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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範圍及年期 

一、重要濕地範圍 

官田重要濕地座落於臺南市官田區隆田里，濕地位於葫蘆埤旁的台

糖佳里農場隆田分場內，其範圍北起鄉道南 64 公路，南至台糖農場邊

界（接鄰嘉南大圳南瓦磘中給線），西以葫蘆埤水道為界，東以台糖產

業道路為界（與鄉道南 65 公路平行），濕地範圍不包含嘉南大圳麻豆支

線。濕地面積 15.04 公頃（依內政部民國 104 年 1 月 28 日台內營字第

1040800278 號函公告國家重要濕地確認範圍）。 

二、重要濕地保育利用範圍 

依本濕地現況及保育利用規劃構想，本保育利用計畫範圍依內政部

公告之國家級濕地範圍作為計畫範圍，面積 15.04 公頃。 

三、計畫年期 

依濕地保育法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本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定

計畫年期為 25 年」。 

本計畫以核定公告年為起始年，計畫年期 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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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官田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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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標 

 

一、復育水雉重要繁殖與棲息環境並保育濕地生物多樣性 

官田重要濕地生態資源相當豐富，水生植物 32 科 70 種，鳥類 50

科 153 種含保育類 21 種，陸域昆蟲 24 科 59 種，兩棲類與爬行類 11

科 21 種含保育類 4 種。其中水雉為二級保育類動物，本重要濕地內的

水雉族群量均佔全臺南水雉族群量的 25%~36%。顯示官田重要濕地不

僅為水雉重要棲息環境，且具備豐富之生物多樣性。近期應先補充生物

調查資料，長期應持續科學監測與研究，累積長期濕地環境資料以利分

析研究，有助於生物資源保育及明智利用對策之研擬與修訂；以水雉為

指標物種，維持其族群量，並挑選其他指標物種或保護傘指標物種，以

復育營造適合生物棲息的環境。 

二、倡導埤塘及農田濕地之保育、研究及環境教育 

埤塘與水圳是嘉南平原的重要地景，不僅反映先民水利灌溉發展的

過程，同時也呈現人類與自然互動共存的例證。台南水雉族群量佔全台

九成以上，普遍分布在嘉南埤圳濕地、菱田、荷花田及水稻田等環境，

與埤塘生態及水田濕地息息相關。近期應結合社區、農業及水利主管機

關、學術及產銷等相關單位，建立夥伴關係，保育生態環境，中長期應

持續環境監測研究，並倡導埤塘及農田濕地之保育，以穩定水雉度冬棲

地，同時確保農業環境品質及農產品之食用安全，並透過民眾參與及環

境教育以推動生態資源之明智利用。 

三、結合社區彰顯濕地生態系統服務 

呼應聯合國千禧年生態系統評估倡導的生態系統服務概念(參見第

玖章)，在環境永續的基礎上，促進地方社會發展，並藉由環境教育及

社區參與等活動，宣導與彰顯濕地保育法明智利用及其內涵精神。近期

應促進社區、企業等單位結合夥伴關係，充分宣傳、溝通及參與，中長

期應推動環境教育、生態旅遊、有機或友善農業等永續性經濟活動，以

倡議人與自然共存共榮，並彰顯濕地生態系統功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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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上位及相關綱領、計畫 

為具體瞭解相關計畫、法規與本計畫之關聯性，作為官田重要濕地保

育利用計畫之參考依據，以下針對本計畫之上位及相關計畫、相關法規等

進行回顧與彙整分析。 

一、上位計畫 

本計畫受上位計畫指導的有「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臺南市區域

計畫(草案)」、「國家濕地保育綱領」、「國土空間發展策略計畫」、

「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等，茲將其計畫重點內容與本計畫之關聯性綜

整如下。 

表 3-1 官田重要濕地上位計畫彙整表 

計畫名稱 年度 計畫內容 擬定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 

修正全國

區域計畫 

106 本計畫係屬空間計畫體系中

之最上位法定計畫，本修正

案重點： 

1.檢討修正全國農地需求總

量、直轄市、縣（市）農

地宜維護總量及農地使用

管制指導原則等相關內

容。 

2.訂定區域性部門計畫，包

含產業發展、運輸系統、

公共設施、觀光遊憩及環

境保護設施等，分別研訂

發展目標及願景、發展預

測、課題分析、空間發展

策略及空間發展構想。 

3.建立「計畫地區平均容積

率」機制，納入既有都市

計畫通盤檢討及新訂或擴

大都市計畫作業，作為制

定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內容

之依據。 

4.檢討環境敏感地區項目及

其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內政部 國際級重要濕地、國家級

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育區及

生態復育區，應劃設為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國家級

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育區及

生態復育區以外分區、地

方級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育

區及生態復育區，應劃設

為第 2 級環境敏感地區。 

臺南市區

域計畫(草

案)公開展

103 本計畫重點： 

1.落實中央之空間政策：以

國土保育、農業發展、海

臺南市 

政府 

國家級重要濕地之核心保

育區及生態復育區以外分

區為第二級生態敏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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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官田重要濕地上位計畫彙整表 

計畫名稱 年度 計畫內容 擬定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 

覽版 洋資源與城鄉發展等面向

引導國土有秩序之發展，

並透過本計畫落實空間政

策。 

2.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問題，

進行防減災規劃。 

3.研擬因地制宜空間發展構

想，引導土地合理開發利

用，促進環境永續發展，

落實地方自治精神，強化

地方空間治理能力。 

區。具有穩定生態、提供

動物棲息、景觀遊憩、學

術研究與教學教育等功

能，應盡可能減少土地之

利用以達生態涵養之目

的。 

國家濕地

保育綱領 

106 為全國濕地保育最高指導原

則，確立總體規劃與推動濕

地之保育策略。 

內政部 國際級與國家級濕地重點

策略： 

1.維護保育濕地生態系統

為首要標的，濕地防洪防

災功能為輔。 

2.強化範圍內之濕地保育

與其周圍環境之連結，以

生物遷徙路徑規劃系統

性生態廊道，建構空間生

態網絡，拓展物種棲息地

與健全生態系。 

3.依照濕地保育標的與功

能進行分區管制，制定各

分區使用規範。 

4.動態管理監控環境數

據，尤其是危及生態平衡

與生物多樣性之威脅。 

5.提供科學研究與濕地環

境教育之場域，鼓勵民眾

參與關心濕地環境，推展

國際合作機會。 

6.範圍內必要之設施物，應

符合濕地保育法第 16 條

規定。 

國土空間

發展策略

99 揭櫫「中央山脈保育軸」與

「全國綠色網路」等政策理

行政院

核定 

國土資源中除法定生態保

育地區外，其他如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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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官田重要濕地上位計畫彙整表 

計畫名稱 年度 計畫內容 擬定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 

計畫 念，各權責機關應積極保育

水、土、林等自然資源，維

護森林、河川、濕地、海岸

等地區之生物棲地環境。 

水體、大型綠地空間及農

地生產空間等應結合公

路、綠廊道、河廊等形成

網絡系統，並納入區域整

合性的土地利用與空間計

畫中，由點、線、面整合

布局，建構綠色基礎設施

與地景生態網絡。 

變更臺灣

北、中、

南、東部

區域計畫

(第一次

通盤檢

討)因應

莫拉克颱

風災害檢

討土地使

用管制 

99 為促進人口與經濟活動合理

分布，改善國民生活與工作

環境及有效利用與保育天然

資源，現階段土地利用策

略，應積極指導土地利用型

態及空間結構作有秩序之改

變。土地資源管理策略仍以

加強土地資源保育為前提，

嚴格管制山坡地、森林地區

及各類環境敏感地之開發行

為，並以該類地區環境容受

力，透過績效管制方式，以

為開發管理之依據。 

內政部 在土地使用基本方針中與

濕地相關議題為： 

1.劃設環境敏感地，並建立

資源及土地使用績效管

制制度。 

2.保護優良農地資源，兼顧

整體經濟發展。 

3.加強水資源保育，並管制

水源地區土地使用種類

與規模。 

4.落實離島永續發展，強化

土地使用及部門計畫協

調整合。 

5.指定城鄉發展優先次序。 

 

依據土地使用基本方針可

作為本計畫擬定明智利用

原則之參考。 

城鎮風貌

型塑整體

計畫 

102 

~ 

105 

本計畫執行策略將參考先進

國家推動之綠色首都及生態

城市規劃理念，透過城鎮整

體規劃及跨域整合推動平台

之建立，鼓勵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進行城鎮整體規

劃，經由計畫引導並透過區

域合作、跨域資源整合，提

出城鎮環境之創新與改造策

略，打造具在地文化、樂活、

富綠、美質之城鎮風貌。 

內政部 以建構具國土美學「文

化、綠意、美質」的新家

園為計畫總目標，設定以

全國濕地、海岸、廣義型

公園綠地系統、河川及森

林所涵蓋之藍綠帶生態系

統，及其他系統性為題，

進行跨區域、整合套裝之

城鎮地貌改造。將過去被

工程思維導向之都市發展

切割破碎之綠地空間如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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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官田重要濕地上位計畫彙整表 

計畫名稱 年度 計畫內容 擬定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 

本計畫之政策目標如下： 

1.改善城鎮整體環境，凸顯

城鎮自明性及魅力。 

2.調節氣候環境，盤整組構

綠色城鎮服務設施。 

3.創造城鎮競爭力及就業機

會。 

4.設施整併與減量，營造友

善無障礙生活環境。 

川、海岸、濕地、公園、

綠地及開放空間等，重新

予以縫補、串連，除可豐

富都市生物多樣化，並可

調節氣候變遷所帶來潛在

威脅及舒緩都市熱島問

題。 

生物多樣

性推動方

案 

90 本推動方案訂定各部會之權

責職掌，藉各部會間的互

動、協調及落實推動生物多

樣性工作，以達成本土生物

多樣性保育及永續利用之目

的，進而提升臺灣國際競爭

力。 

行政院

核定 

我國生物多樣性工作之國

家整體目標如下： 

1.保育我國的生物多樣性。 

2.永續利用生物及其相關

資源。 

3.公平合理地分享由生物

資源所帶來的惠益。 

4.提升大眾維護生物多樣

性的意識及知識。 

5.參與區域性和全球性合

作保育生物多樣性。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 3-1 上位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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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計畫 

本計畫回顧之相關計畫包括相關政府部門之重要計畫及各單位委

辦之相關研究計畫，茲將各計畫之重點內容與本計畫關聯性綜整分析

如下： 

表 3-2 官田重要濕地相關計畫彙整表 

計畫名稱 年期 委託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 

高速鐵路沿線野生

動物監測計畫研究 

89~101 台灣高速鐵

路股份有限

公司 

依據水雉保育計畫審查結論之要求及遵照

高速鐵路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第七章監測

計畫之承諾，在施工及營運期間，須持續對

高鐵沿線重要生態敏感區及棲息其間之各

類野生動物之生態及保育確實報行監測計

畫。但 101 年 1 月 12 日審案小組審查會議，

會議中有專家學者提議：「按『高速鐵路水

雉等保育計畫』之協商，其部分內容如下：

『如復育有成，則擴大面積』之承諾亦一併

處理」。但未獲採納。 

其中葫蘆埤、德元埤及其他水雉重要繁殖棲

地可作為本計畫生態資源之參考。 

重要鳥類與生物多

樣性棲地計畫-台南

葫蘆埤 

93 國際鳥盟 由國際鳥盟(BirdLife)倡議之重要鳥類與生

物多樣性棲地(Important Bird and 

Biodiversity Area, IBA)計畫，旨在指定並建

立全球性棲地網絡，用以保護並管理重要鳥

類棲地及其相關生物多樣性1。台南葫蘆埤重

要野鳥棲地(TW028)北至菁埔，南與曾文溪

為界，東至台 1 線，西至茅港尾，面積 2,242

公頃，涵蓋官田重要濕地，劃設準則為符合

A4i，符合鳥種為水雉、高蹺鴴。 

其成果可作為本計畫生態資源之參考。 

台南縣歷年水雉保

育計畫成果分析 

97~98 農委會林務

局、臺南縣

政府 

計畫內容為分析 1998~2008年各界所紀錄之

水雉資料，瞭解所推動的解說教育宣導、推

行菱農獎勵辦法及設置官田水雉復育區等

各類保育方法之成果，並探討可改善之處。 

其調查與分析之結果可作為本計畫生態資

源、課題及對策之參考。 

官田水雉暨保育類 99~101 農委會林務 計畫內容包括： 

                                                 
1
 Birdlife International - Important Bird and Biodiversity Area http://www.birdlife.org/datazone/site (最後造訪

2016.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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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官田重要濕地相關計畫彙整表 

計畫名稱 年期 委託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 

野生動物農田棲地

之綠色保育經營管

理計畫 

局 1.水雉度冬棲地改善。 

2.綠色保育標章暨農產品推廣。 

3.綠色保育農產品契作。 

4.宣導活動、座談會、工作坊、觀摩研習等

活動。 

其成果可作為本計書課題及對策之參考。 

水雉生態教育園區

工作計畫 

100~105 

 

農委會林務

局 

計畫內容包括： 

1.持續監測園區內及全台南市的水雉族群動

態，適時提供水雉保育對策。 

2.調查及評估台灣的水雉族群利用狀況，並

提出可改善之對策，以利擴大水雉保育工

作。 

其調查結果可作為本計畫生態資源、課題及

對策之參考。 

水雉生態教育園區

認養計畫 

104 臺南市政府 計畫內容包括：認養水雉生態教育園區，進

行水雉棲地營造及管理、水雉族群監測、舉

辦環境教育及宣導活動，以及園區外容易發

生水雉中毒傷亡之高風險區域，進行巡查、

救援、衛星定位、回報及統計分析等工作。 

其調查結果可作為本計畫生態資源、課題及

對策之參考。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10 

 

三、相關法規及計畫研析 

濕地保育法第 2 條規定：「濕地之規劃、保育、復育、利用、經營

管理相關事務，依本法之規定；其他法律有較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

定。」 

與濕地保育相關之規定，包含濕地保育、空間分布、環境生態、環

境教育、水域資源等相關類別，以及針對水雉及水雉生態教育園區之管

理規定，各類別所涉之法規、施行細則及其相關辦法，綜合整理如

下。 

表 3-3 相關法規彙整表 

濕地保育： 

 濕地保育法、濕地保育法施行細則 

 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

標準 

 重要濕地評定變更廢止及民眾參與實施

辦法 

 濕地影響說明書認定基準及民眾參與準

則 

 衝擊減輕及生態補償實施辦法 

空間分布： 

 國土計畫法、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 

 區域計畫法、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水域資源： 

 水利法、水利法施行細則 

 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 

 河川管理辦法 

 地下水管制辦法 

 農田水利會灌溉排水管理要點 

環境生態： 

 環境基本法 

 野生動物保育法、野生動物保育法施

行細則 

 水土保持法、水土保持法施行細則 

文化資產： 

 文化資產保存法及施行細則 

 遺址監管保護辦法 

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法及環境教育法施行細則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輔導獎勵辦法 

水雉及水雉生態教育園區： 

 臺南市政府推行水雉保育獎勵方案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辦理水雉生態教育園

區認養作業要點 

 

資料來源：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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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本計畫將遵循全國區域計畫及國家濕地保育綱領等上位計畫之指

導，相關研究計畫之成果，作為本計畫自然環境、生態資源、社會經

濟環境分析、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及允許明智利用項目之參考。相關法

規之研析，將作為本計畫後續執行及經營管理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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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水資源系統、生態資源與環境之基礎調查及分析 

一、自然環境概述 

(一)地形、地質 

官田區境內在地形的區分上，分別屬於阿里山山脈所屬西烏山嶺

山脈的尾端、嘉義丘陵南段，以及嘉南平原，主要為平原地形，高度

多在海拔 100 公尺以下，顯示其地勢平坦。整體而言，地勢由西向

東緩慢增加，最高海拔為 231 公尺，除東側烏山頭水庫達六級坡，

其餘地區大都為三級坡以下；計畫區皆分布於海拔 50 公尺以下高度

以及一至三級坡度範圍，地勢亦為西向東漸增（官田區公所，2002；

臺南市政府，2014）。 

官田區西半部地質主要是由粘土、粉砂、砂和礫石所組成的沖積

層，土壤主要為黏土（官田區公所，2002；中央地質調查所網站）(圖

4-1)。 

 

 

資料來源：中央地質調查所網站 

圖 4-1 官田重要濕地周邊地質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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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象 

根據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位於官田區公所內之官田站 (經度

120.3154，緯度 23.1932)資料顯示(表 4-1、表 4-2)，年平均氣溫為 24.1 

℃，最高為 2015 年 6 月的 29.8 ℃，最低為 2014 年 1 月的 16.6 ℃。

年雨量平均為 1,941.6 mm，雨季為 5 月至 9 月，旱季則為 10 月至翌

年 4 月。 

由於官田站乃 2013 年新設之測站，因此補充距離本濕地次近的

善化站(經度 120.2972，緯度 23.1129) 1997 年至 2016 年資料，20 年

年平均氣溫為 23.9 ℃，年平均氣溫最高為 2016 年的 25 ℃，最低為

1997 年的 23.3 ℃（2013 年缺 6、7 月氣溫資料）；20 年年平均雨量

為 1,810.4 mm，年雨量最高為 2005 年的 3,358 mm，最低為 2003 年

的 978.5 mm。 

 

表 4-1 官田站氣溫資料 

年/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013 - - - 24.5 26.4 28.6 28.4 27.9 27.6 24.7 22.0 17.2 

2014 16.6 17.4 20.4 24.0 26.1 28.2 29.7 28.4 28.8 25.5 23.2 17.3 

2015 17.2 18.4 21.3 24.5 27.2 29.8 28.6 27.8 27.9 26.2 24.5 20.0 

2016 17.0 16.7 19.3 26.2 28.4 29.3 29.7 29.2 28.0 27.9 24.3 20.9 

最高溫(℃) 17.2 18.4 21.3 26.2 28.4 29.8 29.7 29.2 28.8 27.9 24.5 20.9 

最低溫(℃) 16.6 16.7 19.3 24.0 26.1 28.2 28.4 27.8 27.6 24.7 22.0 17.2 

平均(℃) 16.9 17.5 20.3 24.8 27.0 29.0 29.1 28.3 28.1 26.1 23.5 18.9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表 4-2 官田站雨量資料 

