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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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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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辦理交流活動企劃顧問團，並進行國際濕地科學家 2009

年會考察宣傳交流活動及 2010 年國際合作規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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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年會中發放國際宣傳資料、濕地意象

紀念品，並由營建署許文龍副署長代表我國受贈榮譽獎項，且發表國

際宣導演講，使參與年會的世界各國嘉賓了解臺灣濕地保育的現況成

果。會後參訪美國的重要濕地維護管理現況，並吸取重要經驗。透過

本計畫執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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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國際交流、國際宣傳、受贈榮譽獎項、 

濕地保育、濕地維護管理、濕地區域行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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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計畫 

一、依據 

內政部營建署 98 年度「臺灣濕地保育國際研習及交流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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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年新任會長於 2008 年

5 月選出，由 Prof. Christopher B. Craft 繼任。Prof. Craft 為美

國印第安那大學公共及環境事務學院教授，專長為陸域及濕地生態系

統復育、濕地生態學、土壤資源、生地化現象、碳吸存及營養循環。 

    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為全球性非營利專業者組織，目前分佈世界

各國有 3500 位會員，第一次國際會議在 2000 年於美國召開，第一次

在美國境外召開的國際會議於 2005 年澳洲昆士蘭舉行，全球計有

2000 位學者及政府代表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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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臺灣舉辦亞洲濕地大

會，發表「亞洲濕地保育宣言」，強調「亞洲溼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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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良好之溼地管理係建立在健全濕地科學研究上」、「濕地保護需要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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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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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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辦理交流活動企劃顧問團邀標作業，進行國際濕地科學

家學會 2009 年會考察宣傳交流活動及 2010 年國際合作規劃事宜 

 

三、計畫目標 

(一)、成立企劃工作顧問團 

    由臺灣濕地學會陳章波理事、謝蕙蓮理事、方偉達秘書長等人，

成立企劃工作顧問團，協助營建署辦理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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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派方偉達秘書長與阮忠信助

理教授 2 員隨同城鄉發展分署代表團於 6 月 20 日至 29 日赴美參與

SWS 聯合年會。透過國際合作計畫之執行，使我國濕地生態保育與國

際濕地生態保育行動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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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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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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我國濕地發展建立復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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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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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工作內容 

成立企劃顧問團，協助營建署辦理 2009 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年

會出國考察及交流宣導作業，及規劃 2010 年濕地保育國際交流活

動。工作內容如下： 

(一)、 製作我國於 SWS 年會國際宣傳資料，經城鄉發展分署同意後

印製 300 份並攜至會場發放。 

(二)、 辦理我國於 SWS 年會國際宣導演講 1 場次。演講稿須包含文

字、簡報（Powerpoint，含中、英文）等發表內容。 

(三)、 製作營建署出國（席）代表人員與 SWS 交流互換之紀念品（須

包含致贈 SWS 總會會長、年會出席人員紀念品項目）。 

(四)、 派遣隨團人員 2員在 SWS 年會現場進行即席翻譯及宣導作業。 

(五)、 協助營建署與 SWS 洽談國際交流合作事宜（含製作中、英文

備忘錄草約及簽訂作業），合作範疇可包括 SWS 派遣專家在臺

進行科學、技術、人員互訪、教育訓練等濕地工作訪交流合

作事項。 

(六)、 撰寫國際宣導及交流合作成果報告（含 SWS 大會組織與經營

管理、活動照片、國際重要濕地參訪心得以及前述國際宣傳

資料，製作實錄及納入營建署及城鄉發展分署，與相關電子

報及年報）。 



 5

 

五、執行進度 

 

 
五 六 七 八 九 十

招標文件準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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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前完成)       

製作 SWS 年會交流紀念品（6/15 前完成）       

聯絡當地駐外單位，並發佈新聞稿(6/20 前完成)       

機票、住宿安排 (6/10 前完成)       

雙方交流合作備忘錄洽談及製作(6/17 前完成) 
     

 

出國各項物品準備 (6/19 完成) 
     

 

參加 SWS 年會(6/21) 
     

 

受贈儀式(6/25) 
     

 

濕地參訪(6/26) 
     

 

記者會(7/15) 
   

 
 

 
 

彙整成果資料(7/31) 
   

 
 

 

成果報告初稿(8/31 前完成) 
     

 

期末簡報會議(9/28)       

成果報告修正完稿並印刷       

期程（月）
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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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預期成果 

(一)、組成企劃顧問團，協助營建署辦理 200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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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會長會議期間交流活動。 

(四)、規劃協助營建署代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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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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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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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備忘錄草約及簽訂作業)。 

(十)、協助營建署代表於 SWS 年會會議期間簽訂 MOU。 

(十一)、會議前協助聯絡當地駐外單位，並協助營建署發佈新聞稿。 

(十二)、規劃會後國際濕地參訪行程。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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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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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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力配置 

(一)、工作人員彙整表 

職稱 姓名 現職 

計畫主持人 方偉達 中華大學休閒遊憩規劃與管理學系助理教授  

陳章波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 

謝蕙蓮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 
共同主持人 

  
阮忠信 宜蘭大學自然資源學系助理教授 

專任助理 劉正祥 臺灣大學研究助理 

兼任助理 徐雅萍 中華大學研究助理 

 

(二)、人力配置架構圖 

主持人 
方偉達 助理教授 
負責規劃整合 

專任助理 
劉正祥  

負責計畫執行 

兼任助理 
徐雅萍 

負責雜項事務 

中華大學 
濕地顧問團諮詢 

共同主持人 
陳章波 研究員 

負責會場交流宣導 

共同主持人 
謝蕙蓮 研究員 

負責會場交流宣導 

共同主持人 
阮忠信 助理教授 
負責會場交流宣導 

中央研究院 
濕地顧問團諮詢 

宜蘭大學 
濕地顧問團諮詢 

臺灣濕地學會 
會員及專家 

濕地保育經驗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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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工作成果 

一、參與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年會 

(一)、大會時間與地點：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 (SWS, Society of 

Wetland Scientists)在 2009 年 6 月 21 日至 6 月 26 日於威斯

康辛州麥迪遜市(Madison)的 Monona Terrace 會議中心召開年

會。 

(二)、大會目的：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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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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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會的舉辦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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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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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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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會議的議題：本次國際濕地科學家年會會議主題是濕地連結

(Wetland connections)。議題分為連結科學家、決策者、管理

者、農人、政治人物、法官、律師以及一般大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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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連結基礎研究、應用以及管理，又涵蓋生態、生地化、

以及以科學為基礎的社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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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分佈世界各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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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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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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年，本次年會擴大召開，結

