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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 

輔導諮詢觀摩會議 

為保育我國濕地生態環境，豐富城鄉地景風貌並建構區域生態網絡，本分署於

98年起推動「國家重要濕地生態環境調查及復育計畫」，希望摒除傳統工程建設制式

作法，協同地方政府鼓勵鄉鎮公所、法人組織、社區團體及大專院校共同辦理國家

重要濕地各項保育及復育工作。 

本年度為落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及持續擴大辦理濕地環境之維護及復

育工作，整合了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行政院環保署、經濟部水利署及教育部等相

關部會，建構完整的合作機制，合計編列 9,270 萬元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濕地復育工

作。其中內政部編列 3,380萬元，補助 16縣市政府執行 27個補助計畫，工作項目涵

蓋：濕地棲地環境營造、濕地生態廊道建構與復育、海岸濕地防護、背景環境生物

及社會長期調查研究與監測、社區參與濕地經營管理、教育推廣及其他緊急或必要

性保育措施等七大類型等面向。 

為協助各地方政府及執行單位順利推動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各項工作，

本分署委託濕地諮詢輔導顧問團辦理本次輔導諮詢觀摩會議。本次會議邀集濕地諮

詢輔導顧問團，針對 101年各補助計畫現階段的執行成果與所面臨的困難進行討論，

提供地方政府或執行團隊後續執行方向之建議。並邀請三峽成福國小「成福水草塘」

工作團隊分享如何用生動活潑的方式將環境教育融入課程中，讓學生能快樂學習濕

地保育概念，期望藉此有助後續的濕地保育工作順利推動。 

 

【場次及地點】 

1.北區：101年 11月 16日（星期五）下午 2點，假中國文化大學忠孝分部 501教室

(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41號)。 

2.南區：101年 11月 23日（星期五）下午 2點，假輔英科技大學圖書館大樓 E705

會議室(高雄市大寮區永芳里進學路 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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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表】 

1.北區：101年 11月 16日（星期五）下午 2點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顧問團委員 

2:00~2:15 報到、資料領取 

2:15~2:20 作業單位說明 

2:20~3:10 主題1：經驗分享 

講題：「濕地環教‧練習曲」 

成福國小 

「成福水草塘」工作團隊 

3:10~3:40 

主題2：執行進度報告【各單位簡報10分鐘】 

1.廣興濕地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推廣計畫 

2.桃園縣國家重要濕地資料庫管理計畫 

3.清水濕地保育行動計畫 

 高翠霞委員/ 中華民國

環境教育學會理事長 

 林幸助委員/ 國立中興

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陳亮憲委員/ 中國文化

大學生命科學系副教

授 

 何平合委員/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

漁業科學系助理教授 

 陳柏廷委員/ 文化大學

市政暨環境規劃學系

副教授 

3:40~4:20 

主題3：諮詢輔導及工作重點說明 

       【各單位口頭說明5分鐘】 

1.新豐鄉國家濕地保育行動計畫 

2.竹北蓮花寺濕地食蟲植物棲地保育監測及維

護計畫 

3.苗栗縣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 

4.南投名間鄉新街國家重要濕地保育發展計畫 

5.花蓮縣濕地保育廊道整體規劃與行動計畫 

6.澎湖縣濕地生物資源調查與育宣傳計畫 

7.宜蘭五十二甲濕地保育、關懷行動計畫 

8.宜蘭濕地保育系統整體規劃 

4:20~5:00 雙向交流.綜合討論 

5:0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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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區：101年 11月 23日（星期五）下午 2點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顧問團委員 

2:00~2:15 報到、資料領取 

2:15~2:20 作業單位說明 

2:20~3:10 主題1：經驗分享 

講題：「濕地環教‧練習曲」 

成福國小 

「成福水草塘」工作團隊 

3:10~3:20 

主題2：執行進度報告【簡報10分鐘】 

1.彰化縣大城鄉101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

動計畫 

 鄒佩珊委員/ 輔英科技

大學研究教育推廣室

主任 

 荊樹人委員/ 嘉南藥理

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

科學系教授 

 林明炤委員/ 南華大學

自然生物科技系教授 

 張學聖委員/ 成功大學

都市計畫學系副教授 

 王本壯委員/ 聯合大學

建築學系 副教授 

 曾碩文委員/ 國立嘉義

大學景觀學系助理教

授 

 陳柏廷委員/ 文化大學

市政暨環境規劃學系

副教授 

 