年/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013 - - - *7.0 300.5 150.5 227.5 1256.5 32 1.5 4.5 23.5 

2014 - 25 37 17 229.5 165.5 138.5 490 88.5 8 1 13 

2015 8.5 23 8.5 53 474.5 60.5 279 647.5 262 50 - 15.5 

2016 185.5 11 113 225 45.5 382.5 498 *149.5 943.5 58 46.5 10 

平均(mm) 97.0 19.7 52.8 98.3 262.5 189.8 285.8 798.0 331.5 29.4 17.3 15.5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資料有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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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本計畫繪製 

圖 4-2 善化站月平均溫度及雨量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網站，本計畫繪製 

圖 4-3 善化站年平均氣溫及年度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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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氣象局 1958 年至 2015 年颱風統計資料紀錄顯示，侵襲台

灣的颱風路徑主要有 9種形式，其中直接影響本濕地者為 7、9型(圖

4-4)，侵襲次數共計 24 次，佔颱風侵台比例之 12.37%。 

 

圖 4-4 颱風侵台路徑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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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資源系統 

(一)河川水文 

官田區境內南側屬曾文溪流域，曾文溪主流發源於阿里山山脈之

水山（標高 2,609 公尺），至臺南市安南區青草崙西北方流入台灣海

峽，幹流全長約 138.47 公里，流域面積約 1,176.64 平方公里，全溪

平均坡度約 1:200（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06）。官田溪原

為曾文溪支流，其上游築堰為烏山頭水庫。 

官田區東側鄰接烏山頭水庫，烏山頭水庫每日供應臺南與高雄地

區民生用水水量約 40 萬噸，以及提供嘉南平原灌溉用水；南側另有

嘉南大圳流經及西側樹林埤、葫蘆埤（舊名番子田埤）2 處埤塘，提

供嘉南區域農田灌溉使用（臺南市政府，2014）。 

(二)濕地水文 

官田重要濕地水源除了雨水，主要來自嘉南大圳灌溉供水，其水

源由烏山頭水庫，經嘉南大圳灌溉渠道流進濕地。嘉南大圳灌溉供水

方式依「農田水利會灌溉排水管理要點」由嘉南農田水利會制訂年度

灌溉計畫，一般而言分為雜作及水稻。因此，官田重要濕地所在區域

之供水方式有兩種：第一為雜作灌溉，每年供水 2 次，主要是 2 月中

旬及 11 月中旬供水，各供水約 15 天；第二為二期水稻灌溉，則每 3

年供水 2 次，主要是 6~9 月供水（嘉南農田水利會隆田工作站訪談，

2016）。 

據嘉南農田水利會表示：嘉南灌區過去每遇枯旱必休耕，最近的

2004 及 2010 年休耕面積都高達 1 萬 8 千多公頃，直接影響官田重要

濕地的用水。2009 年八八水災，曾文水庫嚴重淤沙，水資源調配更

加困難，2015 年，雖因嘉南水利會提早節水，休耕面積少了 1 萬公

頃，還是有 8,493 公頃休耕（朱淑娟，2015）。 

官田重要濕地南北兩區各有一個進水口，北區水源來自南番子田

小給 2，南區則來自南瓦磘中給線，工作人員配合嘉南農田水利會供

水週期引水(圖 4-5)。由於水源來自烏山頭水庫，因此隨著水庫流出

的魚類、兩棲類、螺貝類等水中生物的幼體或卵塊，在引水過程中一

起流入濕地內的水池（嘉南農田水利會隆田工作站訪談；鄧伯齡，

2009）。 

依台南市野鳥學會報告：2016 年度供水狀況水源穩定，嘉南大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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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供水，嘉南大圳一期稻作於 1 月 20 日~5 月 21 日春季雜作供水，

二期稻作於 6/25 供水（高水位自然引流），秋季雜作供水於 7 月 11

日~11 月 10 日，冬季水源穩定；冬季缺水期，仍依狀況啟動備用水

源台糖 15 號地下水井，目前已使用 188,522.5 立方公尺（台南鳥會，

2015）。水雉生態教育園區，屬封閉式水域，雖總面積 15 公頃，實際

水域面積僅 10 公頃。受限高程、土堤和水池的設計，多數水域的深

度不超過 1 公尺，呈現挺水植物期至浮葉植物期的濕地環境。浮葉

植物提供水雉築巢、夜間棲息環境，灘地、草澤提供水雉多樣覓食

環境。不同的棲息環境，提供水雉不同季節的需要，增加冬季在園

區覓食的時間；減少一月份一期稻作噴灑農藥時，水雉在園區外中

毒的機會(屏科大野保所鳥類生態研究室，2015)。 

園區的水源主要來自嘉南大圳，隨著灌溉水的流進，也帶進不

同的魚類或魚卵等水生動物。魚類進入封密式水域的初期，族群呈

現個體小、數量少的結構。經過 1、2 年的時間，轉變成個體大、數

量多的結構。這些大量的魚群會消費水生植物，幾年時間便會造成

水生植物被消耗完後的空水域現象。個體大的掠食性魚類(如泰國線

鱧)，並且會捕食水雉幼鳥，降低水雉繁殖成果，如 2008 年的繁殖

成果(鄧伯齡，2009；台南鳥會，2016)。 

透過水位調控的機制，在不同時節提供園區環境多樣性，降低

水雉幼鳥被捕食的威脅，配合水利會供水的時間，建議對園區做水

位調控如下： 

1.園區有水雉繁殖的水池，於必要時，依當年度水量、氣候條件

與池塘(棲地)狀況作調整，以避免外來種泰國鯉魚太大，造

成獵殺剛出生之水雉幼鳥，同時減輕植栽腐質沈積造成陸化

問題。 

2.冬季不排水的水池做為儲水用水池，配合水利會供水的時

間，於儲水池儘量儲水。 

3.以台糖 15 號地下水井用於生態緊急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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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官田重要濕地水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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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質 

依「農田水利會灌溉排水管理要點」第 20 條，水利會應經常

檢驗其事業區域內之灌溉用水水質，並由農委會訂定公告灌溉用水

水質標準。依據近年嘉南水利會灌溉水質監測結果，麻豆站（麻豆

分線第一號制水閘）、中營站（番子田埤取水口）水質皆合乎標準，

隆田站（瓦磘埤流入口）僅氯鹽(Cl
-
)及氨氮(NH4-N)偶有偏高，其

餘項目皆合乎標準（嘉南農田水利會網站，2016）(表 4-3)。 

 

表 4-3 隆田站瓦磘埤流入口水質檢測結果 

 
水溫(℃) pH EC(μS/cm) SS(mg/L) Cl

-
(mg/L) SO4

2-
(mg/L) NH4-N 

2015/11/17 29.6 6.95 341 1 192.4 42.6 1.21 

2016/1/26 15.3 6.91 309 7 18.7 69.2 3.69 

2016/3/22 22.5 8.11 277 8 18.6 128.4 3.24 

2016/5/2 27.5 6.76 353 - - - - 

2016/9/21 29.6 7.43 377 5 14.6 46.3 1.71 

資料來源：嘉南農田水利會網站 

 

(四)地下水 

嘉南平原地下水文地質為現代沖積層，地下地質由資料顯示地

層組成主要為砂層和黏土層間隔出現，越靠近丘陵一帶粘土層越

厚，主要含水層約在地下 50 公尺左右，平均厚度約 40 公尺，自由

含水層之地下水位約在地表下 3~14 公尺，據高速鐵路環評報告，

濁水溪以南路段地下水位約位於地表面至地表下 3 公尺（交通部高

速鐵路工程籌備處，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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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態資源 

(一)植物 

依據台南市野鳥學會整理官田重要濕地水生植物共計 32 科 70

種(附錄一)。本重要濕地乃人為營造而成，大部分植物乃人為引入

裁植。依據台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初評名錄，地區滅絕物種有水禾

(Hygroryza aristata) ，嚴重瀕臨滅絕物種有槐葉蘋 (Salvinia 

natans)、龍骨瓣莕菜(Nymphoides hydrophylla)、臺灣萍蓬草(Nuphar 

shimadai)、圓葉澤瀉(Caldesia grandis)，瀕臨滅絕物種有大安水蓑

衣(Hygrophila pogonocalyx)、苦檻藍(Myoporum bontioides)、黃花

狸藻 (Utricularia aurea) ，易受害物種有小莕菜 (Nymphoides 

coreana)、小花水丁香 (Ludwigia perennis)、絨毛蓼 (Polygonum 

pulchrum)及絲葉狸藻(Utricularia gibba) （水雉教育園區網站，

2016）。 

 

(二)動物 

依據台南市野鳥學會整理，官田重要濕地鳥類共計 50 科 153

種，保育類 21 種(附錄一)，包括一級保育類黑面琵鷺(Platalea 

minor)、遊隼(Falco peregrinus)、黃鸝(Oriolus chinensis)，二級保育

類環頸雉(Phasianus colchicus)、白琵鷺(Platalea leucorodia)、魚鷹

(Pandion haliaetus) 、 黑 鳶 (Milvus migrans) 、 黑 翅 鳶 (Elanus 

caeruleus)、澤鵟(Circus spilonotus)、大冠鷲(Spilornis cheela)、彩鷸

(Rostratula benghalensis)、水雉(Hydrophasianus chirurgus)、小燕鷗

(Sterna albifrons) 、 領 角 鴞 (Otus bakkamoena) 、 紅 隼 (Falco 

tinnunculus)、烏頭翁 (Pycnonotus taivanus)、紫綬帶 (Terpsiphone 

atrocaudata) 、 八 哥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 野 鵐 (Emberiza 

sulphurata)，三級保育類燕鴴(Glareola maldivarum)及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水雉教育園區網站，2016）。 

依據台南市野鳥學會整理，官田重要濕地陸域昆蟲計 24 科 59

種(附錄一)，包括蝴蝶 33 種、蜻蛉目 7 種（水雉教育園區網站，

2016）。 

根據翁義聰等人(2004)的報告，官田重要濕地的水生動物有：

橈 足 亞 綱 (Copepoda) 、 枝 角 目 (Cladoaera) 、 腺 狀 介 蟲 科

(Cyprididae)、螢光介形蟲科(Candonidae)、盤蜷科(Ancylidae)、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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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螺 科 (Lymneidae) 、 扁 蜷 科 (Planorbioidae) 、 蜉 蝣 目

(Ephemeroptera)、搖蚊科(Chironomidae)、龍蝨科(Dytiscidae)、牙

蟲科(Hydrophilidae)、仰泳蝽科(Notoectidae)及水蠅科(Ephydridae)

等 37 類(附錄一)（翁義聰等，2004）。 

依據翁義聰等(2002~2003 年)及台南市野鳥學會整理，官田重

要濕地兩棲爬行動物計 11 科 21 種(附錄一)，包括二級保育類台北

赤蛙(Hylarana taipehensis)，三級保育類眼鏡蛇(Naja atra)、雨傘節

(Bungarus multicinctus)及金線蛙(Rana plancyi)（翁義聰等，2004；

水雉教育園區網站，2016）。 

 

(三)重要指標物種及水雉復育區 

水雉(Hydrophasiamus chirurgus)為二級保育類動物，又稱為雉

尾水雉，主要分布於亞洲的南部熱帶及亞熱帶地區（即南回歸線

23.5° S 與北回歸線 23.5° N 之間），原本為台灣平原常見之水鳥，

因棲地流失、噴灑農藥、撿拾鳥蛋等人為因素，於 1997 及 1998

年繁殖季之調查，其繁殖族群曾下降至 50 隻以下，面臨著滅絕危

機（翁榮炫，1999）。 

 

資料來源：翁義聰 攝 

圖 4-6 水雉公鳥，示其特別長的尾羽，又稱雉尾水雉 

 

水雉對繁殖棲地的特殊需求，例如築巢於菱(Trapa bispinosa)、

芡(Euriale ferox)、蓴菜(Brasenia schreberi)、印度杏菜(Nymphoides 

coreana) 、 水 龍 (Ludwigia adscendens) 、 布 袋 蓮 (Eichhornia 

crassipes)、荷(Nelumbo nucitere)以及大萍(Pistia stratiotes)等浮葉性



 

22 

 

的水生植物上。除了繁殖期需要浮葉水生植物環境外，度冬期也需

要濕地型的棲息環境，嘉南平原的冬季屬乾旱氣候類型，低窪濕地

成了它們的主要活動範圍。因繁殖時所利用水生植物的不同，台灣

稱為「菱角鳥」，中國廣東肇慶則稱為「芡實雞」（翁義聰，2009）。 

1993 年 6 月，環保署開始進行有關台灣高速鐵路的生態環評審

查，保育團體要求開發單位應劃設水雉與彩鷸等野生動物的保護

區；最後，於 1998 年 9 月達成「應完成 15 公頃復育區的租用事宜，

該路段始得開工」的共識；1999 年 12 月，原台南縣政府正式向台

糖公司租用葫蘆埤旁隆田農場的土地，成立「水雉搶救委員會」；

2000 年 1 月，開始營造以池塘為主的水雉繁殖區，在池塘中種植

菱、荷、芡及睡蓮等植物，以做為水雉築巢之用（翁義聰、翁榮炫，

2003）。 

水雉復育區於 2007 年基於推廣環境教育，更名為「水雉生態

教育園區」，同年由內政部評選為官田重要濕地（國家級）。 

據台南鳥會調查，台南水雉族群量於 2016 年夏季（繁殖期）

達 727 隻，冬季（繁殖後）則達 1,272 隻。若以全台 2016 年夏季

族群量 761 隻計，則台南佔全台族群量 95.5 %，其中以台南市官

田區為最大棲息地，而官田重要濕地近 3 年則皆有 100 隻以上繁殖

成鳥數（台南鳥會，2016）。 

依據林務局提供台南鳥會執行之 2011-2016 年水雉生態教育園

區工作計畫成果報告，前園區主任翁榮炫利用改變棲地植栽佈置、

水位調整及冬天經營方式，不但減少水雉死亡，更增加水雉之築

巢、產卵及離巢幼鳥數，該成果於 2013 年達到高峰。本研究描繪

巢位分布如圖 4-9。自創設園區以來，各年之築巢數、產蛋數、孵

化數及離巢幼鳥變化如圖 4-10。2014 及 2015 年的築巢數雖然增加

11%及 38%，但過度密集反而造成孵化率及離巢率的下降。 

進一步分析 2011 至 2015 年各巢之蛋數、孵化幼鳥數及離巢幼

鳥數，發現因巢數增加，產卵過程（還沒開始孵）的棄巢數增加，

孵出幼鳥數減少，離巢幼鳥更少；尤其整巢都沒孵出或整巢完全失

敗、沒有幼鳥離巢顯著增加（圖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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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南鳥會，2015；本計畫繪製 

圖 4-7 台南水雉族群數量 

 

 

資料來源：台南鳥會，2016；本計畫繪製 

圖 4-8 官田重要濕地歷年水雉繁殖成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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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南鳥會，2011~2015；本計畫繪製 

圖 4-9 官田重要濕地 2011-2015 年巢位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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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南鳥會，2016；本計畫繪製 

圖 4-10 官田重要濕地 2000-2016 年水雉繁殖情形 

 

 

資料來源：台南鳥會，2016；本計畫繪製 

圖 4-11 官田重要濕地區內及區外水雉繁殖巢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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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南鳥會，2011~2015；本計畫整理分析繪製 

圖 4-12 官田重要濕地 2011-2015 年水雉繁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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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邊濕地及水雉度冬區 

依 2009 年 1 月、2016 年 2-3 月及 2017 年 1-2 月共三年，崑山

科大研究團隊鄧伯齡等進行台南市境內水雉於各度冬區之數量調

查(表 4-4)；水雉數量已從 2009 年的 155 隻，成長至 2016 年的 436

隻，至 2017 年 1-2 月已達 548 隻；水雉度冬區減少八葛 1 處，增

加湖山及角秀 2處。主要度冬區為台 1線公路西邊有 275隻，其次

是水雉生態教育園區有 108 隻，如圖 4-13。目前（2017 年）正針

對周邊濕地菱角田分布及面積進行評估：對水雉族群之影響。 

從水雉度冬分布統計表(表 4-5)及菱田分布圖(圖 4-16~圖 4-23)

篩選出 4 區：包括鹽水（月津港風華再現東北側水源最末端，為已

徵收之公有地，圖 4-23）、葫蘆埤（北側為農田水利會地，南側

為台南市政府地，已公告為嘉南埤圳重要濕地之一，圖 4-24）及

台 1 線西側水田（179 塊，面積約 41.13 公頃，為私有地）為主要

的繁殖區與度冬區，亦是其周邊濕地。 

不同年間，周邊濕地的菱田棲地變化，可能隨灌區輪流灌溉、

稻穀與菱角農作物的市場價格、農民年紀及土地繼承所有權變動所

影響。因此，周邊濕地的保育效果也受影響(圖 4-25)。台灣農地因

父子相傳，農地分割面積越來越小，而面積大小乃影響種植菱角的

意願。 

2009 年調查時，發現 2,045 塊菱角田面積大小以 2 至 4 分的最

多(33.7%)，其次是 1 至 2 分(23.8%)，參見圖 4-14。2016 年 8 月初

調查時，發現 220 塊菱角田面積大小以 1 至 2 分的最多(38.2%)，

其次才是 2 至 4 分(34.5%)，每塊菱田的面積明顯縮小(圖 4-14 及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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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13 臺南市 98 年及 105 年水雉度冬族群分布示意圖 

(紅色為大型埤塘與水域，綠色為菱田，數字為田野調查分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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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臺南市 2009 年、2016 年及 2017 水雉度冬族群量分布及附近菱田面積一覽表 

編號 區 樣區 
2009 2016 年 2017 年 

水雉(隻) 田數(塊) 面積(ha) 水雉(隻) 水雉(隻) 

