPA in the SWS Annual Meeting held 
in Salt Lake City. The SWS and CPA kept to meet for journal publishing 
program’s discussion. The CPA would consider sponsoring fo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WETLANDS journal as Asian Special Issues. 
Regarding to involve in further workshop in Taiwan, the delegates from 
CPA joined wetland tours and conference programs to learn wetland 
management from case studies in USA. They met Dr. Nick Davidson,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Ramsar Convention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how to participate in Ramsar’s lists as well as to discuss our 
current efforts of international wetland conservation for all delegate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future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signed sides, 
the CPA invited Dr. Glenn Guntenspergen and Dr. Keita Furukawa to visit 
Taiwan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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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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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he CPA has been achieved wetland restoration, conservation, and 
education goals toward wise us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final 
recommendation remarks are supposed to suggest by the scholars from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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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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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area was named for their black-faced 
spoonbills as well as Chigu Lagoon’s protected areas and other important 
ecologic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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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ategic planning and assessment projects on our wetland 
conservation as follows.  
    About Taijiang National Park: The foreign experts suggest that the 
Park needs to use a strategic planning process that involves science based 
decision-making. How do changes in aquaculture impact the biodiversity 
and black-faced spoonbills in the Park? First, maintain the current 
aquaculture practices. Second, ensure sufficient shallow habitat exists for 
the multiple activities of spoonbills including habitats for eating and 
resting. Third, rotation of water levels in ponds to benefit both spoonbill 
conservation and aquaculture enhancement. 
    About Danshui River Estuary: High sedimentation rates in the river 
watershed that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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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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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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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計畫 

一、依據 
內政部營建署為推動國家重要濕地保育作業、增進國際保育

經驗與知識的交流，於 2008 年 2 月加入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以

下簡稱 SWS）成為會員，並於同年 10 月舉辦「第一屆亞洲濕地

大會」，共同發表「亞洲濕地臺北宣言」，提出「健康濕地－健康

人類」的願景，並承諾將持續進行國際合作交流，促進臺灣地區

濕地能見度及永續發展。 
2009 年 6 月內政部營建署受 SWS 邀請受贈榮譽獎項，並於

同年 11月 30日與SWS簽署「2010-2015濕地區域行動計畫(RSPA)
合作備忘錄」，藉由合作出版國際期刊、SWS 派遣技術顧問執行

臺灣濕地研究、保育、復育及經營管理計畫、推動 2010 年亞洲

濕地會議活動、參與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年會等交流合作計畫，

提升臺灣濕地的重要性與能見度；並透過國際交流互動與技術支

援，提升本國濕地復育相關知識與技術，保育我國濕地生態環境。 
今年度為落實濕地區域行動計畫合作備忘錄，推動國際合

作，並促使我國濕地保育與國際濕地保育行動接軌，爰辦理本計

畫邀標作業，進行國際研習訓練及交流合作規劃事宜。 
二、緣起 

    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Society of Wetland Scientists，

以下簡稱 SWS）由美國陸軍工兵署高級科學家 Richard Macomber

提議於美國佛羅里達州成立，依其資深公務部門服務經歷，

Richard Macomber與其同僚咸認為濕地科學研究成果應結合政府

政策，方能達成其效益。成立之初，由北卡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Wilmington）James Parnell 教授擔任首屆

學會主席，Richard Macomber 擔任副主席，四年之後由加拿大

藉 Walter Glooschenko 於 1983 年擔任主席，自此國際濕地科學

家學會正式成為國際性之學會，2008 年會長為 Dr. Patrick 

Megonigal，2010-2011 年新任會長於 2010 年 5 月選出，由

Dr.Glenn Guntenspergen 擔任，Dr.Glenn Guntenspergen 係美

國地質調查署（USGS）景觀生態學家，帕圖克森特野生動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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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Patuxent Wildlife Research Center)資深研究員，專長

為海岸上升之後濕地動植物生態系統及土壤變化，以及海岸生地

化現象之改變、碳吸存及營養循環等研究。 

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為全球性非營利專業者組織，目前分布

世界各國有 3500 位會員，第一次國際會議在 2000 年於美國召

開，第一次在美國境外召開的國際會議於 2006 年澳洲昆士蘭舉

行，全球計有 2000 位學者及政府代表出席，2011 年預計在捷克

布拉格舉行五年一度的全球研討會。濕地科學家學會成立至今，

每年出版四期濕地期刊（Wetlands），為國際性最重要的濕地科

學期刊。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除總部設在美國之外，並於世界各

國成立分會，近年來每年以 20％的會員國成長率成長。2008 年

臺灣舉辦第一屆亞洲濕地大會，發表「亞洲濕地保育宣言」，強

調「亞洲濕地、連結全球、共同危機、立即行動」，跨越國與國

間的界線，以「健康濕地、健康經濟」、「良好之濕地管理係建立

在健全濕地科學研究上」、「濕地保護需要國際合作」、「地方行動

涉及所有相關人士之利益」等四項行動，扭轉亞洲濕地在面臨人

類開發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包括入侵種、工業排放之污染物、與

氣候變遷。期間也簽署了「區域行動計畫(RSPA)備忘錄」，以「亞

洲濕地宣言」為基礎，短期目標計畫將透過研討講習、安排人員

互訪訓練，並推動成立臺灣濕地學會、同時建立及整合全國濕地

資源之平臺基礎，發展臺灣濕地保育及教育環境；長期則以建立

亞洲濕地保育之區域性行動計畫聯盟為目標，建立亞洲濕地發展

中心之軟硬體設施及管理機制，加強跨領域之科學合作長期平

臺，以持續推動亞太地區濕地相關活動之合作。 

 2009 年國際濕地科學家年會於美國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市與

當地濕地濕地保育社團舉辦聯合年會，內政部營建署受 SWS 邀請

受贈榮譽獎項並參與年會交流。為提昇今年國際交流活動內涵並

促進 2010 年多邊國際合作，本年度（2010 年）辦理交流活動企

劃顧問團赴美國鹽湖城，進行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 2010-2011 年

國際合作規劃事宜，並且在 10 月於臺灣辦理為期一週之研討會

及工作坊，以利雙邊之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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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計畫目標與預期效益 

一、計畫目標 
(一)成立企劃工作顧問團 

    本計畫由社團法人臺灣濕地學會陳章波監事長、謝蕙蓮教

授、蘇惠珍理事、方偉達秘書長等 4人，成立企劃工作顧問團(如

表 1)，赴美協助營建署辦理 2010 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年會出國

考察諮詢服務及國際聯繫工作，並派方偉達秘書長（中華大學助

理教授）與曾正茂博士（環球技術學院助理教授）2 員進行計畫

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工作，透過國際合作計畫之執行，推動在美

會議的進行，以及後續文件翻譯、製作及國際交流工作，使我國

濕地生態保育與國際濕地生態保育行動接軌。 

表 1 人力配置架構表

主持人 
方偉達 秘書長 
負責規劃整合 

兼任助理 
劉正祥  

負責計畫執行 

兼任助理 
林怡均 

負責行政事務 

中華大學 
濕地顧問團諮詢 

計畫顧問 
陳章波 研究員 

負責會場交流宣導 

協同主持人 
曾正茂 博士 
負責文件翻譯 

計畫顧問 
謝蕙蓮 研究員 

負責會場交流宣導 

中央研究院 
濕地顧問團諮詢 

逢甲大學 
濕地顧問團諮詢 

計畫顧問 
蘇惠珍 

濕地保育經驗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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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參與國際會議 

    為推動國家重要濕地保育作業、增進國際保育經驗與知識的

交流，營建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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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6 日辦理亞洲濕地大會期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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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

畫將透過國際會議參與之方式執行，建立我國濕地組織與國際濕

地組織永續發展之平臺機制，建立復育、保育、教育之永續目標，

持續與國際保育組織交流並建立合作夥伴關係，共同推動國際性

或區域性濕地保育事務，將臺灣濕地納入全球濕地保育之一環。

本年度計畫目標為在 2011-2012 年內政部營建署規劃贊助國際濕

地科學家學會出版亞洲濕地專刊（WETLANDS ASIAN SPECIAL 

ISSUE），以建立我國濕地研究在國際期刊的品牌和知名度。並且

透過會議邀請美國及日本專家赴臺協助國際濕地工作坊的推動。 

 

二、預期效益 
(一)透過出國研習訓練、國際交流工作坊等活動之辦理，加強我

國濕地國際交流與技術支援，建立我國濕地組織（政府、民

間團體及學術單位）與國際濕地組織永續發展之平臺機制，

促使我國濕地發展建立復育、保育、教育之永續目標。 

(二)辦理合作出版國際期刊及申請拉姆薩公約國際級濕地，提升

臺灣濕地的重要性與能見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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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作內容 

本計畫期望透過 2010 年 SWS 年會出國研習訓練、辦理濕地

保育國際交流工作坊、濕地期刊亞洲專刊出書計畫、台江國家公

園申請拉姆薩公約國際級濕地之相關作業等國際交流活動，以落

實我國濕地保育的目標。工作內容如下： 

一、協助營建署辦理 2010 年 SWS 年會出國研習訓練： 

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Wetland 

Scientists，以下簡稱 SWS)，由美國科學家 Richard Macomber

在 1980 年提議，於美國佛羅里達州成立。SWS 總部設在美

國，並於世界各國成立分會，其會員國以每年 20％成長，更

於 2005 年成立亞洲理事會。 

今年度 SWS 年會預計以濕地研討會及參訪方式進行，

研討會形式包含口頭專題報告及海報發表 2 種方式。研討主

題為「山峰到湖濱」，探討內陸濕地、湖泊及池塘等主題研

究。 

（一）參加人員：營建署派城鄉發展分署謝副分署長正昌出

席與會。 

（二）辦理時間：2010 年 6 月 28 日至 7 月 2 日。 

（三）辦理地點：美國猶他州鹽湖城。 

（四）執行工作項目包括： 

1.辦理出國研習諮詢服務及相關國際聯繫工作。 

2.印製國際宣傳資料：臺灣濕地學會規劃參與 SWS 年會

之國際宣傳資料，經城鄉發展分署同意後印製 300 份

並攜至會場發放。 

3.協助營建署與 SWS 洽談後續國際交流合作事宜，合作



 10

範疇可包括：專家來臺進行科學與技術交流、國際期

刊出版等。 

4 隨行人員：由陳章波教授、謝蕙蓮教授、蘇惠珍副教

授、方偉達助理教授陪同赴美，進行 SWS 年會現場即

席翻譯及相關宣導活動。 

5 行政作業：出國研習訓練（包括美國濕地參訪活動）

全程之行程規劃、SWS 人員會晤、交通、食宿及禮品

之安排與聯繫。 

6 研習訓練報告：歸國後提出報告（包含：SWS 大會組

織與經營管理、活動照片、國際宣傳資料、美國濕地

參訪心得及後續國際交流合作計畫）。 

7.SWS 年會相關活動細節請參考 SWS 網站 ：

http://www.sws.org/ 

二、濕地保育國際交流工作坊： 

營建署於 2009 年 11 月 30 日與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

（SWS）簽署「2010-2015 濕地區域行動計畫合作備忘錄」，

加強雙方未來五年的合作關係，藉由國際合作交流吸收國外

濕地新知，擴展我國濕地復育知識技術與視野，並提升臺灣

濕地的重要性與能見度。本計畫邀請美日等國際濕地科學家

學會專家來臺協助合作計畫，透過國際工作坊之辦理，推動

濕地保育經驗交流。 

（一）參加人員：濕地管理單位、專家學者及 NGO 等。 

（二）辦理時間：至少 1 周。 

（三）辦理方式：邀請國外濕地專家學者實際參與我國濕地

研究、調查，並以工作坊的形式進行濕地生態復育操

作及知識技術的經驗交流與分享。 

（四）辦理地點：擇訂一處能展現我國濕地復育成果或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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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之濕地。 

（五）執行工作項目至少包括： 

1.辦理為期至少一週之國際濕地工作坊（包含濕地參

訪），並負責活動前專家聯繫、參與人員報名活動、濕

地基地基本背景資料之彙整、工作坊流程安排、書面

資料之準備及現場翻譯等工作。 

2.至少邀請拉姆薩公約及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成員之美

國及日本濕地專家學者各 1 位來臺參與工作坊之進

行，並於回國後提出建議報告。 

3.辦理國外專家學者之邀約、會議相關聯繫與在臺期間

接待事宜。 

4.國際交流工作坊講座交通接送、鐘點費、差旅費、食

宿、保險及禮品等事宜。 

三、研擬具體可行的國際濕地期刊合作計畫： 

SWS 每年出版 4 期濕地期刊（Wetlands），為國際性最

重要的濕地科學期刊。本計畫應與 SWS 研商有關國際期刊

之合作方式與內容後，依據研商所獲致之共識，研提具體可

行的國際濕地期刊合作計畫，以推動臺灣濕地科學技術及保

育成果之能見度。 

執行工作項目至少包括： 

1.與 SWS 針對國際期刊之合作方式與內容進行意見交

流。 

2.依據與 SWS 研商所獲致之共識，提出我國與 SWS 未

來具體可行的國際濕地期刊合作計畫。 

3.其合作計畫應包含合作方式、內容、經費及期程等項

目。 

四、辦理申請拉姆薩公約國際級濕地之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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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江國家公園為臺灣第一座兼具歷史文化、漁鹽產業、

濕地生態等資源特色的國家公園，範圍內共有 4 處重要濕

地，包含國際級濕地:曾文溪口濕地、四草濕地，以及國家級

濕地：七股鹽田濕地、鹽水溪口濕地等，具有豐富海域生物

資源、多元陸域生態資源、豐富植物資源及歷史文化資源，

是臺灣西南沿海生態及歷史的重要場域。 

為提升臺灣濕地的重要性與能見度，本計畫應以台江國

家公園為標的，彙整其生態資源及特色等背景資料，編輯拉

姆薩公約申請書件，並提供申請拉姆薩公約國際級濕地之相

關諮詢。 

（一）申請拉姆薩濕地程序：本計畫應敘明申請拉姆薩濕地

之程序（中英文對照），以建立我國濕地申請加入國際

濕地公約之準則，並協助爭取臺灣國家重要濕地列入

拉姆薩地區（Ramsar Site）等相關作業。 

（二）申請書件及說帖：依拉姆薩濕地公約規定，編輯台江

國家公園拉姆薩濕地申請書件及說帖（中英文對照）。 

五、其他工作要求： 

（一）應於 SWS 年會出國研習訓練前，針對行程規劃、SWS

洽談內容及相關聯繫事項等召開一場工作會議。 

（二）濕地保育國際交流工作坊邀請之國外專家名單須報經

城鄉發展分署同意後辦理。 

（三）本計畫各項活動、工作坊或參訪均需詳實紀錄辦理過

程，併納入成果報告書中。 

（四）受託單位應配合參與鄉發展分署辦理濕地復育推動業

務之相關工作會議。 

（五）配合城鄉發展分署辦理濕地復育相關活動，包含配合

展示及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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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期完成工作項目及期程表 