3:20~4:35 

主題3：諮詢輔導及工作重點說明 

       【各單位口頭說明5分鐘】 

1.舊鹿港溪人工濕地廊道工程 

2.雲林縣椬梧濕地保育行動計畫 

3.嘉義縣朴子溪河口濕地三級監測評估計畫 

4.好美寮及布袋鹽田濕地水文生態空間整體保

育規劃及環境營造計畫 

5.嘉南埤圳濕地保育行動計畫 

6.鹽水溪口濕地（東側）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

畫 

7.台區鹽田濕地保育行動計畫 

8.高雄茄萣濕地生態環境調查及巡守監測計畫 

9.永安鹽田濕地背景環境生物及社會長期調查

研究與監測 

10.鳥松濕地環境教育與生態復育計畫 

11.茄萣濕地公園阻隔設施帶設置工程 

12.屏東龍鑾潭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 

13.屏東地區重要螢火蟲棲地生態環境調查與

監測 

14.屏東縣牡丹鄉東源濕地保育行動計畫 

15.知本濕地資源調查計畫 

4:35~5:10 雙向交流.綜合討論 

5:1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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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概況調查表】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執行範圍  

工作內容  

執行情形  

現階段 

執行困難處 

技術類  

調查資料判讀類  

行政類  

其他  

後續 

執行內容 
 

※ 敬請執行單位於 11月 15日前，填妥本表並傳送至 wangting@cnhwgroup.com（中華民

國永續發展學會 徐婉婷小姐），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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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 

101年度濕地輔導諮詢觀摩會議 

姓名 
 

服務單位 
 

職    稱 
 

身分證字號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所需研習時數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環境教育認證時數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參加場次 
□北區 11月 16日(文化大學忠孝分部) 

□南區 11月 23日(輔英科技大學) 

※ 報名方式：請於 11月 15日前填妥報名表，透過傳真或電子郵件報名 

1.傳 真：02-27523920 

2.E-mail：wangting@cnhwgroup.com（請註明「輔導諮詢觀摩會議」） 

3.報名窗口：中華民國永續發展學會 徐婉婷小姐 (02)2772-1350轉 526或 

                                             (02)2581-0077轉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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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1.北區─中國文化大學忠孝分部 

地處建國南北高架橋下，鄰近大安森林公園及台北市立圖書館。 

公車站： 

（1）202、202(區間)、205、212、212(直行車)、232、232(副)、262、262(區間)、

276、299、忠孝新幹線至審計部站下車。 

（2）232、232(副)、262(區間)、276、299、忠孝新幹線號公車至審計部站下車。 

 捷運站：搭乘捷運至善導寺站 6號出口。 

 停車場資訊： 

（1） P1：善導寺地下停車場 

（2） P2：華山公園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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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區─輔英科技大學 

 開車前往： 

（1）國道 1號南下： 

行至五甲系統交流道，轉行台 88 線東西向快速道路（東），下大寮交流道左

轉鳳林三路，經力行路底紅綠燈，往前見左邊大寮消防隊，左轉進學路即可

抵達。 

（2）國道 3號南下： 

接國道 10 號往高雄端（西），行至鼎金系統交流道，接國道 1 號南下，行至

五甲系統交流道，轉行台 88 線東西向快速道路（東），下大寮交流道左轉鳳

林三路，經力行路底紅綠燈，往前見左邊大寮消防隊，左轉進學路即可抵達。 

（3）國道 3號北上： 

由東港、林邊、新埤交流道北上，行至竹田系統交流道，轉行台 88線快速道

路（西），下大寮交流道，右轉鳳林三路，經力行路底紅綠燈，往前見左邊大

寮消防隊，左轉進學路即可抵達。 

（4）台 88線東西向快速道路北上： 

由潮州、竹田、內埔上台 88 線快速道路（西），下大寮交流道，右轉鳳林三

路，經力行路底紅綠燈，往前見左邊大寮消防隊，左轉進學路即可抵達。  

 大眾運輸： 

（1） 高捷：乘高雄捷運(橘線)至【大寮站】二號出口處，即有接駁公車可至本校

大門口(接駁車時刻請參閱附件)。若搭乘紅線者，需至【美麗島站】轉橘線。 

（2） 火車：搭乘火車抵達【鳳山火車站】後，可轉搭捷運或計程車至本校。選擇

捷運轉運者，請步行沿著「曹公路」，接「光遠路」後右轉直行，即可抵高雄

捷運橘線【鳳山站】。或搭至高雄雄火車站轉乘捷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