1 鹽水 鹽水(月津港) 9 19 7.43 8 21 

2 下營 菜圃港(橋仔頭港) 27 131 38.22 14 14 

3 官田 葫蘆埤北側 16 
835 176.53 

17 33 

4 官田 葫蘆埤南側 14 34 35 

5 官田 水雉生態教育園區 42 36 8.15 114 106 

6 官田 台 1 線西側 40 179 41.13 228 275 

7 官田 湖山 - 163 35.64 7 9 

8 官田 八葛 7 9 4.44 - 18 

9 官田 角秀 - - - 14 0 

數量 155 1,372 311.54 436 548 

資料來源：鄧伯齡，2009；鄧伯齡、翁義聰，2016，2017；本計畫彙整。 

 

圖 4-14  2009 年臺南縣(市)菱角田面積分布 (N= 2,045) 

 

 

圖 4-15  2016 年臺南市台 1 線東西側菱角田面積分布 (N=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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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2009 年鹽水月津港的菱田 

 
圖 4-17  2009 年菜圃港的菱田 

 
圖 4-18  2009 年葫蘆埤周邊的菱田 

 
圖 4-19  2009 年水雉園區旁的菱田 

 
圖 4-20  2009 年台 1 線西側的菱田 

 
圖 4-21  2009 年湖山的菱田 

 
圖 4-22  2009 年八葛的菱田 

 
圖 4-23 鹽水月津港水雉繁殖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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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葫蘆埤重要濕地示意圖 

 
圖 4-25  2009 及 2016 年台 1 線東西側的

菱田之變動 

(淺水藍色為 2016 年 8 月本研究調查) 

資料來源：鄧伯齡，2009；鄧伯齡、翁義聰，2016，2017；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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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社會經濟環境分析 

一、聚落特色 

官田區舊稱「官佃」。荷治時期，此地屬於「王田」，即政府(東印度

公司)田地。明鄭時期改王田為「官田」，授予文武百官招募佃農屯墾，

以陳姓為大姓，逐漸形成漢人聚落，故稱「官佃」。清治時期此地屬「官

佃庄」，日治時代 1920 年改稱為「官田庄」，屬臺南州曾文郡管轄，庄

役場位於官田（後來的官田村）。戰後改為臺南縣官田鄉，1953 年將鄉

治由官田村遷往隆田村（舊名番子田）。2010 年 12 月 25 日改稱官田區

（官田區公所，2002）。 

 

圖 5-1 官田重要濕地行政轄區示意圖 

 

二、人口 

根據臺南市官田區戶政事務所統計月報表記載，2015 年臺南市官

田區 13 個里人口有 21,685 人，官田重要濕地位於隆田里，鄰近東庄里

及拔林里。若以官田區面積 70.8 km
2計，人口密度為 306.29 人/km

2。

整體而言，官田區整體人口趨勢負成長（只有二鎮里為正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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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臺南市官田區村里人口 

里別\年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成長率(%) 

二鎮里 3,188 3,155 3,202 3,249 3,299 3,304 3,403 3,407 3,428 3,457 8.44% 

大崎里 548 538 518 515 519 503 511 506 487 475 -13.32% 

西庄里 846 849 833 836 823 796 769 747 727 731 -13.59% 

官田里 2,557 2,530 2,495 2,499 2,480 2,441 2,415 2,406 2,427 2,433 -4.85% 

拔林里 708 683 667 665 643 636 632 619 602 600 -15.25% 

東庄里 1,760 1,731 1,716 1,691 1,664 1,647 1,624 1,605 1,579 1,546 -12.16% 

社子里 1,175 1,169 1,178 1,165 1,140 1,107 1,097 1,095 1,069 1,039 -11.57% 

南廍里 1,466 1,457 1,475 1,446 1,419 1,399 1,390 1,384 1,383 1,372 -6.41% 

渡頭里 2,781 2,758 2,715 2,709 2,656 2,608 2,546 2,527 2,527 2,449 -11.94% 

湖山里 1,200 1,193 1,196 1,198 1,191 1,176 1,167 1,119 1,115 1,111 -7.42% 

隆本里 3,883 3,830 3,834 3,793 3,709 3,683 3,696 3,741 3,717 3,874 -0.23% 

隆田里 2,364 2,405 2,360 2,354 2,340 2,326 2,332 2,349 2,328 2,287 -3.26% 

嘉南里 349 344 340 335 329 339 330 318 317 311 -10.89% 

總計 22,825 22,642 22,529 22,455 22,212 21,965 21,912 21,823 21,706 21,685 -4.99% 

資料來源：臺南市官田區戶政事務所網站 

 

 

資料來源：臺南市官田區戶政事務所網站 

圖 5-2 臺南市官田區人口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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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官田重要濕地周邊人口密度示意圖 

 

三、產業與經濟 

官田區耕地面積為 3,128 公頃，農業人口為 7,765 人，漁業人口僅

335 人，顯示本區漁業活動不發達，一級產業以農業為主，2005~2014

年農業戶數、人口數、耕作面積雖呈現減少趨勢。但近年積極結合各觀

光行銷舉辦季節活動，已營造出地方農產特色，農業人口仍占區內總產

業人口約佔 41.72 %。 

近年來農業採取多元發展，加強經濟高作物的生產，主要農產品以

稻米、蔬菜及果品生產為主，其中果品生產以柑橘類及芒果為大宗，其

收穫面積、產量即占整體果品生產之 78.26%及 68.56%；特用作物則以

製糖甘蔗為主，收穫面積及產量各占 45.29%及 89.39%。本區另以特色

作物菱角發展精緻農業，透過官田菱角節提高整體休閒農產價值(臺南

市政府，2014)。 

戰後初期官田區有碾米、製粉、食品加工及磚瓦業，1977 年設置官

田工業區，總面積約 227 公頃，目前設廠家數約 150 家，現況使用率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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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依據經濟部工業局統計結果，官田工業區內業種以製造業為

主，生產總額前五名依序為「電子零組件製造業」、「金屬基本工業」、「化

學材料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及「食品及飲料製造業」，顯示其

以電子、金屬基本工業為最多，其次為民生工業(官田區公所，2002；

臺南市政府網站)。 

隆田酒場原為日本於二次大戰末期興建之化學工廠，以製造飛機燃

料為主，時稱「番仔田工廠」。1979 年台灣省公賣局鑑於高粱酒市場需

求劇增，遂分二期籌建高粱酒工廠，其產品包括高梁酒、米酒及精製酒

精（官田區公所，2002）。 

 

四、水利設施 

官田區開墾較早，對農田水利甚為注重，乃有許多埤圳興建，利

用溪水者，先築圳攔水然後引入水路，稱為圳頭或埤頭，其水路則稱

為圳路或圳溝，儲存雨水以備乾旱之用者，則稱埤或陂，而在河川上

游築壩節流蓄水者，即稱為水庫。荷治時期有三腳埤，位在今烏山頭水

庫入口往上約 200 公尺處；清治時期有葫蘆埤（原有兩埤，北稱番仔田

埤，南稱番仔橋埤），至今猶存。日治時期，為求嘉南平原沃野終年有

水灌溉，以提升稻米產量，八田與一於 1917 年（大正 6 年）向總督府

提出灌溉 75,000 甲的「官田溪埤圳計畫」，於 1920 年 9 月 1 日動工，

工程分為：(1)濁水溪引水工程，(2)曾文溪引水工程，(3)送水、排水工

程，(4)官田溪蓄水庫工程。此官田溪蓄水庫工程即今之烏山頭水庫（官

田區公所，2002）。 

 

五、考古遺址 

官田地區開發甚早，據考古學家挖掘研究指出，官田地區史前遺址

有烏山頭遺址、國母山遺址、松崎遺址及番子田遺址（官田區公所，

2002）。官田地區的黑陶文化遺址，係屬於「新石時代晚期」的「大湖

文化」代表性遺址，距今 2,500 年至 2,800 年前，分布位置大約於烏山

頭聚落東南側，為現在嘉南大圳水線與南北幹線交會點附近，範圍約

54 公頃。絕大部分遺址所在位置為農作區，部分地區被開闢為水圳及

養殖池（臺南市政府，2014）。 

1969 年國立歷史博物館在國母山挖出六千多件古文物，文物包括石

器與陶器兩大類，研判為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文化遺址；國母山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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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為臺南市政府列冊追蹤，遺址分布範圍涵蓋官田重要濕地（番子田段

773 號），出土文物展示於隆田車站旁考古展示室（官田區公所，2002；

陸泰龍，2006；臺南市政府文化局網站）。 

 

圖 5-4 國母山遺址範圍示意圖 

 

六、人文景觀資源 

(一) 復興宮番仔田阿立祖 

復興宮位於官田隆本村，據廟誌記載，隆本村原為西拉雅平埔

族社，俗稱「番仔田」，平埔族奉祀阿立祖、太上老君為主神，供奉

於「公廨」，每年農曆 10 月 15 日舉行祭典。為維護平埔族傳統宗教

文化，復興宮近年積極推廣阿立祖夜祭等民俗活動並極力爭取正名

運動（臺南市官田區公所網站、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網站）。 

(二) 西庄口琴橋 

嘉南大圳麻豆支線的渡槽橋，一格一格的外形，好像口琴的

孔，因此被民眾暱稱為「口琴橋」。嘉南農田水利會麻豆區管理處中

營工作站長陳文宗表示，麻豆支線渡槽橋主要是輸送學甲、七股等

地農田的灌概用水。1930 年，配合烏山頭水庫興建而設置，像口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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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形其實是橫梁結構，也是水利會人員巡防的步道，下方則是番

子田排水（臺南市官田區公所網站，2016）。 

(三) 西庒惠安宮 

西庄惠安宮主祀天上聖母，於 1696 (清康熙 35 年)創立，今惠安

宮之廟貌為 1993 年改建，乃東西二庄共同之庄廟，神靈赫赫、澤被

鄉里，為東庒、西庒的信仰中心（臺南市官田區公所網站，2016）。 

(四) 台鹽隆田儲運站及隆田考古展示室 

位於出隆田車站後左轉近 200 公尺處。考古展示室的前身為早期

台鹽隆田儲運站的辦公廳舍及宿舍，建築材料以檜木為主，外觀極具

特色，保留台灣鹽業的記憶與該歷史建築的特色。隆田考古展示室

內，也有國母山遺址的出土文物（臺南市官田區公所網站，2016）。 

 

 

圖 5-5 官田重要濕地相關人文景觀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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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土地及建築使用情形 

一、土地權屬分析 

官田重要濕地範圍土地主要為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之私有

地（表 6-1、圖 6-1）。依內政部公告之國家級濕地範圍作為計畫範圍，

面積 15.04 公頃；將來以實測面積與範圍為準。 

 

表 6-1 官田重要濕地土地權屬面積一覽表 

權屬 面積(公頃) 比例(%) 

公有 0.00 0.00 

私有 15.03 99.93 

未登錄或無資料 0.01 0.07 

總面積 15.04 100.00 

 

 



 

39 

 

 

圖 6-1 官田重要濕地土地權屬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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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分區 

官田重要濕地主要位於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特定專用區及特定

農業區，西側則為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特定農業區（表 6-2、圖 6-3）；

其北側緊鄰官田（含隆田地區）都市計畫區（第四次通盤檢討）（圖 6-2）。

官田重要濕地範圍土地使用編定主要為農牧用地，部分為水利用地及交

通用地（圖 6-4）。 

 

表 6-2 官田重要濕地土地使用分區面積一覽表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公頃) 比例(%) 

非都市土地使

用分區 

特定專用區 14.90  99.07 

特定農業區 0.14  0.93 

總面積 15.0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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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本計畫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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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官田重要濕地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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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官田重要濕地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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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及建物使用現況 

依現地勘察本重要濕地土地使用現況主要為濕地使用（營造水雉棲

息、繁殖環境），少部分為其他使用（供經營管理、環境教育使用）；依

2013~2014 年全國國土利用調查成果顯示，官田重要濕地周邊土地主要

為農作，北側有一座官田水資源回收中心（表 6-3、圖 6-6）。 

官田重要濕地目前每年由臺南市政府向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承

租作為水雉復育及環境教育使用（並由台灣高鐵公司協助籌措承租經

費），並由臺南市政府農業局依「臺南市政府農業局辦理水雉生態教育

園區認養作業要點」委託認養經營管理。 

重要濕地四周均已佈置圍籬，管制出入，僅東北角為入口，餘為工

作用門。濕地東北側區域為入口及管理服務區，土地使用現況主要為草

坪與樹林，設置了教學池、育苗池、步道、植栽及綠籬等；建築使用者

為辦公室、濕地教育中心、賞鳥亭、休息處(含廁所)等。其中有私有農

地（屬於濕地範圍外）經營果園，目前由經營團隊與其建立友善關係，

對重要濕地並無太大影響。重要濕地大部區域為水雉棲地，出入受到管

制，栽植水生植物以提供水雉繁殖棲息使用（圖 6-5）。 

 

表 6-3 官田重要濕地土地使用現況面積表 

編號 
土地現況 

使用類別 
說明 

小計 

(公頃) 

比例 

(%) 

1 濕地 
人為營造之濕地環境，為水雉棲

息、繁殖區域。 
13.70  91.09 

2 其他 供經營管理、環境教育使用。 1.34  8.91 

總計 15.0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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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6-5 官田重要濕地土地及建築使用現況示意圖 

 

 

資料來源：國土規劃地理資訊圖台，本計畫繪製 

圖 6-6 官田重要濕地周邊土地利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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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有交通運輸系統 

(一)道路交通系統 

濕地主要聯外道路為南 64（裕農路），於濕地東北角可進入大

門，往東可接台 1，往西可接台 171 至麻豆。 

(二)大眾運輸 

隆田火車站位於濕地東北角，可藉由南 64、南 65，往返濕地。 

 

 

圖 6-7 官田重要濕地交通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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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具重要科學研究、文化資產、重要生態及環境價
值之應優先保護區域 

一、重要生態及環境價值 

(一)水雉及水雉生態教育園區 

水雉為二級保育類動物，又稱為雉尾水雉，主要分布於亞洲的南

部熱帶及亞熱帶地區（即南回歸線 23.5° S 與北回歸線 23.5° N 之間），

原本為台灣平原常見之水鳥，因棲地流失、噴灑農藥、撿拾鳥蛋等人

為因素，於 1997 及 1998 年繁殖季之調查，其繁殖族群曾下降至 50

隻以下，面臨著滅絕危機（翁榮炫，1999）。1993 年高速鐵路規劃經

過水雉重要繁殖區臺南市官田葫蘆埤，經環評結論營造 15 公頃水雉復

育區（2007 年評選為官田重要濕地）作為開發補償措施，其族群量乃

逐年成長（參考圖 4-9）（翁義聰、翁榮炫，2003）。 

水雉復育區初期由中華鳥會及濕盟組成水雉復育委員會，動員嘉

義、台南、高雄、屏東鳥友及濕盟志工投入營造，目前由台南鳥會認

養經營管理。經費則來自各方的投入，包括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與

台灣高速鐵路(股)公司協助籌措承租經費；農委會林務局則自 2006 年

起每年以計畫提案，補助園區棲地營造及環境教育之經費，臺南市政

府亦提供部分經費，此外則有企業募捐、民間捐款等。在開發單位、

公部門與民間單位協力合作及社會大眾支持下乃有此成果。 

據台南鳥會調查，台南水雉族群量於 2016 年夏季（繁殖期）達 727

隻，冬季（繁殖後）則達 1272 隻。若以全台 2016 年夏季族群量 761

隻計，則台南佔全台族群量 95.5 %，其中以臺南市官田區為最大棲息

地，而官田重要濕地近 5 年水雉族群量佔全臺南水雉族群量的

25%~36%，且近 3 年皆有 100 隻以上繁殖成鳥，2016 年營巢數 113

巢（圖 4-9）（台南鳥會，2016）。官田重要濕地（水雉生態教育園區）

為水雉重要繁殖及棲息區域，自 2011 年至 2015 年之巢位之疊圖分布

如圖 7-1，2011 至 2013 年的繁殖高峰是以人為強力經營的結果，但

2014 年後人力難以維持如此程度的強力經營。 

(二)彩鷸等鳥類 

官田重要濕地具有豐富生物資源，包括雁鴨、鷸鴴及鷺鷥等鳥類，

以及台北赤蛙、金線蛙等兩生類。其中彩鷸為二級保育類動物，主要

是晨昏活動，白天藏匿於草叢中，以昆蟲、螺類、蚯蚓、甲殼類等無



 

48 

 

脊椎動物為食，為一妻多夫制，在稻田或有水生植物的濕地內營巢。

彩鷸與水雉同為農田生態系重要物種，主要分布在官田重要濕地內及

周邊水田、溝渠草叢。 

 

資料來源：台南鳥會；本計畫繪製 

圖 7-1 官田重要濕地 2011-2015 年巢位疊圖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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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官田重要濕地及周邊重要生態資源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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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課題與對策 