一、預期完成工作項目 

(一)組成企劃顧問團，協助營建署辦理 2010 SWS 年會出國考察。 

(二)製作SWS年會國際宣傳資料300份(內含包括簡述臺灣濕地保育

現況、濕地生態旅遊、濕地價值…等相關摘要資訊)，會場宣導

以強化臺灣國際地位。 

(三)規劃營建署代表與 SWS 總會長及濕地期刊總編輯會議期間交流

活動。 

(四)規劃協助我國代表於 SWS 年會中發表演說，並協助翻譯。 

(五)SWS 年會現場發放宣傳摺頁，與世界各國貴賓進行交流宣導作

業。 

(六)蒐集會議中各國經驗，以作為 2011 年濕地保育國際交流活動規

劃之參考。 

(七)設計製作 SWS 年會出席人員之紀念品。 

(八)設計製作致贈 SWS 總會長之禮品。 

(九)協助營建署製作中、英文濕地期刊亞洲專刊出版計畫。 

(十)會議後於臺灣濕地學會網站發布新聞稿。 

(十一)規劃會後猶他州濕地參訪行程。 

(十二)成果報告（含 SWS 大會組織與經營管理、會議資訊、活動照片、

國際濕地參訪心得以及前述國際宣傳資料彙整）。 

(十三)完成台江國家公園申請拉姆薩公約之程序說明、申請書件及說

帖。 

(十四)完成美、日學者來臺一周工作坊執行報告，內容涵蓋台江國家

公園及淡水河臺北濕地內容。 

(十五)完成美、日 SWS 國際學者工作坊返國後報告各乙份，以中、

英文呈現。 

(十六)各項活動之文宣 DM、平面廣告設計、成果報告等相關資料電子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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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項目期程表 

    本會於簽約後即組成企劃顧問團，協助營建署辦理 SWS 年會出

國考察，出發前之行政業務(包含聯絡、規劃行程、禮品、國際宣傳

品等)於 6 月 20 日完成。6 月 27 日至 7 月 2 日參加 SWS 年會，期間

洽談美、日學者國際工作坊事宜、台江國家公園申請拉姆薩公約之程

序資訊蒐集，並觀摩會議中各國濕地保育經驗，成果豐碩，可作為

2011 年濕地保育國際交流活動規劃之參考。2011 年 9 月 30 日提出國

際期刊合作計畫。10 月 25 至 10 月 31 日辦理濕地保育國際交流工作

坊，並於 12 月 31 日前完成結案報告書。 

表 2 工作項目期程表 

 
五 六 七 八 九 十 

十

一 

十

二 

行政前置作業(6/1 前完成) 
        

製作國際宣傳資料摺頁（6/10 前完成） 
        

國際宣傳摺頁及相關資料印刷 

製作 SWS 年會交流紀念品（6/20 前完成） 
        

本會發布新聞稿(6/20 前完成) 
        

機票、住宿安排 (6/20 前完成) 
        

雙方交流洽談合作事項(6/24 前完成) 
        

出國各項物品準備 (6/24 完成) 
        

參加 SWS 年會(6/27-7/2) 濕地參訪(6/30) 
        

繳交期中成果報告(7/8) 
        

籌備濕地保育國際交流工作坊(8/30) 
        

提出國際期刊合作計畫(9/30) 
        

申請拉姆薩公約相關文件初稿（10/30 完成）
        

辦理濕地保育國際交流工作坊(10/25--10/31)
        

結案報告書撰寫、修正並印刷(12/31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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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工作成果 

      本次考察團在美國鹽湖城卡爾文蘭普頓鹽宮會議中心參加年

會，赴美行程如表 3 所示。關於全程之行程規劃，本會以 SWS 的會

議行程表規劃設計，針對行程規劃、SWS 洽談內容及相關聯繫事項

等至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進行工作會議報告並參與大會論文投

稿。在美國會議期間，會晤 SWS 會長 Prof. Andy Baldwin 及新任

會長 Dr. Glenn Guntenspergen，洽談國際合作事項。並發表論文，

題目為「Could island biogeographic concept support wintering 

bird population in Taoyuan´s farm ponds」，會議期間之住宿旅

館、租車交通、當地三餐等事項皆妥善安排。 

 
                      表 3 赴美行程表 

日期 行程內容 備註事項 
6/25 去程旅途 

臺北→洛杉磯→鹽湖城 
（6/25 19:06 抵達） 

無 

6/26 拜會「拱門國家公園」（Arches National 
Park） 

 安排拜會

國家公園

6/27 1.拜會「拱門國家公園」（Arches National 
Park） 

2.「2010 年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聯合年會」

迎賓晚宴 

 安排拜會

國家公園

6/28-7/2 1. 2010 年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聯合年會：

 6/29 論文發表 
 6/30 田野參訪 

2.其他行程： 
 7/1 拜會美國土地管理局（US Land    
Management Bureau） 

 7/2 參觀猶他州羚羊島州立公園

（Antelope Island State Park） 

 安排拜會

美國土地

管理局 

7/3-7/4 鹽湖城（7/3 11:15 出發）→洛杉磯→臺北 無 

 



 16

本次考察團行程從桃園機場直飛美國洛杉磯(LAX airport)，在

6 月 25 日 19:06 抵達美國，在抵達猶他州鹽湖城期間，曾在洛杉磯

短暫停留。在抵達猶他州鹽湖城後，在當地主要行程為參與 SWS 大

會，考察團利用舉辦期間，參觀考察猶他州的著名景點。會議舉辦前，

參觀拱門國家公園(Arches National Park)；會議中參觀鹽湖城市景

觀，例如：摩門教總會教堂、Gateway 等街區建築。值得一提的是，

Gateway District 是鹽湖城居民假日休閒消費的市區，其中擁有兒童博

物館 (Discovery Gateway children's museum) 及電影院 (Megaplex 12)
等設計，依據聯合太平洋舊火車站 (Union Pacific Depot)共同開發的

原理，進行舊市區更新的規劃，配合廣場設計，保留西班牙式火車站

建築，並納入商業投資在商業設施和住宅大廈的更新理念之中。 

在會議期間，並參加大會所安排的田野參訪，地點位於其南部的

普 洛 佛 河 (Provo River) 及 斯 旺 那 自 然 保 護 區 (Swaner Nature 
Preserve)；會議結束之後，拜會位於 Gateway District 更新計畫大廈之

中的美國土地管理局(US Land Management Bureau)，最後參觀羚羊島

州立公園(Antelope Island State Park)，並於 7 月 3 日結束行程返臺，

美參訪行程如表 4所示。 

          表 4 參訪行程表 

時間 行程 說明 
6/26(六) 
6/27(日) 

Arches 
National Park
拱門國家公園 

位於猶他州東南方，佔地 76,519 英畝，以

地質出名，具有天然石拱、平衡岩、尖塔

岩柱、石化沙等豐富風化岩層地形。適合

傍晚前往，石景輝映晚霞呈一片紅澄色，

本次參訪團開了五個鐘頭的車程遠赴該

地參觀不同型態的拱門，並吸收國家公園

的拱門景觀維護及自然步道標示牌之設

計，以及擷取國家公園觀光遊憩經營和管

理之經驗。 
6/28(一) 
6/29(二) 

鹽 湖 城 (Salt 

Lake City) 

城市參訪：參觀摩門教總會教堂、Gateway
等街區建築。兒童博物館  (Discovery 
Gateway children's museum) 及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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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plex 12)。 
6/30(三) Provo River 

普洛佛河參觀 
1999年猶他州在Provo開始一系列的河川

復育計畫，在 Jordanelle 壩及 Deer Creek
水庫間建立自然的生態工法，在規劃的過

程中，經過一連串的討論其中的地理學、

生態學、流體力學等各個環節，除了考慮

河川續動及洪氾脈動之概念，並重建動物

棲地環境，使得生態系重現，本次參訪團

參觀 Provo 河川復育工程，除了觀察水獺

築壩（beaver dam）之外，並吸收該州「截

直取彎」的河川生態工程技術，以提供國

內保護河川參考經驗。 
6/30(三) Swaner Nature 

Preserve 斯旺

那自然保護區

參觀 

本保護區由美國工兵署協助長達 5年以上

的濕地生態復育工程，內容包含藉由私有

土地的捐助產生基金標的，並依據土地捐

獻成立濕地標的，進行濕地監控維護及河

川通道重建工程。在 5.25 英畝的濕地河岸

區種植數萬株水生植物，並依生物習性設

置緩衝空間(Buffer Zone)，成功營造及恢

復濕地生物空間。 
7/1(四) US 

Land 
Management 
Bureau 美國土

地管理局 

會晤美國土地管理局副分局長 Lauren 

Mermejo 談論主題： 
1.美國州政府土地登記制度：Lauren 

Mermejo 談到美國土地管理局和國家公

園、國有林地和郡有土地（County Land）

進行分工的模式。在美國，土地管理局

彷彿為國家公園、國有林地和郡有土地

的緩衝地區，所有土地的綜合性開發管

理都在綜合發展計畫之下。 
2.美國州政府土地利用制度：綜合發展計

畫 需 要 經 過 市 民 參 與 （ citi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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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其參與的管道需要納入

土地開發與管理之中。因此，在通過與

州政府和州民的協調過程中，納入綜合

意見進行規劃。 
3.濕地及邊際土地在緩解銀行的角色：在

該州進行濕地公益信託為私有土地，並

依據鼓勵濕地捐助營造許多動植物的

棲地。  
4.最後，依據 Swaner Nature Preserve 斯旺

那自然保護區分析該州緩解銀行

(mitigation bank)實例，以進行濕地納入

公益信託，及獲得新市鎮空間開發補償

實例之觀摩。 
7/2(五) Antelope 

Island State 
Park 
猶他州羚羊島

州立公園 

 羚羊島是美國西部的鹽湖中最大的島

嶼，1981 年成立州立公園，有度假碼頭和

沙灘露營區等，此區草原地形是北美最多

美洲野牛的棲息區，而湖岸有機鹽孕育豐

富動植物，為候鳥遷徙，如綠頭鴨

(Mallard)、琵嘴鴨(Northern Shoveller)、雪

雁(Snow Geese)等太平洋地區鳥類遷徙時

重要所經路徑必經之處。本次赴猶他州羚

羊島州立公園因屬於夏季，溫度高達攝氏

38 度，因氣候炎熱，並未觀察到美洲野牛

及羚羊，為本次生態參訪美中不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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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參與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年會 

2010 年 SWS 年會的主要目的是要讓世界各地關心濕地議題的人

士能夠藉此會議交流訊息，將召集研究人員、學生、科學家、政府、

私營部門的顧問等作出對濕地的利用、保護和養護等各項議題。 

(一)大會時間與地點 

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 (SWS, Society of Wetland Scientists)

在 2010年 6月 27日至 7月 2日於美國猶他州鹽湖城的卡爾文蘭普頓

鹽宮會議中心(Calvin L. Rampton Salt Palace Convention Center)

召開 2010SWS 年會，年會中約有 800 餘人報名參加。 

(二)參加人員 

    本年度 SWS 年會預計以濕地研討會及參訪方式進行，研討會形

式包含口頭專題報告及海報發表 2 種方式。營建署由城鄉發展分署謝

正昌副分署長代表營建署參加，臺灣濕地學會由陳章波、謝蕙蓮、蘇

惠珍、方偉達等教授與會，並由上開四位教授進行投稿，介紹臺灣濕

地的研究，以符合研討主題「山峰到湖濱」，探討臺灣內陸濕地、湖

泊及池塘等主題研究。 

 
註：卡爾文蘭普頓鹽宮會議中心(Calvin L.Rampton Salt Palace Convention Center)，圖

為陳章波教授及謝蕙蓮教授赴大會參加會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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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執行情形 

1.本次辦理出國研習諮詢服務及相關國際聯繫工作，於出國前已經

函知 SWS 大會本會及營建署出席人員。 

2.為推動國際交流，本會協助印製國際宣傳資料，並設計參與 SWS

年會之國際宣傳資料乙款，經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同意後

印製 300 份，並攜至會場 SWS 專屬攤位上發放，除了進行國際交

流，成功宣傳臺灣濕地成果。 

3.為協助內政部營建署與 SWS 洽談後續濕地復育國際交流合作事

宜，本會也藉由大會期間晤談邀請美國專家來臺進行科學與技術

交流及國際期刊出版等合作範疇事項。 

4.為順利達成大會期間國際交流目的，由本會方偉達秘書長擔任隨行

人員，進行 SWS 年會現場即席翻譯、拜會行程安排、及相關宣導

活動。 

 

 

 

 

 

 

 

 

 

 

 

 

註：贊助單位(包含營建署與臺灣濕地學會之 Logo，其中贊助單位包含美國環

保署、魚類及野生動物署、地質調查署、陸軍工兵署等官方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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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會簡介 

SWS 會議的舉辦方式主要遵循以往會議經驗，包括大會、專題討

論會、口頭陳述、海報發表等，並規劃濕地相關廠商參展攤位、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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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得到濕地科學家的專業學分認證。共有 18 個共同主題演講 

(Plenary Session)，每日上、下午各一場由國際上對濕地研究卓著

的科學家演講，並有 13 個平行進行的分題焦點主題演講 

(symposium)，其下又包含了共 30 個子課題。本次國際濕地科學家

年會會議主題是山峰到湖濱(Peaks to Playas)。議題分為討論內陸

湖泊、沼澤、人工濕地、淡水濕地、高山湖泊、高山濕地。濕地連

結陸地的水以及全球的水，包括湖、池塘、溪流、河口及海洋。此

外，包含濕地基礎研究、應用以及管理，又涵蓋生態、生地化、以

及以科學為基礎的各項論文發表。本次會議方偉達秘書長受邀擔任

分場會議（Session 8:Managing Wetlands for Fish and Wildlife 

Habitat）主持人，主持 8篇論文的報告工作。 

 