合三個組織的聯合會議，包括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SWS)、濕地

生地化會議 (WBS,Wetland Biogeochemistry Symposium)，及

威斯康辛濕地協會會議(Wisconsin Wetlands Associ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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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共有 Joe Schubauer-Berigan 等五位

計畫主持人來負責整個大會籌畫，從會議前時間地點的選擇、

預算多寡的考量、配套計畫的協商、人員背景多元的考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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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論文海報發表(Pos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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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規劃及執行

上之彈性，並依規劃時間完成各項進度，與會人士皆可由 SWS

網頁得到清楚資訊。在大會舉辦會議過程中，參與會員可以感

受到賓至如歸的接待、服務人員的勤快、時間掌控的精準、議

事規則的落實、安全人員危機處理的機制及安全措施的完備、

生態保育形象提升…等各項國際級會議的高水準品質。 

(六)、舉辦國際會議可供借鏡之經驗：SWS 年會舉辦選擇風景優美的



 10

麥迪遜市，從地點到濕地議題，可見到主辦單位藉由發揮五大

湖地區特性，更有效率地吸引與滿足既有和潛在目標市場(主要

包括觀光客、會議人士、產業、廠商代表..等)，來間接促進麥

迪遜當地地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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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萬臺幣的消費因該國際會議而湧入麥迪遜市內相關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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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臺設計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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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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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了麥迪遜市之國際地

位及知名度。 

4、產業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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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接刺激提

昇其品質步上國際水準，達到產業昇級的目標。 

(七)、會議的主題摘錄： 

1、大湖濕地(Great Lakes, Great Wetlands, Dr. Carol A. 

Johnston)：五大湖沿岸分布著極富生物多樣性的濕地。這些濕

地的植相大致反映了濕地的狀況。本研究進行五大湖周邊廣大

的濕地狀況的評估，評估方法包括：1) 分層採樣，採樣範圍涵

蓋所有人為衝擊梯度；2) 野外所得數據代表研究區一定範圍的

水深；3) 使用 MDS 分析濕地的生物狀況梯度；4) 使用階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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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Clustering)來闡釋植物群聚狀況；5) 使用樹序迴歸，分

析生物狀況與自然及人為趨動因子的關係；6) 將所有結果以地

理分布圖示。 

2、鶴與世界濕地保護(Cranes and Wetland Conservation Around 

the World, Dr. George Archibald)：鶴分布於全球五大陸塊，

鶴是濕地保育的大使；很多地區，鶴也反映濕地的健康狀況。

全球十五種鶴都需依賴濕地，其中三種瀕危的白鶴，多需依賴

濕地。北美渡冬的 Whooping Cranes，在河口淺水區域覓食螃

蟹；因此，有適當淡水與海水混合的棲地，有助於鶴與其食餌

的生存。亞洲丹頂鶴在夏季繁殖的能力可由淡水濕地裡的水生

動物的數量多寡加以預測。西伯利亞鶴在南亞渡冬，牠們利用

強而有力的喙啄食軟泥裡的動植物食餌；這種鶴的出現幾乎也

極度的彰顯鄱陽湖為亞洲最重要的單一塊濕地的生態特徵。非

洲的 Wattled Cranes 是洪氾平原的旗艦物種。綜合而言，鶴對

眾多不同的權益相關者而言都有益，因此，鶴已成為濕地保育

的焦點。 

3、微生物群轉變對於氣候改變之影響(Microbial Communities as 

Transducers of Ecosystem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Dr. 

Mary Firestone)：在農耕地地景系統中，濕地具有保存營養鹽

的功能。河岸森林、濕地或池塘、渠道系統對保存營養鹽和生

物多樣性的角色，常變成促進保育或復育的趨動力。新進的研

究已專注到這些濕地不同尺度的生物多樣性（α、β及γ多樣

性），同時，也整合植相、動物相及微生物群的研究課題。這些

研究結果顯示，從生物多樣性的角度，我們瞭解到怎樣的濕地

密度與大小才是最適當的地景準則。未來議題包括：關鍵性污

染物入流量，以及集水區的間歇波動性水質及整體水質對濕地

的影響。 



 12

4、深入微生物的世界(Interrogating the Microbial World, Dr. 

James Tiedje)：微生物在生態系裡扮演催化者的角色。尤其在

濕地的沉積物裡，微生物參與了眾多的有氧代謝與無氧代謝反

應。本次大會邀請到 Dr. James M Tiedje,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專題演講，講題為探詢微生物的世界。微生物世界

對人類而言，是一個最大的尚未開採的生物資源，包括它的生

物多樣性及生存策略對我們知識的貢獻，以及它在從醫葯到生

質能應用方面的獨特性。由 16SrRNA 基因序列、環境微生物學 

(metagenomics) 研究、新分離體的描述、以及從棲地、空間、

生物體研究結果皆顯示微生物世界之多樣，超乎想像。新的技

術使我們對微生物世界的多樣性，包括它的功能有較為深入的

瞭解，由此，讓我們得以管理這個巨大的資源，並且獲取我們

想要的微生物，來做不同的開發利用。由比較基因體學的方法

所得結果顯示，微生物“物種＂(species) 迄今仍難以定義。

在目前命名的“種＂內，存在著非常高的遺傳歧異度，同時，

目前微生物物種定義中，並未認知“生態＂在種化上扮演的角

色。新進的定序分析技術即將提供我們史無前例的機會來開發

微生物世界，包括經由目標基因，也就是親緣關係上帶有資訊

的基因，例如 16SrRNA 或帶有重要功能的基因（例如生地化循

環、毒性、生物分解性），以及經由環境微生物學來瞭解它們的

空間分布。我們已使用目標基因的方法，並輔以新的、高產出

的分析工具，分析了成千上萬個存在於土壤及沉積物的群聚，

所得結果顯示微生物分群，是由環境因子所選擇，在不同的環

境下，分別汰選出不同的微生物群，獨特的多樣性。譬如，生

存於乾地與濕地環境的微生物組成彼此相異。過去十年的重大

發現之一即是在氮循環中的主要過程，有 anammox 這一個環

節。分子生物方法，再加上穩定同位素的方法，使我們更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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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這一過程的細節，不過，仍不清楚這些還不能在實驗室培

