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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劃執行期限自 104 年 6 月開始至 104 年 12 月止，計劃之主要工作內容：
（1）中港溪口濕地生態及復育相關文獻資料整理與研析；（2）民眾參與進行環
境及生態監測行動方案；（3）社區輔導工作；（4）辦理優良濕地案例參訪。
本計畫範圍位苗栗縣竹南鎮，調查範圍為龍鳳漁港以南沿岸至五福大橋以西
的中港溪口出海口地區，包含紅樹林與防風林等林帶、濕地、沙丘、沙灘、河口
沙尾及海域等，重點調查區域以中港溪出海口為主，其計畫範圍涵蓋竹南鎮 6 個
里，由北至南分別為龍鳳里、竹興里、中英里、中美里、海口里與港墘里。
104 年 7 至 11 月進行五次調查，水域共計 6 個測站。（1）水質結果：各測
點有不同之水質測量，6 處測點顯示出兩類的水質型態，一為海域型，污染較輕；
另一為河口型，因匯流結果累積污染，屬嚴重污染。
（2）底土：6 處測點顯示出
二類的底土型態，一為砂質棲地；另一為河口型，屬泥砂混合棲地。
（3）底棲生
物調查結果：第一次採樣(2015 年 7 月)共計錄到 10 科 26 種 91.36(ind./m2)，第二
次採樣(2015 年 8 月)共計錄到 10 科 28 種 107.36(ind./m2)，第三次採樣(2015 年 9
月)共計錄到 15 科 32 種 119.36(ind./m2)，第四次採樣(2015 年 10 月)共計錄到 15
科 33 種 113.28(ind./m2)，第五次採樣(2015 年 11 月)共計錄到 12 科 30 種 96(ind./m2)。
巡守團隊教育訓練之課程已執行 24 小時專業課程，其中並包含 4 小時戶外
課程。且於 104 年 11 月 03 日完成交流觀摩研討會。
專家座談會於 104 年 9 月 16 日完成，邀請六位專家委員進行三個議題討論，
綜合會議中專家委員所提出之建議，可以歸納出 1.經濟指標物種，建議以當地居
民所重視的截尾薄殼蛤(公代)及環紋蛤為主。2.明星指標物種，建議以當地居民
重視的斯氏紫斑蝶為主。3.保護傘的指標物種，建議還是以台灣招潮蟹為主，牠
的棲地敏感度較高。4.汙染性的指標物種，泥地棲地建議以北方呼喚招潮蟹為主，
砂質棲地則以圓球股窗蟹為主。5.透過整體規劃，將垃圾山廢水經由人工引水至
人工濕地淨化後，再排進河川，也可做為全臺之示範濕地。6.以生態觀點來看，
竹南人工濕地較比不上中港溪整個溪口濕地的重要性，所以贊成應該擴大範圍至
整個中港溪口濕地，提升濕地的位階到國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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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 period from the beginning of June and ending in
December,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plan of work: (1) Zhong Gangxi estuary wetland
ecology and restoration literature data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analysis; (2)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monitoring programs of action; (3)
community counseling; and (4) handling the case of wetlands excellent visit.
The project scope bit Zhunan Miaoli County, survey the range of Zhong Gangxi
fishing port to the south coast to the Five Dragon Bridge west to the sea area, including
windbreaks and other mangrove forest, wetlands, dunes, beach, estuary and sand tail
Sea, focusing on the survey area to Zhong Gangxi sea-based, its plans covering Zhunan
six years, from north to south, respectively Dragon, the bamboo Hing Lane, in miles,
the sea in the Gangqian in.
In 104 years from July to November conducted five surveys, a total of six stations
waters. (1) Water Result: all measuring points have different water quality measurement,
6 measurement points shows two types of water quality patterns, a type of sea, less
pollution; another type of estuary, due to accumulated results confluence pollution, is
Heavy pollution. (2) subsoil: 6 measuring points exhibit two types of subsoil patterns,
a sandy habitat; the other for the estuarine type, is a sediment mixed habitat. (3) benthic
survey results: the first sample (July 2015) to a total of 10 families were recorded 26
kinds 91.36 (ind / m2.), The second sampling (August 2015) recorded a total of 28 to
10 families Species 107.36 (ind. / m2), the third sampling (September 2015) to a total
of 15 families and 32 kinds of record 119.36 (ind. / m2), the fourth sample (October
2015) recorded a total of 33 to 15 families Species 113.28 (ind. / m2), the fifth sampling
(November 2015) to 12 families a total of 30 kinds of record 96 (ind. / m2).
Patrol team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ours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24 hours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includes four hours of outdoor courses. And in 104 years on
November 3rd to observe the completion of the exchange sem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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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計畫緣起
中港溪為苗栗縣內主要河川之一，於民國 94 年進行第一次河川情勢調查，
爾後中港溪出海口濕地-竹南人工濕地於民國 99 年劃設為國家重要濕地，為配合
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之共同辦理項目（整體性、制度性），希冀藉由流域觀點
整合進行濕地生態保育系統規劃，更由於近年來政府相當重視海岸環境遭受破壞
所造成之問題，成立整合相關協調組織及擬定相關計畫予以改善海岸環境。因此
希望透過「減量」
、
「復育」
、
「環境整理」及「保育工作坊」之方式，與在地居民
共同進行海岸棲地生態復育及景觀改善，俾助於整體河域及濕地管理，以落實永
續發展，回復自然風貌。
竹南海岸北起龍鳳觀光漁港，南至中港溪口濕地，全長約 5 公里，寬約 400
公尺。海岸防風林生態歷經六、七十年以上的成長和演替，已成為國內少見呈現
生態極盛相的典型防風林生態系，過去人為干擾不多，林內的生物多樣性豐富；
更成為斯氏紫斑蝶的繁殖熱點。防風林西側即為海岸，包括潮間帶、海灘、沙丘
等，形成具有多樣性的景觀風貌，陸地與海洋交界，以及森林與海灘、沙丘或農
田交界。均屬異質交錯帶，為重要的生態敏感區。其中在 100 年中港溪口濕地保
育行動計畫中，於中港溪口濕地北岸發現台灣招潮蟹（Uca formosensis）
，使得中
港溪口濕地環境更為珍貴。
中港溪口濕地具有豐富自然景觀資源，是發展生態觀光、休閒遊憩及生態旅
遊的好地方，保育地區生態資源育並做好教育兼具導覽工作，可以作為提昇旅遊
品質的雄厚潛力。因此，希望透過本計畫的執行，針對中港溪口濕地之指標生物
及濕地保育等課題上，彙整歷年相關資料檢討未來發展定位，並結合當地社區居
民的力量，共同創造豐富的環境教育資源，以及保育當地珍貴動、植物資源，以
期達到濕地永續經營管理之目標。

1.2 計畫目標
一、彙整中港溪口濕地近年基本生態環境及生物背景相關資料。並藉由水質、動
植物、棲地調查分析結果，檢討中港溪口濕地未來發展定位。
二、輔導地方社區志工巡守團隊，藉由辦理教育訓練課程，輔導社區進行區域內
水質監測及底質粒徑檢驗，藉以達到地方生態知識傳承，凝聚地方的向心力。
三、辦理 104 年度機關人員至外縣市優良濕地案例參訪，並以外縣市（臺、澎、
1

金、馬地區）「國家濕地工作團隊」運作過程及計畫相關案例實地 2 天 1 夜
參訪。

1.3 計畫範圍
本計畫範圍位苗栗縣竹南鎮，調查範圍為龍鳳漁港以南沿岸至五福大橋以西
的中港溪口出海口地區，包含紅樹林與防風林等林帶、濕地、沙丘、沙灘、河口
沙尾及海域…等，重點調查區域以中港溪出海口為主，如圖 1.3.1 至 1.3.3。其計
畫範圍涵蓋竹南鎮 6 個里，由北至南分別為龍鳳里、竹興里、中英里、中美里、
海口里與港墘里。

臺
臺

往新竹

灣

灣
海

往新竹

海

計畫範圍

峽

峽
中港溪

往後龍

往後龍

五福大橋

圖 1.3.1 調查範圍示意圖

圖 1.3.2 計畫範圍示意圖

圖 1.3.3 重點調查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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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工作項目
一、 中港溪口濕地生態及復育相關文獻資料整理與研析：
（一） 蒐集中港溪口濕地近年基本生態環境資料：水質、水量、底質變化等調查資
料。
（二） 蒐集中港溪口濕地近年基本生物背景資料：包括種類組成、生物數量。
（三） 蒐集指標生物相關資料：包括遴選指標生物、案例等。
（四） 彙整歷年生態調查資料，檢討中港溪口濕地未來發展定位，制訂河口底棲生
物中長程復育與監測策略，建置濕地永續經營管理計畫。
二、 民眾參與進行環境及生態監測行動方案。
（一） 輔導保育工作坊：以過去已成立之中港溪口濕地巡守隊，組織生態保育工作
坊為主，訪視尋找合適之團隊及成員，輔導保育規劃及生態監測，透過工作
坊專家會議討論並遴選合適之指標生物，並針對團隊進行教育訓練。
（二） 教育訓練：透過工作坊，邀請專家學者進行教育訓練保育規劃與生態監測方
法。
（三） 透過工作坊在地民眾協助進行水質監測及底質粒徑檢驗，調查樣點共計 6 處
以上，調查頻率至少每月 1 次，進行時間原則為 104 年開始。
（四） 輔導工作坊在地民眾協助進行河口底棲生物調查，調查樣點共計 6 處以上，
調查頻率至少每月 1 次，進行時間原則為 104 年開始。
三、 社區輔導工作
（一） 持續輔導地方社區志工巡守團隊，並修訂操作方法，提供履約期間專業諮詢
服務。
（二） 工作坊及社區志工巡守團隊教育訓練
1. 訓練課程參與需招募 5 人以上，以當地志工、發展協會會員、國中小教
師為主要培訓對象。
2. 訓練時數需達到 24 小時，其中專業課程需達 10 小時，以及戶外實際操
作課程需達 4 小時。
（三） 依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規定，持續輔導協助當地社區志工、發
展協會會員。
（四） 舉辦交流觀摩研討會一場，廣邀各相關專家學者共同討論本計畫執行結果
及未來工作執行架構規劃方向。
四、 辦理 104 年度機關人員至外縣市優良濕地案例參訪，並以外縣市（臺、澎、金、馬
地區）「國家濕地工作團隊」運作過程及計畫相關案例實地 2 天 1 夜參訪為主（包
含議程安排、講師聯繫、簡報與學員資料準備、會場安排佈置、交通食宿安排［依
據行政院所訂『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相關規定辦理）及意見彙整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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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需報請機關核備。
五、 其他：
（一） 製作並出席期中及期末簡報，並依本府需求出席相關工作討論會議，以了解
計畫執行情形。
（二） 其中履約期間廠商應有一位專任研究員負責本計畫之作業聯繫、執行本案
計畫項目、處理相關行政協調及溝通工作、資料蒐集整理、協助專業諮詢意
見彙整、相關書圖資料收集與整理並協助本府有關本計畫之業務推動，以及
定期駐點輔導社區等。期間自雙方簽定契約書當日起至全案工作完成日止。
（三） 年度工作報告撰寫及印製。
（四） 團隊隨時配合機關辦理本計畫進行所需之資料彙整及必要協助，提供至本
計畫全部驗收合格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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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計畫流程