 

 

 

 

 

 

 

 

 

 

「2010 年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年會」Welcome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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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SWS 大會的組織與經營管理 

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為全球性非營利專業者組織，目前分布世界

各國有 3500 位會員，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除總部設在美國之外，並

於世界各國成立分會，近年來每年以 20％的會員國成長率成長。濕

地科學家學會成立至今，每年出版四期濕地期刊（Wetlands），為國

際性最重要的濕地科學期刊。今年已經是成立第 31 年。參加本次會

議的人數多達 800 多人，因此在經營管理上，大會組織了一個委員

會，由埃里克麥卡利教授(Eric McCulley)擔任 2010 年會的主席，並

設置十大計劃部門，SWS大會由聯合主席(2010 Meeting Co-chair)Ann 

Neville 負責統籌執行整個大會籌畫，從會議前時間地點的選擇、預

算多寡的考量、配套折扣的協商、背景多元的考量、會員服務的提供、

行政細節的準備、通關便捷的安排、媒體安排…等，委員會視情況授

權各項目負責人，而在委員會之下分別設置項目，依序為會議議程

(Program)及論文摘要(Abstracts)、Poster 海報發表(Session)、共

同主題演講(Plenary Session)、座談會(symposium)、濕地田野考察

(Field Trips)、濕地工作坊(Workshops)、事務安排(Events & Local 

Arrangements)、孩童節目(Children's Program)、濕地廠商參展

(Sponsors & Exhibitors)、無聲拍賣(Silent Auction)、公關及網

頁(Publicity & Website)、授獎(SWS Awards)、學生之旅(Student 

Travel)、學生論文(Student Paper)、國際之旅(International 

Travel)等，每一個項目有一位至四位負責人，例如田野參訪(Field 

trips)主席 Aaron Heneger 下有田野參訪委員會(Field trips 

Committee)，委員負責規劃 SWS 眾多豐富的田野參訪行程，人力配置

上可維持規劃及執行上之彈性，並依規劃時間完成各項進度，與會人

士可由 SWS 網頁得到清楚資訊。另外比較特別的是會場內豐富多樣的

展覽(Exhibitors)，會場內總計約有 20 個展覽攤位，皆為知名生態

環保等相關單位，例如濕地科學家學會(SWS)、美國地質調查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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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GS)、猶他州濕地基金會(Utah Wetlands Foundation)、雲端系統

公司(Juniper Systems, Inc)、環境關懷(Environmental Concern)、

美國陸軍工兵署(US Army Corp of Engineers)、坎貝爾科學家學會

(Campbell Scientific) 、 SWCA 環境顧問 (SWCA Environmental 

Consultants)、洛磯山濕地有限公司(Rocky Mountain Wetland 

Co.)，展覽各式各樣濕地或者最新生態資訊。 

 

 

 

SWS 會長(2009-2010) 
(SWS President and executive)

 Andy Baldwin 

SWS 執行委員會 
(SWS Executive Committee) 

 Sandy Doyleahern 

SWS 執行祕書處 
(SWS Executive Secretary General)

 William Conner 

大會主席 
(Meeting Chair) 
Eric McCulley 

全員會議 
(Plenary Session) 

Chris Craft  

專題會議 
(Symposia) 

Dennis Wenger 

田野參訪 
(Field trips Committee) 

Lars Anderson 

科學委員會委員 
(Science Committee member) 

Karin Kettern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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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聲拍賣 
(Silent Auction)
Ann Neville 

贊助 
(Sponsors) 
Andy Herb  

國際獎項 
(International Awards) 

Brian Nicholson 

海報 
(Poster) 
Nathan 

工作坊 
(Workshops) 

Ben Bloodworth

SWS 組織 

SWS 大會組織架構 

SWS 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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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SWS 國際會議可供借鏡之經驗 

SWS 年會舉辦選擇風景優美的猶他州鹽湖城，從地點到濕地議

題，可見到主辦單位藉由發揮規劃專業之能力，更有效率地吸引與滿

足既有和潛在目標市場，這些主要包括觀光客、會議人士、產業、廠

商代表等，來間接促進猶他州鹽湖城當地地區的發展。整合來說，舉

辦國際會議產業具備了下列的特性： 

1.整合性及擴充性：每次國際會議和周邊相關產業可以透過相關活動

模式整合在一起，例如旅館、航空、餐飲、公關廣告、交通、旅遊

業等關聯產業之鏈結，並且補充旅遊景點淡季客源的不足，減少旅

遊淡季觀光不景氣所帶來的衝擊。舉辦國際會議活動，可以擴展國

際交流與合作，促進經濟、文化、科技與旅遊業的發展。 

2.差異性與不可分割性：不同地區、時間、學術別及產業別所辦理的

國際會議討論項目，皆有所差異。國際會議屬於服務業的一環，其

服務事項不若商品，是不可分割的，因此舉辦國際會議必須詳細注

意其差異性，使得面議進行面面俱到。 

 

 

 

 

 

 

 

 

 

 

SWS 會場展示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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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會議管理學上來分析，波特認為，現代企業的競爭，主要

是供應鏈（supply chain）提供的價值競爭，從供應鏈可以觀察到加

值型會展服務業的新商機。會展產業需要提供買主高質量、低成本、

快速的產品資訊，並且快速回應買主的需求，以維持企業的競爭優

勢。通過國際會議活動，將主辦單位、參展商、設施商、旅館、會議

交通產業、參展服務承包商、場地管理公司、餐飲服務商、展覽設計、

協會團體、影音設施商及觀眾等，聯繫成價值鏈。其中主辦單位構成

會議展覽活動服務價值鏈的核心事業，承包商、會展服務產業、周邊

配套服務產業、政府及相關管理部門形成價值鏈的上游供給機制，參

展商形成中游需求及供給機制，觀眾形成下游需求機制。 

因此，在猶他州鹽湖城所舉辦的 SWS 年會，透過舉辦國際會議，

取得直接的經濟效益，因而帶動地區相關產業發展的功能。除了有上

述的有形的經濟效益之外，事實上國際會議也有無形的非經濟效益，

包含塑造都市整體環境，提高鹽湖城都市國際知名度和市民認同感，

同時促進文化交流，故透過舉辦國際會議而達到下列經濟、學術、宣

傳和文化交流的目標。 

 

 

 

 

 

 

 

 

 

 

 無聲拍賣(Silent Auction)展示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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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猶他州鹽湖城的卡爾文蘭普頓鹽宮會議中心的國際會議得到

的經驗如下： 

1.經濟面：參加國際會議的人士，皆具特殊專長，其收入亦較高，因

此具有一定的消費能力。國際濕地科學家年會參加的人士及工作人

員總計近千人，若以每人會議期間消費一萬元，則將有一千萬台幣

的消費因該國際會議而湧入鹽湖城市內相關產業中，例如：旅館、

餐飲、航空、印刷、會議顧問、視聽、廣告、保險、翻譯、裝潢等。

展覽、舞台設計等，因此舉辦國際會議，可為當地帶進外匯及相關

營收，促進經濟的繁榮。 

2.學術面：參與的會員們吸收最新的濕地新知，參與討論議題相關之

活動，並提供世界級專家交流之最佳管道，藉由召開國際會議可以

掌握世界最新資訊，提升專業知識。   

3.宣傳面：濕地科學家學會年會的舉辦，藉由著名國內外媒體之宣傳

報導及國際與會人士交流訪問，宣揚當地文化，例如本次造訪摩門

教總會，對於摩門教有進一步認識，對於猶他州的特殊宗教信仰有

深刻認知，也間接提昇了鹽湖城之國際地位及知名度。 

4.交流面：藉著國際會議的召開，可以見識來自世界的參展攤位，與

會人士對於各種濕地相關服務品質的要求，可以直接刺激品質步上

國際水準，達到產業昇級的目標。 

 

 
 
 
 
 
 
 
 

 

                           SWS 大會會場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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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國際宣傳 

本次交流考察團準備「Taijang National Park(台江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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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國家公園攝影集」、「 National Parks of Taiwan 」、

「 NATIONAL PARK TOP TEN TRAILS 」、「 Four Seasons 

Ecological Tourism」、「臺灣國家公園之美 VCD」、「2007 Taiwan´

s Wetlands of Importance」、「國家濕地地圖英文折頁」、「Guide for 

Taiwan´s Scenic Wetlands」、「Eco-Taiwan, Ilha Formosa for Scenic 

Views Exploring」等八項國際宣傳品，並於會場攤位發送。其中

「臺灣重要濕地宣傳折頁」，以台江國家公園簡述臺灣濕地保育

現況、濕地物種、濕地生態旅遊、濕地價值…等相關摘要資訊，

由方偉達秘書長等人於 SWS 會場宣傳以強化臺灣國際地位，讓

與會會員了解臺灣四面環海，從沿海地區泥質灘地、岩礁、河口、

沙灘，到內陸窪地、河川、漁塭、水稻田、水圳、埤塘，到山區

林澤、水庫、高山湖沼等美麗的生態景觀與豐富的動植物資訊，

成功宣傳臺灣目前推動濕地保育的現況，推動國際文宣如表 5 所

示。 

  

 

 

 

 

 

 

 

 

 

註：會場攤位展示臺灣印製的「Guide for Taiwan´s Scenic Wetlands」等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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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推動國際宣傳文宣項目表 

文宣項目 說明 

     「Taijang National Park」，台江

國家公園英文版，本手冊以英文簡介位

於臺灣本島西南部的台江國家公園，內

容介紹台江地區歷史文化資源。手冊描

述臺灣移民開荒拓墾文化，尤其是著墨

於臺灣海峽的海洋文化。其次介紹台江

公園陸域整體計畫範圍及面積，說明台

江國家公園範圍內重要濕地共計有 4

處(曾文溪口濕地、四草濕地、七股鹽

田濕地、鹽水溪口濕地)，並描述台江

國家公園內的海埔地、沙洲與濕地等特

殊地形地質景觀。 

     

 
   「National Parks of Taiwan」，

臺灣國家公園，手冊以英文簡介國家公

園來源及功能與目標，臺灣自 1961 年

開始推動國家公園與自然保育工作，

1972 年制定「國家公園法」之後，相

繼成立墾丁、玉山、陽明山、太魯閣、

雪霸、金門、東沙環礁及台江共計 8

座國家公園；為有效執行國家公園經營

管理之任務，於內政部轄下成立國家公

園管理處，以維護國家資產。除了闡述

經營與管理現況並對目前臺灣國家公

園的未來發展提出願景與展望。 

 

    「National Parks of Taiwan」，

臺灣國家公園的攝影精選集，簡介設立

國家公園的意義與功能、經營管理單位

及未來展望。國家公園是國家最具代表

性的區域，每個國家公園都擁有獨特的

多樣性，在本攝影集中以精鍊的文字介

紹臺灣國家公園地理環境、動植物分布

與人文景觀。在編排上以生態攝影專家

的圖片為主、文字為輔，每一幅在瞬間

捕捉的影像中，都展現著這塊國家公園

土地上的故事，隨著地貌地物因時間而

改變，呈現了這片土地迷人的特色，對

於宣導臺灣國家公園有正面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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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 Parks of Taiwan」、

「NATIONAL PARK TOP TEN TRAILS」、

「Four Seasons Ecological Tourism」

等三份臺灣國家公園摺頁，簡介臺灣在

保護自然、原野地景、原生動植物、特

殊生態體系以及人文史蹟而設置的完

整生態系的成果，並帶領讀者探索臺灣

國家公園，摺頁簡介地景及生態系及群

數量稀少的特殊物種棲息地，更簡介臺

灣人文史蹟重要景點。三份摺頁集結臺

灣國家公園的各類資源，包括海洋生

態、陸域生態、地理景觀、人文史蹟與

原住民文化等，成功宣傳臺灣國家公園

生態旅遊資源。 

 

 
 

    「National Parks of Taiwan」，

臺灣國家公園之美 DVD，以英文介紹臺

灣國家公園。臺灣擁有豐富多變的地

貌，複雜的生態系，從 1984 年開始陸

續規劃設立了墾丁、玉山、陽明山、太

魯閣、雪霸及金門等國家公園，透過國

家公園的規劃，島上珍貴的自然與人文

資產，因而被保護下來，珍貴的自然與

人文資產，成為資源保育與環境教育最

佳的場域，並提供天然解說教育環境，

原始壯麗的綠色天地，處處生意盎然，

影片可見在國家公園的豐沃美麗，使福

爾摩沙島的美麗景觀傳播至世界各地。

 
    「2007 Taiwan ´ s Wetlands of 

Importance」，國家重要濕地彙編英文

版，為宣傳及推廣 75 處國家重要濕

地，2007 年內政部以「國家重要濕地」

評選作業，彙整相關生態資源及特色，

各級單位推薦參考資料為基礎，利用衛

星影像圖片及照片介紹濕地範圍、特

色、重要生態資源及面臨課題及建議經

營管理方式，其中說明臺灣國家重要濕

地評選過程及成果，為我國第一次全面

濕地基礎調查成果，建構我國重要濕地

知識庫，以供相關學術研究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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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 of Taiwan Wetlands」，國

家重要濕地地圖，內政部國家重要濕地

評選小組於2006年11月召開第1次會

議，函請全國各界推薦濕地，經複選作

業的辦理會勘、地方協商及確認評定等

級，於 2007 年 12 月完成國家重要濕地

的評選，評定出「國際級濕地」2處、

「國家級濕地」41 處、「地方級濕地」

32 處，共計 75 處國家重要濕地。為介

紹國際級、國家級和地方級濕地的位置

及概況，期盼透過「生態旅遊」地圖導

覽方式，共同為濕地生態環境奉獻心

力，提昇珍貴濕地資源多元價值。 

 