養的微生物在濕地生態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生理特性。 新 的 定

序以及分子生物技術的發展將有助於我們獲得較大的空間與時

間上的定序深度，這樣的技術能力將為我們揭開微生物群聚在

生物及基因層次上的特性，繼而，提供我們更可靠的預測，以

及開發利用微生物所擁有的特殊功能。 

5、隱藏的生物的價值(Hidden Biological Value: Headwater 

Streams, Isolated Wetlands, and Terrestrial Connections, 

Dr. Raymond Semlitsch)：源頭小溪流及小型隔離濕地的生物

價值對濕地的調節、管理及保護雖不易量化，但卻至為關鍵。

以山椒魚來說明這種生物價值。首先，源頭小溪流及小型隔離

濕地為數很多；其次，這些棲地裡的山椒魚佔脊椎動物生物量

中很大一部分；再者，山椒魚的複雜生活史及遷移性，使山椒

魚在水域與陸域生態系間扮演著傳遞營養物質的角色。 

      

 

 

 

 

 

 

 

 

 

陳章波教授論文“Resto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Dahan-Xindian Wetland in 

Danshui River＂以壁報方式發表；謝蕙蓮教授論文“Effectiveness of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Species Richness at Three Constructed Wetlands 

in Dahan River, Northern Taiwan＂以口頭方式發表於 6月 25 日下午的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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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國際宣傳 

本次交流考察團準備「臺灣重要濕地宣傳折頁」、「國家濕地地圖

英文折頁」、「臺灣國家公園簡介」、「臺灣重要鳥區」、「臺灣國家公園

之美 VCD」、「臺灣國家公園簡介」等國際宣傳品，並於會場攤位發

送。其中「臺灣重要濕地宣傳折頁」，以兩處國際級濕地(四草濕地、

七股濕地)及兩處國家級濕地(關渡濕地、高美濕地)來簡述臺灣濕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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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濕地保育的努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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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贈儀式暨發表演說 

為表彰內政部營建署 2008 年舉辦亞洲濕地大會的卓越貢獻，國

際濕地科學家學會特頒贈榮譽獎項。於 6 月 25 日中午在國際濕地科

學家學會、威斯康辛濕地協會及濕地生地化學會聯合年會中舉行頒獎

典禮，由營建署許文龍副署長代表接受。臺灣在亞洲濕地保育的卓越

貢獻，獲得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SWS〉頒贈榮譽獎項，是 SWS 在美

國境內第一次頒發給外國非邦交政府的獎項，得獎意義不凡。營建署

許文龍副署長隨後並致詞，宣傳臺灣營建署承辦劃設 75 處國家重要

濕地，以促進濕地保育、復育及教育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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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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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希望早日加入拉姆薩公約，以助於為全球濕地環境保護工作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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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營建署代表與 SWS 交流活動 

    營建署許文龍副署長致贈 SWS 會長克利斯凱夫特教授臺灣重要

濕地宣傳折頁、國家濕地地圖英文折頁、臺灣國家公園簡介、臺灣重

要鳥區、臺灣國家公園之美 VCD、臺灣國家公園簡介、濕地紀念品，

並交流保育觀念。營建署代表與 SWS 會長克利斯凱夫特教授共同熱情

分享多樣化之濕地環境。討論如何進行濕地管理及永續利用。並學習

美國對於濕地研究及發展種種經驗，供臺灣將來濕地保育工作參考。

另外，也討論如何藉由 SWS 的國際交流合作，以服務濕地生態系統。

透過和 SWS 彼此交流合作，凝聚共識，繼續採取研擬對策，持續了解

其濕地未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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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致贈 SWS 總會長臺灣濕地意象禮品 

    營建署許文龍副署長致贈臺灣特有種蜻蜓水蠆殼標本的人工琥

珀給克利斯凱夫特教授，這個標本由臺灣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

系方偉宏副教授親自到全國各處濕地進行採樣，蒐集水生植物及昆蟲

的蛻殼，以手工細心澆灌製作，而且保證在採集和製作過程中，不破

壞自然，精美大方，又別具生態環保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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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與會場貴賓交流並致贈紀念品共 100 份 

    為提高國際能見度以利宣傳臺灣在濕地保育工作的努力。特別至中華

工藝館精選 100 件具有濕地象徵的精品，例如青蛙、魚、烏龜等贈送外賓。

由營建署許文龍副署長致贈新任會長 SWS 新任會長美國馬里蘭大學安德魯

包溫教授精製盒裝的青蛙交趾陶禮盒。 

 

 

  

  

 

七、協助營建署代表於 SWS 年會會議期間討論 MOU 簽訂 

   SWS 臺灣分會方偉達會長與 SWS 分會代表協調討論 MOU 內容。 

 



 19

八、參與 SWS 拉姆薩公約小組會議 

    臺灣代表團此行與與美國 SWS 高層進行簽訂備忘錄進行磋商以外，此

行最大收穫參與 SWS 拉姆薩公約小組的閉門會議，以旁聽的身分聆聽拉姆

薩公約會員國討論拉姆薩濕地保育工作，會後並與拉姆薩公約副秘書長尼

克大衛森博士晤談臺灣國際級重要濕地「七股濕地」（臺江國家公園的核心

區）的黑面琵鷺保育價值，並致贈大衛森博士我國國家重要濕地及國家公

園的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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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參與無聲競標(Silent Auction) 

無聲競標(Silent Auction)是國際濕第科學家學會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活動。在拍賣物品中可以看見濕地照片、攝影集、濕地書籍、精緻的濕地

飾品、濕地意象紀念品、衣服…等豐富的各項具有生態保育意義的物品，

如果想要競標某相物品，只要填寫表格，就可以參予競標。而無聲競標

(Silent Auction)的所得將捐贈提供未來生態保育相關團體使用，而本次

考察團也提供一份臺灣特有種蜻蜓水蠆殼標本的人工琥珀來參與競標，其

拍賣所得全數捐贈相關復育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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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協助發佈新聞稿 

(一)、駐芝加哥臺北經濟文化辦事處 

 

 

(二)、世界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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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會後參訪 

一、Horicon 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Horicon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  

Horicon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 的經營管理策略與基金來源計劃

值得我們參考借鏡。 

 

(一)、濕地的形成 

 Horicon 濕地是 70,000-12,000 年前冰期冰川侵蝕威斯康辛地區石灰

岩地質層所形成的濕地，濕地總面積約 12,960 公頃。濕地底質由水生植物

根系死亡後，累積成鬆軟、多孔隙的碎屑（peat）所組成。Horicon 意為純

淨的水。就如我們所見的，Horicon 濕地已經具有悠久的歷史。一連串的歷

史事蹟可以告訴我們 Horicon 濕地的由來。據科學家調查，在一百萬年以

前，Horicon 濕地曾經歷經冰河

時期，在這片大陸板塊下發現至

少經歷過四次冰河時期的證

據。每一次的冰河移動以洲來命

名，例如 Nebraskan、伊利諾、

堪薩斯等。在每次發生冰河時期

的間隔時間，也有如同現在地球

的溫暖氣候。 

最近的一次冰河時期稱為

威斯康辛冰河期，它大概距今

75,000 年以前，並結束於距今

9,000 前至 12,000 年之間。如

今現在的地景大約就是當時冰

河退去時所形成的美麗樣貌，

包括丘陵、溪谷、盆地、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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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景觀。而這些冰河時期的軌跡直到現在還是可以看的到。在這裡可以觀