104年中港溪口濕地社區參與河口底棲生物保育工作坊計畫
社區巡守隊及保育輔導

指標生物遴選

濕地案例參訪

資料蒐集

工作會議

保育工作坊

整理研析
確定參訪濕地
專家會議
議程安排

教育訓練

水質監測

遴選指標生物
講師聯繫

底質
粒徑檢驗

報名統計

河口底質生物調查
交流觀摩研討會

參訪行程安排

未來工作執行架構規劃方向

參訪後心得回饋

成果報告書

圖 1.5.1 計畫流程圖

1.6 預期成果
一、完成彙整歷年生態調查資料，檢討未來發展定位，制訂中長程調查與監測
策略，建置濕地永續經營管理計畫。
二、透過工作坊專家會議，完成合適之指標生物遴選，並針對團隊進行教育訓
練。
三、輔導保育工作坊在地民眾進行水質監測、底質粒徑檢驗及河口底棲生物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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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巡守隊教育訓練及交流觀摩研討會，達到地方海岸永續經營及維護管
理的機制建立與環境關懷的扎根。
五、辦理 104 年度機關人員至外縣市優良濕地案例參訪，並以外縣市「國家濕
地工作團隊」運作過程及計畫相關案例實地 2 天 1 夜參訪。
六、配合完成相關行政及技術工作配合事項。
七、完成編撰成果報告撰寫及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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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地現況概述
2.1 歷史沿革
竹南鎮的最早文獻始於康熙 50 年（1711）間。當時，駐鹽館前之彰化協標
分駐汛防諭土著，由北路迎招佃漳人張徽揚開墾海口、公館仔『公館里』、鹽館
前『開元里』一代為始。雍正元年（1723）署淡水廳設中港庄時，各地村落之雛
型已成。至道光中葉，竹南貿易鼎盛之勢達於空前頂點，中港因而成為台灣北部
重鎮之一。惟這帶地形因風浪而屢次發生變化；尤其在咸豐年間，突然出現一脈
大砂丘，至家屋、田園大半被埋沒。
乾隆 51 年（1786）中港社土著移住番社庄（中港里）以後，本地方人口逐
漸增加，終於形成中港舊街。竹南早期發展，是以中港社仔為基礎，自漢人移入
後，與原住民訂立契約成為租佃關係，向四周平原拓墾，久之，成為初具規模竹
南市街。其後，由於中港溪口淤積日盛，縱貫鐵路舖設完成後，商業重心漸向北
移至今之竹南社區。該區原稱為中港保三角店莊，因位在竹塹（新竹）之南，與
竹北對稱，逐於民國 9 年由三角店街改稱竹南。
表 2.1.1 竹南鎮歷史沿革表
時期
早期
荷西
明鄭時期
清朝時期
日領時期
民國

竹南鎮
道卡斯中港社，中港社為道卡斯族最早在活動竹南紀錄。
有平埔後壠社、中港社、新港仔社、貓裏社及加志閣社，合稱
「後壠五社」。
署淡水廳設中港庄各地村落雛型已成。
中港社土著移入番社庄（今中港里），人口逐漸增加，後形成
中港舊街。道光年間為北部貿易重鎮。
鋪設鐵路後商業重心漸向北移至今竹南社區。
苗栗縣復設，改為苗栗縣竹南鎮至今。
資料來源：竹南鎮公所網頁；本計畫整理

2.2 自然環境
一、 地形、地質及土壤

竹南鎮位於苗栗縣西北方，東接頭份鎮及造橋鄉；西臨台灣海峽；南面
以中港溪和後龍為界，為中港溪之出海口；出海口所沖積形成砂質土壤之丘
陵地。因為多出海口造就竹南鎮許多河口濕地與沙丘，營造出當地生態豐富
的棲息地。其相關海拔高度、地質等詳圖 2.2.1 至圖 2.2.4 及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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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竹南鎮地形高層圖

圖 2.2.2 竹南鎮地質圖

圖 2.2.3 竹南鎮土壤圖

圖 2.2.4 竹南鎮水文圖

表 2.2.1 計畫區地形、地質及土壤彙整表
地形
地質
土壤

竹南鎮
地勢由東南方漸向西北方傾斜，東高西低
沖積層、頭嵙山層、台地堆積層、紅土台地堆積層及石底層。
沖積土、砂質壤土、台灣粘土、紅壤土

二、氣候
（一） 降水量：依據中央氣象局新竹測站所統計 1992 年至 2010 年的降雨
量統計資料，本計畫區每月平均降雨以 6 月最高達 261mm 左右，11
月最低僅 38mm，年平均降雨量為 143.1mm，其中各月平均降雨天數
為 5〜14 天，全年平均降雨天數約 119 天。
（二） 溫度：依據中央氣象局新竹測站 1992 年至 2010 年之氣溫記錄，計畫
區最高溫為 7 月，月平均氣溫約為 29℃；1 月間最低，月平均氣溫約
為 15.5℃，全年月平均氣溫 22.6℃。
（三） 風速：依中央氣象局新竹測候站從 1992 至 2010 年的統計資料，最大
風速達 3.8m/sec，平均風速在 2.8 公尺/秒間。而在 10 月至 1 月風速
8

較強，此為冬季之東北季風。
（四） 相對濕度：依據中央氣象局新竹測站 1992 年至 2010 年所統計之年
平均相對濕度約為 77.2%，全年濕度相差不大，月平均相對濕度介於
76%~83%，冬季略大於夏季，最高的 2 月份為 80.4%，最低為 10 月
份為 74.3%，整體數據顯示本計畫區屬於級潮濕之地區。

表 2.2.2 新竹氣象觀測站相關統計資料表(1999~2010 年)
月
份
日
照
時
數
降
水
量
平
均
溫
度
平
均
風
速
相
對
濕
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平
均

單位

105

92

97

105

149

177

236

210

196

191

151

138

154

小時

64

142

168

164

232

261

141

182

214

62

38

47

143

毫米

15.5

15.9

17.9

21.7

24.9

27.4

29.0

28.7

27.1

24.2

21.2

17.7

22.6

攝氏

3.4

3.2

2.7

2.3

2.0

2.2

2.1

2.0

2.6

3.7

3.7

3.8

2.8

公尺/
秒

78.1

80.4

80.2

79.6

78.0

77.6

75.5

76.5

75.1

74.3

75.1

75.5

77.2

百分
比

註：月平均資料為 30 年平均值。每 10 年更新一次，更新時間為該年 1 月底前，例如：1981-2010 年月平
均值資料，更新日期為 2011 年 1 月底前完成更新。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三、海象
（一） 潮位：依據中央氣象局於民國 2009 年在新竹海山漁港外海，離岸約
1.5km，該處水深約 17m(位置座標：24°46'47"N 120°52'46"E)之浮標
波浪觀測資料分析。最高高潮位為 9 月 2.526m，夏季平均潮位為
0.07~0.118m；冬季平均潮位為-0.048~-0.167m。
（二） 波浪：季風波浪依據在中央氣象局新竹觀測站，所統計 2009 年波浪
與風速風向資料，本計畫區季風波浪在冬季以 N 向為主、平均波高
約在 0.5〜1.0m、週期則介於 4〜5sec；夏季波浪則以 WSW 向為主、
平均波高約為小於 1.0m、週期 3〜5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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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1992-2014 年新竹觀測站各月份潮位統計
月

最高高潮
位(m)

大潮平均
高潮位
(m)

平均高潮
位(m)

平均潮位
(m)

平均低潮
位(m)

大潮平均
低潮位
(m)

最低低潮
位(m)

1

2.42

1.976

1.664

-0.026

-1.668

-1.975

-2.7

2

2.553

2.014

1.688

-0.019

-1.692

-2.067

-2.63

3

2.604

2.115

1.744

0.011

-1.685

-2.082

-2.57

4

2.654

2.146

1.79

0.09

-1.594

-2.001

-2.52

5

2.581

2.115

1.831

0.154

-1.524

-19.85

-2.56

6

2.562

2.107

1.862

0.199

-1.466

-1.936

-2.607

7

3.25

2.188

1.921

0.233

-1.455

-1.908

-2.58

8

3.84

2.318

1.99

0.271

-1.445

-1.887

-2.49

9

2.868

2.334

1.965

0.23

-1.499

-1.897

-2.42

10

2.899

2.258

1.895

0.149

-1.56

-1.944

-2.54

11

2.652

2.112

1.803

0.066

-1.624

-1.986

-2.7

12

2.53

1.986

1.688

0

-1.648

-1.967

-2.68

全年

3.84

2.14

1.821

0.115

-1.571

-1.969

-2.7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圖 2.2.5 1992-2014 年新竹每月潮位統計圖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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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 1998~2014 年新竹觀測站波浪統計
月
份