課題一、營造並維持濕地內水雉棲息環境 

說明：本濕地乃為復育水雉而設置之人工濕地，需持續投入人力經費以進

行棲地營造。水雉主要棲息於浮葉性植物，除了維持菱、芡等適合

水雉棲息環境，需降低某些植物及入侵種對水雉棲息環境所造成的

影響。而本濕地乃由台南市政府向台糖承租之土地，若未來承租經

費發生缺口，或者土地所有權人無意願承租，亦需預先設想對策。 

對策：1.協調維持經營管理所需經費。 

2.依高鐵環評承諾，應協調承租所需經費及地主意願。 

3.持續生態環境監測、水位調控、外來入侵種等課題研究。 

4.持續清除香蒲、荷等水生植物，並清除岸邊入侵之蘆葦、巴拉草、

象草及粉綠虎尾藻等植物。持續移除福壽螺、泰國線鱧、泰國

塘虱等物種。 

5.建議經營團隊可降低集約性的棲地經營，而將有限的資源投注在

環境教育上。 

6.按「高速鐵路水雉等保育計畫」之協商，其部分內容如下：「如

復育有成，則擴大面積」之承諾，建議配合通盤檢討積極處理。 

課題二、減少人為對水雉族群之危害 

說明：水雉族群主要棲息於台南廣大菱角田區域，早期曾發生人為捕食或

架設鳥網造成傷害，近年經常發現一期作春耕因部分農耕地使用農

藥，造成水雉及其他水鳥誤食死亡。 

對策：1.菱角田友善農法、有機農法及部分休耕營造為水田。 

2.透過環境教育與宣導活動，鼓勵大眾及消費者支持友善農法。 

3.加強社區參與，營造環境友善社區。 

4.持續鳥類中毒事件調查分析。 

課題三、提供水雉繁殖可用築巢育雛及度冬棲息環境 

說明：濕地範圍內水雉繁殖期之可用築巢棲地不足，無法使水雉於度冬末

期(繁殖前期)即進入繁殖期前之配對族群量穩定；濕地範圍為菱角

田又常因缺水停灌，二期水稻灌溉日期延後導致區外之菱角田數量

銳減，難以保持於 500 隻之上。此外，農業人口老年化，除了菱農

獎勵辦法，應有整體性保育機制。 

對策：1.持續菱農獎勵辦法，並針對日漸增加的巢數與幼鳥數增加獎勵金

總金額；推動友善農法。鼓勵菱農種植意願，創造菱角田可築

巢面積，增加繁殖區(由菱、芡等浮水性植物所構成的巢區)。。 

2.建立濕地範圍外水雉度冬區保護機制，尤其嘉南一期作停灌時，

應於各度冬區，採取水季冬季覓食保護措施。 

3.於每個度冬區範圍內，於5個度冬區分別租用一塊或多塊合計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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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1甲的休耕田，抽水灌滿約5~10公分的水，並灑下相當數量

的稻(度冬期食物之一)，讓水雉食用。 

 

 
資料來源：鄧伯齡，2009 

圖 8-1 冬季因農藥死亡的水雉 

 

 
資料來源：翁義聰，2009 

圖 8-2  2009 年度冬期間中毒死亡水雉之胃內含物 

 

課題四、促進民眾參與，推動環境教育，提昇公民意識 

說明：政府、機關團體任何政策、措施，皆有賴民眾的支持與參與，藉由

民眾參與提昇對濕地與相關措施的認識，並進而願意支持，同時藉

由生態系統功能服務之明智利用協助在地居民生計。 

對策：1.推動 CEPA 項目工作，提供公眾對濕地保育的支持，並促進社區

民眾參與濕地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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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動生態友善、生態旅遊產業。 

3.持續與學校、社區、企業或NGOs團體合作，特別是重要濕地內

私有地地土，建立夥伴網絡。 

課題五、民眾參訪及環境教育之所需空間不足 

說明：因保育有成，應擴大環境教育功能，除了擴大民眾參訪及環境教育

活動空間，參訪民眾所需停車空間亦有所不足，經常停在道路兩

側，造成不便；且南 64 道路不太可能再拓寬，應尋找適當的停車

空間。 

對策：1.短期可與濕地北側之水資源回收中心合作，共用停車空間。 

2.協調政府機關尋找適當停車空間。 

3.擴大環境教育空間，提昇園區及濕地對民眾之環教功能，後續可

考量將入口環教空間結合周邊道路景觀，營造民眾之可親近性。 

課題六、水資源管理及棲地經營因應 

說明：本重要濕地水源主要來自於嘉南大圳灌溉水，由嘉南農田水利會依

「農田水利會灌溉排水管理要點」制訂年度灌溉計畫予以供水，停

灌期則依賴井水及雨水，冬季易面臨缺水狀況。而植栽腐質沈積易

造成陸化問題 

對策：1.園區有水雉繁殖的水池，於必要時，依當年度水量、氣候條件與

池塘(棲地)狀況作調整或洘潭，以避免外來種泰國鯉魚太大，

造成獵殺剛出生之水雉幼鳥，同時減輕植栽腐質沈積造成陸化

問題。 

2.冬季不排水的水池做為儲水用水池，配合水利會供水的時間，於

儲水池儘量儲水。 

3.以台糖15號地下水井用於生態緊急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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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規劃理念與構想 

一、規劃理念 

(一)建構嘉南埤圳濕地保育網 

2010 年第 10 屆生物多樣性公約大會通過「里山倡議」，其目的是

要維持、恢復或重建「社會-生態的生產地景(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 SEPL)」，以增進人類福祉，同時達成生物多樣性公約的三

大目標（趙榮台，2015）。台灣農田生態系的水梯田與相關水圳、埤塘、

農村，除具有滯洪與水資源涵養，以及孕育水生動植物多樣性的功能

外，還具有景觀、遊憩及文化傳承的價值，即屬於里山倡議中農業生

物多樣性保育、傳統知識保存及鄉村社區發展的環境（張弘毅，2014）。

埤塘與水圳是嘉南平原的重要地景，它不僅反映先民水利灌溉發展的

過程，同時也呈現人類與自然互動共存的例證。但由於濫墾、大量施

用農藥等不永續的使用，造成生態棲地消失、物種減少等危機。本重

要濕地乃人為將蔗田營造為埤塘型的濕地，為了保育生態資源並增進

人類福祉，應串連嘉南平原埤塘、水圳，並結合農田生態系概念，建

構嘉南埤圳濕地保育網絡，以呼應濕地公約及生物多樣性公約之精神。 

(二)彰顯濕地生態系統功能服務 

國際濕地公約以明智利用(wise use)為其核心理念，要求透過生態

系統取徑 (ecosystem approaches)，維持濕地的生態特徵 (ecological 

character)，以達到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之目標。所謂生態

系統取徑，乃是一種資源管理或規劃的方法，其特色是承認人類各個

部門的利用合起來將對環境產生多重壓力，因此需要將生態系統服務

納入決策，並緊密結合社會系統與生態系統作整體考量(Tallis et al., 

2010)。 

濕地、海岸與海洋生態系統乃世界上具有相當高的生產力、多樣

性與價值的生態系統之一 ( Costanza et al., 1997; Costanza et al., 

2014)。 2005 年「千禧年生態系統評估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明確指出自然生態系統是人類的「生命支持系統」，為

人類提供必要的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 Services)。生態系統服務包

括供應(provision)、支持(supporting)、調節(regulation)與文化(culture)

四大功能，對生態系統各方面的利用，可有助於人類福祉(Fisher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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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進公眾參與及教育推廣 

生物多樣性公約為了宣導、深化人們對於全球生物多樣性的保

育，特別引入 CEPA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nd Public Awareness)

概念，透過溝通、教育與公眾覺醒活動，來幫助政府、教育人員、公

眾認識生物多樣性，並且付諸行動。IUCN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乃建立 CEPA 專家小組，並且研發促進 CEPA

落實的工具。雖然許多政府與 NGOs 一直不斷地提倡環境教育，但傳

統的實踐方式仍需要改善，一般最為人詬病的是太多術語、太消極、

說教的態度、抽象的概念甚至恐嚇。正確的方式應是激勵、喚起，透

過有策略而正面積極的方式來溝通，並且適應不同的環境與社會文

化。CEPA 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工具，以促進濕地公約的實踐，其是

由一系列概念所組成：2
 

 C 代表溝通、串連、改變（態度與行為）、量能建制 

 E 代表教育、培能（專業知識） 

 P 代表公眾、公眾意識、公眾參與、政策工具 

 A 代表意識與行動 

國際濕地公約很早就採用這個概念，1999 年第 7 屆締約國會議

(COP7)決議通過促進CEPA行動以支持濕地公約之實踐。2008年國際

濕地公約在韓國舉行第 10 次締約國大會，通過 2009-2015 年 CEPA計

畫，成為 CEPA 計畫行動指引，該項決議也鼓勵各締約國建構濕地教

育中心(Wetland Education Centres)，以倡導濕地保育與明智利用的原

則，並應該交換資訊、教材與專業知識，以有益於各中心的經營與運

作。 

 

二、規劃原則 

(一)規劃合理性 

依據現況使用型式，考量計畫目標及未來經營管理，適當之規劃

分區，以達成濕地明智利用。 

(二)重要鳥類棲息環境之保全及營造復育 

考量濕地歷史脈絡，持續營造復育水雉棲息繁殖環境作為本濕地

之重要功能，持續科學監測研究，並作為水雉等相關研究之基地，同

                                                 

2
 CEPA toolkit http://www.cepatoolkit.org/ 



 

55 

 

時發揮濕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 

(三)推動民眾參與及教育推廣生態保育與明智利用 

倡導環境教育，促進社區及民眾的認識與支持，推動本重要濕地

逐步成為埤塘及農田生態系保育之平台。 

 

三、規劃構想 

(一)核心保育區：國母山遺址位於本重要濕地南側，為兼顧生物棲地維

護保育及地下遺址保護需求，規劃為核心保育區。 

(二)生態復育區：為保護、復育水雉族群，乃將水雉棲息環境營造復育

之區域，考量棲地營造工作需求，規劃為生態復育區，目的在推動

濕地復育，營造適合水雉棲息環境。 

(三)環境教育區：位於本重要濕地東北側，為出入口、教室、賞鳥牆等

環境教育及解說設施區域（不含私有地），也是濕地經營管理辦公室

之所在，以提供環境教育及民眾參與活動等功能服務。 

 

 



 

56 

 

 

圖 9-1 官田重要濕地規劃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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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及允許明智利用項目 

一、濕地系統功能分區 

本計畫共劃設 3 種功能分區，包括核心保育區、生態復育區及環境

教育區等(圖 10-1)，各功能分區劃設原則、劃設區域及管理目標請參見

表 10-1。 

 

圖 10-1 官田重要濕地功能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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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劃設原則、劃設區域及管理目標 

功能

分區 
管制規定 劃設原則及區域 管理目標 

面積 

(公頃) 

核
心
保
育
區 

為保護濕地

重要生態，

以容許生態

保護及研究

使用為限。 

國母山遺址範圍  生態調查與科學研究。 

 生態資源及棲地保育。 

 水雉棲地營造。 

 考古遺址保護。 

2.4 

生
態
復
育
區 

為復育遭受

破壞區域，

以容許生態

復育及研究

使用為限。 

1.濕地內現有水雉復育棲

地(嘉南大圳南北兩側水

雉繁殖棲息區域)。 

2.濕地內適合營造水雉棲

息所需濕地環境。 

 生態調查與科學研究。 

 生態資源及棲地保育。 

 水雉棲地營造。 11.0 

環
境
教
育
區 

為推動濕地

環境教育，

供環境展示

解說使用及

設置必要設

施。 

1.濕地內教育中心、辦公

室、休憩區及賞鳥亭。 

2.濕地內現有及未來可提

供環境教育之場域，包含

距離濕地東界 30 公尺範

圍、南至嘉南大圳麻豆支

線區域。 

3.濕地內適合提供環境展

示解說及設置必要設施

之區域。 

 維持並提供環境展

示、解說、體驗使用之

重要基地，並設置必要

設施。 

 促進宣導、環境教育活

動 

 促進民眾參與並倡導

環境生態保育意識。 

1.6 

備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經釘椿測量、地籍逕為分割結果為準。 

 

二、功能分區標示原則 

本計畫係依據現況設施、使用情形與規劃構想進行使用分區劃設，

本計畫正式發布實施後，將就陸域部分再進行分區定椿以資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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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允許明智利用項目 

本保育利用計畫之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如下： 

表 10-2 允許利用項目一覽表 

功能

分區 
編號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 說明 

核
心
保
育
區 

核心 

1. 生態保護、監測及科學研究。 

2. 水雉棲地保護及營造各項作為。 

3.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遺址監管保

護辦法允許項目。 

4. 環境教育活動。 

國母山遺址範圍 

 

 

 

 

生
態
復
育
區 

生復 

1. 生態保護、監測及科學研究。 

2. 濕地復育，營造適合水雉棲息環

境所需措施及工程。 

3. 嘉南大圳麻豆支線北側棲地可進

行環境教育活動。 

4. 度冬期可依當年雨量調整部分棲

地水位。 

既有水雉棲地復

育區域 

環
境
教
育
區 

環教 

1. 環境教育、環境展示解說使用，

並得設置相關必要服務設施。 

2. 水雉棲地營造各項作為。 

3. 經主管機關許可之綠能設施。 

既有環境教育及

賞鳥亭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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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水資源保護及利用管理計畫 

一、濕地水質定期監測 

本計畫區水質監測項目，係依據「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

水投入標準」規定辦理；考量本濕地周圍環境條件，建議增測溶氧量、

導電度與水位等項目，設置水質監測位置(如圖 11-1)，並視主管機關需

求得增加調查頻度及監測位置，以維護水資源。 

本重要濕地水源部分來自農田灌溉水，而重要濕地之重要功能在營

造水雉繁殖所需棲息環境，必需透過人為管理操控以維持水位及植生穩

定，因此建議可參酌歷年水質監測資料與主管機關討論未來水質管理目

標。 

 

表 11-1 濕地水質定期監測項目表 

適用範圍 監測項目 單位 調查頻率 

重
要
濕
地
範
圍 

水溫(water temperature) ℃ 每季一次 

酸鹼值(pH) - 每季一次 

溶氧(DO) mg/L 每季一次 

導電度(EC) μmho/cm25℃ 每季一次 

硝酸鹽氮(NO3-N) mg/L 每季一次 

氨氮(NH3-N) mg/L 每季一次 

總磷(TP) mg/L 每季一次 

生化需氧量(BOD5) mg/L 每季一次 

化學需氧量(COD) mg/L 每季一次 

懸浮固體(SS) mg/L 每季一次 

水位 cm 每月一次 

 

二、濕地水資源管理 

(一)水資源管理 

濕地水源來自農田水利會灌溉用水及地下水井緊急生態用水，皆位

於濕地範圍外，於進行濕地明智利用經營管理時，若有需要應向主管機

關申請並會同水利權責單位同意。濕地範圍內之涵管等用水設施，以及

實務上各塊棲地水位調控，則由認養管理單位視現況需求進行定期性維

護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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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濕地水量管理 

官田重要濕地位於平原農業區，周邊有少許聚落東庄、瓦窯庄及拔

子林，本濕地水源主要為嘉南大圳灌溉用水，停灌期則依賴井水及雨水

（濕地水文請參見圖 4-5）；配合水質監測採樣及量測池內水位高度觀

測，確保濕地水資源系統穩定。 

 

 

圖 11-1 建議水質測站位置示意圖 

 



 

62 

 

拾貳、保育、復育、限制或禁止行為及其他維護管理
之規定或措施 

官田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之保育、復育、限制或禁止行為、

維護管理之規定或措施，除依濕地保育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外，應依本

保育利用計畫之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辦理。 

一、濕地保育法第 25 條規定 

非經主管機關許可，重要濕地範圍內禁止從事下列行為。但其他法律

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擅自抽取、引取、截斷或排放濕地水資源及改變原有水資源系統。 

(二)挖掘、取土、埋填、堆置或變更濕地地形地貌。 

(三)破壞生物洄游通道及野生動植物繁殖區或棲息環境。 

(四)於重要濕地或其上游、周邊水域投放化學物品，排放或傾倒污(廢)

水、廢棄物或其他足以降低濕地生態功能之污染物。 

(五)騷擾、毒害、獵捕、虐待、宰殺野生動物。 

(六)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砍伐、採集、放生、引入、捕撈、獵

捕、撿拾生物資源。 

二、管理規定 

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管理規定，分為共同管理規定及各功能分區管理

規定，分述如下： 

(一)共同管理規定 

1. 本重要濕地範圍內依「臺南市政府農業局辦理水雉生態教育園區認

養作業要點」(參見附錄六)規定辦理。 

2. 優先於環境教育區內，選擇自然、人文優美景觀或生態豐富地區

設置觀景、眺望及觀察生態設施或解說教育設施。 

3. 重要動植物資源保護，得優先於環境教育區內設置宣導、警告及

防護隔離設施，另為因應緊急事件，得設置動物緊急搶救醫療設

施。 

4. 濕地範圍內之涵管及自來水管線等用水設施，由主管機關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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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禁止任何污染水質之行為。未來新增計畫排放之污水，應符合「重

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規定。 

6. 有關圳路整治及水利設施之設置等依水利法及嘉南農田水利相關

辦法辦理之各項行為，經相關主管機關核准後得以進行，同時副

知主管機關。 

7. 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與列冊追縱之遺址範圍重疊區域之修繕或下

挖工程，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遺址監管保護辦法」規定辦

理，同時副知主管機關。 

8. 涉遺址考掘之開挖行為，應先報經主管機關同意並依生態補償辦

法實施異地補償及安置後，始得據以執行。 

9. 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必要之公共服務設施、公用設備及為保護環

境必要之相關設施，皆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法規辦理，同

時副知主管機關。 

10. 主管機關或受主管機關委託得以空拍機執行研究、監測或巡視等

工作，其他單位或個人使用空拍機應向主管機關申請，並應避免

對野生動物造成干擾。 

11. 於本計畫範圍內設置之綠能設施應符合濕地設置再生能源設施之

相關設施規範且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始得設置。 

12. 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禁止從事下列行為。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 

(1)任意丟擲垃圾、傾倒垃圾、任何事業廢棄物，包括農漁業事業

廢棄物、營建廢棄物廢土及放置違章構造物及其他破壞自然環

境行為。 

(2)於濕地上空進行干擾野生動物之行為，如放風箏、天燈、拖曳

傘、廣告氣球、熱氣球、遙控飛機或輕航機等。 

(3)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事項。 

 

(二)各功能分區管理規定 

本濕地視生態環境共劃設 3 種功能分區，包括核心保育區、生態復

育區及環境教育區，各功能分區管理規定如下： 

 



 

64 

 

 