察到冰河時期的各種特徵及地形景觀，這對於目前來說是非常珍貴的資產。 

占地廣大的 Horicon 濕地正是

由於威斯康辛冰河期所造成的地景

之一。冰層雕刻造成威斯康辛數條

冰河路徑，比較有名的是一條位於

威斯康辛東邊稱做綠灣(Green Bay)

的地方。這個時期的冰河蝕刻出

Winnebago盆地、Horicon濕地、Rock 

River 盆地，幅員最南接近威斯康辛

州的麥迪遜地區。 

冰河時期造成Horicorn許多狹

長型的丘陵，稱為冰丘(drumlins)。在冰河逐漸消失的階段，在冰河的前

端產生冰磧岩。而冰磧岩位於沼澤的南端。這大自然所形成的土壩暫時阻

擋了冰河融化的水，形成了冰河湖，就是如今沼澤的所在地點。Rock River

是這個冰河湖的河流源頭，因此 Horicon 為冰河湖(Glacial Lake)。隨著

時間，河水也侵蝕掉著這種天然水庫，將湖泊的水漸漸排出。由於水位下

降，泥砂和粘土沉積在盆地上，使得植物得以的茂盛的生長，日積月累產

生泥炭，這個結果導致 Horicorn 成為一處巨大的沼澤。由於這湖泊逐漸演

變成沼澤，並成為生物種類越來越豐富的野生動物棲息地，並維繫野生動

物和人類幾千年的生活歷史。也由於這段冰河時期的地質歷史，Horicon 濕

地已被列為冰河時期國家科學保護區(Ice Age National Scientific 

Reserve)消失的冰河湖中最著名案例之一。 

Horicon 濕地野生動物保護區，是冰河時期保護區體系，並附屬於國家

公園體系中。不像其他國家公園，這個保護區是由遍布於州內的 9 個獨立

的單位所構成，並由威斯康辛州自然資源部所管轄。每一個單位都有一些

獨特的代表，並證明了冰河時期的存在，也被稱為更新世冰河時期

(Pleistocene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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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歷史 

Horicon 的歷史就如同生命一樣的精采，從死亡到誕生，是一個從濕地

到荒地並且重生的精采故事。 

在冰河時期造成目前沼澤盆地的地形。由於這些早期的特殊地景，孕

育出豐富而多樣化的生物，例如魚類、鳥類和其他濕地野生動物。有證據

顯示，人類在沼澤初成階段就已經在這裡生活。早在 12,000 年前就有游牧

狩獵者出沒在這一區，隨著時間的推移，後來是由印地安人在此定居，有

美國原始印地安人(Mound Builders)及森林地印地安人(Woodland 

Indians)。從 Horicon 濕地發現存在的古墳和其他文物，告訴後人他們曾

經佔領這片土地。之後有波特瓦特明族(Potowotomis)及溫尼貝哥族

(Winnebagos)等幾個印地安部落腳在這，成為這裡的原住民。人們來到這

裡，一次又一次的是想要利用沼澤豐富的資源。  

 當白人來到這一地區，他們是定居在

靠近這些印第安村莊附近。第一次稱呼

Horicon 為溫尼貝哥大濕地(The Great 

Marsh of the Winnebagos)。因為城鎮村莊

的開發，此時開始有原住民被迫離開這片土

地。1846 年時，第一個現代化的城鎮在

Horicon 建立，當時興建的水壩是為了運輸

鋸木場的木材。但這個水壩使得水位上升 9英呎，同時淹沒了整個沼澤區，

他們稱為「Lake Horicon」，並且被稱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後來經過 23

年的運作，有一些爭論是希望要拆除原先的水壩。在隨後幾年，他們真的

拆了，因此沼澤又恢復成野生動物的天堂。野生動物又吸引狩獵俱樂部和

狩獵交易行為。從 1870 年代到 1900 年代初期，這些不受管制的狩獵活動

摧毀了沼澤內鴨群的數量。隨著這些鳥類的消失，這一處以鴨群著名的沼

澤變得沒有什麼價值，因此人們又尋求改變之道。 

 另外其他的利益誘因，最終主導及影響的是人們想要在這片濕地上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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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農業以迅速獲利，企圖改變這片濕地成農耕地，有了這個誘因，他們開

始挖溝渠排水以增加土地使用面積。從 1910 年到 1914 年這段期間，主要

的溝渠都被疏浚挖掘。儘管這些一連串的排水努力，最後他們的耕作嘗試

終究是失敗了，因為暴露的泥炭沼澤土壤容易乾燥起火，且因底質太濕、

太鬆軟，無法耕種，而被迫放棄該計劃，直到今天還可以看到當年挖掘的

溝渠。原來人們以為可以用一些方式，例如興建水壩或者排水等，使得沼

澤荒地變成可利用的土地，但這些努力到最後證明只是徒勞無功，只有對

土地的更加無情摧殘與破壞。  

1921 年，開始有一些想要爭取恢復濕地的聲音出現。1927 年，威斯康

辛州立法機關通過的 Horicon 濕地野生動物保護條例草案(Horicon Marsh 

Wildlife Refuge Bill)。在 Horicon 恢復濕地的水位並且有計畫的徵收土

地。在 1940 年代，美國魚類和野生動物行政部門(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購買沼澤北部的部分作為為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National 

Wildlife Refuge)。有了這些努力，Horicon 濕地的恢復和復育終於重見一

線曙光。 

    Horicon 濕地於 1941 年劃設為 Horicon 國家野生動物庇護區（Horicon 

Wildlife Refuge），之後被指認為國際重要濕地，是美國威斯康辛州以及

全球的重要野鳥濕地。保護區成立目的是保育候鳥、鹿、狐狸、水獺、麝

香鼠（musk rats）、鱷龜（snapping turtles）、襪帶蛇（garter snakes）

等等。在此之前，人類在這沼澤裡，毫無節制的取用自然資源，包括伐木、

水上運輸、建造水壩、進行商業及休閒漁獵等。經由相關保育人士的努力，

設立為國家級保護區之後，不當的使用行為才受到規範。 

      在 1971 年 5 月 29 日，聯邦政府在威斯康辛州正式成立冰河時期國

家科學保留區(Ice Age National Scientific Reserve)。其目的在於保護、

保存、研究及解說威斯康辛州內冰河時期的遺產。該保護區是由聯邦政府、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所共同合作成立。這片保護區占地約 50,000 英畝，其中