 
    「Eco-Taiwan,Ilha Formosa for 

Scenic Views Exploring」，臺灣福爾

摩沙生態旅遊宣傳摺頁，內容為介紹臺

灣的地理位置、氣候條件等，臺灣得天

獨厚的條件，蘊涵豐富且多樣化的生態

系，全島的植物組成豐富，有熱帶、亞

熱帶的種類，也有溫帶地區的植物，因

此臺灣特殊的環境，適合各類生物棲

息，摺頁中也簡介櫻花鉤吻鮭、臺灣長

鬃山羊、臺灣黑熊、臺灣獼猴、綠蠵龜、

黑面琵鷺、諸羅樹蛙、黑嘴端鳳頭燕鷗

等著名動物生態，極具參考價值。 

 
    「Guide for Taiwan ´ s Scenic 

Wetlands」，臺灣濕地導覽摺頁，台江

國家公園區原屬台江內海，二百多年

來，由於淤積陸化逐漸被開發成鹽田、

魚塭及村落，是亞洲水鳥遷徙的重要路

線。另外摺頁說明臺灣海洋文化，尤其

是臺灣海峽的海洋歷史文化。廈門至鹿

耳門的歷史航道中，澎湖不僅是航道間

的跳板，也是航行船隻重要的避風港。

臺灣漢人先民從 17 世紀起，仍前仆後

繼來到臺灣建立家園。因此，黑水溝航

海文化是臺灣人民共同歷史記憶，更是

臺灣濕地文化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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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理推動台江國家公園加入拉姆薩公約相關作業 

(一)聯合國體系下的國際環境公約 

    目前在聯合國體系下的國際環境公約，包括拉姆薩（濕地）公約、

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華盛頓公約（CITES）等，近

年來已經成為全球環境保護政策的重要推動機制。我國因為國際情勢

特殊，目前在國際環境公約中，並非聯合國及相關環境公約的會員

國。然而，國際環境瞬息萬變，且環境問題係為跨國境的全球議題，

如何分享我國濕地保育的成就，復育國內外濕地環境特色與生物多樣

性，成為我國分享國際環境議題，解決亞洲國家濕地發展困境的擴大

參與契機。藉由 2008 年我國主辦第一屆亞洲濕地大會及 2010-2011

參與美國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在鹽湖城舉辦之年會，我國已經逐漸對

國際環境公約事務通盤瞭解，建議通過申請拉姆薩公約濕地的程序，

吸收國際濕地復育資訊、進行與濕地先進保育國家的交流與結盟，並

憑藉豐富的國際經驗，評估我國參與國際環境公約與環境事務的可行

性。 

 
(二)拉姆薩公約簡介 

    拉姆薩公約係由締約國 1971 年在伊朗拉姆薩簽署，1975 年開始

生效，是國際上針對單一生態系統所制定的環境公約。截至 2010 年

11 月為止，共有 160 個締約國，1,899 個濕地，合計 186,549,794 公

頃的濕地被指定為拉姆薩國際級重要濕地。在拉姆薩的行政機制中，

每三年舉行拉姆薩公約締約國大會（Conference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COP），締約國大會為制訂與通過公約決策的主要機制，會

中商討決議和建議案，以規範世界各國推展濕地保育和明智使用的政

策。  

    拉姆薩公約由全球六個主要區域召開常委會（Standing 

Committee），每年開常務委員會議，商討各國入會事宜，各締約國亦

提出國家報告，以展現濕地保育成果。在日常事務處理事宜，由秘書

處處理，該秘書處與世界保育聯盟（IUCN）在瑞士總部合署辦公，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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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處定期提出整體報告與各主要區域推動工作的評估報告。由於各國

濕地主管機關不同，在國家層級方面，有關濕地行政主管機關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由各締約國自行指定，並由各國自行

組成國家濕地委員會（National Wetland Committee）以涵括水資源

保育、發展規劃、保護區、多樣性、教育等不同部門的意見。有關拉

姆薩公約秘書處的年度預算，係由締約國在聯合國的會費中定期勻

支，該公約並接受捐款。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例，中國於 1992 年 7 月 31 日加入濕地公

約，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為了執行濕地公約的相關事宜，由林

業部(現改制為國家林業局)負責組織與協調濕地公約，並由國家林業

局成立濕地公約辦公室，以具體行動協調中國大陸的濕地保護與有關

國際公約的執行工作，2000 年有 7 處列入國際重要濕地名錄，到了

2010 年 9 月已經有 37 處，共計 3,168,535 公頃列入國際重要濕地名

錄中，並積極展開濕地保護的國際合作事項，進步速度令人咋舌。目

前由於拉姆薩公約的經費來自於聯合國，因為我國並非聯合國會員

國，參與拉姆薩公約並不順遂，例如 1999 年我國民間保育團體 SAVE

以美國保育團體名義在哥斯達黎加聖荷西市參加第七次締約國會

議，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及當年拉姆薩公約秘書長制止及拆除攤

位展示，成為我國加入拉姆薩公約的憾事。 

    本會將再積極協助以建立我國濕地申請加入國際濕地公約，並協

助爭取臺灣國家重要濕地列入拉姆薩地區（Ramsar Site）等相關作業。 

 
(三)拉姆薩公約評選準則及規定 

    拉姆薩公約由世界上多國政府共同簽訂，此一公約提出濕地資源

保護及明智利用之架構，以提供各國及國際合作在規劃濕地之保育、

利用與教育進行整體發展。因拉姆薩公約係為目前全球唯一針對單一

項特別生態體系（濕地）之環境公約之一，係為聯合國下之組織進行

推動。上述之締約國會議，針對公約任務、新技術及建議方案進行討

論。此外，每年之年會由六個區域的代表集合召開之常務委員會議，



 33

也藉此討論各區域之濕地相關問題；另有針對科學及技術性討論之研

討會。締約國必須能盡以下義務，始得入會，包括： 

1. 至少需有一處濕地符合列名於拉姆薩濕地名單。 

2. 將濕地保護列入該國土地使用計畫中，以確保正確使用濕地。 

3. 必須建立自然的濕地保留區。 

4. 必須和其他締約國合作及諮詢公約所列事項。 

在識別國際重要濕地的準則方面，也有下列之規定：  

【Group A】包含代表性的、稀有的或獨特的濕地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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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代表性及稀有性的。  

【Group B】國際上重要的生物多樣性保育地點  

　　針對於物種及生態重要性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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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脅的生態群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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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利於物種之時，提供庇護之處。  

　　針對水鳥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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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魚的準則  

7. 能夠支持原生魚類的重要比例，包含其亞種、生命史階段以及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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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苗區或遷徙的路徑。  

　　針對其他分類  

9. 能夠常態性支持依賴濕地維生的飛鳥類族群總數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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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台江國家公園之生態資源特色等背景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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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特色等背景資料如下： 
台江國家公園為臺灣第一座兼具歷史文化、漁鹽產業、濕地生態

等資源特色的國家公園，範圍內共有 4 處重要濕地，包含國際級濕

地：曾文溪口濕地、四草濕地，以及國家級濕地：七股鹽田濕地、鹽

水溪口濕地等，具有豐富海域生物資源、多元陸域生態資源、豐富植

物資源及歷史文化資源，是臺灣西南沿海生態及歷史的重要場域。 
2007 年內政部營建署評選 75 處國家級、國際級濕地，其中 4 處

位於台江國家公園之內。包含了：曾文溪口濕地：國際級濕地，瀕臨

絕種的黑面琵鷺每年有 55%在此渡冬。 四草濕地：國際級濕地，範

圍內有多處魚塭、鹽田、渠道及紅樹林，為高蹺鴴等水鳥繁殖與保護

區。七股鹽田濕地：國家級濕地，冬季吸引雁鴨科的鳥類到此度冬，

此外，本區亦為黑面琵鷺棲息地。鹽水溪口濕地：國家級濕地，有藻

類、紅樹林等植物之繁衍地等。依據生態保護區（4 處）的分區，本

地有四處列為保護，包括：（生一）七股海寮紅樹林保護區、（生二）

黑面琵鷺保護區、（生三）高蹺鴴保護區、（生四）北汕尾水鳥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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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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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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草濕地方面，本區位於臺南市安南區，

面積 547 公頃，座落在鹿耳門溪東南邊，17 號公路西南、鹽水溪和

嘉南大排河口交會的北方。四草濕地原為古台江內海南端的北汕尾沙

洲，「四草」源於草海桐而得名。植物發現有 207 種，多為耐鹽、耐

強風的草本植物，例如鹽地鼠尾粟、濱水菜、鹽萣、海雀稗、蘆葦、

苦林盤、土沉香、毛西番蓮、馬鞍藤、黃槿等植物。沿岸的防風林則

主要由木麻黃組成。紅樹林有欖李、水筆仔、海茄苳、紅海欖四種，

為目前臺灣沿海紅樹林種類歧異度高的地方，動物以鷸科、鴴科、鷺

科、雁鴨科等為主，另具有珍稀的黑面琵鷺和反嘴鴴等。其中本地的

「高蹺鴴繁殖區」為單一鳥種的繁殖區，現委託臺灣濕地保護聯盟認

養，進行維護管理工作。依據以上的論述，經過拉姆薩公約之評審準

則之界定，初步認定本區具備及通過拉姆薩公約的 9 項標準。 

 
(五)檢核台江國家公園是否符合拉姆薩公約評選準則 
九項檢核標準 是否符合拉姆薩公約評

選準則？若為「是」，則
進行 打勾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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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

 

(六)台江國家公園加入拉姆薩公約國際級濕地之可能遭遇的困難點

及其他配合事項 

1.我國加入拉姆薩國際公約的困難點 

聯合國於 1971 年間在伊朗拉姆薩（Ramsar）簽訂了「特別是作

為水鳥棲息地之國際重要濕地公約」，簡稱為拉姆薩公約之後，每隔

三年，國際濕地組織（Wetland International）也會舉行濕地國際

會議，進行國際問題之討論，希冀採取可行之國際行動，挽救瀕臨滅

絕的濕地鳥類和環境。 

臺灣四面環海，原有機會加入國際環境保護組織，以保護臺灣

濕地環境，但是由於我國因為外交政治情勢及兩岸關係不明，爭取參

加聯合國組織相對來說較為困難。此外，我國並非聯合國會員，許多

全球性組織無法加入，要吸引相關組織之會議前來開會十分辛苦，況

且在爭取主辦國際會議及加入國際組織的過程中，還要面臨其他國家

和城市的競爭，因而增加了國際競爭的困難度。再者，在國際場合中，

我國使用「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ROC）或「臺灣」（Taiwan）

列名在參加國際組織/會議國別（Country Index）之中，經常招致國

際阻力。因此，不容易以「中華民國」及「臺灣」兩種最常出現的「正

名」方式，爭取到國際會議或是參加國際組織之主辦權。因此，目前

我國的參加國際組織最高戰略就是要爭取重要國際會議在臺灣舉辦

的機會，以及爭取臺灣在國際組織中施展的機會。目前我國尚未以國

家的名義申請加入拉姆薩公約，我國雖非聯合國之會員國，但是應積

極向國際組織申請加入會籍，從國際會議組織觀察員的身分投入國際

濕地保育，以建立我國亞洲濕地中心之地位。 

2.加入拉姆薩公約國際級濕地之其他配合事項 

加入拉姆薩公約國際級濕地既然是傾一國之國力展現出的「濕

地國力櫥窗」的一場國際盛宴與表演，在國際上揚名吐氣就有賴於一

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環境等各先進領域的具體呈現。

因此，加入「拉姆薩公約」的戰略規劃，是著眼於目前我國在國際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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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濕地國際會議的過去情形、現在條件以及未來潛力，在進行國際

戰略規劃與策劃謀略，其相關的規劃及配合事項如下： 

(1)以國家名義參與相關之國際濕地組織 

參與國際組織是舉辦國際會議的前提條件。國際組織參與由

觀察員、個人會員、個人永久會員、團體會員、團體永久會員、

個人理事會成員、團體理事會成員等不同的組成形成組織內的外

圍成員、組織成員及骨幹成員等。在成為組織成員之前，需要增

加與國際機構組織接觸的機會，例如：參加會外會活動、參加國

際組織主席演講活動，以及參加組織中小組活動，運用這些參加

活動的機會，接觸到組織高層人物，並且利用機會邀請訪問、接

受頒獎、並且介紹政府高層進行面對面的私下磋商，這都有利於

爭取加入或是參與國際組織的方式。 

(2)以國家名義爭取國際會議主辦權 

國際會議的主辦權的爭取，通常是由會議幕僚單位，以學

者、教授、企業經營者的身分爭取以個人身分參與會議，在會議

中了解整個的會議流程，並且以國家整體眼光評估是否有利於爭

取下一屆的主辦權利，這些評估需要針對國內的會議客體（會議

展覽設施）、會議主體（籌備及參與人員）、活動預算，以及預

期效益進行主辦戰略規劃。 

(3)以國家名義建立「亞洲濕地中心」 

依據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與內政部營建署簽訂之 MoU，應早

日以國家名義建立「亞洲濕地中心」或是「亞洲濕地大學」，以

吸引其他國家政府或非政府組織將濕地保育之支部設於我國國

家首都，或將國家的首都或是經濟重鎮以「亞洲濕地中心」的模

式進行規劃經營。 

(4)提升我國舉辦濕地國際會議之形象 

增進國際間的濕地文化交流，與國際最新資訊接軌，拓展國

際視野，以國家整體濕地保護產業發展，選擇國際濕地保育與發

展的目標市場，並且界定濕地會議的屬性，以確定的國家戰略目

標擬定行動計畫，並且進行後續監督、審查行銷計畫，以擬定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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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戰略規劃。例如：在鎖定目標會議的規劃前期，進行會議調查，

評估國際會議是否對於提升國家形象、政府管理、及國內民間團

體技術是否有所助益？在舉辦會議規劃時應評估主辦單位、協辦

單位、承辦單位、贊助單位的可能單位名單，以作為國際會議戰

略規劃時，例如以「中華民國」或是「臺灣」的名義，爭取進行

舉辦 2016 年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之國際年會，並且以舉國之力，

進行國際會議競標時的人力後盾及財務後盾（方偉達，2010c）。 

 
(七)辦理時間行程表            

日期 內容 備註 
5 月 拉姆薩公約相關資訊收集 已於 9 月 30 日完成 
6-7 月 與拉姆薩公約副秘書長洽談 已於 6 月 30 日完成 
8-9 月 翻譯拉姆薩公約表格 已於 9 月 30 日完成 
10 月 編輯台江國家公園拉姆薩濕地申