觀測
次數

波高(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5368
4300
5006
5111
4897
5046
4532
4736
4903
5281
5820
6005

4.14
3.14
5.18
4.18
2.13
3.49
3.47
4.02
12.45
8.94
6.40
3.37

最大示性波高
尖峰週期
波向(度)
(秒)
10.4
191
8.7
213
11.6
225
8.4
0
9.5
191
10.4
247
10.4
213
9.5
247
13.1
348
10.4
0
8.5
0
6.8
0

發生時間

平均示性
波高(m)

平均週期
(秒)

20060105
20060217
20060312
19980425
20060513
20090622
20050718
20090809
20080928
20071006
20001101
19991219

1.10
0.99
0.84
0.69
0.62
0.64
0.64
0.61
0.78
1.02
1.04
1.12

5.0
4.9
4.7
4.7
4.6
4.4
4.4
4.6
4.8
4.7
4.9
4.9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圖 2.2.5 波浪統計圖

（三） 海面風場：由新竹觀測站於 2009 年 1~12 月的風速月平均可得知，受
東北季風之影響平均風速以 10、1 月份為最高，而最大陣風出現於 8
月份，最大風速為 28 公尺/秒。
四、水文
竹南鎮境內主要水系為中央管河川中港溪，河川之流向皆自東向西，由
台灣海峽出海，發源地分別為東河：加里山山脈鹿場大山(標高 2,616m)，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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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八卦力山，主要支流有南庄溪，峨嵋溪及南港溪，流域面積約 445.58 平
方公里，幹線長度約 54 公里，計畫洪水量 5380 秒立方公尺，平均坡度約
1/150，流經苗栗縣之南庄鄉、三灣鄉、北埔鄉、峨眉鄉、頭份鎮、竹南鎮、
造橋鄉等區域，最後由竹南濱海濕地旁出海。

2.3 生態資源與調查
一、生態資源
苗栗海岸生態環境有高亢沙丘及礫石平緩海岸。以沙丘而言，在植物方
面可見典型海邊砂丘特色。隨風滾動散佈濱刺草，紫色喇叭狀花的馬鞍藤，
蔓延於砂地上的洋紫荊及歸化成功大量繁衍的月見草。至於林木方面分佈在
中港溪河口及通霄海濱的紅樹林，皆是人工栽植而成。
「竹南紅樹林保護區」
，
每逢假日有許多遊客前往觀賞，沙灘後有草海桐及具有防風作用之木麻黃人
造林。
竹南鎮重要的生態資源棲地有尖筆山、濱海森林公園及濕地。其中，竹
南濱海森林公園是斯氏紫斑蝶重要繁殖點，幼蟲以羊角藤為主食。竹南濕地
位於中港溪出海口，具有豐富的植物與動物資源，景觀多變且豐富。竹南紅
樹林屬水筆仔純林，保護區範圍 5 公頃，紅樹林佔了 3 公頃左右，如表 2.3.1。

生態資源

竹
南

表 2.3.1 竹南鎮生態資源彙整表
說
明

竹南濱海
森林遊憩
區

竹南濱海森林公園位於竹南鎮龍鳳漁港至中港溪出海口，區
內是一片歷史悠久的木麻黃防風林，現在規畫為親子之森、
假日之森和長青之森等林區，全長約 8 公里，面積約 150 公
頃。

竹南濕地

竹南濕地位於中港溪出海口，具有豐富的植物與動物資源，
景觀多變且豐富。

竹南紅樹
林

紅樹林保護區範圍約 5 公頃，紅樹林佔了 3 公頃左右。該處
位於港墘里塭仔頭中港溪出口處，是海水與淡水的交界處，
在水流沖洗下堆積了大量的腐植土及微生物，提供了水筆仔
的生態環境。在潮間帶生物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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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態調查
（一） 動物生態
1、 竹南濱海森林生態多樣性
根據苗栗縣海岸整體規劃報告(2009)調查結果顯示，竹南濱
海森林動物生態調查中共有 10 綱 25 目 67 科 101 種動物。
2、 竹南濱海森林生態特性
竹南濱海森林原以木麻黃為主，木麻黃的平均壽命約為 50 至
100 年，部份木麻黃已老化或凋零，遊憩開發後新植物種有水黃
皮、阿勃勒、玫瑰桉、白水木等。羊角藤在區內廣泛分布，部份
藤徑可達 3、4 公分，為數眾多的羊角藤乃成就此地為斯氏紫斑蝶
春季繁殖熱區的關鍵。
隨著遊憩的開發利用，步道的開闢、草木的修整、遊客行為
的衝擊等因素，已明顯衝擊本區生態，斯氏紫斑蝶的出現量已不
如往年。小花蔓澤蘭的入侵，強勢趨逐羊角藤，是目前植栽管理
的當務之急；草木的修整過程，常見成堆的羊角藤被移除；枯木
的移除亦會影響五色鳥、天牛、甲蟲等之棲地、食物來源，正確
的生態管理理念亟待有系統的建立。
脊椎動物部份，哺乳類有赤腹松鼠、東亞家蝠；鳥類以白頭
翁、麻雀、綠繡眼、紅嘴黑鵯、粉紅鶯嘴、洋燕、家燕、黑枕監
鶲為主，兩棲類以黑眶蟾蜍、貢德氏赤蛙為主；爬蟲類以斯文豪
氏攀蜥、褐虎為大宗，麗紋石龍子次之，古氏草蜥偶見。特有及
稀有物種詳如表 2.3.2 所示。

白水木果實上蝶群
聚集

赤腹松鼠

紅脈熊蟬

斯氏紫斑蝶

圖 2.3.1 竹南濱海森林的特殊生態

昆蟲相以紅脈熊蟬、斯氏紫斑蝶為最大宗，其次為台灣稻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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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銅金龜、東方白點花金龜、台灣黃蝶、蛇目蝶、挵蝶、紅腹細
蟌、食蟲虻、大頭麗蠅為主。
其他的動物生態，蜘蛛類有人面蜘蛛、黑腹狼蛛、白額高腳
蛛；陸生蝸生之非洲大蝸牛、皺足蛞蝓。
整體而言，此區域之生態尚稱多元、成熟，如何有效的生態
管理，讓生態、遊憩極大化，生態干擾極小化，生態資源永續化，
為日後永續經營之重要課題。
3、 竹南濱海森林生態關連性
竹南濱海森林主要為海岸防風林生態。生產者以木麻黃、黃
槿、苦楝、羊角藤、構樹、林投、禾本科、銀合歡、水黃皮、阿
勃勒、玫瑰桉、白水木等為主。全區廣佈的羊角藤為斯氏紫斑蝶
的唯一食草，阿勃勒為台灣黃蝶重要食草，周邊人為栽植的柑橘
類為大鳳蝶的食草，構樹果實成為金龜子、綠繡眼的佳餚，禾本
科為多種挵蝶、小灰蝶幼蟲的食草，白水木的果實為斯氏紫斑蝶、
樺斑蝶、姬小紋青斑等之成蝶所鍾愛，常成群聚集在其成熟的果
實上吸食果汁。紅脈熊蟬、金龜子、天牛之幼生以落葉、枯枝之
腐植土或樹汁為食，紅脈熊蟬、蝗蟲、螽蟴以樹葉為食，椿象、
鍬形蟲以樹汁為食，亦為本區重要的一級消費者。
表 2.3.2 竹南濱海森林特有及稀有物種表
中文名
樹鵲
大卷尾
黑枕藍鶲
粉紅鸚嘴
紅嘴黑鵯
白頭翁
褐頭鷦鶯
小彎嘴
五色鳥
貢德氏赤蛙
面天樹蛙
斯文豪氏攀蜥

學名
Dendrocitta formosae
Dicrurus macrocercus
Hypothymis azurea
Paradoxornis webbianus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Pycnonotus sinensis
Prinia inornata
Pomatorhinus ruficollis
Megalaima oorti
Rana guntheri
Chirixalus idiootocus
Japalura swinhonis

特有性
特有亞種
特有亞種
特有亞種
特有亞種
特有亞種
特有亞種
特有亞種
特有亞種
特有亞種

稀有性

稀有
特有種
特有種

（二） 植物生態
根據苗栗縣海岸整體規劃報告(2009)調查顯示，本計畫區內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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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木本植物有小葉桑、月橘、木麻黃、芒果、春不老、桃、馬纓丹、
棋盤腳、番荔枝、黃槿、大葉鞍、榕樹、構樹、樟樹、鵝掌藤、五梨
跤、白花苦林盤、海茄苳等。本區的草本植物有大花咸豐草、巴拉草、
裂葉月見草、山萵苣、兔兒菜、海綠、臭杏、假儉草、野茼蒿、番杏、
雷公根、羊角藤、菟絲子、鯽魚膽等。
本區假日之森之植物現況如圖 2.3.2 剖面圖；親子之森步道之植
物現況如圖 2.3.3 剖面圖；長青之森步道之植物現況如圖 2.3.4 剖面
圖。
木麻黃
構樹、樟樹