一半以上已經劃為公有。管理的單位是威斯康辛州自然資源管理部，其中

分為州立國家公園、森林和野生動物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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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Horicon 被列入冰河時期保護區(Ice Age Reserve)，是因為這是

一個非常著名的冰河湖。豐富的景觀變化持續進行，不管是春季或秋季，

Horicon 都能表現出少見獨特的地理特性。 

由於濕地集水區周邊土地多為農地，長久以來，農葯、肥料的流入以

及冰雪、溪流帶來的沉積物，漸漸使 Horicon 濕地變成水臘燭植被覆蓋的

草澤地，開闊水域大為減少。此外，早期移民者引進鯉魚做為食物，大量

繁殖的結果，攪動底泥，造成水中懸浮物增加，抑制藻類生長，同時佔據

其它肉食性魚類的產卵場。 在水質逐漸惡化、棲地單調化之下，必須積極

的以人為介入的方式來改善濕地品質。 

Horicon 濕地達到 32,000 英畝的規模，我們看到的，主要是開闊的水

域和香蒲沼澤。南部三分之一（約 11,000 英畝），是屬於威斯康辛州(State 

of Wisconsin) 州 政 府 的 自 然 資 源 保 育 部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所管轄。這就是所謂的 Horicon 濕地野生動物保護區(Horicon 

Marsh Wildlife Area)。北部三分之二（約 21 000 英畝），是美國魚類和

野生動物保護署(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所管轄，是被稱為

Horicon 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Horicon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或聯邦

保護區(Federal Refuge)。目前是美國境內最大的淡水沼澤。  

通過人們的努力，Horicon 濕地重新讓我們了解大自然能夠給我們什

麼，我們現在也開始了解這個複雜的濕地生態系統是十分重要的。今天通

過管理，Horicon 濕地重現豐富多樣的野生動物樣態，也使得來參觀的遊客

了解這個大沼澤的重要性。從前這片土地所留下的傷疤過已經漸漸癒合。

當我們凝視沼澤之美時，我們體會到從前印地安人的阿爾岡京部落

(Algonquin)口中的「Horicon」,是代表乾淨、純淨水源的土地。 

 

(三)、經營管理 

為了維護這個濕地的生態品質，提供野生動物棲息及覓食場所，同時

兼顧教育與休閒的使用，管理單位積極進行了濕地改善計劃，這些管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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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包括： 

1、濕地周邊高地地帶棲地復育，回復森林植被，減少土壤侵蝕。 

2、提供人工巢或巢島給瀕危或受威脅的物種，例如號手天鵝（trumpeter 

swans）、白頭鷹（bald eagles）、加拿大燕鷗（forster＇s tern）

等。 

3、調節水位：濕地的水深、水域的有無及其時間上變化，對鯉魚魚群的

控制以及水生植群的消長而言，都是非常關鍵的因素。例如，為了控

制鯉魚族群，管理人員利用春季鯉魚上溯產卵的習性，聚集集中在水

閘門前的機會架設圍網、通電捕殺，儘可能控制族群數量到可接受的

範圍。又如，為了使濕地水流暢通，並維持開闊水域，管理上必須定

期分區剷除大面積的水臘燭。整個水位調整計劃依季節、年，多年期

目標的不同而執行。 

4、聯邦與州政府共管：Horicon 濕地，1/3 面積由威斯康辛州政府出資

購買，這部分的濕地稱為 Horicon Marsh State Wildlife Area，2/3

面積由聯邦政府出資購買，這部分的濕地稱為 Horicon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Horicon 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整個濕地的經營管

理由威斯康辛自然資源部(Wisconsin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及美國魚類和野生動物保護署(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兩單位共同負責。兩單位有共同執行的監測計劃（如鯉魚移

除）及棲地維護計劃（如水臘燭剷除）。 

5、管理基金來源：經營管理財務計劃中，打獵、狩獵的執照申請費用是

相當重要的經費來源，特別是州政府所管理的濕地範圍。此外，在州

政府管理的濕地範圍內可以划獨木舟遊覽濕地，或搭乘由導覽解說人

員駕駛的船隻參觀濕地，兩者都需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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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con Marsh－State Wildlife Area 為州政府負責管理的濕地範圍。 

 

 

Horicon Marsh－State Wildlife Area 裡鯉魚族群數量太高，以致於攪動

底泥，使濕地水層懸浮物濃度太高，水色黃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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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工作之一是控制香蒲生長，維持灘地出露與生物多樣性。圖中為

Pelican 鳥群。 

 

 

Horicon Marsh－Horicon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 為聯邦政府管理的

範圍。管理中心前解說牌；後方為濕地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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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除香蒲，挖出水道，以維持濕地水流暢通。 

 

水閘門一方面調整水位，另一方面亦用來控制鯉魚族群，防止鯉魚往濕地

繁殖。該處也是電捕鯉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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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睡熊沙丘國家湖濱（Sleeping Bear Dunes          

    National Lakeshore） 

(一)、地理歷史 

    美國五大湖有許多知名的國家公園，其中 Sleeping Bear Dunes 

是本次參訪的重點。睡熊沙丘國家湖濱的名稱是根據印第安人的古老

傳說而來，其位於密西根 Leelanau 半島。沿著密西根湖岸，它擁有

超過五萬英畝的面積，充滿著以樺木、松木、櫸木和楓木為主的美麗

森林，並有蘊含豐富生物系。在一望無際的湛藍湖岸下，這裡是戶外

活動的天堂，可以在這邊登山、游泳、釣魚、划船..等，呈現美輪美

奐的一面，特殊的地理環境使它成為美國中西部最美麗的地方，讓遊

客流連忘返。目前美國國家公園管理局管理睡熊沙丘國家湖濱

（Sleeping Bear Dunes National Lakeshore）與印第安那州沙丘國

家湖岸風景區，部分的湖濱則是屬於西亞瓦薩國家森林（Hiawatha 

National Forest）及休倫馬尼斯蒂國家森林（Huron-Manistee 

National Forests）的範圍，而密西根湖島嶼國家野生動植物保護區

（Michigan Islands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也位在密西根湖

的範圍中。 

    睡熊沙丘國家湖濱最初的成立目的在於保護密西根湖島上的森

林、湖岸、沙丘和古代冰川遺跡等自然資源。成立時，園內卻包含有

數千英畝的農田及上百處農場建築，由於當時管理政策不當，在 1970

年公園剛一成立，一些農場居民就很快把土地賣給了國家公園管理局

(National Park Services)，不久這其中大部分的農莊及農田就被廢

棄了。在 1979 年，睡熊沙丘國家湖濱地區總體管理規劃獲得通過，

規劃建議應將大部分農田恢復成自然狀態，並按照國家公園管理局荒

原政策中的要求進行管理。1980 年後，睡熊沙丘國家湖濱被廢棄的

農業設施越來越引起國家公園管理局管理者的注意，於是一系列針對

該地區歷史及文化景觀的調查研究相繼展開了。其中包括對整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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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狀況的調查及對其公園境內三個特別地區的深入研究：奧奈