請書件及說帖 
已於 11 月 10 日完成

11 月 台江國家公園拉姆薩濕地申請書

件及說帖送營建署審定 
預計 11 月 30 日完成

12 月 寄件至拉姆薩濕地公約總部 預計 12 月 30 日完成

 
(八)辦理情形及具體成果 

本會於 2008 年韓國釜山拉姆薩公約第 10 次大會時，已赴 SWS
拉姆薩委員會收集相關文件資訊，並於 2009 年 SWS 年會時，以旁聽

身分聆聽拉姆薩公約會員討論拉姆薩濕地保育工作，會後與副秘書長

尼克大衛森博士（Dr. Nick Davidson）討論台江國家公園的黑面琵鷺

保育的核心價值。 
本次交流考察團謝正昌副分署長、中研院陳章波教授、臺灣濕地

學會方偉達秘書長，與拉姆薩公約副秘書長尼克大衛森博士（Dr. 
Davidson）晤談臺灣國際級重要濕地「曾文溪口濕地」（台江國家公

園的核心區）的保育現況，並說明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內 4 處重要濕地

(曾文溪口濕地、四草濕地、七股鹽田濕地、鹽水溪口濕地)的地理位

置分布及目前濕地生態的價值。晤談中陳述台江國家公園在國際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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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其園區內的海埔地、沙洲與濕地等特殊地形地質景觀，對於東

北亞至東南亞數以萬計的各類水鳥遷徙的關鍵影響力，及目前臺灣投

入國際濕地保育工作的努力。晤談中謝副分署長也討論推動加入拉姆

薩公約的可能性，並詢問加入拉姆薩公約所需的申請條件，最後謝副

分署長代表臺灣營建署，致贈大衛森博士「Taijang National Park」、

「National Parks of Taiwan」、「National Parks of Taiwan」、

「NATIONAL PARK TOP TEN TRAILS」、「Four Seasons Ecological 

Tourism」…等台江國家公園、臺灣重要濕地等各項出版品。 

 
 
 
 
 
 
 
 
 
 
本會目前除了蒐集最新申請加入拉姆薩公約的技術文件，並已完

成申請書件及說帖之撰寫。對於拉姆薩公約申請文件所需條件，本會

參考撰寫指南(Explanatory Notes and Guidelines for completing the 
Information Sheet on Ramsar Wetlands)之後，進行拉姆薩濕地訊息表

(Information Sheet on Ramsar Wetlands)之申請文件撰寫，並以中文及

英文對照，說帖及申請文件如附錄三所示。 

 
(九) 申請拉姆薩濕地之程序（中英文對照） 
The Four Steps In Nominating a Wetland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指定國際重要濕地(拉姆薩公約)之四步驟： 

 
1. A letter addressed to the General Director, CPA , describing how the 
proposed site meets the Ramsar criteria 

註：謝副分署長、陳章波教授與聯合國拉姆薩公約副秘書長 Dr.Nick Davidson 晤談，晤

談內容包括台灣濕地的水鳥重要特性及加入拉姆薩公約相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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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名同意函 

三、中央政府同意 

四、RAMSAR 審核 

一、提名程序 

需要地主及主管機關的同意函，以確保濕地利害關係

人同意劃設為拉姆薩濕地。 

提名濕地由內政部營建署進行審核後，將申請書件寄

送位於歐洲瑞士的拉姆薩公約秘書處。 

拉姆薩公約秘書處派員現勘，現勘報告交由亞洲區域

常委會（Standing Committee）召開年度會議進行評

選及公布名單。 

由政府機關、地方組織或是社區提名候選濕地，這些

濕地需要符合拉姆薩公約的評選九項原則，包括生物

多樣性、濕地特殊性等，申請書須包含範圍圖說等。 

向主管機關內政部營建署敘明計畫地點如何符合拉姆薩濕地之規定。 

2. A completed Ramsar Information Shet (RIS) which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Ramsar website (www.ramsar.org) 

由RAMSAR官方網站下載拉姆薩濕地訊息表，並完成填寫。 

3. A map of its location following set guidelines, including longitude and 
latitude and clear indication of the area that is being included for 
designation 

在指定的濕地範圍的區域地圖，需包含經緯度及清楚的指引等。 

4. Letters of support from the local or natural resources agency, 
government authority for the district in which the site is located, and all 
landowners. In addition, letters of support from local communities, other 
organizations or government offices, or individuals, greatly contribute to 
the nomination process 

必須要有所在地的地主、政府保育單位、縣市政府及土地所有權

人同意書等相關證明文件。此外，該項同意書也可為當地社區或其他

機構官方辦公室，甚至個人等提出，對於申請指定的過程將更有裨益。 

(十)營建署申請加入拉姆薩公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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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擬辦理國際濕地期刊合作計畫 

(一)辦理目的 
    SWS 每年出版 4 期濕地期刊（Wetlands）（以下簡稱為本刊），為

國際性最重要的濕地科學期刊。本計畫訂於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年會

時與 SWS 研商有關國際期刊之合作方式與內容後，研提具體可行的

國際濕地期刊合作計畫，以推動臺灣濕地科學技術及保育成果之能見

度。 

(二)執行工作項目 
1.與 SWS 針對國際期刊之合作方式與內容進行意見交流。 
2.依據與 SWS 研商所獲致之共識，提出我國與 SWS 未來具體可行的

國際濕地期刊合作計畫。 
3.合作計畫應包含合作方式、內容、經費及期程等項目。 

(三)合作計畫行程表 
    國際濕地期刊合作計畫行程表如下所示： 

日期 商談內容與地點 備註 
2010 年  
6-7 月 

美國鹽湖城 赴美商議美國期刊主編等事

項，含版權費用及頁數。 
2010 年

8-12 月 
期刊出版計畫（亞洲濕

地大會論文集 call for 
paper（臺灣部分）/國外

邀稿） 

已完成初步審查及篩選。 

 2011 年

-2012 年 
期刊論文審查（美國

SWS 總部） 
預計自 2010 年起開始審查，

至 2012 年全文出版為止。 

 
(四)期刊論文審查流程圖(預計自 2008 年起至 2012 年止) 
    目前國際期刊初審係為已經通過 2008 年亞洲濕地大會的論文審查標

準，並且以全文審查的方式，進行審查流程，目前審稿已經進行初審階段

以及期刊投稿標準。 

 

程序流程 投標標準 目標階段 

摘要 依據 Wetlands 期刊格式，進行摘要撰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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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審查 依據 Wetlands 期刊格式，進行投稿摘

要之審查，審查過後之摘要，得邀請進

入營建署與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舉辦

之第一屆亞洲濕地大會發表。 

2008.5-2008.9 

第一屆亞洲濕地

大會全文審查 

依據 Wetlands 期刊格式，進行投稿全

文之審查，審查過後之全文，得邀請進

入營建署與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舉辦

之第一屆亞洲濕地大會發表。 

2008.9-2009.10 

第一屆亞洲濕地

大會國際期刊審

查（初審） 

1.依據 Wetlands 期刊格式，進行國際

濕地科學家學會亞洲委員會期刊全文

之初審，初審論文來源來自於 2008 年

第一屆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和內政部

營建署在臺灣舉辦第一屆亞洲濕地大

會的投稿英文論文。初審之目的在審查

是否符合學術論文寫作範本，以及寫作

格式是否符合本刊 Wetlands 之要求。

2.初審意見如下： 

(1)論文尺度及完整度需符合投稿標

準。 

(2)圖與表整理程度已符合投稿標準。

(3)2008 年亞洲濕地大會論文集之「濕

地管理政策與影響等研究」因為不適

合期刊方向，在此也不採用(除有科

學數據支持之研究)。 

(4)摘要明顯指出論文重要性之研究。

2010.7-2010.11 

第一屆亞洲濕地

大會國際期刊審

查（複審） 

1.依據 Wetlands 期刊格式，進行國際

濕地科學家學會期刊全文之複審。 

2.複審之程序如下： 

(1)依據初審名單，要求國際濕地科學

家學會亞洲委員會確認「無一稿兩投」

之情事。 

(2) 初審若推薦刊登則將稿件進入複

審。 

(3) 召開期刊編輯委員會，討論推薦刊

登初審投稿論文之兩位複審審查人名

單，複審審查人皆委請本刊編輯或是編

2010.12-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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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以外之國際學者擔任。 

(4)將電子檔郵寄、傳送審查人審查。

(5)收到審查人審查意見後之處理： 

a.二位審查人均「推薦刊登」之論文：

於編輯委員會討論推薦刊登後付排、付

印。 

b.二位審查人均「退稿」之論文：退回

原作者，退稿。 

c.二位審查人一位「推薦刊登」、一位

「退稿」：再請第三位審查人審查。 

(a)第三位審查人若「推薦刊登」，則

刊登。 

(b)第三位審查人如審查結果為「修改

後刊登」，則將審查意見供作者參考修

改後再刊登。 

(c)第三位審查人如審查結果為「退

稿」，則退稿。 

d.二位審查人審查意見如皆為修改後

刊登，則將審查意見送請作者修改後刊

登。 

e.二位審查人審查意見如為一位修改

後刊登、另一位為修改後再審，則將審

查意見送請作者根據審查意見修改

後，再請原審查人審查，如推薦刊登則

刊登。 

第一次校對 上述審查通過之期刊，進行印刷前的文

稿校對。 

2012 

第一次修改 上述審查通過之期刊，進行印刷前的文

稿修改。 

2012 

第二次校對 上述審查通過之期刊，進行印刷前的第

二次文稿校對。 

2012 

第二次修改 上述審查通過之期刊，進行印刷前的第

二次文稿修改。 

2012 

出版定稿 上述校對好之文稿，進行出版前之文稿

清樣。 

2012 

出版完成 出版計畫完成。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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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 Wetlands 國際期刊審查（複審）說明表 

第一位 第二位 結果 

推薦刊登 推薦刊登 推薦刊登 

推薦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刊登 

推薦刊登 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 

推薦刊登 退稿 再請第三位審查人審查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刊登 退稿 再請第三位審查人審查

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 退稿 退稿 

退稿 退稿 退稿 

  

 
 
 
 

 
 

 

  
 

(五)辦理過程 
相關合作範疇已經進行，由亞洲理事會主席 Prof. Isidro Savillo

擔任召集人，建議除由 Prof. Isidro Savillo、Prof. Wei-Ta Fang，以及

美國 Dr. Pat Megonigal 擔任亞洲專刊編輯委員會，並計畫邀請客座副

編輯（Guest Associate Editor），協助濕地期刊編輯美方 Dr. Darold 
Batzer 的編輯工作。目前編輯群架構經 2009-2010 年間的討論，已經

成形，詳如下表之國際期刊編輯群架構。 
本次商議 Welands 亞洲專刊審稿費，1 頁為 100 元美金，預計 200

頁，含審稿、校稿、編印、印刷、裝訂、印製、網路企劃、電子版刊

登、紙本分送等內容，合計約 4 萬元美金（約 130 萬元臺幣）。2011

全文審查 摘要審查 摘要 

Abstract 
Abstract 
Review 

Full 
Chapter

第一次校對 

1st 
Proof

第一次修改 

1st 
Reading

第二次校對 

2st 
Proof 

第二次修改 

2st 
Reading 

出版定稿 

Order
Hard 

Copies 

出版完成 

Process 
Finished

期刊論文審查流程圖(預計自 2008 年起至 2012 年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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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先行出版電子版 Welands 亞洲專刊，2012 年出版紙本亞洲專刊。

建請進行專款補助，以利後續合作計畫之進行。 
 

國際期刊編輯群架構表 

總編輯

Editor-in-Chief 

Darold P. Batzer, 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University of 
Georgia, Athens, Georgia  

資深副總編輯 
Senior Associate 
Editor 

Steven C. Pennings, University of Houston 

助理編輯 

Associate 

Editors 

Paul Adam,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Jim Anderson,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Michael J. Anteau, U.S. Geological 
Survey; Elizabeth Berge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Greg 
Bruland,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Seb Buckton, Wildfowl 
& Wetlands Trust (WWT); Aram J.K. Calhoun, University of 
Maine, Orono; Robert S. Capers,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Steven R. Chipps, Sou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 Robert G. 
Clark, Environment Canada; David J. Cooper,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Judy Drexler,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rnaud 
Elger, Toulouse University; Lauchlan Fraser, Thompson Rivers 
University; Stephen W. Golladay, Jones Ecological Research 
Center; Rebecca J. Howard, U. S. Geological Survey; Andrew 
T. Hudak, USFS Rocky Mountain Research Station; C. Rhett 
Jackson, University of Georgia; Wayne Ji, University of 
Missouri-Kansas City; Richard Keim,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Kevin A. Kueh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Mississippi; 
Scott G. Leibowitz, US EPA); Ulo Mander, University of Tartu; 
Masato Miwa, University of Florida; Scott Neubauer,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Gregory Noe, U.S. Geological Survey; Harry 
Olde Venterink, ETH Zürich; Brian Palik, U.S.D.A. Forest 
Service; C. Edward Proffitt, 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 Neil 
Saintilan, NSW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Miklas Scholz,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Joel W. 
Snodgrass, Towson University; Doug Spieles, Denison 
University; Joshua D. Stafford, Illinois Natural History Survey; 
Eric Stein, Southern California Coastal Water Research 
Project; Donald G. Uzarski, CMU Biological Station; Daphne 
van der Wal,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Ecology; Denise Wardrop,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Barry G. Warner, University of 
Waterloo 

亞洲編輯 
Asian Editors 

Isidro Savillo, President SWS Asian Chapter, Wei-Ta 
Fang, Country Designate SWS Asian Chapter, Patric 
Megonigal, SWS President 2007-2008 (Guest Associate 
Editor） 



 46

(六)評審標準及初步審查意見 
1.論文尺度及完整度需符合投稿標準。 
2.圖與表整理程度已符合投稿標準。 
3.2008 年亞洲濕地大會論文集之「濕地管理政策與影響等研究」因為

不適合期刊方向，在此也不採用(除有科學數據支持之研究)。 
4.摘要明顯指出論文重要性之研究。 

(七)初步結果(初審通過論文名單) 
1. 
RECONSTRUCTION OF THE WETLAND VEGETATION INFERRED 
FROM AN ESTIMATION OF POLLEN PRODUCTION AND 
DISPERSAL POTENTIAL 
Liang-Chi Wang, Su-Hwa Chen, Jiunn-Tzong Wu, and Wei-Ta Fang 
  