表 12-1 各功能分區管理規定一覽表 

功能

分區 
編號 管理規定 備註 

核
心
保
育
區 

核心 

1. 區內為營造水雉繁殖棲息環境所需措施及工程，經

主管機關許可後執行。 

2. 若有修繕工程，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遺址

監管保護辦法」規定辦理，委請考古專家學者進行

施工監看，涉及下挖工程應委請考古專家學者進行

內涵調查後，方可進行後續事宜。 

國母山遺址

範圍 

生
態
復
育
區 

生復 

1. 區內為營造水雉繁殖棲息環境所需措施及工程，經

主管機關許可後執行。 

2. 冬季為增加停棲於園區之水雉與其他水鳥，減少農

藥中毒死傷，可參考當年雨量及農田水利會輪灌情

形，整理部分棲地水位讓更多水鳥棲息，減少中毒

傷亡，水位調整儘量在區內以幫浦處理。 

3. 環境教育活動應限於有助棲地經營管理及維護所

需工作。 

既有水雉復

育棲地 

環
境
教
育
區 

環教 

1. 區內合法建築物或工程設施之新建、增建、改建或

修建，得報經主管機關許可後辦理。 

2. 依濕地開園日時間提供民眾入園參觀*。 

3. 於水雉繁殖季期間（每年 4~9 月），辦理環境教育

活動應加強生態宣導，並應於鄰接水雉復育區域設

置告示或宣導牌，避免干擾鳥類繁殖。 

既有環境教

育及辦公室

等設施 

*依「臺南市政府農業局辦理水雉生態教育園區認養作業要點」由臺南市政府委託認養，

訂定入園需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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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 

一、擬定目的 

為使濕地環境遭受破壞、污染、水質異常、生物大量死亡等緊急事件

發生或有發生之虞，能立即透過各種傳訊工具，將濕地影響狀況迅速控制

及通報；並協調相關機關及污染者，採取各種必要之緊急應變及恢復措

施，防止擴大並減輕對濕地影響。 

 

二、應變層級分類 

(一)第一級 

1. 擅自抽取、引取、截斷或排放濕地水資源超過「重要濕地內灌溉排

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每日引水量限值或改變原有水資源系統

致魚類等水中生物 50 隻以上且未達 100 隻死亡。 

2. 遭挖掘、取土、埋填、堆置或變更濕地地形地貌超過該處重要濕

地 5％以上且未達 15％面積。 

3. 破壞生物洄游通道及野生動植物繁殖區或棲息環境，超過核心保

育區、生態復育區或「具重要科學研究、文化資產、生態及環境價

值之應優先保護區域」5％以上且未達 15％之面積。 

4. 於重要濕地或其上游、周邊水域投放化學物品，排放或傾倒污

（廢）水、廢棄物或其他足以降低濕地生態功能之污染物致重要指

標物種超過 15 隻以上死亡或污染重要濕地 5％以上且未達 15％面

積。 

5. 重要指標物種超過 15 隻以上且未達 50 隻（動物）死亡。 

(二)第二級 

1. 擅自抽取、引取、截斷或排放濕地水資源超過「重要濕地內灌溉排

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每日引水量限值或改變原有水資源系統

致魚類等水中生物有 100 隻以上且未達 200 隻死亡。 

2. 遭挖掘、取土、埋填、堆置或變更濕地地形地貌超過該處重要濕

地 15％以上且未達 30％面積。 

3. 破壞生物洄游通道及野生動植物繁殖區或棲息環境，達具核心保

育區、生態復育區或「具重要科學研究、文化資產、生態及環境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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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之應優先保護區域」15％以上且未達 30％面積。 

4. 於重要濕地或其上游、周邊水域投放化學物品，排放或傾倒污 

（廢）水、廢棄物或其他足以降低濕地生態功能之污染物致重要指

標物種 50 隻以上且未達 100 隻死亡或污染重要濕地 15％以上且未

達 30％面積。 

5. 重要指標物種 50 隻以上且未達 100 隻（動物）死亡。 

(三)第三級 

1. 擅自抽取、引取、截斷或排放濕地水資源超過「重要濕地內灌溉排

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每日引水量限值或改變原有水資源系統

致魚類等水中生物有 200 隻以上死亡。 

2. 遭挖掘、取土、埋填、堆置或變更濕地地形地貌達該處重要濕地

面積 30％。 

3. 破壞生物洄游通道及野生動植物繁殖區或棲息環境，達具核心保

育區、生態復育區或「具重要科學研究、文化資產、生態及環境價

值之應優先保護區域」30％面積。 

4. 於重要濕地或其上游、周邊水域投放化學物品，排放或傾倒污 

（廢）水、廢棄物或其他足以降低濕地生態功能之污染物致重要指

標物種 100 隻以上死亡或污染重要濕地面積達 30％。 

5. 重要指標物種 100 隻（動物）以上死亡。 

三、緊急應變措施 

(一)受委辦臺南市政府接獲緊急事件通報，應通知相關機關並派員前往

勘查，瞭解該事件對生態影響，視事件現場狀況啟動濕地環境監測調

查，同時依法查處並依各應變層級研判是否需啟動緊急應變措施，如

涉水污染、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寒害與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重大

病害等事件通知該權責機關，並配合辦理相關作業。 

(二)經研判不需啟動緊急應變機制，依法查處污染或肇事者，要求其清

除及控制污染物質或恢復原狀，並持續監督其改善情形。 

(三)經研判如需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應進行濕地環境調查監測，緊急應

變措施依應變層級說明如下： 

1.第一級應變處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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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辦臺南市政府成立應變小組就濕地受影響情形及環境調查

監測結果進行研判，協調相關權責機關，並通知營建署。應變小組

應分別針對濕地環境受影響樣態，聯繫相關學術機構或民間組織等

專業單位提供應變處理諮詢，並協調相關單位提供相關圖資、水控

制閘門、清理濕地內廢棄物或污染控制清除及環境維護措施等協

助，小組各成員應依權責協助或處置、水質、生態及土地影響評

估。應變小組應責成污染或肇事者清除及控制污染物質或恢復原

狀。 

應變小組成員為受委辦臺南市政府、營建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嘉南農田水利會、臺南市政府環保局、農業局、官田區公

所…等。 

2.第二級應變處理措施 

營建署接獲通報後成立應變中心就濕地受影響情形及環境調查

監測結果進行研判，協調中央相關權責機關，依權責進行分工，並

通知內政部。應變中心分別針對濕地環境受影響樣態，聯繫學術機

構或民間組織等專業單位提供應變處理諮詢，進行督導及應變處理

作業。必要時得視事件現場情況，成立現場應變小組，即時執行相

關應變措施。 

應變中心成員為營建署、受委辦臺南市政府、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等。 

3.第三級應變處理措施 

內政部接獲通報後成立應變中心就濕地受影響情形及環境調查

監測結果進行研判，協調中央相關權責機關，依權責進行分工，並

通知行政院。應變中心分別針對濕地環境受影響樣態，聯繫學術機

構或民間組織等專業單位提供應變處理諮詢，進行督導及應變處理

作業。必要時得視事件現場情況，成立現場應變小組，即時執行相

關應變措施。 

應變中心成員為內政部、營建署、受委辦臺南市政府、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 

(四)若緊急事件對濕地影響持續擴大則依應變層級分類提升應變層級。 

(五)完成緊急應變處理後，並依環境監測調查結果，檢視對環境影響原

因是否解除，如未解除，應持續追蹤，監督應變處理措施並通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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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環境影響原因已解除，則進行恢復措施，並依法查處。 

四、恢復措施 

營建署應要求污染或肇事者應提出濕地水質、生態及土地影響及恢復

措施方案，經諮詢學術機構或民間組織等專業單位後，並要求其限期改

善，受委辦臺南市政府應持續追蹤改善情形。相關恢復措施應考量濕地水

質、生態及土地性質及受影響情形並經專業評估後執行，建議如下： 

(一)遭破壞濕地之棲地營造。 

(二)重要物種植物補植。 

(三)重要物種育苗孵育。 

 

五、重要濕地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處理作業流程 

重要濕地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處理作業流程如圖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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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 重要濕地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處理作業流程圖 

註：臺南市水雉生態教育園區禽流感 SOP 作業流程參見附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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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財務與實施計畫 

一、實施計畫 

官田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之實施計畫，以計畫年期 25 年訂定短、

中、長期方向，執行計畫與經費以 5 年編列，年度經費配合濕地保育利

用計畫 5 年通盤檢討調整；計畫內容以濕地之保育、復育及促進環境教

育與社區參與為主，實施計畫內容如下： 

 

(一)濕地生態調查監測計畫 

濕地環境監測之目的在掌握濕地現況與變化動態，同時檢驗保育

措施之成效。建議工作內容如下： 

1. 陸域動物監測項目應包含鳥類、兩棲及爬行動物類，頻率為每

月 1 次（鳥類可依需求每月 2 次）；水域動物監測項目應包含

大型底棲動物、魚類（含甲殼類），頻率為每季 1 次。第五年計

畫再檢討應增加哺乳類（每季 1 次）、植物（乾濕季各 1 次），

並進行歷年綜合分析檢討。調查方式可考量自動化無人生態攝

影技術。 

2. 持續監測重要濕地內及台南地區的水雉族群之動態，頻率為每

月 1 次，內容包括水雉族群量、繁殖巢數、孵化率等，適時提

供水雉保育對策，以確保水雉族群穩定成長。 

3. 調查及評估台南的水雉族群數量及利用狀況，作為保育水雉族

群的基礎。 

4. 台北赤蛙出現期(每年約 4~8 月)應加強濕地及週邊之調查，並推

動其保育工作。 

5. 詳細調查資料應定期上傳國家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資料庫。調

查成果應建置地理資訊系統，以利空間分析。 

(二)濕地水質檢測及分析計畫 

定期檢測水質變化，分析可能之影響因子，以作為訂定各項水質管

理目標之參考資料。 

1. 水質監測項目及頻率參見第拾壹章，應紀錄監測時間與位置。 

2. 本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所規劃的檢測點，建議每季監測一次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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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水位每月一次），得視需要增加檢測點及檢測頻率，並考量入

水口檢測點。 

3. 依主管機關需求調查底質及沈積物，並檢討該年度水量、水位操

控之程序內容，並逐步建立標準水資源系統管理操作方式，以作

為濕地經營管理之參考。並建議不定期檢驗農藥項目。 

4. 詳細調查資料應建置 GIS 並定期上傳國家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

資料庫及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料庫。調查成果應建置地理資訊

系統，以利空間分析。 

(三)官田重要濕地經營工作計畫 

透由棲地的經營與管理，促進水雉等野生物保育並維持濕地生物

多樣性。確保水雉族群穩定，並成為水雉保育工作之典範。發展官田

重要濕地成為濕地生態教育為主軸的環境教育場域，兼具物種復育、

保育與教育、休閒遊憩等功能。加強社區參與、溝通及合作，促進公眾

的瞭解、認同與支持。建議工作內容如下： 

1. 持續執行水雉棲地的經營與管理工作，包括維持水雉繁殖所需植

生、棲地水位等環境，營造本濕地擔任水雉物種保育及濕地生

物多樣性，維持 15 公頃園區內水雉族群之穩定。 

2. 持續與擴大開園服務及環教空間，提供更多機會讓民眾認識水

雉生態及自然保育之重要性；廣納各方資源（包括高鐵開發單

位、台糖、企業、學校及水資源回收中心等單位），擴大參與。

持續發展及辦理濕地生態教育活動，兼具物種復育、保育與教

育、休閒遊憩等功能之場域。 

3. 辦理宣導活動、座談會、工作坊、觀摩研習等活動，結合社

區，改善水雉度冬棲地，推廣友善農業（包含輔導機制、生態

補償措施等），春播時不使用有毒稻穀灑播稻種，避免造成水雉

等野生物食毒穀大量死亡。可進一步選擇適當田區（水雉群聚

度冬區），營造成殘菱泥灘濕地狀態，使水雉於此秧苗期有一

提供食物來源的安全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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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計畫 

為使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各項工作項目得以順利推動，計畫實施推動

年期分為短期(1~2 年)及中期(3~5 年)兩個部分，各年期之執行工作項目

及所需經費詳如表 14-1 所示。 

表 14-1 計畫期程、內容與經費 

計畫名稱 
計畫實施年期與經費需求(萬元) 主辦機關 

／協辦單位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濕地生態調查監

測計畫 
60 75 75 75 75 

內政部營建署、 

農委會林務局 

／臺南市政府 

濕地水質採樣檢

測分析計畫 
10 25 25 25 25 

內政部營建署、 

農委會林務局 

／臺南市政府 

官田重要濕地經

營工作計畫 
80 200 200 200 200 

內政部營建署、 

農委會林務局 

／臺南市政府 

重要濕地保育利

用計畫通盤檢討 
- - - - 20 

內政部營建署、 

農委會林務局 

／臺南市政府 

小計 150 300 300 300 320 

內政部第 1至 4年

每年編列 0 萬

元，第 5 年編列

20 萬元。農委會

第 1年編列 150萬

元，至 2 至 5 年每

年編列 300 萬元。 

註：1.經費將視年度預算審定額度辦理。 

2.以上各年度得在總經費範圍內，視實際需要酌予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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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伍、其他相關事項 

依內政部 105 年 8 月 10 日台內營字第 1050810702 號函，臺南市政府

接受委辦官田重要濕地之規劃、經營管理、審查及處分作業（詳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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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官田重要濕地生態資源名錄 

1.1 植物名錄（資料來源：台南市水雉生態教育園區網站） 

科名 學名 中文名 備註 

滿江紅科 Azollaceae Azolla japonica Fr.et sav. 日本滿江紅 
 

 
Azolla pinnata R.Brown. 滿江紅 DD 

蘋科 Marsileaceae Marsilea crenate Presl. 南國田字草 DD 

水蕨科 Parkeriaceae Ceratopteris thalictroides (L.) Brongn. 水蕨 LC 

槐葉蘋科 Salviniaceae Salvinia molesta D.S.Mitchell 人厭槐葉蘋 
 

 
Salvinia natans (L.) All 槐葉蘋 CR 

爵床科 Acanthaceae Hygrophila pogonocalyx Hayata. 大安水蓑衣 EN 

 
Hygrophila salicifolia (Vahl) Nees 柳葉水蓑衣 NT* 

莧科 Amaranthaceae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 空心蓮子草 NA 

旋花科 Convolvulaceae Ipomoea aquatica Forsk. 草菜(空心菜) NA 

小二仙草科 

Haloragaceae 
Myriophyllum aquaticum (Vell.)Verdc. 粉綠狐尾藻 NA 

 
Myriophyllum spicatum L. 聚藻 LC 

千屈菜科 Lythraceae Rotala rotundifolia (Wallich.ex Roxb.) koehne 水猪母乳 LC 

睡菜科 Menyanthaceae Nymphoides coreana (Lev.) Hara 小莕菜 VU 

 
Nymphoides indica (L.) O. Kuntze 印度莕菜 EN 

 
Nymphoides hydrophylla (Lour.) O. Kuntze 龍骨瓣莕菜 CR 

苦檻藍科 Myoporaceae Myoporum bontioides A. Gray 苦檻藍 EN 

蓮科 Nelumbonaceae Nelumbo nucifera Gaertn. 荷花 NA 

睡蓮科 Nymphaeaceae Euryale ferox Salisb. 芡 CR 

 
Nuphar shimadai Hayata 臺灣萍蓬草 CR 

  
觀音蓮 園藝 

  
四季觀音蓮 園藝 

  
香水蓮花 園藝 

  
滿天星 園藝 

 

Nymphaea lotus L.var. dentata (Schum.et 

Thonn.) Nichols. 
齒葉夜睡蓮 

 

  
大王蓮 園藝 

  
子母蓮 園藝 

  
白色睡蓮 園藝 

柳葉菜科 Onagraceae Ludwigia adscendens (L.) Hara 白花水龍 LC 

 
Ludwigia hyssopifolia (G.Don) Exell 細葉水丁香 LC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Raven 水丁香 LC 

 
Ludwigia Perennis L. 小花水丁香 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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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學名 中文名 備註 

蓼科 Polygonaceae Polygonum pulchrum Blume 絨毛蓼 VU 

 
Polygonum lanatum Roxb. 白苦柱 LC 

 
Polygonum glabrum Willd. 紅辣蓼 LC 

楊柳科 Salicaceae Salix warburgii O. Seemen. 水柳 LC 

玄參科 Scrophulariaceae Bacopa Monnieri (L.) Wettst. 過長沙 LC 

 
Lindernia anagallis (Burm.f.) Pennell 定經草 LC 

菱角科 Trapaceae Trapa natans L.var. bispinosa Nakino 菱角 
 

 
Trapa quadrispinosa 四角菱 

 

 
Trapa bispinosa Roxb. var. iinumai Nakano 菱 LC 

繖形花科 Umbelliferae Oenanthe javanica (Blume) DC. 水芹菜 LC 

水金英科 

Hydrocharitaceae 
Hydrocleys nymphoides (willd.)Buchenau. 水金英 

 

狸藻科 Lentibulariaceae Utricularia aurea Lour. 黃花狸藻 EN 

 
Utricularia gibba L. 絲葉狸藻 VU 

茨藻科 Najadaceae Najas orientalis Triest et Uotila. 東方茨藻 
 

毛莨科 Ranunculaceae Ranunculus sceleratus L. 石龍芮 LC 

澤瀉科 Alismataceae Sagittaria Trifolia L. 三腳剪(水芋) LC 

 
Caldesia grandis Samuel. 圓葉澤瀉 CR 

天南星科 Araceae Pistia Stratiotes L. 大萍 NA 

莎草科 Cyperaceae Cyperus Difformis L. 異花莎草 LC 

 
Cyperus iria L. 碎米莎草 LC 

 
Eleocharis dulcis (Burm.f.) Trin. ex Henschel 荸薺 NA 

  
非洲紙莎草 園藝 

 
Scirpus triangulatus Rosh 三角莎草 

 
禾本科 Gramineae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Beauv. 稗 LC 

 

Hygroryza Aristata (Retz.) Nees. ex Wight et 

Arn. 
水禾 RE 

 
Leersia hexandra Sw. 李氏禾 LC 

 
Zizania latifolia (Griseb.) Stapf 茭白筍 NA 

水鱉科 Hydrocharitaceae Vallisneria spiralis L. 苦草 
 

 
Egeria densa Planch. 水蘊草 

 
燈心草科 Juncacaceae Juncus effusus L. var. decipiens Buchen. 燈心草 LC 

浮萍科 Lemnaceae Lemna aequinoctialis Welwitsh. 青萍 LC 

 
Spirodela polyrhiza (L.) Schleid. 水萍 LC 

 
Wolffia globosa (Roxb.) Hartog & Plas. 無根萍 LC 

 
Spirodela punctata (G.F.W.Meyer) Thompson 紫萍 LC 

眼子菜科 Potamogeton crispus L. 馬藻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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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學名 中文名 備註 