黃槿

木麻黃

大葉鞍

林投

小葉桑
圖 2.3.2 假日之森之植物現況剖面圖
木麻黃

大葉鞍
鳳凰木

木麻黃

黃槿

構樹

白花苦林盤

白花苦林盤

圖 2.3.3 親子之森步道之植物現況剖面圖
木麻黃
木麻黃

構樹

黃槿

構樹
樟樹

草海桐

圖 2.3.4 長青之森步道之植物現況剖面圖
三、紫斑蝶生態館
這幾年發現竹南濱海森林遊憩區是全世界僅有兩種具遷移性的蝴蝶之
一－紫斑蝶的繁殖熱點，每年 4、5 月間在林中繁殖的紫斑蝶數量相當驚人，
為推廣民眾認識此珍貴的紫斑蝶生態，特別在竹南海森林遊憩區內設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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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斑蝶生態館」，此是國內第一座紫斑蝶生態主題館，利用荒廢的海巡署
中美舊哨改建，占地百餘坪也是閒置空間再利用的範例，館內展示紫斑蝶生
態照片、圖說、陳列…等，並提供生態解說以及賞蝶活動。
每年清明節前後，紫斑蝶從南往北遷移，在竹南一帶繁殖，其中以斯氏
紫斑蝶數量最多，而二次遷移，則是近年的重大發現。民國 94 年在竹南防
風林內，發現為數驚人的金黃色蛹殼，經勘察證實為斯氏紫斑蝶，是全世界
少數僅存具遷移性的蝴蝶，包括斯氏紫斑蝶和其它斑蝶，會到此處繁衍下一
代，數量可觀，週邊同時栽植紫斑蝶蜜源植物、羊角藤、白水木…等(表 2.3.3)，
復育「紫斑蝶」棲地，讓紫斑蝶每年來此孕育下一代；也邀請蝴蝶保育協會
生態專家，協助充實內部解說圖鑑、標本，近 200 隻的「斯式紫斑蝶、鳳蝶、
粉蝶」等 36 種雌、雄蝶類標本，並搭配動態影片及專人解說，讓民眾能清
楚瞭解不同蝴蝶生態。
由於竹南濱海防風林為一處特有的「生態型蝴蝶谷」，是台灣「斯氏紫
斑蝶」的春季繁殖熱點，每年過境紫斑蝶數量相當多，除此還有許多種類斑
蝶，會在此棲息，在竹南從產卵、孵化、幼蟲長大、化蛹、羽化……衍生新
一代(圖 2.3.5 至圖 2.3.8)，整個過程都可詳細觀察。此處有賞蝶步道，可看
到紫斑蝶成長生態，及近距離觀賞蝴蝶訪花，是西部海岸珍貴的蝴蝶生態園
區，也是愛好蝴蝶與攝影者的踏青之處。

植栽種類

表 2.3.3 植栽與其生長特性
學名
花期

生長形式

屬性

白水木

Messerschmidia argentea

4-6 月

喬木

蜜源植物

羊角藤

Gymnema sylvestre

5-7 月

藤木

寄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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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5 紫斑蝶紫斑蝶生態館

圖 2.3.6 斯氏紫斑蝶幼蟲

圖 2.3.7 斯氏紫斑蝶的蛹

圖 2.3.8 紫斑蝶的翅膀呈現出紫藍
色，博得幻色紫斑的美稱

四、整體生態與環境現況
（一） 生態環境保育面
1、 對生態豐富區積極進行守護工作。於生態系統的平衡、災害的
避免以及土地資源的有效利用規畫目標下，劃設生態豐富區，
並積極保護特殊之動、植物棲地與重要生態體系，持續維持生
態物種數與物種棲息空間，提升生物棲息機能之能力。
2、 對指標物種進行積極監測。藉由指標物種監測，了解生物在生
活史及生態的潛能，並探究其生態區位。以合理並永續自然資
源的條件下，擬定爾後經營管理計畫的依據。
3、 適地性海岸生態系的營造。以自然、人文的兩大層面出發，了
解海岸地區所涵蓋海岸生態資源棲地環境，以及人文界面過去
所留下的文化智慧資產，營造出豐富多樣的生態系。
4、 防風林復育。強調海岸線保育觀念之下，加強海岸防風林復
育，並進行防風林帶植被之更新與修補，重塑濱海生態綠帶，
保護海岸景觀與河海交界之生物棲息地。
5、 持續進行生態調查，加強生態資料分析，建置生態資料庫。持
續性的生態調查，及生態資料分析結果，可以幫助地方生態保
護工作的推動與監測。而生態資料庫建置使得未來動植物生態
系統的變動分析、監測、推廣、解說等工作更趨完備而有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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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9 100 年生態豐富棲地守護區分

圖 2.3.10100 年指標物種（底棲生

佈位置圖

物）分佈位置圖

100 年調查成果：
A：家燕、小白鷺、麻雀、東方環頸鴴、
褐頭鷦鶯、家燕、麻雀、蒼燕鷗、
埃及聖環 、褐頭鷦鶯
B、C：埃及聖環、小白鷺、麻雀、黃
頭鷺、夜鷺、麻雀、綠繡眼、白頭
翁、家燕、小白鷺、黃頭鷺、麻雀、
野鴿、綠繡眼、蒼鷺
D：小白鷺、黃頭鷺、麻雀、夜鷺、蒼
鷺、大卷尾

圖 2.3.11 100 年指標性物種(鳥類)分佈
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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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2 環境課題綜整 --自然生態棲地分佈圖

圖 2.3.13 環境課題綜整 --人文環境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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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4 防風林帶復育區及水田濕地

圖 2.3.15 海岸巡守隊推動工作重點示

分佈位置示意圖

意圖

圖 2.3.16 生態旅遊環境區分佈位置示
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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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區營造面
1、 以地方民眾為基礎，建立資源利用的協議及共識。充分利用海
洋資源，增加水陸交界，豐富生態多樣性，並凝聚民眾意識，
增進對社區的認同感，激勵人民參與海岸維護，塑造海岸良好
的形象。
2、 成立海岸巡守隊，進行生態資源調查監測、維護海岸清潔。藉
由海岸巡守時段分配、教育訓練、生態監測、淨灘等活動作區
域責任分工，共同落實維護海岸的參與環境保護制度。
3、 培育生態解說員，推動海岸生態旅遊發展。透過相關課程訓
練，結合在地民眾共同努力為生態保育觀念作宣導及執行，持
續性、更深刻地將後龍海岸特色傳遞給其他大眾。
4、 建立地方及學校、社團組織的夥伴關係，共同守護海岸環境。
以巡守隊為基礎，結合地方社團組織、學校、及地方民眾，共
同守護海岸，並讓這項志業可以永續被傳承。

2.4 人文環境
一、社經產業、觀光資源及交通
（一）社經產業發展
由於社會變遷，竹南鎮已由農業社會次走向工商社會，農業人口
日漸減少，目前耕地面積約為 250 公頃，可耕田地為 1000 公頃，旱
地有 250 公頃，大多種植稻作、蔬菜、西瓜。漁業以水產養殖業、近
海捕漁業為主。竹南地區畜牧業非常發達，另有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
台糖畜產研究所、動物藥用試驗分所等農業研發單位設立於此，因傳
統產業與現代科技結合，帶動竹南鎮的畜牧產業發展。
在工商業發展方面，竹南鎮有竹南工業區與大埔、崎頂工業區及
近來開發完成的廣源科技園區與竹南科學園區，帶動本鎮高科技產業
生根、成長，創造本鎮繁榮契機。
依據苗栗縣綜合發展計畫中竹南鎮的發展定位以工商為重心，在
苗栗地區屬經濟繁榮產業發達地區，又與新竹市緊緊相鄰，都市化程
度高，加上既有工業基礎深厚，深具繁榮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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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光資源
竹南鎮在近年來工、商產業的蓬勃發展下處處工廠林立，但除了
現代化發展迅速外，仍保有相當完整的自然風貌與歷史建築，其海岸
地區主要的社經產業發展活動為近海漁業與休閒遊憩產業。位於本規
畫範圍內之濱海森林遊憩區，南北長約五公里佔地約 100 多公頃，竹
南鎮公所分別規劃了假日之森、親子之森、長青之森等三處，並且在
有心人士的推廣下，假日之森已成為台灣西海岸著名的衝浪聖地，聚
集吸引為數眾多的衝浪愛好者。
1、崎頂海水浴場─崎頂海水浴場位於竹南鎮崎頂火車站後方後方約
二百公尺，面積約 12 公頃，長約 220 公尺，寬約 420 公尺，為一
個長形海灘，在浴場設有多項設施如餐飲、觀海樓、滑輪場、兒
童遊樂區、野餐休息區、卵石健康步道、露營烤肉區等；另外在
露營區旁邊有一片防風林，沙丘外金黃色沙灘，是享受日光浴的
好地方，在夏天時總是擠滿了人潮，浴場外還有一片西瓜園，崎
頂盛產西瓜，肉質甜美，去的時候可以飽嘗一番。
2、崎頂車站─崎頂車站位於台灣苗栗縣竹南鎮，為臺灣鐵路管理局
縱貫線的鐵路車站。崎頂車站因興建新站房，原木造站房遭拆除。
目前的崎頂車站並沒有車站主建築，但設有公廁與採光罩屋頂的
簡易候車區，兩條側式月台之間是以人行天橋作為跨越鐵路的動
線。
3、龍鳳漁港─座落於新港溪溪與龍鳳大排的交接出海口，主要提供
漁民船隻停駁使用，目前仍持續使用中，漁船進出港灣相當頻繁，
這裡的漁獲拍賣在清晨及下午各有一場，每天都吸引不少遊客到
此等候購買新鮮魚貨。近年相關單位在漁港內規劃景觀平台及跨
海大橋，整座港區更顯浪漫，區內並設有漁貨直銷中心，除了購
買魚蝦產品，也可現場大啖海味。
4、後厝龍鳳宮—後厝龍鳳宮位於苗栗縣竹南鎮，創建於清道光 16 年，
主奉天上聖母，配祀左殿福德正神、右殿註生娘娘、右廡為神農
大帝和後殿二樓右方的觀世音菩薩，向來就是竹南鎮居民的信仰
中心，香火鼎盛，與中港慈裕宮合稱為內、外媽祖。最大的特色，
是位在廟殿後方的天上聖母塑像。塑像高 136 台尺，內有 12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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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現供俸有萬尊媽祖聖像，據說是東南亞最高大的天上聖母塑
像。登上塑像頂部，視野遼闊，可遠眺臺灣海峽的壯闊景象。
5、斯氏紫斑蝶繁殖區—設於海濱森林公園「親子之森」與「長青之
森」之間的紫斑蝶生態教室，於民國 96 年揭幕啟用，由荒廢哨所
重新整建，是國內首座紫斑蝶生態主題館。週邊同時栽植紫斑蝶
蜜源植物、羊角藤、白水木…等，復育「紫斑蝶」棲地，讓紫斑
蝶每年來此孕育下一代；也請蝴蝶保育協會生態專家，協助充實
內部解說圖鑑、標本，近 200 隻的「斯式紫斑蝶、鳳蝶、粉蝶」
等 36 種雌、雄蝶類標本，並搭配動態影片及專人解說，讓到訪民
眾能清楚瞭解不同蝴蝶生態。
6、竹南濱海森林遊憩區—位在竹南鎮西濱的竹南濱海森林遊憩區，
南北長 5 公里，佔地約有 100 多公頃，分別規劃了假日之森、親
子之森、常青之森三處，沿著海岸線風景優美，其原始木麻黃、
棕櫚樹成蔭，適合健行、騎自行車，是一處休閒好去處。
7、中港慈裕宮—中港慈裕宮興建於乾隆 25 年，與北港朝天宮、東港
東隆宮並稱『台灣三媽祖』
，寺廟位於中港溪畔的塭仔頭，規模龐
大，香火鼎盛，民國 74 年 8 月由內政部指定為『國家三級古蹟』
，
成為地方宗教中心，每年農曆正月 15 日賞花燈，3 月 23 日、9 月
9 日的廟會及中元普渡的際祀鹿典，總為當地帶來滿滿的人潮。
8、竹南紅樹林生態保護區—竹南紅樹林又名塭仔頭紅樹林生態保護
區，是竹南鎮港墘裡中港溪出海口北岸河段，沿岸長了許多水筆
仔，是集戶外自然生態與歷史人文的教學園地，泥沼地更是招潮
蟹及彈塗魚的最佳棲所，為一處生機昂然的環境。另外，竹南獅
子會也在此建了一座瞭望台（觀海樓）
，不只供民眾休憩，更提供
了觀賞渡冬候鳥的佳機。
9、中港溪口濕地—位於苗栗縣境內的中港溪，在竹南鎮與後龍鎮之
間流入臺灣海峽，河口附近形成了一片濕地。中港溪口濕地屬於
河口三角洲，同時也受海水漲退潮影響，因此區域內為海水、淡
水交匯的沼澤地。港溪口北岸與射流溝交匯處，現有紅樹林廣達
三公頃左右，已被列為「自然保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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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竹南濱海森林遊憩區