2. 
RESTORATION OF SHOREBIRD-ROOSTING MUDFLATS BY 
PARTIAL DEFORESTING MANGROVES IN TANSHUI RIVER 
ESTUARY, NORTHERN TAIWAN 
Shou-Chung Huang, Shan-Shu Shih, Yi-shen Ho, Chang-Po Chen, and 
Hwey-Lian Hsieh 
  
3. 
STUDY ON THE PULSE STABILITY OF THE SUCCESSION OF THE 
LACUSTRINE ECOSYSTEM IN THE SHENG-MI LAKE, 
NAU-AN, NORTH TAIWAN 
Chung-Hsin Juan, Tze-Ying Chen, Jean-Jay Mao, and Men-Wei Chiu 
  
4. 
EFFECTS OF SEDIMENT COMPACTION ON MACROINFAUNA IN A 
PROTECTED COASTAL WETLAND IN TAIWAN 
Chorng-Bin Hsu, Chang-Po Chen, Hwey-Lian Hsieh 
  
5. 
MODELING OF SEDIMENT TRANSPORT AND HEAVY METALS FOR 
WETLANDS 
Chou-Ping Yang, Chih-Hung Hsu, Wu-Seng Lung, and Jihn-Sung Lai 
  
6. 
A LOGISTIC REGRESSION APPROACH TO EXPLORE PONDSCAPE 
CHANGES IN TAOYUAN, TAIWAN FROM 1926-1960 
Jui-Yu Chou, Isidro T. Savillo, and Wei-Ta Fang 
  
7. 
THE ROLE OF STABLE SULFUR ISOTOPE IN WETLAND 
ECOSYSTEM 
Lan-Feng Fan, Tsung-Li Shih, Wei-Gang He, Chen-Po Chen, and Hwey-Lian Hsieh 
  
8. 
ACCUMULATED INUNDATED TIME: A CRITICAL CRITERION IN 
HABITAT RESTORATION FOR UCA FORMOSENSIS 
Shiao-Yi Chen, Chang-Po Chen, and Hwey-Lian Hsi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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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 SCIENCE-BASED STRATEGY FOR ECOSYSTEM MANAGEMENT 
IN TAPONG BAY, SOUTHERN TAIWAN 
Hsing-Juh Lin 
  
10. 
DEVELOPING A WEIGHT ESTIMATION APPROACH B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FOR STREAM 
ECOLOGICAL EVALUATION: A CASE STUDY IN SHIHMEN 
RESERVOIR WATERSHED, TAIWAN 
Chun-Han Shih, Ta-Jen Chu, and Yi-Yu Kuo 
  
11. 
A NOVEL HYBRID MCDM MODEL FOR EVALUATING THE 
WETLANDS ENVIRONMENT PLAN 
Yi-Chun Chen, Hui-Pang Lien, Gwo-Hshiung Tzeng, and Lung-Shih Yang 

 

 (八)初審建議事項 
1.大部分論文在討論與結論方面都過於簡單，建議聯絡通訊作者提供

更完整之論文草稿。 
2.聯絡通訊作者將草稿改成期刊規定格式，尤其是圖與表以及文獻，

並請將圖表說明之中文改寫成英文說明。 
3.由於初選可接受論文有限，請主辦單位聯絡通訊作者詢問投稿意

願，以免占用別人可能投稿的空間與機會。 
4.聯絡通訊作者詢問論文是否已投至其他期刊，以免一稿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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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理國際濕地交流工作坊計畫 

    活動邀請日本學者 Dr. Keita Furukawa 美國學者 Dr.Glenn 

Guntenspergen，進行為期一週工作坊交流，期間參觀臺北的夢幻湖

濕地、關渡濕地、華江濕地及臺南的台江國家公園等，並於臺北及臺

南發表專題演講及座談會分享日本及美國濕地及海岸復育經驗，成功

拓展與會人員對於濕地及海岸復育的國際視野。 

 

 

 

 

 

 

 

 

 

 

 

 

註：濕地保育國際交流工作坊開會實況(臺北場次) 

 

 

 

 

 

 

 

 

 

 

 

 

 

 

 

 

 

註：濕地參訪(四草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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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與 SWS 總會長及貴賓交流 

本次交流考察團謝正昌副分署長代表營建署致贈臺灣特有

種蜻蜓水蠆殼標本的人工琥珀給 SWS 會長包溫教授，本標本由臺

灣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方偉宏副教授於濕地進行採

樣，蒐集水生植物及昆蟲的蛻殼，以手工細心澆灌製作而成，特

別是在採集和製作過程中，不破壞自然，具有生態環保意義。 

 

 

 

 

 

 

 

 

 

 

  註：謝正昌副分署長致贈 SWS 會長(2009-2010 年)包溫教授濕地意象禮品 

 

 

       註：謝正昌副分署長致贈 SWS 韓國分會長 Dr.Hojeong Kang 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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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際宣傳演講 
本次考察團由濕地學會秘書長方偉達助理教授與謝正昌副

分署長聯名發表臺灣濕地論文，題目為「Could island 

biogeographic concept support wintering bird population in 

Taoyuan´s farm ponds」，埤塘是臺灣桃園地區獨特珍貴的濕地

景觀，大小埤塘間接地塑造出當地成為多種水鳥的棲息地，使得

生態景觀更加多樣化，方偉達助理教授以臺灣的埤塘為例，藉由

研究中鳥類數量的分布位置，印證島嶼地理生態之概念。 

 

濕地學會方偉達秘書長發表濕地論文 

 

 
                     中研院陳章波教授論文海報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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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協助發布新聞稿國際交流工作坊合作事項 
 

                          【新聞稿】  
             臺灣濕地保育國際交流合作邁向新紀元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謝正昌副分署長日前參加 2010

年 7 月在美國鹽湖城國際會議中心所舉辦之濕地國際會議。除了

宣導臺灣濕地保育成果，並協助討論台江國家公園加入拉姆薩公

約的可行性。臺灣考察團此行與與美國 SWS 高層進行備忘錄後續

工作磋商以外，期間也參觀拱門國家公園、美國土地管理局、羚

羊島州立公園、普洛佛河等保育景點，並與主管機關交換保育心

得後返國。 

本次考察團由謝正昌副分署長代表營建署，隨行人員包含中

央研究院研究員陳章波教授、謝蕙蓮教授、臺灣濕地學會秘書長

方偉達助理教授、逢甲大學蘇惠珍教授。會議期間，謝副分署長

與 SWS新任會長美國馬里蘭大學安德魯包溫教授等人討論雙方合

作機會，並交換禮品。幾位教授以臺灣濕地為研究主題，參加國

際濕地科學家學會的論文發表，並在會場發放臺灣國家公園及臺

灣濕地保育等相關宣傳資料，引起與會貴賓的重視討論，成功達

到本次行銷臺灣之目的。 

有鑑於濕地議題逐漸受到國際重視，臺灣恪遵國際公約，由

內政部營建署承辦劃設 75 處國家重要濕地，以促進濕地保育、

復育及教育工作之遂行。2008 年營建署與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合

辦第一屆亞洲濕地大會，致力於臺北濕地國際宣言的推動與執

行。而為推動國際合作及增進全球生態保育，臺灣已經展開國際

接軌，除了強化濕地保育、復育、教育及國際聯繫工作之外，進

行全球濕地環境保護工作的鏈結與進展。因此對於臺灣去年

(2009 年)成立台江國家公園，謝副分署長特別與聯合國拉姆薩公

約副秘書長尼克大衛森博士討論台江國家公園加入拉姆薩公約

的所需條件及工作事項，希望早日加入拉姆薩公約，為臺灣濕地

保育邁向新的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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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參訪行程 

本次大會時間於 2010 年 6月 27 日至 7月 2日於美國猶他州

鹽湖城的卡爾文蘭普頓鹽宮會議中心(Calvin L. Rampton Salt 

Palace Convention Center)召開 2010 年 SWS 年會，考察團利用

會議舉辦前，6 月 26 日參訪猶他州拱門國家公園；會議期間，6

月 28 日及 29 日進行猶他州鹽湖城城市參訪；30 日為田野參訪，

參觀普洛佛河保育區及斯旺那自然保護區；7 月 1 日拜訪美國土

地管理局；7 月 2 日參訪猶他州羚羊島州立公園，考察團本次以

猶他州著名國家公園及濕地景點為參訪重點，以下分項說明： 

 

 
考察團行程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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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拱門國家公園(Arches National Park) 

(一)參訪重點 

本次考察團於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舉辦前，參訪位於猶他

州東南方的拱門國家公園(Arches National Park)。參訪的重

點在於拱門國家公園對於拱門地形的維護與管理。 

(二)心得 

猶他州地處美國西部，南北長約 150 公里，東西寬約 140

公里，是個內陸州。東南方的拱門國家公園從 1971 年設立國家

公園，是美國猶他州五大國家公園之一，以天然拱門聞名於世，

每年約有百萬人次來訪參觀。公園面積為 309 平方公里，年雨

量約為 300 公釐。 

 

 

 

 

 

 

 

拱門國家公園位置 

在園內最高海拔位於象峰(Elephant Butte)，高度為 1753

公尺；最低位置位於本次到訪的遊客中心為 1245 公尺。拱門國

家公園保存超過 2000 座天然的岩石拱門。拱門國家公園由美國

公園管理局(National Park Service)負責管理，目前由於風化

侵蝕作用，已經有超過 40 座拱門倒塌，因此為了保護這些紅色

岩柱，管理單位著手進行維護管理，除了禁止遊客靠近破壞，

並以監控方式管理園區內珍貴的拱門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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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拱門國家公園解說教育中心 

(三)訪問重點 

本次考察團拜會拱門國家公園(Arches National Park)的

美國國家公園管理局主管 Mr.Lee G. Ferguson，交流國家公園

管理經驗，討論國家公園的管理機制。在熱烈討論中，Mr.Lee G. 

Fergus 說明美國的國家公園是由聯邦政府下的國家公園管理

局統一管理，國家公園的規劃設計由國家公園管理局下設的丹

佛設計中心全權統一負責規劃。美國的國家公園的管理費來源

於國會撥款，國家公園純屬社會公益性政府機構，一到節假日

或週末，國家公園裏總是人群蜂擁，絡繹不絕。在拱門國家公

園(Arches National Park)由於特殊的拱門地形，也吸引各地

遊客前往參觀。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謝正昌副分署長並告知臺灣國家公園

的管理模式，除了以文宣介紹名聞遐邇的陽明山國家公園，並

說明目前成立的台江國家公園及黑面琵鷺保育現況，最後謝正

昌副分署長代表營建署致贈 Lee G. Ferguson 具有臺灣特色的

交趾陶及臺灣國家公園等宣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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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由參觀拱門國家公園(Arches National Park)可以知道美

國國家公園的科學管理和人們尊重自然，保護自然環境的意識

值得學習。國家公園的環境卻保持良好，是國民教育成功所致，

這與美國人的環境保護意識和國家公園的有效管理有直接關

係。美國國家公園著重於土地管理，如果在國家公園之內遇有

私有土地，政府編列預算收購之，並且將其中之歷史建築進行

完整保留。在拱門國家公園之中，詳加運用自然砌石形成登山

指標；此外，也非常注意對自然環境的保護，有許多特殊的環

境保護措施和相關制度，對於違法行為嚴格取締，因此在國家

公園裏不允許有任何的廠房、倉庫和生產設施，也沒有豪華商

店和遊樂場，這是臺灣比較難做到的。臺灣的國家公園景點區

通常伴隨攤販商家等，造成髒亂污染。本次考察團在拱門國家

公園內遊覽的幾處地點，幾乎見不到隨地丟棄的廢紙、塑膠瓶、

塑膠袋等廢棄物；只有堆石形成自然的通路指標，值得我們學

習。因此可以得知管理單位在拱門國家公園內修建公路時規劃

部門十分慎重，以不破環自然景觀和資源為原則，對於園區管

理的重視程度表現極佳。 

 

 

 

                   

 

 

 

 

註：謝正昌副分署長致贈美國國家公園管理局主管 Mr. Lee G. Ferguson 臺灣交

趾陶禮品及臺灣國家公園相關文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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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鹽湖城(Salt Lake City) 

(一)參訪重點 

考察團於會議舉辦前(2010 年 6 月 26 日至 27 日)參訪拱門國家

公園(Arches National Park)，並於 6 月 28 日起參加位於猶他州鹽

湖城的卡爾文蘭普頓鹽宮會議中心召開的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

(SWS)，由於摩門教總會教堂富有盛名，因此為本次考察團參訪重點。 

鹽湖城（Salt Lake City），是美國猶他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

人口約 1百萬人，名列美國西部內陸城市的第三位，僅次於丹佛和鳳

凰城。鹽湖城位於猶他州北端，海拔 1,320 m，周圍的高山海拔達到

3,582 m，以緊靠大鹽湖而得名。 

鹽湖城以工業為主，電子產業和生物技術也相當發達，也是猶他

州的商業金融中心及渡假勝地。採礦業和第一條橫貫鐵路的興建帶來

鹽湖城的經濟繁榮，該市獲得了「西部十字路口」的綽號。進入 21

世紀，鹽湖城市政府大力發展戶外活動旅遊，並重視城市規畫，各類

活動盛行，包括滑雪和自行車，並且舉辦了 2002 年冬季奧運會。 

 

 

 

 

 

 

 

 

 

 
   鹽湖城的市中心 Gateway 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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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得與建議 

摩門教會的總會，花崗岩尖塔建築精緻美麗，據解說人員說明，

鹽湖城是由一批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摩門教」信徒在此拓荒所建

成的一座城市。此後，鹽湖城是摩門教徒的總會設置地點。目前超過

半數的當地人士為該教會教徒。州政府也由神職人員組成，這個小而

美的宗教城市，沉澱恬靜，大不同於美國其他城市。因此，猶他州仍

然保留 19 世紀摩門教的婚姻制度，一夫多妻制在猶他州十分盛行，

顯示這裡是摩門教徒的堅固堡壘。過去摩門教徒登陸美洲之後，一夫

多妻的制度一直是摩門教的中心教義，但自 1840 年，此制度是阻礙

猶他州加入美國聯邦的最大障礙，因此 1890 年摩門教主宣布廢除此

一婚姻制度後，猶他州才在 1896 年成為美國的一州。但在 1953 年之

後，州政府對於此婚姻制度逐漸採取放任制度，半個世紀後的今天，

猶他州的宗教風氣開化，對於敏感議題，人們可以自由的參與討論在

這裡摩門教的婚姻制度。 

 