Potamogetonaceae 

 
Potamogeton malaianus Miq. 匙葉眼子菜 LC 

香蒲科 Typhaceae Typha angustata Bory et Chanbard. 長苞香蒲 
 

 
Typha orientalis Presl 香蒲 LC 

物種評估等級分為絕滅(Extinct, Ex)、野外絕滅(Extinct in the Wild, EW) 、地區絕滅

(regional extinct, RE) 、嚴重瀕臨絕滅(Critically Endangered, CR)、瀕臨絕滅(Endangered, 

EN)、易受害(Vulnerable, VU)、接近威脅(Near Threatened, NT)、安全(Least Concern, LC)、

資料不足(Data Deficient, DD)及未評估(Not Evaluated, NE)等十級。 

 

1.2 鳥類名錄（資料來源：台南市水雉生態教育園區網站） 

科名 學名 中文名 保育等級 特有類別 

雁鴨科 Anatidae Anser fabalis 豆雁 
 

 

 
Tadorna tadorna 花鳧 

 
 

 
Anas penelope 赤頸鴨 

 
 

 
Anas americana 葡萄胸鴨 

 
 

 
Anas falcata 羅文鴨 

 
 

 
Anas strepera 赤膀鴨 

 
 

 
Anas crecca 小水鴨 

 
 

 
Anas platyrhynchos 綠頭鴨 

 
 

 
Anas zonorhyncha 花嘴鴨 

 
 

 
Anas acuta 尖尾鴨 

 
 

 
Anas querquedula 白眉鴨 

 
 

 
Anas clypeata 琵嘴鴨 

 
 

 
Aythya baeri 青頭潛鴨 

 
 

 
Aythya fuligula 鳳頭潛鴨 

 
 

 
Tadorna ferruginea 瀆鳧 

 
 

雉科 Phasianidae Bambusicola thoracica 竹雞 
 

 

 
Phasianus colchicus 環頸雉 II Es 

 
Coturnix japonica 鵪鶉 

 
 

鸊鷉科 Podicipedidae Tachybaptus ruficollis 小鸊鷉 
 

 

鷺科 Ardeidae Ardea cinerea 蒼鷺 
 

 

 
Ardea purpurea 紫鷺 

 
 

 
Ardea alba 大白鷺 

 
 

 
Mesophoyx intermedia 中白鷺 

 
 

 
Egretta garzetta 小白鷺 

 
 

 
Bubulcus ibis 黃頭鷺 

 
 

 
Ardeola bacchus 池鷺 

 
 



 

79 

 

科名 學名 中文名 保育等級 特有類別 

 
Butorides striata 綠蓑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夜鷺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Ixobrychus sinensis 黃小鷺 

 
 

 
Ixobrychus cinnamomeus 栗小鷺 

 
 

 
Botaurus stellaris 大麻鷺 

 
 

䴉科 Threskiornithidae Platalea leucorodia 白琵鷺 II  

 
Platalea minor 黑面琵鷺 I  

 
Threskiornis aethiopicus 埃及聖䴉 

 
F 

鶚科 Pandionidae Pandion haliaetus 魚鷹 II  

鷹科 Accipitridae Circus spilonotus 澤鵟 II  

 Elanus caeruleus 黑翅鳶 II  

 Milvus migrans 黑鳶 II  

 
Spilornis cheela 大冠鷲 II Es 

秧雞科 Rallidae Gallirallus striatus 灰胸秧雞 
 

Es 

 
Rallus indicus 秧雞 

 
 

 
Porzana cinerea 白眉秧雞 

 
 

 
Porzana pusilla 小秧雞 

 
 

 
Porzana fusca (Zapornia fusca) 緋秧雞 

 
 

 
Amaurornis phoenicurus 白腹秧雞 

 
 

 
Gallicrex cinerea 董雞 

 
 

 
Gallinula chloropus 紅冠水雞 

 
 

 
Fulica atra 白冠雞 

 
 

 
Porzana porzana 斑胸田雞 

 
 

長腳鷸科 Recurvirostridae Himantopus himantopus 高蹺鴴 
 

 

鴴科 Charadriidae Vanellus vanellus 小辮鴴 
 

 

 
Pluvialis fulva 金斑鴴 

 
 

 
Pluvialis squatarola 灰斑鴴 

 
 

 
Charadrius hiaticula 環頸鴴 

 
 

 
Charadrius dubius 小環頸鴴 

 
 

 
Charadrius alexandrinus 東方環頸鴴 

 
 

 
Charadrius mongolus 蒙古鴴 

 
 

彩鷸科 Rostratulidae Rostratula benghalensis 彩鷸 II  

水雉科 Jacanidae Hydrophasianus chirurgus 水雉 II  

鷸科 Scolopacidae Tringa totanus 赤足鷸 
 

 

 
Tringa stagnatilis 小青足鷸 

 
 

 
Tringa nebularia 青足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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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學名 中文名 保育等級 特有類別 

 
Tringa ochropus 白腰草鷸 

 
 

 
Tringa glareola 鷹斑鷸 

 
 

 
Xenus cinereus 反嘴鷸 

 
 

 
Actitis hypoleucos 磯鷸 

 
 

 
Tringa brevipes 黃足鷸 

 
 

 
Arenaria interpres 翻石鷸 

 
 

 
Gallinago stenura 針尾鷸 

 
 

 
Gallinago gallinago 田鷸 

 
 

 
Calidris ruficollis 紅胸濱鷸 

 
 

 
Calidris temminckii 丹氏濱鷸 

 
 

 
Calidris subminuta 長趾濱鷸 

 
 

 
Calidris acuminata 尖尾濱鷸 

 
 

 
Calidris pugnax 流蘇鷸 

 
 

三趾鶉科 Turnicidae Turnix suscitator 棕三趾鶉 
 

Es 

燕鴴科 Glareolidae Glareola maldivarum 燕鴴 III  

鷗科 Laridae Chlidonias leucopterus 白翅黑燕鷗 
 

 

 
Sternula albifrons 小燕鷗 II  

鳩鴿科 Columbidae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Es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紅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斑頸鳩 

 
 

杜鵑科 Cuculidae Cuculus saturatus 中杜鵑 
 

 

 
Centropus bengalensis 番鵑 

 
 

鴟鴞科 Strigidae Otus lettia 領角鴞 II Es 

夜鷹科 Caprimulgidae Caprimulgus affinis 台灣夜鷹 
 

Es 

雨燕科 Apodidae Apus nipalensis 小雨燕 
 

Es 

翠鳥科 Alcedinidae Alcedo atthis 翠鳥 
 

 

 
Halcyon smyrnensis 蒼翡翠 

 
 

蜂虎科 Meropidae Merops philippinus 栗喉蜂虎 
 

 

佛法僧科 Coraciidae Eurystomus orientalis 佛法僧 
 

 

鬚鴷科 Capitonidae 

Megalaimidae 
Psilopogon nuchalis 五色鳥 

 

E 

啄木鳥科 Picidae Dendrocopos canicapillus 小啄木 
 

 

隼科 Falconidae Falco tinnunculus 紅隼 II  

 
Falco peregrinus 遊隼 I  

伯勞科 Laniidae Lanius cristatus 紅尾伯勞 III  

 
Lanius schach 棕背伯勞 

 
Es 

黃鸝科 Oriolidae Oriolus chinensis 黃鸝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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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學名 中文名 保育等級 特有類別 

卷尾科 Dicruridae Dicrurus macrocercus 大卷尾 
 

Es 

鴉科 Corvidae Dendrocitta formosae 樹鵲 
 

Es 

百靈科 Alaudidae Alauda gulgula 小雲雀 
 

 

燕科 Hirundinidae Riparia chinensis 棕沙燕 
 

 

 
Riparia riparia 灰沙燕 

 
 

 
Hirundo rustica 家燕 

 
 

 
Hirundo tahitica 洋燕 

 
 

 
Cecropis striolata 赤腰燕 

 
 

樹鶯科  Cettidae  Urosphena squameiceps 短尾鶯 
 

 

 
Cettia diphone 短翅樹鶯 

 
 

葦鶯科 Acrocephalidae Acrocephalus orientalis 大葦鶯 
 

 

扇尾鶯科 Cisticolidae Cisticola juncidis 棕扇尾鶯 
 

 

 
Cisticola exilis 黃頭扇尾鶯 

 
Es 

 
Prinia inornata 褐頭鷦鶯 

 
Es 

 
Prinia flaviventris 灰頭鷦鶯 

 
 

柳鶯科 Phylloscopidae Phylloscopus borealis 極北柳鶯 
 

 

鵯科 Pycnonotidae Pycnonotus sinensis 白頭翁 
 

Es 

 
Pycnonotus taivanus 烏頭翁 II E 

繡眼科 Zosteropidae Zosterops japonicus 綠繡眼 
 

 

畫眉科 Timaliidae Megapomatorhinus erythrogenys 大彎嘴 
 

E 

 
Pomatorhinus musicus 小彎嘴 

 
E 

噪眉科 Leiothrichidae Garrulax canorus 大陸畫眉 
 

F 

王鶲科 Monarchidae  Hypothymis azurea 黑枕藍鶲 
 

Es 

 Terpsiphone atrocaudata 紫綬帶 II  

鶲科  Muscicapida Calliope calliope 野鴝 
 

 

 
Phoenicurus auroreus 黃尾鴝 

 
 

 
Monticola solitarius 藍磯鶇 

 
 

鶇科 Turdidae Zoothera dauma 虎鶇 
 

 

 
Turdus chrysolaus 赤腹鶇 

 
 

 
Turdus pallidus 白腹鶇 

 
 

八哥科 Sturnidae Spodiopsar sericeus 絲光椋鳥 
 

 

 
Spodiopsar cineraceus 灰椋鳥 

 
 

 
Sturnus vulgaris 歐洲椋鳥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八哥 II Es 

 
Acridotheres javanicus 白尾八哥 

 
F 

 
Acridotheres tristis 家八哥 

 
F 

鶺鴒科 Motacillidae Dendronanthus indicus 山鶺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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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學名 中文名 保育等級 特有類別 

 
Motacilla flava 黃鶺鴒 

 
 

 
Motacilla cinerea 灰鶺鴒 

 
 

 
Motacilla alba 白鶺鴒 

 
 

 
Anthus richardi 大花鷚 

 
 

 
Anthus hodgsoni 樹鷚 

 
 

 
Anthus cervinus 赤喉鷚 

 
 

 
Anthus gustavi 白背鷚 

 
 

 
Anthus spinoletta 小水鷚 

 
 

鵐科 Emberizidae Emberiza rustica 田鵐 
 

 

 
Emberiza sulphurata 野鵐 II  

 
Emberiza spodocephala 黑臉鵐 

 
 

麻雀科 Passeridae Passer montanus 麻雀 
 

 

梅花雀科 Estrildidae Lonchura striata 白腰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斑文鳥 

 
 

 
Lonchura malacca 黑頭文鳥 

 
F 

 
Euodice malabarica 白喉文鳥 

 
F 

鸚鵡科 Psittacidae Melopsittacus undulatus 虎皮鸚鵡 
 

F 

註：保育等級 I 表示瀕臨絕種野生動物；II 表示珍貴稀有野生動物；III 表示其他應

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特有類別：E 台灣特有種；Es 台灣特有亞種；F 外來種。 

 

1.3 昆蟲名錄（資料來源：台南市水雉生態教育園區網站） 

科名 學名 中文名 特有類別 

蜜蜂科 Apidae Apis mellifera 義大利蜂  

步行蟲科 Carabidae Craspedophorus formosanus 台灣四星步行蟲  

金花蟲科 Chrysomelidae Aspidomorpha miliaris 大黑星龜金花蟲  

 Galerucella nipponensis 菱角金花蟲  

 
Oides decempunctata 十星偽瓢螢金花蟲  

瓢蟲科 Coccinellidae Cheilomenes sexmaculata 六條瓢蟲  

細蟌科 Coenagrionidae Ischnura senegalensis 青紋細蟌  

緣蝽科 Coreidae Cletus trigonus 長肩棘緣蝽  

蟋蟀科 Gryllidae Brachytrupes portentosus 台灣大蟋蟀  

蜻蜓科 Libellulidae Orthetrum sabina sabina 杜松蜻蜓  

 
Diplacodes trivialis 侏儒蜻蜓  

 
Acisoma panorpoides panorpoides 粗腰蜻蜓  

 
Crocothemis servilia servilia 猩紅蜻蜓  

 
Brachyyhemis contaminata 褐斑蜻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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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學名 中文名 特有類別 

 
Pantala flavescens 薄翅蜻蜓  

負蝗科 Acrididae Atractomorpha sinensis 紅后負蝗  

蝽科 Pentatomidae Erthesina fullo 黃斑黑蝽  

螳科 Mantidae Tenodera aridifolia 枯葉大刀螳  

紅蝽科 Pyrrhocoridae Antilochus coquebertii 頸紅蝽  

金龜子科 Scarabaeidae Protaetia orientalis sakaii 東方白點花金龜 Es 

 
Anomala expansa 臺灣青銅金龜  

食蚜蠅科 Syrphidae Eristalis arvorum 斑眼食蚜蠅  

蝗科 Acrididae Trilophidia japonica 疣蝗  

胡蜂科 Vespidae Vespa affinis 黃腰虎頭蜂  

蝗科 Acrididae Chondracris rosea 台灣大蝗  

草螟科 Crambidae Parapoynx crisonalis 褐帶紋水螟蛾  

粉蝶科 Pieridae Eurema alitha esakii 江崎黃蝶  

 Eurema brigitta hainana 星黃蝶  

 Eurema andersoni godana 淡色黃蝶  

 Catopsilia pomona 淡黃蝶  

 Colias poliographus formosana 紋黃蝶  

 Pieris canidia canidia 台灣紋白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日本紋白蝶  

 Eurema blanda arsakia 台灣黃蝶  

 Eurema hecabe 荷氏黃蝶  

斑蝶亞科 Danainae Danaus chrysippus 樺斑蝶  

蛺蝶亞科 Nymphalinae Ariadne ariadne pallidior 樺蛺蝶  

 Junonia almana 孔雀蛺蝶  

 Athyma cama zoroastes 小單帶蝶  

 Hypolimnas misippus 雌紅紫蛺蝶  

 Limenitis sulpitia tricula 台灣星三線蝶  

 Neptis philyra splendens 三線蝶  

蛇目蝶亞科 Satyrinae Mycalesis mineus 圓翅單環蝶  

 Lethe chandica ratnacri 雌褐蔭蝶  

小灰蝶科 Lycaenidae Zizula hylax 迷你小灰蝶  

 Lampiders boeticus 波紋小灰蝶  

 Chilades pandava peripatria 黑斑蘇鐵小灰蝶  

 Actolepis puspa myla 台灣琉璃小灰蝶  

 Celastrina argiolus caphis 琉璃小灰蝶  

 Jamides bochus formosanus 琉璃波紋小灰蝶  

 Heliophorus ila matsumurae 紅邊黃小灰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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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學名 中文名 特有類別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沖繩小灰蝶  

 Syntarucus plinius 角紋小灰蝶  

挵蝶科 Hesperiidae Daimio tethys moori 玉帶挵蝶  

 Ampittia virgata myakei 狹翅黃星挵蝶  

 Potanthus motzui 細帶黃斑挵蝶  

 Badamia exclamationis 淡綠挵蝶  

 Suastus gremius 黑星挵蝶  

 Parnara bada 姬單帶挵蝶  

註：特有類別：E 台灣特有種；Es 台灣特有亞種；F 外來種。 

 

1.4 底棲動物名錄（資料來源：翁義聰等，2004） 

Nematoda 線蟲動物門 

Ephemeroptera 蜉蝣目 spp. 

Candonidae 螢光介蟲科 spp. 

Ilyocyprididae 泥介蟲科 spp. 

Cyprididae 腺狀介蟲科 spp. 

Ampullariidae 蘋果螺科 Pomacea canaliculata 福壽螺 

Lymnaeidae 椎實螺科 Austropeplea sp. 

Planorbidae 扁蜷科 Hippeutis umbilicalis 平扁蜷 

Thiaridae 錐蜷科 Thiara tuberculata 網蜷 

Viviparidae 田螺科 Sinotaia quadrata 石田螺 

Ancylidae 盤蜷科 Ferrissia sp. 盤蜷 

Nepidae 蝎蝽科 Ranatra sp. 水螳螂 

Corixidae 水蝽科 spp. 水蝽 

Notoectidae 藻蟲科 Anisops sp. 仰泳蝽 

Pleidae 圓水蝽科 Paralea sp. 圓水蝽 

Belostomatidae 田鼈科 Diplonychus rustius 田鼈 

Gerridae 水黽科 Gerris sp. 水黽 

Mesoveliidae 棘黽科 Mesovelia sp. 棘黽 

Dytiscidae 龍蝨科 spp. (L) 龍蝨幼蟲 

Dytiscidae 龍蝨科 spp. (A) 龍蝨成蟲 

Hydrophilidae 牙蟲科 sp. 大黑牙蟲 

Ceratopogonidae 蠓科 spp. (L) 蠓幼蟲 

Chironomidae 搖蚊科 spp. (L) 搖蚊幼蟲 

Culicidae 蚊科 sp. (L) 蚊幼蟲 

Hphydridae 水蠅科 sp. 水蠅幼蟲 

Syrphidae 水蠅科 sp. 長尾水蠅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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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nagrionidae 細蟌科 spp. (L) 豆娘水蠆 

Libellulidae 蜻蜓科 spp. (L) 蜻蜓水蠆 

Pyralidae 螟蛾科 Parapoynx cirsonalis 褐帶紋螟 

Copepoda 橈足亞綱 spp. 