1.崎頂海水浴場

2
1
7.親子之森

2.崎頂車站

3
3.龍鳳漁港
5

8.中港慈裕宮

6

4

7

8
9.竹南紅樹林生態保護區

4.後厝龍鳳宮
10

9

5.斯氏紫斑蝶繁殖區

10.中港溪口濕地
圖 2.4.1 竹南鎮遊憩景點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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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網絡系統
本計畫區距離竹南市街僅一兩公里，北側龍鳳漁港近年來已成
為觀光漁港，還有牽罟等具地方特色的漁業活動。頭份、竹南兩鎮人
口加起來近 20 萬人，此濱海森林公園目前已成為其民眾重要休閒去
處。本區緊鄰國道 3 號線竹南交流道以及西濱公路，交通極為方便，
距離人口約 60 萬的新竹地區只有不到半小時的車程，如表 2.4.1 及
圖 2.4.2。
表 2.4.1 規劃區交通概況
鄉鎮
交通系統
1.福爾摩沙高速公路貫穿
竹南鎮中部並設有竹南
交流道。
2.苗 124 線、苗 3 線經竹
南鎮向外連結及省道台
竹南
1 線、台 13 線及台 61。
3.鐵路亦有竹南火車站為
縱貫鐵路山海線的分岔
點。
圖 2.4.2 交通網路系統圖

二、人口分析
本計畫範圍橫跨竹南鎮 6 個鄰里，人口分佈主要為於平原地區，其中
以海口里人口數較多，根據竹南鎮戶政事務所 100 年人口統計整理如下表
2.4.2。

村里別
龍鳳里
竹興里
竹
中英里
南
中美里
鎮
海口里
港墘里
合計

表 2.4.2 計畫區人口彙整表
鄰數
戶數
21
789
22
1,116
17
531
15
692
28
1,335
15
671
118
5,134

人口數
2,640
3,758
1,804
2,440
4,203
2,297
17,142
資料來源：竹南鎮戶政事務所

25

2.5 土地使用現況
一、土地使用權屬
根據苗栗縣主計處統計資枓顯示，至 98 年底苗栗縣已登錄土地面積中都市
土地有約為 12,752 公頃,非都市土地有約為 144,969 公頃。竹南鎮已登錄土地面
積中都市土地有約為 1,240 公頃,非都市土地有約為 2,406 公頃，如圖 2.5.1。
二、環境土地用現況說明
本計畫依各測點之土地使用現況詳述如下，圖 2.5.2。

圖 2.5.1 竹南鎮土地使用權屬

圖 2.5.2 土地使用現況分區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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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龍鳳漁港
M1 位於計畫案
的 最 北側的龍鳳漁
港，是目前假日的熱
門景點，很多民眾都
會來這邊採買海產，
旁 邊 設有步道可到
海灘邊遊玩看夕陽。
港 內 有防波堤主體 風力發電車
設施，部份碼頭連外
道 路 就會有拍賣市

觀光漁市場
跨海大橋

冷凍製冰廠製冰廠、
漁具倉庫

集、漁具倉庫等空間
規 劃 是苗栗縣第一
個觀光漁港。
2.假日之森
M2 分區位於假
日之森外海，現況飛
砂 嚴 重所以在旁邊
植 生 防風定砂的植
物，大部分沙灘地，
靠近外海的部份，有
荒 廢 沒有在維護的
石滬，每到農曆八月
起，ㄧ個月的時間為
蚵的產季，所以沿岸
邊有許多漁民採收。
3.賞鳥區
M3 分區位於中
港溪北岸出海口，這
地方有一個潮間帶，
淡 鹹 水潮間帶生態
豐 富 ，並設有賞鳥
區，旁邊有防風林部
份區域破碎化，海岸
邊有人工廢棄物。

舊有荒廢沒有在維護的石滬。
現況飛砂嚴重，旁邊有植生
防風定砂的植物。

沙灘地潮間帶。

植生林相豐
富。

水筆仔、海茄苳。

人工廢棄物多。
設有賞鳥區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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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掩埋場管制區
M5 分區位於中
港溪口北岸，防波堤
岸邊林相較少，沿岸
有消波塊、水筆仔。

海岸林相較少

沿岸有長水筆仔
沿岸消波塊護岸

5.渡船頭
M7 分區位於中
港溪南岸，遠方有玄
寶大橋、消波塊、沿
岸海堤，平時在退潮
的時候，會有漁民採
收 漁 籠、漁具的漁
貨。

6.渡船頭
M8 分區位於中
港 溪 南岸河口出海
處，海岸周邊只有少
數植栽，河道旁常會
有漂流木堆積。

玄寶大橋

沿岸海堤

消波塊

玄寶大橋
河道周邊常有垃圾、漂流木堆積
海岸周邊只有少數植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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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海岸環境
一、海岸地形概況
竹南海岸段北起新竹市與苗栗縣竹南鎮之縣市交界，南至苗栗縣竹南鎮
與後龍鎮行政界線之中港溪口，全長約 9 公里。在青天泉海岸附近有設置多
處定置漁網以致無法進行水深測量。海岸地形均為砂岸，沙灘寬闊且坡度變
化甚緩，潮間帶地形發達。水深-5 公尺內底床坡度約在 1/70~1/180 之間；水
深-5 公尺~-15 公尺間之底床坡度約在 1/180~1/400 之間；水深-15 公尺~-20
公尺間則底床坡度約在 1/100~1/220 之間。河口底質特性為中港溪河口 D50
粒徑分布介於 0.019 毫米~0.46 毫米，礦物組成皆以石英及板岩佔大多數。
水深-5 公尺內底床坡度約在 1/70~1/180 之間；水深-5 公尺~-15 公尺間
之底床坡度約在 1/180~1/400 之間；水深-15 公尺~-20 公尺間則底床坡度約
在 1/100~1/220 之間。圖 2.6.1 為竹苗海岸基本資料監測調查計畫(經濟部水
利署第二河川局，100 年)所繪之本海岸段二次監測成果之三維地形色階圖。

圖 2.6.1 100 年 5 月苗栗竹南海岸段三維地形色階圖
二、河川地形概況
中港溪位於台灣西北部苗栗縣境內，源出加里山山脈鹿場大山 2,616 公
尺北坡，北臨頭前溪流，南臨後龍溪流域，為苗栗縣境內重要河川之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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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台次要河川中最長的。流域涵蓋新竹縣北埔、峨眉兩個鄉鎮，以及苗栗
縣南庄、三灣、頭份、竹南、造橋等五鄉鎮，共計七個鄉鎮；水系全長 54.14
公里，流域面積為 445.58 平方公里，溪流平均坡降約 1：150。主要支流有
南河、峨嵋溪、南港溪等。境內上游多為林地，中游多為農業區，流域內工
業絕大部分集中於竹南、頭份二鎮。
中港溪河川從感潮河段至高速公路橋間平均坡降為 0.09%，高速公路橋
至東興橋下游河段間平均坡降為 0.25%，東興橋至三灣橋中游河段平均坡降
為 0.50%，三灣橋以上上游河段平均坡降為 2.00%。中港溪流域土壤組成主
要為崩積土、黃壤、紅壤、砂、岩石、沖積土、有機質土、石質土及幼黃壤
等。
三、潮波流
（一）潮位：以下為竹苗海岸基本資料監測調查計畫(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
川局，100 年)提出之新竹及外埔潮位站之潮位資料分析，此二潮位站
分別位於本計畫範圍區之北與南，故引用其觀測資料的統計結果彙整
於表 2.6.1。
表 2.6.1 新竹及外埔潮位站潮位資料分析表
潮位站名稱
最高潮位
HHWL
大潮平均高潮位 HWOST
平均高潮位
MHWL
平均潮位
MWL
平均低潮位
MLWL
大潮平均低潮位
LWOST
最低潮位
LLWL
所屬單位
觀測時間