達港（Port Oneida）和兩個密西根湖島嶼—南曼尼坨（South Manitou）

和北曼尼坨（North Manitou）。結果發現從 19 世紀 40 年代第一批白

人到達此地，到 1980 年通過國家公園管理局命名睡熊沙丘國家湖濱

地區始終處於一種低產農業的狀態。而奧奈達港（Port Oneida）定

居區，維持著完整早期的風土景觀和農莊樣貌，這是有關早期鄉村殖

民地保持完整的地區。 

(二)、經營管理 

1.明確劃分權責：美國國家公園的管理經驗，是建立在以下前置

條件下的， 一是明確的使命、完備的法規和足夠的財政資金保

障，並且權責劃分清楚，預算經費編列及管理都能有效經營運

用。國家公園的主要使命是保護和服務，通過適度的經營取得

經濟效益是提高管理效率的一種手段，同時實現了一區一法，

做到了依法管理和開發，使管理帶來的權力空間得到了有效的

約束，公園的運行經費也有足夠的財政資金保障。睡熊沙丘國

家湖濱管理局也提供了豐富完整的資訊，在服務中心可以找到

所有所需的一切資料，例如參訪路線、停車地點、氣候資訊及

露營、釣魚、自行車地點路線..等，非常詳盡，提供完整的各

項導覽資訊，因此可以看到學校學生在園內實地參訪各類生態

系。 

2.嚴密生態監測系統：為了保持原始樣貌，管理單位做了各項努

力，建立嚴密的植物監測分析系統網路，例如密西根州內普遍

面臨的山毛櫸樹皮病(Beech Bark Disease)問題，管理處有長

期的資料，以追蹤這些位於北美地區樹種的變化。在復育的議

題上，為了維護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制衡的功能，管理處努

力維護生物數量的平衡。並移除外來強勢物種，例如滿天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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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psophila paniculata)，可能會危及沙丘其他植物的生長，

管理處除了移除，建立植被圖，並後續監控及利用地理資訊系

統（GIS）來有效管理公園內的天然資源。 

3.努力降低遊客衝擊：睡熊沙丘國家湖濱管理單位根據生態資源

來作規劃各項合理的限制，涵蓋範圍更廣，相對來說其保護生

態的使命就更為重要，限制較多也減輕了國家公園的衝擊壓

力。另外國家公園內資源基本上都是政府擁有主要的土地權和

產權，因此享有對遺產資源的絕對支配權，能夠有效杜絕外來

干擾。 

4.落實教育宣導：國家公園內管理機構都致力於社會捐贈和志願

者參與工作，這兩種力量成為目前加強公園管理的主要手段。

睡熊沙丘國家湖濱的志工大部分是來自當地的學校機關，主要

是因為老師有專業的教學經驗，並熟悉當地的特殊生態環境及

人文歷史文化，因此這些志工在暑假期間接受國家公園所提供

的專業志工訓練課程，並給予專業的認證等，如此一來這些志

工們對於睡熊沙丘國家湖濱的導覽工作能有進一步專業解說能

力。相關資訊可在睡熊沙丘國家湖濱遊客服務中心得到各式各

樣教育民眾的宣導資料，告訴遊客除了回憶(Leave No Trace)

什麼都不能帶走，帶動大眾保護並珍惜自然環境資源。1970 年

代開始，隨著高度成長的遊憩使用率所造成自然資源的衝擊與

破壞，衍生出環境惡化的狀況亦逐漸引起美國相關單位的關

心，而國家公園的面積廣泛，難以進行全面的維護與監控，唯

有教育民眾正確的環境觀念，才能讓其自發自覺的保護生態資

源，進而降低環境衝擊。於是低衝擊的健行(Low Impact Hiking)

和正確露營的方式 (Camping Practices) 等觀念，開始成形且

推廣。因此在各主要景點，加強教育宣導服務，讓眾多的登山、

健行、露營等活動遊客都能自動自發保護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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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團聆聽睡熊沙丘國家湖濱管理單位簡報 

 

 

管理單位面臨的問題，例如森林火災的處理、維修人員、救援人

員..等的運作模式，管理單位已經累積豐富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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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團與睡熊沙丘國家湖濱的巡察長Larry Johnson交流管理經驗。 

 

 

睡熊沙丘國家湖濱是全民參與戶外活動的天堂，因此常見汽車後

方拖曳各種戶外休閒設備，例如划船設備..等，讓全家的成員都可以

參與並熱愛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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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熊沙丘國家湖濱的近三十度傾斜的大片沙丘是禁止遊客進入攀

爬，但管理單位開放一處供遊客體驗遊憩。 

 

 

睡熊沙丘國家湖濱沙丘植被保護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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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熊沙丘國家湖濱管理中心的宣導資料非常詳盡，不論是所需的

地圖、路線等，都可以由這裡充分得到資訊。 

 

 

館內展示許多特別的生物物種，動物模型栩栩如生，顯示管理單

位對於遊客教育的重視，希望遊客能認識動物，進而愛護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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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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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館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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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拉克颱風來襲，也突顯濕地保育重要性，因為濕地不但具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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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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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維持其濕

地的狀況，如魚塘、農地的運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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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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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交流，汲取經驗，建議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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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ricon Marsh 濕地對於物種保護的工作，不遺餘

力，例如為了保育號手天鵝（trumpeter swans）、白頭鷹（bald 

eagles）、加拿大燕鷗（forster＇s tern）等，所採取的各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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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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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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Horicon Marsh 濕地的維護中，我們見到威斯康辛州歷史學會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從 1920 年代開始有濕

地的調查及復育計畫，不論是濕地的物種復育、濕地立法..等，建立

了許多寶貴經驗及濕地人才。在 Horicon Marsh 濕地，鼓勵遊客參與

生態學習，觀察當地特殊物種。遊客可透過一些具歷史意義或特殊用

途的植物物種的介紹，促進對於濕地的參與興趣，增加想像及探究空

間，甚至以濕地植物自然藥學促進自然療法，以減少城市地區醫療研

究及開銷的浪費。讓參訪遊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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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荒野保護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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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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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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見到 Horicon 濕地，威斯康辛州政府及聯邦政府出資購買，