Cladoaera 枝角目 sp.1 

Cladoaera 枝角目 sp.2 

Anura 無尾目 spp. 蝌蚪 

Hydryphantidae 盾水螨科 sp. 水螨 

Crambidae 草螟科 Parapoynx crisonalis 褐帶紋水螟蛾 

 

1.5 兩棲爬行類名錄（資料來源：台南市水雉生態教育園區網站） 

科名 學名 中文名 保育等級 特有類別 

飛蜥科 Agamidae Japalura swinhonis 斯文豪氏攀蜥 
 

E 

壁虎科 Gekkonidae Hemidactylus frenatus 疣尾蝎虎 
 

 

石龍子科 Scincidae Eutropis longicaudata 長尾南蜥 
 

 

 
Mabuya multifasciata 多線南蜥 

 
 

 
Eumeces elegans 麗紋石龍子 

 
 

地龜科 Geoemydidae Ocadia sinensis 斑龜 
 

 

蝙蝠蛇科 Elapidae Naja atra 眼鏡蛇 III  

 
Bungarus multicinctus 雨傘節 III  

水蛇科 Homalopsidae Enhydris plumbea 水蛇 
 

 

黃頷蛇科 Colubridae Amphiesma stolatum 花浪蛇 
 

 

 
Xenochrophis piscator 草花蛇 

 
 

 
Elaphe carinata 臭青公 

 
 

 
Oligodon formosanus 赤背松柏根 

 
 

 
Ptyas mucosus 南蛇 

 
 

蟾蜍科 Bufonidae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黑眶蟾蜍 
 

 

叉舌蛙科 Dicroglossidae Fejervarya limnocharis 澤蛙 
 

 

赤蛙科 Ranidae Hoplobatrachus rugulosus 虎皮蛙 
 

 

 
Rana plancyi 金線蛙 III  

 
Hylarana taipehensis 台北赤蛙 II  

 
Hylarana guntheri 貢德氏赤蛙 

 
 

狹口蛙科 Microhyla ornata 小雨蛙 
 

 

註：保育等級 I 表示瀕臨絕種野生動物；II 表示珍貴稀有野生動物；III 表示其他應

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特有類別：E 台灣特有種；Es 台灣特有亞種；F 外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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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明智利用檢核表 

 

 適時(A) 適地(B) 適量(C) 適性(D) 

1.生物資源     

1.1 

重要指標

物種 

1.1.A.1 

出現時間為何？ 

1.1.B.1 

出現地點、棲地性

質為何？ 

1.1.C.1 

目前生物監測數

量？ 

1.1.D.1 

目前使用該物種方

式為何？ 

A.水鳥 水雉、彩鷸全年可

見，候鳥季可見高蹺

鴴、雁鴨、鷸鴴科、

鷺科 

水雉於浮葉區、彩

鷸於水岸草叢，雁

鴨於水域，鷸鴴科

於淺灘 

待進一步調查 鳥類為生態旅遊賞

鳥資源，亦為食物

鏈的上層，可檢驗

生態保育效果。 

B.水生植

物 

全年 環境教育區教學池

及育苗池、核心保

育區及生態復育區

水雉復育環境 

以菱、芡、杏菜為

最多，台灣萍蓬

草、圓葉澤瀉、黃

花狸藻為稀有。 

教學池及育苗池可

作環境教育材料及

種源庫，核心保育

區及其生態復育則

作為水雉棲息繁殖

使用。 

 1.1.A.2 

預計保育時間為何？ 

1.1.B.2 

預計保育範圍為

何？ 

1.1.C.2 

未來保育目標數

量？ 

1.1.D.2 

未來使用該物種方

式為何？ 

 4-11 月水雉繁殖期，

6-9 月產卵育雛期應

加強管制，避免干擾 

核心保育區及生態

復育 

- 觀賞、環境教育 

 

1.2 

保護傘指

標物種 

1.2.A.1 

出現時間為何？ 

1.2.B.1 

出現地點、棲地性

質為何？ 

1.2.C.1 

目前生物監測數

量？ 

1.2.D.1 

目前使用該物種方

式為何？ 

水雉 以繁殖期為主(4-11

月) 

核心保育區、生態

復育及環境教育區

之教學池 

濕地內成鳥 123

隻，全台南 711 隻 

賞鳥、環境教育 

 1.2.A.2 

預計保育時間為何？ 

1.2.B.2 

預計保育範圍為

何？ 

1.2.C.2 

未來保育目標數

量？ 

1.2.D.2 

未來使用該物種方

式為何？ 

 全年 核心保育區及生態

復育 

濕地內維持成鳥

100 隻以上 

水雉棲地營造，可

以檢驗保育效果 

2.水資源     

2.1 

水質與水

量 

2.1.A.1 

目前抽取（排放）季

節或時間為何？ 

2.1.B.1 

目前抽取（排放）

地點為何？ 

2.1.C.1 

目前抽取量為何？ 

 

2.1.D.1 

目前水質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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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嘉南農田水利局灌

溉計畫引水 

嘉南大圳北側由南

番子田小給 2 引

水，南側南瓦磘中

給線引水 

- 濕地內應進行調

查；水源主要項目

皆合乎灌溉水質標

準 

 2.1.A.2 

未來允許抽取（排放）

季節或時間為何？ 

2.1.B.2 

未來允許抽取（排

放）地點為何？ 

2.1.C.2 

經計算後，允許抽

取量為何？ 

2.1.D.2 

未來水質管理目標

為何？ 

 同前 同前 - 濕地內應進行調

查；水源主要項目

皆合乎灌溉水質標

準 

2.2 

溫度 

2.2.A.1 

目前排放季節或時間

為何？ 

2.2.B.1 

目前排放地點為

何？ 

─ 2.2.D.1 

目前平均水溫為

何？ 

 目前無廢熱排放 維持無廢熱排放  96年調查秋季21.1

℃，夏季 28.8℃ 

 2.2.A.2 

未來允許排放季節或

時間為何？ 

2.2.B.2 

未來允許排放地點

為何？ 

─ 2.2.D.2 

未來允許排放水溫

為何？ 

 全區禁止廢熱排放 全區禁止廢熱排放 ─ 全區禁止廢熱排放 

3.土地 3.1.A.1 

目前現況使用時間為

何？ 

3.1.B.1 

目前現況使用地點

（範圍）為何？ 

3.1.C.1 

目前現況使用強度

為何？ 

3.1.D.1 

目前現況使用類型

為何？ 

 全年 東北側入口區域為

環境教育及辦公，

其餘營造水雉棲地 

低度使用 水雉棲地營造、環

境教育及導覽解說 

 3.1.A.2 

未來允許明智利用時

間為何？ 

3.1.B.2 

未來允許明智利用

地點（範圍）為何？ 

3.1.C.2 

未來允許明智利用

強度為何？ 

3.1.D.2 

未來允許明智利用

類型為何？ 

 全年 分為核心保育區、

環境教育區及其他

分區 

環境教育區低度使

用，核心保育區、

生態復育以水雉復

育為主 

水雉棲地營造、環

境教育及導覽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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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官田重要濕地受委託(辦)單位之管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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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本計畫辦理歷程 

時間 歷程 

2017 年 3 月 30 日 於臺南市政府民治行政中心召開機關協調會 

2017 年 8 月 29 日 於臺南市官田區公所召開公展說明會 

2017 年 12 月 13 日 第 1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 

2018 年 2 月 3 日 107 年度「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第 2 次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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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官田重要濕地地籍清冊 

 

縣市 鄉鎮市 段小段 地號 所有權人 功能分區 部分涉及 

臺南市 官田區 番子田段 767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復、環教  

臺南市 官田區 番子田段 767-3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復、環教  

臺南市 官田區 番子田段 768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復  

臺南市 官田區 番子田段 768-1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復  

臺南市 官田區 番子田段 772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復  

臺南市 官田區 番子田段 773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核心、生復  

臺南市 官田區 番子田段 774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核心、生復  

臺南市 官田區 西庄段 891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復 部分 

註：1.官田重要地地籍清冊可供查詢參考。 

2.部分涉及係指該筆地號土地，部分位於官田重要濕地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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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臺南市政府農業局辦理水雉生態教育園區認
養作業要點 

103年2月14日南市農森字第1020978868A號令發布 

104年5月5日南市農森字第1040137528A號令修正發布 

一、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水雉生態教育園區（以下簡

稱本園區）認養之相關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園區範圍為臺南市官田區番子田段七六七地號等八筆土地（附表一）、

園區內之辦公室及濕地教育中心。 

三、 認養人需具生態保育區域經營管理三年以上之實務經驗，其資格如下： 

（一）立案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保育團體及其分支機構或社區發展協會。 

（二）其他經本局核准者。 

四、本園區之認養事項如下： 

（一）水雉棲地營造及管理。 

（二）水雉族群監測。 

（三）環境整理、硬體設備及安全之維護。 

（四）每年 12月至次年 1月，於園區外容易發生水雉中毒傷亡之高風險區域，

進行巡查、救援、衛星定位、回報及統計分析等工作。 

（五）開園服務。 

（六）舉辦環境教育及宣導活動。 

（七）突發及意外狀況之處理。 

（八）其他經本局核准事項。 

五、認養本園區係屬公益性質，認養人不得有營利行為，且不得限定本園區

使用對象。但舉辦環境教育推廣活動得酌收講師費、材料費及保險費等

費用。 

未經本局同意，認養人不得將本園區移轉由第三人管理。 

六、認養申請人應備齊下列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 

（一）申請表（附表二）。 

（二）計畫書。 

（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及立案證書影本。 

（四）具生態保育區域經營管理三年以上實務經驗之證明文件。 

（五）其他佐證資料。 

前項第二款計畫書內容應依其性質載明如下： 

（一）基本資料：組織團隊簡介、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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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標、經營策略、方式（含水雉保育、棲地營造與維護、環境教育推

廣）及未來展望等。 

（三）財務規畫。 

七、認養申請人提出申請後，由本局以書面或召開審查會審查，必要時得通

知申請人進行簡報說明。 

八、認養申請人自接獲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應與本局簽訂認養契約，屆期

未辦妥者，本局得重新徵選認養人。 

認養期間一次以二年為原則。 

   本局得針對第四點規定事項指派業務相關人員或聘請專家學者，辦理

績效考核。考核結果優良者，本局得公開表揚。 

九、認養契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認養園區範圍。 

（二）認養期間。 

（三）管理、保育、復育方式及內容。 

（四）雙方權利義務及使用限制。 

（五）認養契約期間屆滿、續約、終止之事由及後續處理方式。 

（六）其他約定事項。 

十、本園區土地租金及水電費由本局負擔。 

  自本園區取得環境教育場域認證後三個月起，認證期間之水電費由認養

人負擔。 

  因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認養人之事由，致本園區硬體設

備或棲地損壞，其整修費用，本局得於經費許可下，酌予分擔。 

   其餘所需費用，由認養人自行籌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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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105 年度臺南市政府推行水雉保育獎勵方案 

105 年度臺南市政府推行水雉保育獎勵方案 

壹、 依據：本方案依據 86年 10月 2日「原臺南縣水雉保護區維生系統學術

座談會」會議結論辦理。 

貳、 實施目的：為鼓勵菱農保育水雉，維護自然生態平衡，進而提高水雉族

群數量，特訂定此獎勵方案。 

參、 預算額度：本方案預算來源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補助臺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辦理 105 年度臺南市生物多樣性保育及入

侵種管理計畫經費，納入本府 105 年度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

費用項下支應 34萬 5,000元，及本府 105年度編列同一計畫

預算科目項下支應 51萬 8,000元，總計 86萬 3,000元。 

肆、 實施時程：自 105年 4月 1日至 105年 12月 31日止。 

伍、 獎勵對象：臺南市轄區內，保育水雉自然繁殖成功之菱角田、埤、池塘

或其他型態棲地之土地所有人、承租人或實際耕種人。 

陸、 獎勵金申請方式及核發標準： 

一、 符合本方案獎勵資格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或戶籍地之

區公所提出申請： 

（一） 申請書。 

（二） 土地所有權狀或租賃契約書影印本，或經里長簽章證明確為

實際耕種者。 

（三） 土地為共有者，應另檢具其他共有人同意書。 

二、 獎勵金核發標準：自然情況下保育水雉繁殖，每巢成功孵化幼鳥 1

至 3隻者，核發獎勵金 2,000元；每巢成功孵化幼鳥 4隻者，核發

獎勵金 3,000元。 

柒、 水雉繁殖查核程序： 

一、 本府農業局收到區公所層轉（傳真電話：06-6334348）之申請文件

後，委託查核單位辦理巢位與蛋數之確認、雛鳥出生觀察及幼鳥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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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鑑定。 

二、 查核單位依實際調查結果，填具水雉獎勵查核卡並核章，送本府農

業局審核。 

三、 經審核符合本方案獎勵規定者，由受理之區公所編造獎勵金印領清

冊，報請本府農業局，據以核發獎勵金。 

四、 倘若獎勵金總額超出預算時，得依據區公所申請書送達之先後順序

核發獎勵金，至獎勵金補助額度用罄止。 

捌、 執行效益： 

一、有效增加水雉族群量，保存物種多樣性。 

二、因應國際保育潮流，維護國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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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臺南市水雉生態教育園區禽流感 SOP 作業
流程 

 

 

 

 

※原則上不要接觸這些鴨子的口鼻分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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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跨機關協調會 

官田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跨機關協調會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6 年 3 月 30 日 上午 10 時整 

二、 地點：本府民治行政中心世紀大樓三樓會議室 

三、 主持人：劉主任秘書正熊                   記錄：李沂蓉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四、 規劃單位報告：洽悉 

五、 機關協調會討論 

議題(一)：是否同意目前研擬之保育利用計畫範圍。 

決議：請規劃單位對於各與會單位所提意見做修正。(詳意見彙整表) 

議題(二)：重要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及明智利用項目是否與各單位現行法

規及計畫抵觸或需增加項目。 

決議：請規劃單位對於各與會單位所提意見做修正，並請各單位於會議

結束後，如有相關意見補充請於 7 日內，函文至農業局。(詳意

見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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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公開展覽說明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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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 
建議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1 李○珍 草 案

P.17 

保育利用計畫應為上位計劃

，應是以大原則與方向為重點

，規範如此詳盡，恐造成棲地

經營者難以依實際狀況做調

整。例如:泰國鱧，福壽螺都

無法透過洘潭而減少數量，但

是針對強勢的植物，洘潭是比

較能有效的處理。洘潭時，將

水排乾，需要時間，加上水位

高低差，也無法將水洘乾...

還會造成水生生物的損傷，是

否2-3年一次，在管理上是有

困難的。洘潭後，嘉南大圳進

水時間很有限，初期進水，為

低水位需要靠電與柴油抽水

，是否會造成過度能源的消耗

?是值得思考。氣候的變化難

以預料，會不會在洘潭後，碰

到乾旱，反而造成來不及趕上

布置繁殖季的植被，對工作人

員考驗太大。洘潭後，因水要

排很久，很有可能也會造成如

巴拉草的入侵，更難清理。 

改為「於必要時，

於當年度水量，氣

候條件與池裡(棲

地)狀況而做調整

」。 

建議採納。 

修訂為「於必要

時，視當年度水

量，氣候條件與池

裡(棲地)狀況作

調整」(附件編號

1)。 

草 案

P.22 

2011-2013年之間，幼鳥成長

數高，是因為當時翁主任以人

為強力經營狀況下而得到的

結果。2014翁主任離世，已無

人如他般從早做到晚，

2014-2015的幼鳥成長數下降

下來。2016試著調整，模仿翁

主任的方式以人為方式細膩

的布置棲地，鳥的幼鳥成長數

明顯的回升，也驗證了園區的

棲地是隨時在變動的，需要以

農業強力介入經營，水雉的繁

殖才能穩定成長。 

水雉棲地經營，應

以水雉繁殖與棲

地需求為維持與

經營重點，透過人

為農田濕地經營

模式做適當之處

理，水雉生長與稻

作、菱角農作物生

長期對應關係如

附件一。 

建議採納。 

1.水雉棲地經營

需求已納入課題

及計畫目標，並

納入允許明智利

用項目。 

2.除了水雉棲地

營造之外，也建

議重視埤塘農田

濕地生物多樣性

及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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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建議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附件一、水雉與稻作及菱角生長期之對應關係 

草 案

P.50 

課題三、提供水雉繁殖期可用

築巢育雛環境；內談到鼓勵菱

農種植菱角與度冬區域友善

耕種是兩個不同的面向，在保

育策略上分屬不同方向不能

混為一談。 

冬季度冬區的保

護與水雉夏季繁

殖期棲地，鼓勵農

民保護水雉為兩

個課題，無法混為

一談。建議分開寫

。說明如下: 

1.水雉繁殖環境

可用築巢育雛:指

5-11月為水雉繁

殖期，鼓勵種植以

菱角為主，可透過

持續的水雉巢位

補助，若巢位補助

計畫錢用罄，可以

鼓勵企業投入幫

忙或尋求其他方

式鼓勵農民願意

繼續保育。 

2.12月-4月指的

是農民於冬天菱

角枯萎，農民以直

播法灑播稻種，並

以加保扶浸泡，與

施放福瑞松與托

福松，抗蟲得造成

建議部分採納。 

課題三係指包含

園區外之繁殖環

境 以 及 度 冬 環

境，課題二則敘及

中毒問題，兩者皆

涉及友善耕作。建

議 文 句 調 整 修

正，避免誤會（附

件編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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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建議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水雉誤食中毒死

亡。度冬區棲地保

育，可鼓勵農民以

插秧法，即可避免

水雉因誤食毒餌

大量死亡或尋求

其他驅鳥方式。 

草 案

P.57 

1.核心區早已規劃為儲水區

，目前以荷花為強勢植物，如

果沒有透過農業經營管理的

強力介入，有時會需要大量的

人力，去移除某些強勢植物，

此人力往往需要環境教育活

動來克服，否則將難以成為水

雉棲地。 

2.其他分區的水雉棲地營造

，也需要以農業的方式，依植

物生長的方式持續不斷的強

力經營，有時會需要大量的人

力，去移除某些強勢植物，此

人力往往需要環境教育活動

來克服。 

建議核心區與其

他分區都加入水

雉棲地營造以友

善耕種農業經營

與環境教育活動

。(P. 58也是一樣

) 

建議部分採納。 

建議將「水雉棲地

營造」明確納入核

心區管理目標(附

件編號 3)。 

建議將環境教育

活動納入嘉南大

圳以北之生復區

允許利用項目，同

時敘明其管理規

定（附件編號 4）。 

草 案

P.63 

在各功能分區管理規定一覽

表內，核心區是個儲水區，加

上仍是需要隨時觀察植栽生

長與水雉繁殖狀況而調整。 

建議加上浮水性

植物與友善耕種

農業濕地必要之

經營管理措施。 

建議採納。 

水雉棲地保護及

營造各項作為已

納入允許明智利

用項目。 

草 案

P.64 

因棲地營造需要以農業管理

的方式來執行，在繁殖季時，

仍是需要強力經營與控制，必

須依現況做調整與控制病蟲

害，若福壽螺暴增時，須施用

苦茶粕後，造成魚類死亡，是

否算是汙染?若不處理，水雉

的棲地將造成菱角整片消失

，影響水雉繁殖。 

建議修改為棲地

營造必要之處置

方式除外。 

建議採納。 

1.緊急應變措施

係針對非預期之

緊急事件。 

2.另允許明智利
用項目「濕地復
育，營造適合水
雉棲息環境所
需措施及工程」
中並已涵蓋不
違反濕地法第
25 條規定之各
種農作行為及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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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建議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草 案

P.71 

經營計畫只有80-200萬元，要

做環境教育，園區外與棲地營

造，光是棲地營造，勞動人力

的聘任經費完全都不夠，怎有

餘力再做園區外的友善耕種

的推展。 

建議經費是

800-1000萬元(政

府補助，募工與募

款)。 

建議未便採納。 

本案係依內政部

核定經費編列。建

議經營管理單位

依需求條列工作

項目，以利向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爭

取經費。 

草 案

P.85 

園區的水對彩鷸來說:太深了

，能否成為檢核的指標物種，

有待商榷。 

園區植物皆為人為移入，要成

為檢核指標會有些問題的。(

非原生棲地，若遭其他植物淘

汰是否還要再植入?) 