新竹
2.88(2006/07/14)
2.11
1.79
0.126
-1.50
-1.78
-2.42(2005/03/09)
中央氣象局
2005〜2009

外埔
3.19(2006/07/14)
2.32
1.98
0.31
-1.37
-1.62
-2.46(2008/06/05)
中央氣象局
2005〜2009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及中央氣象局

（二）波流調查：以下為竹苗海岸基本資料監測調查計畫(經濟部水利署第
二河川局，100 年)於苗栗中港溪口 CA02 測站(圖 2.6.2)進行波流調查
之分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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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溪 CA02 測站
E= 230595.481m
N= 2730761.598m

圖 2.6.2 波流調查測站位置圖
1.第一次調查作業(99/11/30~99/12/22)：
流況方面，近底床處每秒小於 20 公分之流速佔約 70%，最大
流速不超過每秒 90 公分，主要流向變化在西南西~北東方向;距底
床 7.87 公尺處每秒小於 30 公分之流速佔約 80%，最大流速不超過
每秒 80 公分，主要流向變化在西南西~北東方向;近水面處每秒小
於 30 公分之流速佔約 80%，最大流速不超過每秒 90 公分，主要流
向變化在西南西~西南方向。
波浪方面，最大波高可達 500 公分，主要波向在南南西~南方
向，10~90 公分之波高佔有 70 %，4~7 秒週期之波浪佔有 90 %。
2.第二次調查作業(100/03/19~100/04/15)：
流況方面，近底床處每秒小於 20 公分之流速佔約 70%，最大
流速不超過每秒 70 公分，主要流向變化在西南西~西南方向;距底
床 7.87 公尺處每秒小於 30 公分之流速佔約 80%，最大流速不超過
每秒 80 公分，主要流向變化在西南西~西南方向;近水面處每秒小
於 40 公分之流速佔約 70%，最大流速不超過每秒 100 公分，主要
流向變化在西南~南南西方向。
波浪方面，最大波高可達 250 公分，主要波向在南~南南東方
向，30~90 公分之波高佔有 80 %，6~7 秒週期之波浪佔有 99 %。
3.第三次調查作業(100/04/16~100/05/07)：
流況方面，近底床處每秒小於 20 公分之流速佔約 85%，最大
流速不超過每秒 40 公分，主要流向變化在北東~西南西方向;距底
床 7.87 公尺處每秒小於 30 公分之流速佔約 95%，最大流速不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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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秒 50 公分，主要流向變化在西南~西南西方向;近水面處每秒小
於 20 公分之流速佔約 60%，最大流速不超過每秒 70 公分，主要流
向變化在西南~東北東方向。
波浪方面，最大波高可達 200 公分，主要波向在南南西~南方
向，10~90 公分之波高佔有 76 %，5~6 秒週期之波浪佔有 91 %。
4.第四次調查作業(100/05/08~100/05/29)：
流況方面，近底床處每秒小於 20 公分之流速佔約 80%，最大
流速不超過每秒 40 公分，主要流向變化在西南~西南西方向;距底
床 7.87 公尺處每秒小於 30 公分之流速佔約 90%，最大流速不超過
每秒 50 公分，主要流向變化在西南~北東方向;近水面處每秒小於
40 公分之流速佔約 95%，最大流速不超過每秒 90 公分，主要流向
變化在西南~西南西方向。
波浪方面，最大波高可達 150 公分，主要波向在南~南南西方
向，30~70 公分之波高佔有 60 %，4~6 秒週期之波浪佔有 89 %。
四、海岸地形侵淤變化
由竹苗海岸基本資料監測調查計畫(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100 年)
提出苗栗縣青天泉海岸段地形侵淤變化分布圖(圖 2.6.3、圖 2.6.4)，分別為
99 年 8 月至 100 年 5 月侵淤變化分布圖及 94 年 5 月至 100 年 5 月之侵淤變
化分布圖。圖 2.6.3、圖 2.6.4 中，D1、D2、E1、E2 為龍鳳漁港以南至中港
溪出海口，此區域為本計畫範圍。
由圖 2.6.3 可得知 99 年 8 月至 100 年 5 月之海岸地形侵淤變化，在水
深-7m 以內，D1、E1 皆呈淤積狀態，平均淤積量分別達至 0.14 m、0.02 m；
在水深-7~-20m 處(D2、E2)則皆呈侵蝕現象，平均侵蝕量分別達至 0.09 m、
0.13 m。而由圖 2.6.4，94 年 5 月至 100 年 5 月進行海岸長期觀察的侵淤變
化分布圖缺乏 E1、E2 兩區較早期的資料，但仍可看出在水深-7m 以內，D1
呈淤積狀態，平均淤積量達至 0.30 m；而水深-7~-20m 處，D2 亦呈現淤積
狀態，平均淤積量達至 0.3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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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山漁港

鹽港溪口

崎頂

龍鳳漁港

圖 2.6.3 苗栗縣青天泉海岸段地形侵淤變化分布圖(99/08~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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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4 苗栗縣青天泉海岸段地形侵淤變化分布圖(94/05~100/05)
五、海岸線變化圖
一般而言，海岸線變化常為主觀判斷海岸是否侵蝕之既定印象，竹苗海
岸基本資料監測調查計畫(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100 年)將歷次測量之
0 m 線套繪於衛星影像圖進行比較，藉由岸線套繪比較以瞭解後龍海岸地形
變遷之趨勢。由圖 2.6.5 顯示鹽港溪至中港溪呈現海岸線逐年侵蝕之趨勢，
除民國 96 年柯羅莎颱風侵襲過後，海岸線相較民國 94 年時向海域推展約
200 公尺，竹南海岸(崎頂海水浴場至中港溪)於民國 91 年至 99 年之間，則
呈現海岸線逐年退縮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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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港溪

青天泉

竹南鎮

龍鳳漁港

圖例
水系

中港溪

91 年岸
線
94 年岸
線

96 年岸
線

圖 2.6.5 鹽港溪至中港溪岸線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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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現有防護設施
自民國 62 年開始，苗栗地區就有興建海堤的計畫，於民國 65 年納入經
建計畫，迄至民國 93 年，已有多處海堤與護岸。竹苗海岸基本資料監測調
查計畫(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100 年)根據第二河川局「新竹港南海岸
生態工法之研擬「人工養灘對底棲生物之影響」計畫與「海岸防護策略研討
會」之相關資料，位於計畫區內之海岸防護設施既有工程如表 2.6.2 所示。
表 2.6.2 竹南現有海岸防護設施既有工程彙整表
防護設施名稱
崎頂海岸保護工
營盤海堤
竹南防潮堤
海寶防潮堤

設施長度(m)
海堤
護岸
2,000
884
1,723
609
925

海堤高度
(m)
6.2
6.4
5.7

縣市區域

主管機關

苗栗縣
苗栗縣
苗栗縣
苗栗縣

第二河川局
第二河川局
第二河川局
第二河川局

竹南海岸區段分為青天泉海岸段、營盤海岸段。青天泉海岸北起第一排
水口南至崎頂海水浴場；營盤海岸段北起崎頂海水浴場南迄中港溪，該區段
現況由北至南分述如下，各點位置如圖 2.6.6 所示，相關現況照片如圖 2.6.7。


點 A 位於青天泉海岸段，其坡度約為 1/60，該段海岸長期遭海浪侵襲，
面臨侵蝕，鄰近原本茂盛之防風林前端也受侵蝕而坍塌，形成灘崖。為
防止本段海岸繼續侵蝕，第二河川局目前以繩網綁拋石及石籠保護工做
為海堤堤體，同時保護濱海道路。尼龍繩網因受日曬及浸泡老化，呈現
損壞情況，導致塊石滑落，形成亂拋之緩坡面，唯塊石長期受波浪濤刷
耗損，需加以補充維持保護灘岸之功能。



點 B 位於龍鳳漁港北側冷水溪出口，該區段之海岸保護工主要為營盤
海堤，海堤高度 6.2 公尺，其型式為階梯堤，因龍鳳漁港北側防波堤阻
擋漂砂，導致堤前形成沙灘，其坡度約為 1/60，堤後則為北濱森林公園
遊憩區自行車道。



點 C 現況點位置距離龍鳳漁港約 1 公里往南處，其海岸坡度約為 1/70，
海岸並無部置防護措施，後方為竹南海濱森林遊憩區，全長約 8 公里，
面積約 150 公頃，是歷史悠久的原生木麻黃防風林。



點 D 現況點約於中港溪出口北側處沙母崙附近，該段海岸坡路約為 1/50，
其保護工主要係以石籠保護工做為海堤堤體，並於前灘處放置天允塊用
以消波護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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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青天泉

崎頂海水浴場

竹南鎮

B

龍鳳漁港

C

D

圖例
中

港

溪

圖 2.6.6 苗栗竹南海岸區段環境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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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
縣市界
拍攝位置