成立了 Horicon 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Horicon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整個濕地的經營管理由威斯康辛州自然資源部(Wisconsin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及美國魚類和野生動物保護署

(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兩單位共同負責，因此有效管理整

個 Horicon 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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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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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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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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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流合作範疇 

本次參訪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年會，觀摩國際會議各項最新議題

及國際濕地保育做法，並與各國濕地專家學者交流，增進國際瞭解和

相關之合作互助，未來建議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和內政部營建署合作

範疇： 

時間 合作事項 主協辦單位 

98 年 11 月 一、推動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包溫

會長與中華民國內政部營建署署長

於臺江國家公園進行合作備忘錄之

簽約。 

 

主辦單位： 

內政部營建署 

國際濕地科學家

學會 

99 年 6 月 二、中華民國內政部營建署派遣所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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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人員參與2010年在美國鹽湖城舉

辦之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所召開之

2010 年年會。 

國際濕地科學家

學會 

99 年 7 月至

8 月 

三、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派遣三位

專家學者，在臺進行為期二週之國

家重要濕地科學技術研究及教育訓

練工作，計畫經費由內政部營建署

支應。活動完畢後提出國家重要濕

地科學技術及教育訓練研究報告，

以便內政部營建署進行規劃國家重

要濕地相關科學技術及政策諮詢之

參考。 

主辦單位： 

內政部營建署 

國際濕地科學家

學會 

99 年 10 月

（暫訂） 

四、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協助內政

部營建署及 

Ramsar Japan在臺灣辦理2010年亞

洲濕地國際研討會。 

主辦單位： 

內政部營建署 

Ramsar Japan 

協辦單位： 

國際濕地科學家

學會 

100年 2月 2

日（暫訂） 

五、內政部營建署參加國際濕地科

學家學會亞洲委員會在馬來西亞沙

勞越辦理之亞洲濕地大會。預計於

民國 100 年 2 月 2日（暫訂於世界

濕地日）辦理，有十六個委員會國

家代表，預計六百人參加。 

主辦單位： 

國際濕地科學家

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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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附錄 

 
一、備忘錄 

 
(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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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北「亞洲濕地宣言」的

起草者凝聚共識、為保育台灣濕地所擬定，前於 2008 年 10 月 23

日至 24 日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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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濕地重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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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濕地保育國際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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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濕地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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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營建署及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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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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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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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推動台灣「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2010-2016)」。 

2. 在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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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跨領域平台供未來研

究、教育、服務等機會之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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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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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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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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e December   , 2009 

For SWS  for CPA  

The President  Director General CPA  

Andrew H. Baldwin Shih-Wen Y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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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致詞稿 

 
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頒贈內政部營建署 

榮譽獎項致詞謝稿 
 

內政部營建署 葉 署 長 世文 

內政部營建署 許副署長 文龍 

 

SWS 會長、大會主席、授獎委員會及與會的貴賓、女士、先生，

大家午安： 

本人謹代表中華民國內政部營建署感謝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頒

贈本署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榮譽獎項。 

貴會多年來關注世界環境議題，例如全球氣候變遷、漁業、野生

動物資源、生態保護及海岸資源保護之相關濕地議題，向來不遺餘

力。然而，國際濕地議題經緯萬千，涉及全球生態、經濟及文化等項

目，甚至影響到永續發展之全球化觀點。 

有鑑於全球濕地議題之重要，我國恪遵國際公約，由內政部主

辦、本署承辦劃設七十五處國家重要濕地，以促進濕地保育、復育及

教育工作之遂行。上開濕地提供防洪、碳吸存、棲地保育、水資源保

護、生態旅遊和環境教育等功能。去年（2008 年）本署與  貴會合

辦第一屆亞洲濕地大會，並致力於臺北濕地國際宣言之推動與執行。

為推動國際合作及增進全球生態保育，我國已經展開國際接軌，除了

強化與  貴會的聯繫工作之外，並希望透過貴會的支持，促使我國加

入拉姆薩公約，以利全球濕地環境保育工作之鏈結與進展。 

企盼  各位嘉賓能賡續支持我國加入拉姆薩公約。我們感謝大會

頒贈的榮譽，也希望大家光臨敝國，我們將隆重款待各位嘉賓，謝謝。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六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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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knowledgement for SWS Awards Luncheon 
Thursday June 25, 12-1:30 PM. 

 
by Mr. Shih-Wen Yeh and Mr.Wen-Long Sheu 

Director General, and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SWS President, Chair, The Awards Committee and SWS’ honorable 

members, ladies, and gentlemen.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warmest thanks to 
all of you. It is indeed a great honor and pleasur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to have the 2009 SWS Sponsors 
and Endowment award.  

There are many environmental issues worldwide. For example, climate 
change, fishery and wildlife conservation and coastal management issues, 
ab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etc. are all of which related to wetlands. Not until 
we face these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ssues of wetland connections 
and find the solution ways out, will we are able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n our Mother Planet. 

Taiwan government has made every effort to abid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include wetland related treaties. Now we had designated 75 
national important wetlands by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s. These wetlands 
serve very different functions such as habitat preservation, water quality 
improvement, flood controls, ecotourism,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reduction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The First SWS Asia Chapter’s Asian 
Wetland Convention and Workshop to be held in 2008 is part of our endeavors 
and achievements. Meanwhile, we try very hard out-linking our wetland system 
to global wetland networks through the Taipei Wetland Declaration. Being a 
global village member, Taiwan is responsibl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especially in wetlands. Let Taiwan can contribute more efforts on 
worldwide important ecosystem. Let Taiwan do his jobs and be not only one of 
the SWS worthy partners but also one of the potential Ramsar’s partners. We 
are honored to receive this tremendous award and do wish your further 
supports.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we appreciate it all that you do for us.  And 
welcome to Taiwan.  Many Thanks. 