  

 

 

 

 

 

 

 

 

 

 

 

 

鹽湖城摩門教總會教堂 



 58

三、普洛佛河(Provo River) 

(一)參訪重點 

考察團於 6 月 30 日參訪普洛佛河（Provo River）。普洛佛河

（Provo）是大會所安排的田野參訪行程。參訪重點在於參觀普洛佛

河（Provo）的「截直取彎」的濕地復育成果。參觀普拉亞斯地區的

濕地和沼澤需要攜帶雨鞋、雙筒望遠鏡、並且擦拭防曬油、防蟲液和

水壺。因此，本次旅遊依照大會建議赴普洛佛河（Provo River）。 

(二)心得 

普洛佛河（Provo River）該區為濕地復育最著名的案例。目前

該保護區並不對外開放，由當地政府進行管理。1999 年該猶他州猶

他州造陸減災和保護委員會（Utah Reclamation Mitigation and 

Conservation Commission） 開始在喬丹水壩執行普洛佛河復育計畫

（Provo River Restoration Project, PRRP），到了 2008 年全部工

程宣告完成。本計畫目的是藉由截直取彎的工程，進行 800-2200 英

尺寬的河流廊道復育整治和管理工作，其中生態營造出水獺活動空

間，並以枯木營造之水獺壩（beaver dam）形成微棲地相，藉以形成

瀨流。在上游並形成了鮭魚迴流廊道，以復育日益稀少的鮭魚。在

2008 年之後，其復育成果帶來豐富的水鳥資源，並解決猶他州解決

乾旱的問題。在規劃的過程中，有濕地生物學家、植物學家等參與，

經過一連串的討論生態學、流體力學等各個環節，除了考慮河川續動

及洪氾脈動之概念，並重建動物棲地環境，使得生態系重現。 

 

 

 

 

 

 

 

  河川的重生：普洛佛河（Provo River）截直取彎的歷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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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o River 採用生態工程進行河川復育，例如設置倒立枯木 

(三)建議 

Provo 一系列的河川復育計畫，在 Jordanelle 壩及 Deer Creek

水庫間建立自然的生態工法使從前的濕地恢復樣貌。一般來說，淡水

來源是從河川、湖泊、表面水、地下水及濕地而來，這些水源是生態

系中的不可或缺的要素，是所有生命的賴以維生的命脈。淡水的生態

系對於人類生活、社會行為等都扮演重要腳色，例如灌溉運輸等。短

期而言包含食物的供給、洪氾控制、淨化污水及提供植物及動物等所

需的棲地環境等；長期而言，可維持各種生物的生態系，並對於氣候

變遷有影響，因此水資源的分配是極其重要的。普洛佛河（Provo 

River）致力恢復河川最原始樣貌，因此在河邊可見倒塌的樹木及豐

富多樣的植栽綠帶。因此在植被栽種上，採用生態工法，建立類似於

草溝的植生設計。其特色除了坡度平緩以外，主要是用來接受地表逕

流進行薄層流（sheet flow）處理。在外觀植被上，草地或樹林都是可

能採用之材料，其設計是用以攔截流量，並以流速低的薄層流形式將

水散布出去，使水滯留。因此，普洛佛河（Provo River）整體植生

密植設施是透過滯留、植生過濾，以及土壤入滲等方式，來進行水流

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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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斯旺那自然保護區(Swaner Nature Preserve) 

(一)參訪重點 

考察團於參訪完普洛佛河後，第二個行程為參訪參訪斯旺那自然

保護區(Swaner Nature Preserve)，本保護區由美國工兵署協助長達

5 年以上的濕地生態復育工程，內容包含濕地監控維護及河川通道重

建。在 5.25 英畝的濕地河岸區種植數萬株水生植物，並依生物習性

設置緩衝空間(Buffer Zone)，成功恢復生物棲地。 

 

 

 

 

 

 

 

 

 

 

Swaner 自然保護區恢復濕地原始樣貌 

 

 

 

 

 

 

 

 

 

草溝 V型壩可以阻擋水流，進行滯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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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得與建議事項 

斯旺那自然保護區(Swaner Nature Preserve)於 2004 年展開濕

地復育的生態工程，這個計畫主要經費是來自美國環境保護署(EPA)

及私人贊助而來，並加上來自各地的志工力量。由於本區域遭受農業

污染，使得水質惡化，許多珍貴水生動植物的棲地遭受破壞，因此斯

旺那自然保護區(Swaner Nature Preserve)的主要目的是為了重現以

生物工程技術(bioengineering techniques)等重建水生動植物環

境。為了穩定受到侵蝕的河川，興建 1,600 呎的固岸工程，而這些固

岸工程結構所需的材料，竟然是來自 Park City 地區所回收的聖誕樹

殘木，這種樹枝形成之殘木組成的河岸，盤根錯節，能夠減輕河川侵

蝕河岸的力量，並且將有機質沉澱成為沉積物，成為生物所需的養

分，並且在河岸部分種植約 3,000 株的楊柳樹的插枝，這些楊柳樹的

根系能夠比一般樹木更適應濕地土質，並且提供隱蔽或遮蔽的功能，

能夠提供魚類棲息，而且在幾個炎熱氣候環境的月份中，能夠降低水

溫，減低溪流的熱汙染。另外野草地的管理計畫，以機械除草的方式

管理野草，並且移除 70 英畝的外來有毒的(noxious)野草品種，重新

栽種原生種植被。 

Swaner Ecocenter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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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aner EcoCenter 濕地管理中心是著名的綠建築興建案例，屋

頂陣列的太陽光電板統計能產生 6千瓦左右的電力，並且能夠有效發

揮節能設計，例如屋頂的通風設計、大面積採光等，使得濕地管理中

心的耗能低，在所謂的藍天計畫(Blue Sky Program)中，得到約 6 萬

美金的獎勵。濕地管理中心所產生的電力賣給落磯山電廠(Rocky 

Mountain Power)，減少電廠依賴火力等燃料的使用量，使得自然得

以保護，是未來可持續能源的極佳選擇，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未來

臺灣興建保育教育中心，建議可以參考 Swaner EcoCenter 濕地管理

中心的建築模式興建，具備美觀且自然生態多功能的活動空間設計。 

 

 

 

 

 

 

 

 

 

 

 

 

 

 

 

Swaner EcoCenter 是猶他州最著名的綠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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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拜會美國土地管理局(US Land Management Bureau) 

(一)訪問重點 

    本次考察團在 2010 年 7 月 1 日拜會美國土地管理局，與美國土

地管理局副分局長 Lauren Mermejo、魚類暨野生動物保護科科長

Justin Jimene、科羅拉多高原原生植物管理科科長 Wayne Pagett 等

討論美國環境保育議題與美國土地信託問題。談論主題:1.美國州政

府土地登記制度；2.美國州政府土地利用制度；3.濕地及邊際土地在

緩解銀行的角色。 

 

    

  

 

 

 

 

 

 

 

註：美國土地管理局副分局長 Lauren Mermejo 與謝正昌副分署長介紹猶他州土

地權屬關係 

 

(二)心得與建議事項 

      本次參訪中，了解美國土地公益信託係由私有土地進行捐贈，

由公部門利用的案例，我們了解到美國公益信託和英國公益信託在土

地權屬的本質上有所不同。因此，美國國家公園皆由政府進行管理，

絕無私人信託基金代管之情事。然而，在公益信託發達的國家，例如

英國，其國家公園由私人信託基金捐贈代為管理，這是英美國家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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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最大的不同。 

我們了解到，「信託」是一種土地管理的管道，主要是以集合民

間資金與資源為手段，而其終極目的，是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因此，

受託者是否能妥善經營管理與發展可行的環境教育方案，也是信託目

的能否達成的重要因素。而如何運用民眾的集體力量共同維護環境生

態，以「環境信託」為後世留下珍貴的生態及文化資產，則是當前一

個重要的課題。 

在英國，信託依據其信託目的可再分為私益信託與公益信託。

顧名思義，私益指的是私人的利益，而公益則為不特定的大眾，即是

公眾的利益。以美國來說，美國的土地信託可以概分為公益土地信託

及私益土地信託。公益土地信託在美國各地運作以保護地方、區域或

全國之重要土地。美國信託的土地，主要還是對於私人社區與區域的

開放土地（Open Land）等私有土地，若有保育上的需要，而且運作

的機構是非營利保育團體，則可以成立公益信託；而公益土地信託可

以接受土地及金錢上之捐贈。但是其國家公園以及公有土地，則由聯

邦政府及州政府管理，絕無信託委外之情事。 

 

註：謝正昌副分署長對土地管理局科長 Wayne Pagett 等簡介臺灣濕地保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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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在土地的利用上，可從都市發展中看出聯邦政府中央集權主

導之端睨。美國在 1949 年的「聯邦住宅法」中，由聯邦政府大規模

清除中心商業區旁的貧民窟以提供興建中低收入住宅；在 1968 結合

中央、州、地方政府及民間力量解都市土地利用問題，將都市更新策

略由平價住宅、附屬設施用途等，逐漸多樣化，因此除了私部門投入

外，開始引導民眾參與；1974 年頒布「住宅及社區法」使得擴大社

區居民參與都市土地更新。其他保育性土地，如開發土地（Open 

Land），也採取相關法規進行地主環境教育及保育觀念之宣導，以界

定其公益用途，並透過聯合開發的過程，藉由以地易地的方式，進行

生態保育。 
 

 

 

註：美國土地管理局科羅拉多高原原生植物管理科科長 Mr.Wayne Pagett、臺灣

濕地學秘書長方偉達、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副分署長謝正昌、美國土地管理局副

分局長 Mrs. Lauren Mermejo、魚類暨野生動物保護科科長 Mr.Justin Jimenez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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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羚羊島州立公園(Antelope Island State Park) 

本次考察團於 2010 年 7 月 2 日特別前往參訪。羚羊島是美國西

部的鹽湖中最大的島嶼，1981 年成立州立公園，此區草原地形是北

美最多美洲野牛的棲息區，而湖岸豐富有機鹽孕育豐富動植物，為候

鳥遷徙，如琵嘴鴨(Northern Shoveller)、雪雁(Snow Geese)等太平

洋地區鳥類遷徙時重要所經路徑必經之處。本次參訪觀察海岸種植防

風定砂植物，以保護本區地貌之設計原理。 

 

 

 

 

 

 

 

 

 
 

 

                          融合於草原地形的遊客管理中心 

                                   

 

 

 

 

 

 

 

 

 

 

 

 

 

 

 

                        種植防風定砂植物以保護本區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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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國際濕地交流工作坊成果 

 
一、活動說明 
(一)緣起 

內政部營建署於 2009 年 11 月 30 日與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

（SWS）簽署「2010-2015 濕地區域行動計畫合作備忘錄」，加強雙方

未來五年的合作關係，藉由國際合作交流吸收國外濕地新知，擴展我

國濕地復育知識技術與視野，並提升臺灣濕地的重要性與能見度。本

計畫將邀請美國及日本等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專家來臺協助合作計

畫，透過國際工作坊之辦理，推動濕地保育經驗交流。 

 
(二)辦理方式 

邀請國外濕地專家學者 Dr. Keita Furukawa（古川惠太）博士及

2010-2011 年 SWS 總會新任會長 Dr. Glenn Guntenspergen 實際參與

我國濕地研究、調查，並以工作坊的形式進行濕地生態復育操作及知

識技術的經驗交流與分享。 
1.參加人員：我國濕地管理單位、專家學者及 NGO 等。 
2.辦理時間： 2010 年 10 月 24 日至 31 日辦理。 
3.辦理地點：台江國家公園及淡水河臺北濕地廊道南北兩大濕地區域

進行濕地研究、調查，以展現我國濕地復育成果之特色。 
4.執行工作項目： 
(1).辦理為期至少一週之國際濕地工作坊（包含濕地參訪），並負責活

動前專家聯繫、參與人員報名活動（活動前一個月進行活動報名，

以臺灣濕地學會網站進行報名，網址:www.wet.org.tw）、工作坊流

程安排、書面資料之準備及現場翻譯等工作。 
(2).邀請 SWS 成員之美國及日本濕地專家學者。 
(3).辦理上開國外專家學者之邀約、會議相關聯繫與在臺期間接待事

宜，將於期末報告提出成果與建議。 
(4).準備國際交流工作坊講座交通接送、鐘點費、差旅費、食宿、保

險及禮品等事宜。 
(5).行程規劃：如下表所示，美日專家學者行程依實際狀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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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者背景： 

一、日本學者   

(1)姓名：Keita Furukawa（古川惠太） 

(2)職稱：日本國土技術政策總合研究所海洋環境部主任 

         日本早稻田大學工程博士 

(3)專長：古川惠太博士專長於海洋環境工程及地理資訊系統之研

究。曾於 2000 年擔任環境分析研究所主任科學家，擔任

過國際港灣協會 PIANC 工作委員會委員及電信聯盟委

員。並於 2008 年亞洲濕地大會時，「濕

地復育與技術」子題中發表關於海岸濕

地復育之專題演講。 

(4)討論：本次邀請擬商討台江國家公園的海域

規劃與管理。 

二、美國學者 

(1)姓名：Glenn Guntenspergen 

(2)職稱：SWS 新任會長 

         美國地質調查署（USGS）景觀生態學家 

帕圖克森特野生動物研究中心(Patuxent Wildlife 

Research Center)資深研究員 

(3)專長：Glenn Guntenspergen 博士，專長在於濕地生態的淡水

無脊椎動物及鳥類研究。研究興趣領域包括濕地氣候變

化影響評估、淡水和沿海濕地生態系統功能重建、區域

和景觀空間異質性的影響研究、植物群集組織和結構調

查、濕地動植物的棲息地研究等，目

前Prof. Glenn Guntenspergen於2010

年鹽湖城年會之後，接任 SWS 新任會

長一職。 

(4)討論：本次邀請以淡水河臺北地區濕地生態

系統研究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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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理過程 

       本會於 SWS 大會期間與兩位學者洽談來臺舉辦工作坊事宜，

本次國際交流活動並訂定 2010 年 10 月 24-31 日辦理。邀請日本

Dr. Keita Furukawa（古川惠太）博士及美國 SWS 新任會長 Dr. 