點 A 青天泉海岸現況

點 A 青天泉海岸現況

點 B 營盤海堤現況

點 B 龍鳳漁港現況

點 C 竹興里處海岸現況
點 D 沙母崙處海岸現況
圖 2.6.7 苗栗竹南海岸區段環境現況

2.7 海岸環境資源利用現況
一、海岸地區漁業、砂石礦業等資源
（一）漁業：苗栗縣政府為 12 處漁港之主管機關，其中有 7 座漁港隸屬
於南龍區漁會，另外 5 座則由通苑區漁會所管轄。竹南鎮現有漁港
共有 3 處，由北往南分別為青草漁港、龍鳳漁港、塭仔頭漁港，如圖
2.7.1 所示。漁港規模普遍皆不大，但龍鳳漁港具有完整港型。各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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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設施現況整理如表 2.7.1 所示。而苗栗縣的漁獲種類有烏魚、鰆
魚、白帶魚、魽魚、花枝、白口、鐵甲參、鯛類、鯧類、鰤類等，近
海養殖漁業有鰻魚、虱目魚養殖及海瓜子養殖區。

圖 2.7.1 苗栗縣主要河川出海與各漁港分布圖
表 2.7.1 基地範圍內漁港設施現況
漁港名
稱

全年漁
產量
(公噸)

全年漁產
量價值
(仟元)

年底本港
籍漁船筏
數(艘)

全年最
多之漁
船筏數

青草
漁港

19

2,641

7

9

龍鳳
漁港

238

33,082

85

87

塭仔
頭漁
港

13

1,807

5

6

泊地面
積(M2)

魚獲種類

鰆、烏魚、花枝、白口、
鐵甲參、肉魚、午仔、鯛
類、鯧類、鰤
鰆、烏魚、花枝、白口、
34,000 鐵甲參、鯛類、鯧類、鰤
類
鰆、烏魚、花枝、白口、
鐵甲參、鯛類、鯧類、鰤
類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

（二）人工魚礁資源：台灣沿近海魚礁區依設置之目的概分為三類，分別
為大型人工魚礁區、小型魚礁區以及保護礁區；大型人工魚礁區以改
良海洋環境，提供魚、貝、介類適當棲息場所，增加魚產量為目的；
大型人工魚礁區劃分範圍與設置方式是以中心點經緯度為圓心，涵蓋
半徑 500 公尺以內海域；目前苗栗縣沿海地區則設置有 7 處人工魚
礁，提供豐富海洋資源與魚場再造。
二、砂石礦業
（一）礦業：苗栗沿岸地區目前主要之礦業為精製鹽，政府於民國六十四
年，在苗栗縣通霄鎮建造精鹽廠，精鹽廠採用離子交換膜電透析製鹽
法，將海水中的天然海鹽提煉出來，生產至今已近 30 餘年，供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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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眾食用、食品加工用鹽且部分外銷。依據經濟部礦務局對苗栗地
區近 10 年精製鹽產量與價格之統計可得知，精製鹽之產值自 88 年
至 97 年，有逐年下降之趨勢，其中又以 95 年之產值為最低。而苗
栗部分沿海地區如崎頂、白沙屯等地，則產有能源礦產資源，如石
油、天然氣等，但非苗栗縣內主要產區。
（二）砂石：苗栗縣砂石資源之產量，大部分來自於縣內河川流域，如大
安溪、中港溪等，以及三義地區所富含之砂石資源，與本計畫所探討
之海岸區域，並無太大之關聯性，故不對此資源之產量與價格做深入
蒐集與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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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100 年至 102 年成果彙整
本團隊於 100 至 102 年執行中港溪口濕地相關計畫，成果如表 2.8.1 所示，
從社區培力到濕地巡守隊成立，以及輔導巡守隊獨立執行生態監測等工作，目標
皆為期望在地社區能獨立自主，自發性有能力的進行濕地生態保育，遂於今年辦
理指標生物遴選，進一步研擬中長期保育與復育計畫。
表 2.8.1 基地範圍內漁港設施現況
100 年
101 年

中港溪口濕地生態廊道
調查及保育工作坊經營

計劃
名稱

中港溪口濕地保育行動
計畫

知識
建構

1.舉辦濕地生態及紅樹 1.舉辦巡守隊教育訓練 1.舉辦巡守隊教育訓練
林體驗營活動。總計三
共計 32 小時，其中專
共計 28 小時，其中專
梯次，9 小時。
業課程 27 小時，戶外
業課程 24 小時，戶外
2.種子學員培訓兩梯次，
實際做課程 5 小時。
實際做課程 4 小時。
共 32 小時。
2.地方說明會 1 場。
2.地方說明會 1 場。
3.地方說明會 2 場。

智慧
選擇

計畫

1.舉辦濕地生態及紅樹 1.民眾於交流觀摩研討 1.舉辦斯氏紫斑蝶食草
林體驗營活動。共三梯
會主動提出，希望成立
植物種植，共計 200
次，參加人數為 47 位。
生態巡守隊，功能性會
株。
2.種子學員培訓兩梯次，
更趨完整。
2.舉辦巡守隊淨灘活動。
參加人數為 60 位。
2.舉辦巡守隊淨灘活動。 3.組織巡守隊水質監測
3.地方說明會 2 場，。共
工作坊。
計 6 個里，2 個社區發
展協會參加。
1.成果宣導(海報)

行動
落實

中港溪口濕地參與營造
計畫

102 年

1.成立地方巡守隊。
1.交流觀摩研討會 1 場。
2.巡守時程為每日兩次， 2.巡守隊經驗分享交流
共有 6 里 35 位民眾參
會，共計 1 場。
加。
3.巡守隊進行水質監測，
3.巡守隊經驗分享交流
共六個測點。
會，共計 3 場。
4.交流觀摩研討會 1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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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相關計畫及法規
以下為本計畫整理出海岸保護區之相關法規，如圖2.9.1所示。