園區是以水雉來

營造棲地，建議以

水雉為檢核的指

標物種。 

 

建議採納。 

1.水雉已納入明

智利用檢核表指

標物種。 

2.83 年 8 月 16

日，高速鐵路環

境影響評估審查

會有條件通過，

其中生態部份為

「在台南縣德元

埤有水雉、彩鷸

等野生動物繁殖

區，在未提出具

體保  護計畫並

經審查同意前，

這個路段不得動

工。」可見當時

環評亦要求彩鷸

之保育，惟水雉

之保育成果較為

彰顯。 

3.園區曾紀錄有

彩鷸，故棲地朝

生 物 多 樣 性 演

替，園區生物資

源可作適地適性

之使用。 

計 畫

書(草

案 )P.

86 

1.核心區域與其他區域都需

要強力的經營與管理，若前面

的措施不改，無法做適當處理

，那這考核表是無效。 

2.核心區域是儲水區，水雉的

利用率不高。 

1.建議核心區仍

是需要農田濕地

，以浮葉性水生植

物強力經營管理。 

2.建議修改核心

區域範圍，將其他

區域一起列為核

建議部分採納。 

建議將其他分區

規劃為生態復育

區；至於核心區範

圍係參考遺址範

圍，以利於管理，

並將水雉復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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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建議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心區域。 造措施納入核心

區及生復區允許

使用項目。 

2 鄭○傑 

 

 1.草案中，核心保育區及其他分區（水雉棲地）皆

為水雉復育之重要棲地，強烈建議皆劃設為「生

態復育區」，持續營造適合水雉的濕地環境。該

「生態復育區」之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建議納入

菱角田全年耕種至採收過程之各種農作行為及方

法。 

2.就官田濕地內現有步道、賞鳥亭及未來適合設置

賞鳥亭地點，皆劃為「環境教育區」，提供環境

教育及解說之場域。 

3.管理規定中有「非經許可，不得進入…」等文字

，有違濕地保育法之虞，建議修正。 

建議部分採納。 

1.建議將原「其他

分區」調整規劃

為「生態復育

區」；另該允許
明智利用項目
「濕地復育，營
造適合水雉棲
息環境所需措
施及工程」並
已涵蓋不違反
濕地法第 25條
規定之各種農
作 行 為 及 方
法。 

2.另「環境教育

區」已按適當區

域設置，爰維持

原規劃範圍。 

3.至有關「非經許

可 ， 不 得 進

入…」之管理規

定，建議依陳情

意見修正予以

刪除（附件編號

5）。 

3 陳○群 

 

 關於計畫中之第伍、社會經濟

環境，整體資料似乎都由計畫

撰寫人從「官田鄉誌」與官方

網站(如區公所或市政府)直

接剪貼複製資料，導致人文社

會資源方面恐有失偏頗。（甚

至資料錯誤，如第36頁，官田

區舊名「番仔田」，就是個錯

誤訊息，內文所說引用官田區

公所網站也未曾見此訊息。 

實際下鄉田野調

查並跟區公所相

關人員還有在地

文史工作者實地

採訪，或能提供更

精確的訊息。 

建議採納。 

修正為「官田區隆

本村舊名『番仔

田』」（附件編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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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建議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4 臺南市政

府農業局 

 官田重要濕地範圍原屬水雉

生態教育園區，提供民眾教育

及遊憩環境，每年參訪人數逾

2萬人，惟因無自有自來水管

線，經常須借用鄰近農民住戶

家用自來水，但受限水壓致經

常生活用水不足，影響民眾參

與保育之品質，為提供完善教

育解說及休閒遊憩環境，宜在

劃設環境教育區內設置自來

水管線，以吸引更多民眾參與

濕地及水雉保育活動。 

建請實施自來水

管線，並納入保育

利用計畫─其他

維護管理之規定

或措施中。 

 

建議採納。 

建議納入共同管

理事項「4.濕地範

圍內之涵管及自

來水管線等用水

設施，由主管機關

負責」。（附件編

號 7） 

截止日期：106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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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規劃單位建議修正內容對照表 

編號 位置 原公展內容 規劃單位建議修正內容 說明 

1 公展計

畫書

(P.17)

－園區

水位調

控建議 

透過水位調控的機制，在不同時

節提供園區環境多樣性，降低水

雉幼鳥被捕食的威脅…… 

1.園區有水雉繁殖的水池，每 2

至 3年一個週期在冬季時將水

排乾洘潭，以避免外來種泰國

鯉魚太大，造成獵殺剛出生之

水雉幼鳥，同時減輕植栽腐質

沈積造成陸化問題。 

透過水位調控的機制，在不同時

節提供園區環境多樣性，降低水

雉幼鳥被捕食的威脅…… 

1.園區有水雉繁殖的水池，於必

要時，視當年度水量、氣候條

件與池塘(棲地)狀況作調整，

以避免外來種泰國鯉魚太大，

造成獵殺剛出生之水雉幼鳥，

同時減輕植栽腐質沈積造成陸

化問題。 

棲地經營宜

以較具彈性

方式為原

則。 

2 公展計

畫書

(P.50)

－課題

與對策 

課題三、提供水雉繁殖期可用築

巢育雛環境 

說明：水雉繁殖期之可用築巢棲

地不足，無法使度冬末期進入繁

殖期前之族群量穩定保持於 500

隻之上。農業人口老年化，除了

菱農獎勵辦法，應有整體性保育

機制。 

課題三、提供水雉繁殖期可用築

巢育雛環境 

說明：水雉繁殖期包含園區外之

可用築巢棲地不足，無法使度冬

末期進入繁殖期前之族群量穩

定保持於 500隻之上。農業人口

老年化，除了菱農獎勵辦法，應

有整體性保育機制。 

係指包含園

區外之繁殖

環境以及度

冬環境。 

3 公展計

畫書

(P.57)

－表

10-1功

能分區

管理目

標 

核心保育區管理目標： 

 生態調查與科學研究。 

 生態資源及棲地保育。 

 考古遺址保護。 

核心保育區管理目標： 

 生態調查與科學研究。 

 生態資源及棲地保育。 

 水雉棲地營造。 

 考古遺址保護。 

將水雉棲地

營造明確納

入。 

4 公展計

畫書

(P.58)

－表

10-2允

許利用

項目 

其他分區允許明智利用項目： 

1.生態保護、監測及科學研究。 

2.濕地復育，營造適合水雉棲息

環境所需措施及工程。 

 

 

3.度冬期可依當年雨量調整部

分棲地水位。 

 

其他分區管理規定： 

1.區內除濕地主管機關、管理單

位所屬人員及申請生態研究人

員，非經許可，不得進入，惟

生態復育區允許明智利用項目： 

1.生態保護、監測及科學研究。 

2.濕地復育，營造適合水雉棲息

環境所需措施及工程。 

3.嘉南大圳麻豆支線北側棲地

可進行環境教育活動。 

4.度冬期可依當年雨量調整部

分棲地水位。 

 

生態復育區管理規定： 

1.(刪除) 

 

 

將其他分區

調整規劃為

生 態 復 育

區，並納入

「環境教育

活動」，活

動區域集中

在環教區鄰

近。同時載

明環境教育

活動之相關

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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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位置 原公展內容 規劃單位建議修正內容 說明 

為緊急避難所需則不在此限。 

2.區內為營造水雉繁殖棲息環

境所需措施及工程，經主管機

關許可後執行。 

3.冬季為增加停棲於園區之水

雉與其他水鳥，減少農藥中毒

死傷，可參考當年雨量及農田

水利會輪灌情形，整理部分棲

地水位讓更多水鳥棲息，減少

中毒傷亡，水位調整儘量在區

內以幫浦處理。 

 

1.區內為營造水雉繁殖棲息環

境所需措施及工程，經主管機

關許可後執行。 

2.冬季為增加停棲於園區之水

雉與其他水鳥，減少農藥中毒

死傷，可參考當年雨量及農田

水利會輪灌情形，整理部分棲

地水位讓更多水鳥棲息，減少

中毒傷亡，水位調整儘量在區

內以幫浦處理。 

3.環境教育活動應限於有助棲

地經營管理及維護所需工作。 

5 公展計

畫書

(P.63)

－表

12-1各

功能分

區管理

規定 

核心保育區： 

1.區內除濕地主管機關、管理單

位所屬人員及申請研究調查人

員，非經許可，不得進入，惟

為緊急避難所需則不在此限。 

其他分區： 

1.區內除濕地主管機關、管理單

位所屬人員及申請研究調查人

員，非經許可，不得進入，惟

為緊急避難所需則不在此限。 

核心保育區： 

1.(刪除) 

 

 

 

生態復育區： 

1.(刪除) 

 

 

內容有違濕

地保育法之

虞者，予以

刪除。 

將其他分區

調整為生態

復育區。 

6 公展計

畫書

(P.36)

－人文

景觀資

(一)復興宮番仔田阿立祖 

官田區舊名「番仔田」 

(一)復興宮番仔田阿立祖 

官田區隆本村舊名「番仔田」 

漏字予以補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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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位置 原公展內容 規劃單位建議修正內容 說明 

源 

7 公展計

畫書

(P.61)

－共同

管理規

定 

(一)共同管理規定 

4.濕地範圍內之涵管等用水設

施，由主管機關負責。 

(一)共同管理規定 

4.濕地範圍內之涵管及自來水

管線等用水設施，由主管機關負

責。 

將「自來水

管線」明確

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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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重要濕地審議小組第 1 次專案小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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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107 年度「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第 2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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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意見綜理表 

委員意見 規劃團隊回覆 

一、委員 1  

計畫書第 52 頁「水資源管理議題」建議可考慮由臺南市政

府研析部分濕地水源由臨近之官田水資源回收中心提供之

可行性。 

依大會決議已由臺南市政府

另案研處中。 

二、委員 2  

（一） 本案為高鐵環評而營造的補償性濕地，深具保育意

義與價值，臺南市政府向台糖公司租用土地長期進行水雉復

育棲地之成效豐碩，值得肯定。 

感謝委員。 

（二） 有關鄰近濕地農田耕作方式，因不在濕地範圍，建

議臺南市政府可強化輔導或宣導農民鼓勵友善農法。 

依大會決議由臺南市政府爭

取預算加強菱農友善農耕輔

導以保育水雉 

三、委員 3  

（一） 計畫書第 3 頁計畫目標 1 之末三行，以水雉為指標

物種，維持並提高其族群量……，此目標不符合生態原則，

任何物種在特定生態系中均有最大族群量，目前該地之族群

應已達此限，計畫書第 25 頁及第 47 頁的說明均已證實，人

為提高某物種之最大族群量必會對其他物種有負面影響，在

永續經營原則下，建議計畫目標改為維持其族群數量，刪除

「並提高」。 

已修正。P.3。(參見附件編號

1) 

（二） 計畫書第 20 頁其他保育類物種是否也應受到重視？ 目標 1 建議保育濕地生物多

樣性，已包含其他保育類物

種。P.3 

（三） 本區之經營似乎可以納入生物群聚之管理需求，而

非過度強調單一物種。 

目標 1 建議保育濕地生物多

樣性，後續建議請管理單位納

入考量。 

（四） 目前規劃以台糖 15 號地下水井為生態緊急用水，不

知該水井目前規劃是否有其他使用者？ 

該水井屬台糖公司管轄，除台

糖外應無其他使用者。 

（五） 計畫書第 50 頁課題一修正後之對策 5 有關建議降低

集約性經營，本人質疑此建議之可行性，因此濕地為人工濕

地，放任自行演替可能會讓此濕地再度惡化，不符設立目標。 

並非放任自行演替，只建議管

理單位考量人力物力與經

費，在棲地經費與環境教育間

作妥善調度，而不需為了提高

重要濕地內的水雉族群量而

太過密集經營。 

（六） 課題二的問題牽涉到本濕地範圍外的問題，雖很重

要，但應由與區外相關單位合作配合。 

感謝委員提點，於實施計畫中

已建議納入各方資料，並與社

區結合，擴大參與。P.71 

（七） 課題三對策 2 之意見，與上述第 6 點意見同。 感謝委員提點，於實施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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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議納入各方資料，並與社

區結合，擴大參與。P.71 

四、委員 4  

有關濕地範圍中間所剔除之私有地其土地使用方式為何？

是否會影響本濕地生態系統？ 

現況為經營果園，目前由經營

團隊與其建立友善關係，對重

要濕地並無影響。P.44 

五、委員 5  

在濕地經營上，抽用地下水的水量應考慮監測；水雉保育除

了棲地經營也應兼顧友善農業的推廣，二者在經費上的分配

應再思考。 

1.水量電費台糖公司及經營

團隊均有記錄。 

2.感謝委員提點，友善農業推

廣工作已納入官田重要濕地

經營工作計畫，經費運用由

管理單位勻支。 

六、委員 6  

（一） 灌溉供水抽地下水是否會引用濕地內之水。 灌溉供水不會引用濕地的水。 

（二） 濕地面積小，生態飽和如何經營管理。 本重要濕地之生態環境乃人

為經營之成果，生態是否飽和

建議後續持續研究探討，然本

計畫建議管理單位衡量人力

物力與經費，以兼顧棲地經營

與環境教育。 

（三） 菱農補助是否可由環境教育解說培訓。 感謝委員提點，菱農補助主要

依臺南市政府公布之「臺南市

政府推行水雉保育獎勵方案」

執行，環境教育解說培訓工作

已納入實施計畫，兩者若能並

行推動，應更有成效。 

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一） 第柒章第一節、重要生態及環境價值，業提及 1993

年高鐵環評要求復育水雉棲地，建議酌予增加復育過程，包

括本局自 2006 年起以補助計畫之方式支持園區棲地營造及

環境教育，及開發單位與公部門、民間單位合作辦理之說明。 

已補充。P.47。(參見附件編號

2) 

（二） 第拾肆章財務計畫，有關表 14-1 計畫期程、內容與

經費之主協辦單位，建議增列濕地保育法主管機關內政部並

請逐年編列經費。 

已增列。P.72。(參見附件編號

3) 

（三） 有關提及持續進行鳥類中毒事件分析 1 節，建議應

著重如何改善中毒事件之發生。 

建議推廣友善農業，已納入實

施計畫。P.71 

八、臺南市政府  



 

133 

 

委員意見 規劃團隊回覆 

有關本濕地引入替代水源議題，用水須為符合食用作物水質

標準方可引入，因本濕地尚以菱角為主要食用作物。 

本案刻正辦理中。 

 

附件 

編

號 
位置 草案內容 規劃單位修正內容 

說明 

1 計畫書

草案

(P.3)－

計畫目

標 

一、復育水雉重要繁殖與棲息環境並保育

濕地生物多樣性 

......以水雉為指標物種，維持並提高其族群

量，並挑選其他指標物種或保護傘指標物

種，以復育營造適合生物棲息的環境。 

一、復育水雉重要繁殖與棲息環境並

保育濕地生物多樣性 

......以水雉為指標物種，維持其族群

量，並挑選其他指標物種或保護傘指

標物種，以復育營造適合生物棲息的

環境。 

刪除提

高。 

2 計畫書

草案

(P.47)

－第柒

章第一

節 

一、重要生態及環境價值 

(一)水雉及水雉生態教育園區 

…… 

一、重要生態及環境價值 

(一)水雉及水雉生態教育園區 

…… 

水雉復育區初期由中華鳥會及濕盟組

成水雉復育委員會，動員嘉義、台南、

高雄、屏東鳥友及濕盟志工投入營

造，目前由台南鳥會認養經營管理。

經費則來自各方的投入，包括交通部

高速鐵路工程局與台灣高速鐵路(股)

公司協助籌措承租經費；農委會林務

局則自 2006 年起每年以計畫提案，補

助園區棲地營造及環境教育之經費，

臺南市政府亦提供部分經費，此外則

有企業募捐、民間捐款等。在開發單

位、公部門與民間單位協力合作及社

會大眾支持下乃有此成果。 

增加復

育過程 

3 計畫書

草案

(P.72)

－財務

計畫 

 
 

增列濕

地保育

法主管

機關內

政部並

請逐年

編列經

費 

 

 





 

 

 

 

 

 

官田重要濕地(國家級) 

保育利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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