 
                                    June 25,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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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聞稿 

 

新聞稿(1) 

臺灣濕地復育，深耕數年有成，內政部營建署喜獲國

際濕地科學家學會榮譽獎項 

內政部營建署許文龍副署長將於2009年 6月25日接受國際濕地

科學家學會（SWS）邀請頒贈榮譽獎項。頒贈典禮訂於美國時間 6 月

25 日中午，於威 斯康辛州麥迪遜會議中心舉行，我國應邀出席觀禮

者同時有中央研究院研究員陳章波教授、謝蕙蓮教授、臺灣濕地學會

秘書長方偉達教授、宜蘭大學阮忠信教授、營建署署長室張杏枝秘書

與城鄉發展分署李晨光副工程司等。 

    本次頒獎典禮係為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為表彰中華民國內政部

營建署在 2008 年 10 月 23 日 至 26 日於臺北舉辦亞洲濕地大會的卓

越貢獻，特於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威斯康辛濕地協會及濕地生化學

會聯合年會的現場舉辦本次頒獎典禮，並由國際濕地科學 家學會會

長凱夫特教授(Dr. Christopher Craft)親自致函內政部營建署葉世

文署長。由於正值立法院開議期間葉署長不克親臨受獎，特請許文龍

副署長親至美國會場接受榮譽獎項，並由許副署長代表 中華民國內

政部營建署發表致謝詞。 

    許副署長已於 6 月 19 日啟程出發，他在行前表示，對營建署能

獲得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所頒發榮譽獎項表示相當感謝。過去數年，

有鑑於濕地議題逐漸受到國際重視，中華民國恪遵國際公約，由內政

部主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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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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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推動與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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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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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除了強化濕地保育、復育、教育及國際聯繫工作之外，並希望早

日加入拉姆薩公約，以利全球濕地環境保護工作之鏈結與進展。 

    本次頒獎活動係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成立三十多年來，第三次頒

發的榮譽獎項，足見多年來政府推動濕地復育所付出的努力已獲得國

際社會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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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2) 

臺灣濕地復育 獲美國最大濕地國際組織的肯定 

～營建署獲頒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最高榮譽獎項～ 

內政部營建署許文龍副署長日前於2009年 6月25日在美國威斯

康辛州麥迪遜國際會議中心接受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SWS）邀請頒

贈「中華民國內政部營建署（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榮譽獎項，以表

彰臺灣在亞洲濕地保育的卓越貢獻。該獎項為美國濕地科學家學會成

立三十餘年來，第三度頒發的最高榮譽獎項，也是 SWS 在美國境內第

一次頒發給外國非邦交政府的獎項，得獎意義不凡。 

當天觀禮者共計來自全球八百位博士級科學家、政府官員及濕地

保育團體。包括拉姆薩公約副秘書長尼克大衛森博士、美國濕地之父

威廉密曲教授、SWS 前任會長美國環保署資深官員瑪麗肯杜拉博士、

SWS 新任會長美國馬里蘭大學安德魯包溫教授等人，我國應邀出席觀

禮者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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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大學阮忠信助理教授、營建署署長室張杏

枝秘書與城鄉發展分署李晨光副工程司等人。 

本次頒獎典禮為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為表揚中華民國內政部營

建署在2008年 10月 23日至 26日於臺北舉辦亞洲濕地大會的卓越貢

獻，特別於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威斯康辛濕地協會及濕地生化學會

聯合年會的現場舉辦本次頒獎典禮，並由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會長

（2008-2009 年）克利斯凱夫特教授（Dr. Christopher Craft）親

自致函內政部營建署葉世文署長。由於正值立法院開議期間葉署長不

克親臨受獎，特請許文龍副署長親至美國會場接受榮譽獎項，並由許

副署長代表中華民國內政部營建署發表致謝詞，現場共計有八百位國

際知名科學家聆聽。會中許文龍副署長回贈臺灣特有種蜻蜓水蠆殼標

本的人工琥珀給克利斯凱夫特教授，這個標本由臺灣大學醫學檢驗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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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術學系方偉宏副教授親自到全國各處濕地進行採樣，以手工細

心澆灌製作，而且保證在採集和製作過程中，並未傷害任何濕地生物

的生命。 

許副署長因為在芝加哥時，搭乘美國境內飛機引擎故障，起飛後

又緊急降落，更換飛機導致返臺班機延誤，一行人有驚無險回臺。他

返臺時記者會中表示，對營建署能獲得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所頒發榮

譽獎項表示相當感謝。過去數年，有鑑於濕地議題逐漸受到國際重

視，中華民國恪遵國際公約，由內政部主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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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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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希望早日加入拉姆薩公約，以利全球濕地環境保

護工作的鏈結與進展。 

臺灣代表團此行與與美國 SWS 高層進行簽訂備忘錄進行磋商以

外，此行最大收穫參與 SWS 拉姆薩公約小組的閉門會議，以旁聽的身

分聆聽拉姆薩公約會員國討論拉姆薩濕地保育工作，會後並與拉姆薩

公約副秘書長尼克大衛森博士晤談臺灣國際級重要濕地「七股濕地」

（臺江國家公園的核心區）的黑面琵鷺保育價值，並致贈大衛森博士

我國國家重要濕地及國家公園的出版品。會後臺灣代表團受大會安排

參觀威斯康辛州拉姆薩國際級重要濕地「何立康濕地」的藍鷺保育現

況，該處濕地曾經為印第安人所有，在 19 世紀美國商人築堤形成大

湖，後來潰堤形成重大災害，之後美國威斯康辛州民改變對於濕地的

態度，將堤防拆除，維持濕地的原貌，至今為美國境內藍鷺最大的棲

息地之一。代表團後來並橫跨五大湖中的密西根湖，考察密西根州睡

熊沙丘國家公園的保育現況，與國家公園高階主管交換保育的心得後

返國。 



 55

四、申請拉姆薩公約濕地的程序 

(一)、前言 

    目前在聯合國體系下的國際環境公約，包括拉姆薩（濕地）公約、

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華盛頓公約（CITES）等，近

年來已經成為全球環境保護政策的重要推動機制。我國因為國際情勢

特殊，目前在國際環境公約中，並非聯合國及相關環境公約的會員

國。然而，國際環境瞬息萬變，且環境問題係為跨國境的全球議題，

如何分享我國濕地保育的成就，復育國內外濕地環境特色與生物多樣

性，成為我國分享國際環境議題，解決亞洲國家濕地發展困境的擴大

參與契機。藉由 2008 年我國主辦第一屆亞洲濕地大會及 2009 參與美

國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的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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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姆薩公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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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9 年，

有 159 締約國，1,847 個濕地，合計 1 億 8 千 1 百萬公頃的濕地被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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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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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申請拉姆薩濕地程序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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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名濕地由美國魚類暨野生動物保育署（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進行審核後，寄送拉姆薩公

約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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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處派員現勘，現勘報告交由美洲區域常委會

（Standing Committee）召開年度會議進行評選及公

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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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贈送外賓禮品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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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整體形象設計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李晨光設計精美的識別貼紙、名片及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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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際宣傳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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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八、宣傳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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