Glenn Guntenspergen 來臺參加濕地工作坊。為使國際濕地工作

坊工作計劃推動順利，本會於大會期間多次與古川惠太博士及SWS

新任會長 Dr. Glenn Guntenspergen 討論工作事項，並擬商討台

江國家公園的海域規劃與管理及 2011 年國際交流合作方向。Dr. 

Keita Furukawa（古川惠太）以日本海岸復育經驗以提供臺灣在

海岸濕地的改進方案，例如日本人工潟湖、潮間帶緩坡化、城市

人工濕地等施作方式及提供日本政府相關單位在濕地經營管理的

案例提供本次工作坊參考。本會並辦理學者機票、旅館、交通準

備等事項，並於工作坊舉辦期間，確定關渡自然公園及七股中心

場地，並安排學者濕地參訪關渡自然公園、台江國家公園（四草

濕地、七股潟湖）、華江濕地、臺灣北海岸濕地等。 

   

二、活動行程 
日期 時間 行程 內容 地點

10/24(日) 
20:00-22:00 Furukawa 接機 接機 21:30pm  

臺北夜景導覽 
桃園機

場 

20:00-22:00 Guntenspergen
接機 

接機 10:00pm 
臺北夜景導覽 

桃園機

場 

10/25(一) 

10:00-10:30 
拜會營建署署

長 

與外賓交流並致贈禮品 
集合時間：9:30 分署 2 樓 

營建署

3F 貴

賓室 
11:00-12:00 前往陽明山 由營建署出發前往陽明山 陽明山

13:30-14:00 
前往陽明山國

家公園管理處 

參觀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

現況 
拜會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

處主管 

陽管處

14:00-15:00 
參觀小油坑火

山 參觀臺灣火山地形 小油坑

15:00-16:00 
參觀夢幻湖濕

地 參觀臺灣水韭保育 夢幻湖

16:00-18:00 參觀北海岸 參觀臺灣海岸地形 北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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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行程 內容 地點

18:30-21:00 歡迎餐敘 與外賓餐敘 好記擔

仔麵 

10/26(二) 

09:30-10:00 報到 報到領取手冊 

關渡自

然公園

演講廳

10:00-10:10 長官致詞 主辦單位：城鄉發展分署 

致詞人：洪嘉宏分署長 

10:10-10:20 管理單位簡報 

主題一：臺灣濕地保育管理 
講師：陳仕泓處長 
講題： 關渡自然公園保育

現況 

10:20-10:50 國際交流一 

主題二：日本濕地保育經驗

談 
講師：日本學者 Dr.Furukawa 
講題：復育材料 Material for 

Restoration

10:50-11:20 國際交流二 

主題三：美國濕地保育經驗

談 
講師：美國學者 Dr. 
Guntenspergen 
講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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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2:00 綜合座談 

主題四：臺灣濕地保育及環

境教育現況省思 
主持人：洪嘉宏、方偉達 
與談人：Furukawa、

Guntenspergen、陳

仕泓、楊志彬、陳

章波 

關渡自

然公園

演講廳

12:00-13:10 午餐 餐敘休息 餐廳 

13:10-14:30 濕地導覽 
參觀保育核心區、心濕地、

賞鳥廣場、永續經營區、戶

外觀察區 

關渡自

然公園

廣場 

14:30-15:00 前往關渡碼頭 14:50 集合完畢並宣達安全
規定 

關渡碼

頭 

15:00-16:20 參觀淡水河濕

地 
參觀沿岸紅樹林、水鳥、河
口環境 

淡水河

流域 

16:20 結束  淡水碼
頭 

10/27(三) 10:00-12:00 搭乘高鐵 
搭乘高鐵至臺南(633 車次
10:00 搭車，11:45 抵達臺南
高鐵站)

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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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行程 內容 地點

13:00-14:00 台江國家公園 前往台江國家公園 臺南 

14:00-15:00 拜訪台江國家

公園管理處 
拜訪台江國家公園管理處
呂登元處長 

台江國

家公園

15:00-16:00 參觀四草濕地 學者赴四草濕地大眾廟搭
船 

四草濕

地 

16:00 回程 返回飯店休息 
臺邦商

旅 

10/28(四) 

10:30-12:00 參觀七股潟湖 學者搭乘膠筏參觀七股潟
湖濕地 

七股潟

湖 

13:30-14:00 報到 黑面琵鷺管理中心演講廳
入口處報到並領取手冊 

七股研

究中心

14:00-14:10 長官致詞 
主辦單位：城鄉發展分署 

致詞人：洪嘉宏分署長 

14:10-14:20 管理單位簡報 

主題一：臺灣濕地保育管理 
講師：七股研究中心薛美莉

主任 
講題： 黑面琵鷺保育現況 

14:20-14:50 國際交流一 

主題二：濕地的價值與管理 
講師：日本學者 Dr. 
Furukawa 
講題：濕地的價值與管理 
Wetland, It's value and 
Management 

七股研

究中心14:50-15:20 國際交流二 

主題三：美國濕地保育經驗

談 
講師：美國學者 Dr. 
Guntenspergen 
講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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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16:00 綜合座談 

主題四：海岸濕地保育現況 
主持人：洪嘉宏、方偉達 
與談人：Furukawa、

Guntenspergen、薛美

莉、丁澈士、歐正興 
16:00 結束 孔廟、赤崁樓參訪  

10/29(五) 

08:00-12:00 臺南城市參訪 運河區、安平古堡參訪  

13:00-16:30 專題演講 
專題一： 
講師：美國學者 Dr. 
Guntenspergen 

配合營
建署綜
計組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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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行程 內容 地點
講題：海平面上升對於海岸

濕地脆弱性之評估架構 
專題二： 
講師：日本學者 Dr. 
Furukawa 
講題：海岸濕地復育 

理 

10/30(六) 
10:00-12:00 華江濕地 參觀華江人工濕地 臺北縣

市 

12:00-18:00 海岸參訪 參觀臺灣北海岸（淡水等

地） 臺北縣

10/31(日) 14:00 上午城市參訪 
下午送機 

參觀中正紀念堂及臺北城
市之旅 
送機

桃園機
場 

 
三、活動概述 

    10 月 24 日  由本會方偉達秘書長與專員等前往中正機場接機，

回程期間並參觀臺北市絢麗夜景，行程中探討淡水河臺北濕地目前狀

況，最後下榻臺北市東區飯店。  

    10 月 25 日  上午，兩位學者至與營建署拜會葉世文署長，並就

目前臺灣海岸所面臨現況提出簡單討論，其中會談內容包含臺灣南部

沿海地區地層下陷問題、海平面上升及莫拉克風災所凸顯的國土保育

等問題，兩位學者建議臺灣應以全球氣候環境變遷觀點來規劃推動生

態建設，最後葉世文署長對 SWS 協助 2008 年第一屆亞洲濕地大會表

達感謝之意，並致贈紀念禮物交阯燒。下午，在風雨及瀰漫的霧氣之

中前往陽明山夢幻湖參觀臺灣水韭保育現況。臺灣水韭為臺灣的特有

種，並且只生存在夢幻湖，是極為稀有濱臨絕種的保育類植物，兩位

學者在導覽員解說下拍照紀錄，隨後參觀位於小油坑的火山地形及牛

奶湖濕地，對於臺北市具備多樣化的生態樣貌印象深刻。 

10 月 26 日 上午，於關渡自然公園舉辦臺北場國際濕地工作坊，

其中日本學者 Dr.Keita Furukawa(古川惠太博士)發表專題演講，題

目為『回收復育材料』(Recycle Material for Restoration)。古川

惠太博士提到日本因為國土開發的關係，約有 7,000 公頃的潮汐灘地

消失。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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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免於棄置的環境污染。這些泥質材料經過評估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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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進行使用，例如營造潮汐灘地，並依據生態梯度進行物種復育，評

估物種在棲地環境下的種類及數量。經過評估之後，這些棲地的泥質

材料，可以用來進行棲地的營造。古川惠太博士並以運用將潮間帶加

以緩坡化的方式，營造出魚蝦貝蟹及水草棲地環境，成為環境教育與

休閒遊憩的場所。其研究人員也發現，利用疏濬材料可以減緩海岸潮

間帶的坡度，此外水域環境獲得整體控制，使得海草得以增生，生物

種類逐漸增加。這些方法，這對於鄰近的臺灣海岸環境，具有參考意

義。第二場專題演講由美國學者 Dr. Glenn Guntenspergen，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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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及地質學家都指出自從 19 世紀以來，全球海平面上升了一倍或

兩倍。國際氣候變遷公約組織也認為本世紀到了 2100 年，全球海平

面上升 60 公分，但是如果南北極的冰山崩解，全球海平面將要上升

120 公分。過去 30 年以來，各種警訊告訴我們濕地脆弱性所表達的

含意，將透過海平面上升速率表現。Dr. Glenn Guntenspergen 以美

國在 19 世紀以來量據海平面的經驗，以美國先進的科技測量為例，

通盤考慮土壤下陷程度及海平面上升程度，估計出美國每年平均將有

3.71 公釐到 3.84 公釐的海平面的整體上升影響。海平面上升將造成

地表碳匯、鹽度增加、營養鹽改變的結果，嚴重的話，將造成暴潮溢

淹及國土消失的現象。在美國地質調查署的研究中，到了本世紀末，

每年海平面將上升 2 到 3 公分，因此需要極度重視此項問題。下午，

參觀關渡濕地，關渡自然公園位於淡水河與基隆河交匯處，即臺北盆

地關渡平原西南隅的低窪地，是有名的水鳥觀賞及沼澤生物觀察區，

因為環境適合魚、蝦、螺、蟹等生物生長，可提供鳥類豐富的食物來

源，故成為水鳥南北遷徙的中途休息站。導覽員帶領參訪人員參觀園

區內的植物演替，例如水生、濕生與旱生等各種不同植物群落，告訴

在場人員為何這裡可以提供多樣化的生物生存空間。其後由關渡搭船

參觀淡水河流域濕地，期間看到臺灣地區面積最大，且較完整的竹圍

紅樹林水筆仔純林，也見識許多小白鷺的棲息地，最後參觀河口環境

（例如：挖仔尾濕地等紅樹林濕地），雖然此刻風雨稍大，但與會人

員對於此次搭船體會淡水河豐富美麗景觀與生態，紛紛感到參加本次

生態旅遊相當之值得。 

10 月 27 日 參觀台江國家公園的四草濕地，四草濕地為古台江

內海的遺跡，在日據時代被開闢為鹽田，在闢建臺南科技工業區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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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臺灣濕地保護聯盟與高雄鳥會，臺南鳥會共同合作，爭取到

500 公頃的土地做為保護區用地，是臺灣目前沿海濕地保護區中，實

質陸域面積最大者。本次由台江國家公園管理處協助參訪觀看四草濕

地特有之欖李林相，藉由四草大眾廟後的紅樹林遊船生態導覽，讓兩

位學者親近臺灣在生態旅遊的觀察及體驗。 

10 月 28 日 上午，參觀七股潟湖。七股潟湖與七股沿海社區居

民的生活息息相關。潟湖提供七股漁民插蚵、養殖文蛤並設定置網捕

魚，以利當地漁民生計。且潟湖提供臨近的魚塭海水來源，並且洗滌

魚塭排放出來的有機池水，成為臺灣海水魚類繁殖重鎮。近來隨著生

態旅遊興起，搭乘膠筏暢遊潟湖，成為生態旅遊重要景點。學者專家

與城鄉發展分署官員共同搭船參觀七股潟湖之特有生態，並靠近至網

仔寮沙洲觀察濕地近況。下午，於七股研究中心舉辦臺南場國際濕地

工作坊。Dr.Keita Furukawa(古川惠太博士)的題目為『濕地價值與

管理』 (Wetland, It's value and Management)，日本國土為開發

所苦，沿海的濕地漸漸消失。在古川惠太博士領導的國土交通省海洋

環境部，一群科學家以實際的工程技術，重新定義出濕地豐富的價

值，包括了生態功能、防洪功能，以及遊憩功能。古川惠太博士藉由

日本東京灣內海的棲地營造，以明智開發的方案，為海岸帶來生機，

居民在沿海環境下享受漁業、遊憩及觀光的樂趣。他以適應性管理進

行棲地營造，將潮間帶加以緩坡化的方式，營造一個貝蟹魚蝦熟悉的

棲地環境，連帶地也成為環境教育的場所。古川團隊在都市海域營造

緩斜的堤防，將疏濬材料鋪覆蓋在堤防與海岸之中，形成都市中的人

工水域。透過人工水域營造增加底棲生物，形成了人類得以休憩的環

境，古川博士認為，棲地營造有多重意義，例如日本學童很喜歡親近

水域環境中的生物，如果在城市中營造人工棲地，可以增加戶外遊憩

的空間，以及學生的環境教育空間。 

10 月 29 日 上午，參觀臺南安平古堡及品嘗臺南特色小吃。下

午，至營建署發表專題演講。 

10 月 30 日 上午，參觀華江濕地，其中「華江雁鴨自然公園」

位於臺北盆地西側華江橋下，總面積大約為二十八公頃。每年十月至

隔年的三月，會有一群遠從北方而來的候鳥至此避冬。本區主要是因

為淡水河主支流大漢溪與新店溪在此交會，且受到海潮的影響，河流

流速緩慢、泥沙淤積，因此形成許多泥沼、濕地及自然的草叢，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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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含大量的有機物質以及豐富的水生植、動物，因此成為眾多鳥類覓

食的重要之地。目前生態環境可分為五大類：水域、泥灘沙洲、草澤、

淡水池、公園綠地，而依據生態資源的特性規劃成三個主要區域，分

別是「核心區」、「緩衝區」及「永續利用區」。下午，參觀臺北淡水

沙崙沙灘地，古川惠太博士對於美麗的沙灘用照片記錄，並對於突堤

效應提出看法，並當場示範沙灘上土壤堆積路徑及海浪如何將沙帶往

其他地點。 

10 月 31 日 上午安排臺北城市之旅，參觀中正紀念堂，隨後搭

機離臺。 

 



 76

四、簡報 

 

 
回收復育材料(Recycle Material for 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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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價值與管理 (Wetland, It's value and Management) 



 83

 



 84

 



 85

 



 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