自
然
保
海 護
岸 區
保
護 一
區 般
保
護
區

區域計畫法

環境保護區

都市計畫法

保護區

漁業法

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自然地景資產保存區

自然保護區設置管理辦法 自然保護區
野生動物保育法

野生動物保護區

海岸法草案

一、二級海岸保護區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2.9.1 保護區劃設相關法規

一、相關計畫

（一）苗栗縣環境保護計畫(苗栗縣政府環保局，2000)
行政院環保署為落實國家環境保護計畫，並逐年達成計畫目標，故責成
各地方環保機構依據地方特性及環境特色，擬訂地方性之環境保護計畫。苗
栗縣環保局於民國八十九年即擬研出「苗栗縣環境保護計畫」。環境保護計
畫的研擬，除依循「國家環境保護計畫」之指導原則外，也遵循「苗栗縣綜
合發展計畫」之規劃方向，並配合地方發展之特性，以1.定性及定量之角度
來分析苗栗縣現有之環境污染問題。2.針對分析結果，訂定公害防制策略與
管制計畫。3.規劃執行期程與制定量化目標，以確認計畫執行之成效。4.依
本縣之特殊環境研擬制訂各項維護自然生態策略，妥善保育本縣既有珍貴之
自然資源環境。
（二）國家海洋政策綱領(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2004)
台灣為海洋國家﹐「國家海洋政策綱領」的擬定是引導台灣邁向優質海
洋國家﹐進而做為政府施政根基。計畫的願景是要建立台灣成為「生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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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繁榮的海洋國家」。明確擬定的工作目標為：維護海洋權益，確保國家
發展；強化海域執法，維護海上安全；保護海洋環境，厚植海域資源；健全
經營環境，發展海洋產業；深耕海洋文化，形塑民族特質；培育海洋人才，
深耕海洋科研。
（三）台灣21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略綱領（經濟建設委員會，
2004）
台灣永續發展策略綱領的永續環境政策與行動綱領中，根據台灣目前所
面臨的環境議題，將自然保育方面的政策及行動綱領劃分為六項策略，包括：
保護大氣、保護水資源、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海洋及海岸濕地、保護土地
資源、防治自然災害。主要工作內容有:整合海洋管理體制，建立海洋及海岸
監測系統，辦理海岸地區整體規劃，研擬海岸保護與防護計畫，建置海岸環
境監測系統及資料庫建置計畫，積極研擬海岸防災整合計畫，研訂海洋生物
資源利用與技術發展研究，保護海岸地區河口、沙丘、紅樹林等資源，並設
置海岸、海洋保護區等。
（四）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5)
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的擬定乃是因應地球環境變遷、災害頻頻
的課題，目的在積極復育過度開發的諸如，海岸等地區的生態環境，促進環
境資源永續發展；及進行有效管制。
（五）苗栗縣景觀綱要計畫(苗栗縣政府，2005)
苗栗縣海岸列屬於新竹縣景觀綱要計畫中的自然風貌系統，其基本發展
原則如下所示：1.重視既有海岸自然環境資源，維護並增加海岸地區防風林
林之面積。2.加強西側沿海間自然地景點、線、面空間之串連，以提供居民
親近、體驗自然之機會。3.強化海岸地區自然特質，提升、維護都市生態條
件。4.遏止不當破壞自然景觀之惡質工程文化。
（六）海岸法（內政部營建署，2014）
為促進海岸地區之永續發展，保護、利用及管理海岸地區資源，防治海
岸災害及環境破壞，特制定海岸法。草案第1章第2條指出海岸地區劃定原則。
關於資源保護及海岸防護於第3章第9條詳述： 1.重要水產資源地區。2.珍貴
稀有動植物地區。3.特殊景觀資源地區。4.重要文化資產地區。5.重要河口生
態地區。6.其他依法律規定。海岸地區中具有上列情形之一者，應予保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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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地區劃設為一級海岸保護區，其餘有保護必要之地區，得劃設為二級海
岸保護區，並分別訂定海岸保護計畫加以保護管理。
（七）永續海岸行動方針（內政部營建署，2008）
針對台灣海岸現況及各類型海岸保育準則，未來中長程之海岸管理與利
用之目標，應參考永續海岸行動方針的指導原則及其對應之理念與策略，確
保台灣重要海岸環境及海洋資源得以存續。
（八）揉風、慢活、貓裏海-國土空間永續之競爭型計畫(苗栗縣政府，2008)
計畫依據苗栗縣濱海四鄉鎮之未來期許，採用旅客與住民需求核心願景
作為發展基礎，探究貓裏海岸現有基本元素，建立多元的海岸利用與城鄉風
貌之基礎價值與思維，延生出意象、步調、休閒、住民、生態與行動等6個
主要推動方向，以期望帶領苗栗縣邁入多元的海岸市代，發展多元讀哈案意
象與城鄉風貌之長遠推動方向概念。
（九）城鎮地貌改造─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競爭型補助計畫(苗栗縣政府，
2008)
1.鼓勵以新創意、新理念、新技術推動城鄉風貌改造，積極提升國人新
價值視野及社會整體創造力。
2.透過草根性之社區環境改造，融合地方生活文化景觀，有助於重整地
方歷史文化空間記憶及生活秩序，引導國人認同故鄉，豐富社區族群情感交
流，促進社會祥和與文化重建。
3.矯正各單位以往忽略生態、人性、文化及景觀美質從事各項實質建設
之不當觀念和作法，重建世人對政府進行公共建設之進步形象。
（十）國土計畫法（內政部營建署，2009）
國土計畫法草案立法的精神是為確保國土安全及國家永續發展，促進國
土資源合理配置，以有效保育自然環境、滿足經濟及社會文化發展之需要，
提升生活環境品質。第六條就國土規劃之基本原則對海岸地區提出，海洋資
源地區之保育、防護，應以保育及保安為最高指導原則，並限制開發使用，
對環境劣化地區應逐漸復育其生態機能。第二十三條則指各國土功能分區應
分別訂定不同層級之管制，海洋資源地區部份是依據內水與領海之現況及未
來發展之多元需要，就港口航道、漁業資源利用、礦業資源利用、觀光旅遊、
海岸工程、海洋保護、特殊用途及其他使用等類別，進行海域功能區劃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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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並依其環境資源特性，考量離岸距離與海水深度之不同、會商有關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分級。
(十一)海岸永續整體發展方案(內政部營建署，2009)
為確保台灣自然海岸線不再損失，避免不當設海岸工程，衝擊自然環境
平衡，同時為順應國際趨勢，確保海岸永續發展；並以回復海岸自然風貌為
願景，研訂永續海岸短期--自然海岸線零損失，及長期發展策略--永續海岸
行動方針。
(十二)濕地保育法（內政部營建署，2009）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維護生物多樣性，促進濕地之明智利用，加強濕
地生態與滯洪功能，特制定本法。
濕地之規劃、保育、利用和經營管理及其他涉及濕地之相關事務，除依
其他法律以保護為目的所劃設之區域，應優先適用該法律者外，應依本法之
規定。
(十三)苗栗縣永續海岸整體規劃(苗栗縣政府，2009)
苗栗縣海岸整體發展策略為：生物多樣性維護、重要指標生物棲地復育、
結構設施景觀營造、沙灘沙丘寶路與利用、增進休閒遊憩機會、發展觀光產
業、振興漁業、社區營造。並且分別針對苗栗縣海岸，提出竹南、後龍、西
湖、苑裡等重點分區規劃。
(十四)海岸環境營造計畫(經濟部水利署，2009-2014年)
計畫內容包括：營造海岸風華，與海岸相關公部門整合，回復近自然海
岸，塑造海岸綠色廊道，推展整體調查、研究及規劃。
(十五)台灣國家重要濕地生態環境調查及復育計畫草案（內政部營建署，
2009-2014）
以「建構國家永續發展之整體生態網絡」
、
「協調整合全國共識」
、
「明智
利用海岸與濕地資源」為三大目標，主要工作項目計項，如下：
1.建構國家永續發展之整體生態網絡－確立未來國土資源保育與利用
政策，在尊重自然環境、維護多樣性生態棲息地完整、降低不必要人為干擾
的原則下，檢討國土開發利用計畫。
2.協調整合全國共識－補助各地方政府，結合當地社區、學術機構和民
間團體，共同推動濕地保育、復育、維護管理、監測評估、生態導覽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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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等活動，擴大濕地保育重要性之認知，強化保育國際交流，整合全國共
識。
3.明智利用濕地資源－推動濕地保育及復育，維持生態系統健全與穩定，
追求整體環境之永續發展。
(十六)濕地保育法(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2012)
濕地對於調節氣候、維護生物多樣性，具有一定之國際重要意義。故本
法以濕地保育為優先，兼顧濕地之明智利用與濕地生態等為立法之目的。
關於濕地之保育、規劃、利用、經營管理及其他涉及濕地之相關事務，
可能與其他法律有所重疊或競合，應優先適用本法。濕地範圍涉及依國家公
園法劃定之國家公園區域者，仍依國家公園計畫管制之。若濕地範圍內有土
地利用或是開發行為者，其他法律有更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十七)濕地保育法施行細則(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2015)
明定濕地保育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全國性濕地保育之主管事項以及濕地
保育法草案明文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主管之事項。
(十八)中港溪口濕地保育行動計畫(苗栗縣政府，2011)
分區構想將中港溪分類為三區，分別為保護區、復育區以及再生區。
（2）
基本原則，是以「環境保護」為優先、同時與「生態旅遊」與「安全防護」
兼融的操作手法。
（3）根據各區環境特色及定位，將中港溪口濕地畫分為八
個區段，分別為：海岸生態景觀營造區(A)、河口濕地生態營造區(B)、國家
重要濕地敏感區(C)、人工濕地生態營造區(D)、垃圾掩埋場復育區(E)、紅樹
林生態豐富區(F)、中港溪南岸海口營造區及竹南海岸防風林敏感區。
二、相關法規
法規

條款
第9條

漁業
法

第 15 條

第 15 條

第3款

內文
為開發或保育水產資源，或為公共利益之必要，主管機關於漁
業經營之核准時，得加以限制或附以條件。
專用漁業權：係指利用一定水域，形成漁場，供入漁權人入
漁，經營左列漁業之權：
(一) 採捕水產動植物之漁業。
(二) 養殖水產動植物之漁業。
(三) 以固定漁具在水深二十五公尺以內，採捕水產動物之漁
業。前項專用漁業權之申請人，以漁會或漁業生產合作社為
限。
主管機關應依據漁業生產資源，參考礦產探採、航行、水利、
環境保護及其他公共利益，對公共水域之漁業權漁業作整體規
劃，並擬訂計畫，每年定期公告，接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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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為資源管理及漁業結構調整，得以公告規定左列事
項：
一、水產動植物之採捕或處理之限制或禁止。
二、水產動植物或其製品之販賣或持有之限制或禁止。
三、漁具、漁法之限制或禁止。
四、漁區、漁期之限制或禁止。
五、妨害水產動物回游路徑障礙物之限制或除去。
六、投放或遺棄有害於水產動植物之物之限制或禁止。
七、投放或除去水產動植物繁殖上所需之保護物之限制或禁
止。
八、水產動植物移植之限制或禁止。
九、其他必要事項。
為保育水產資源，主管機關得指定設置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
區。
主管機關為達到水產資源保育之目的，得對特定漁業種類，實
施漁獲數量、作業狀況及海況等之調查。
採捕水產動植物，不得以左列方法為之：
一、使用毒物。二、使用炸藥或其他爆裂物。三、使用電氣或
其他麻醉物。

第 44 條

第 45 條
第 46 條

第 48 條

第3條

第2款

本法所稱文化資產，指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
並經指定或登錄之下列資產：
自然地景：指具保育自然價值之自然區域、地形、植物及礦
物。
主管機關應尊重文化資產所有人之權益，並提供其專業諮詢。
自然地景依其性質，區分為自然保留區及自然紀念物；自然紀
念物包括珍貴稀有植物及礦物。
自然地景由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管理維護；主管機關對私
有自然地景，得提供適當輔導。
自然紀念物禁止採摘、砍伐、挖掘或以其他方式破壞，並應維
護其生態環境。
自然保留區禁止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然狀態。
為維護自然保留區之原有自然狀態，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
任意進入其區域範圍。
野生動物：係指一般狀況下，應生存於棲息環境下之哺乳類、
鳥類、爬蟲類、兩棲類、魚類、昆蟲及其他種類之動物。
族群量：係指在特定時間及空間，同種野生動物存在之數量。

第7款

棲息環境：係指維持動植物生存之自然環境。

第7款

第9條
文化
資產
保存
法

第 76 條
第 80 條
第 83 條
第 84 條
第1款

第8款
野生
動物
保育
法

第3條
第9款
第 10 款
第 11 款
第 12 款
第4條

保育：係指基於物種多樣性與自然生態平衡之原則，對於野生
動物所為保護、復育、管理之行為。
利用：係指經科學實證，無礙自然生態平衡，運用野生動物，
以獲取其文化、教育、學術、經濟等效益之行為。
騷擾：係指以藥品、器物或其他方法，干擾野生動物之行為。
虐待：係指以暴力、不當使用藥品或其他方法，致傷害野生動
物或使其無法維持正常生理狀態之行為。
獵捕：係指以藥品、獵具或其他器具或方法，捕取或捕殺野生
動物之行為。
野生動物區分為下列二類：
一、保育類：指瀕臨絕種、珍貴稀有及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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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條

物。
二、一般類：指保育類以外之野生動物。
在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經營各種建設或土地利用，應擇其影
響野生動物棲息最少之方式及地域為之，不得破壞其原有生態
功能。必要時，主管機關應通知所有人、使用人或占有人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
地方主管機關得就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有特別保護必要者，
劃定為野生動物保護區，擬訂保育計畫並執行之；必要時，並
得委託其他機關或團體執行。
獵捕野生動物，不得以下列方法為之：
一、使用炸藥或其他爆裂物。二、使用毒物。三、使用電氣、
麻醉物或麻痺之方法。四、架設網具。五、使用獵槍以外之他
種類槍械。六、使用陷阱、獸鋏或特殊獵捕工具。七、其他經
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之方法。
為保育野生動物得設置保育警察。
主管機關或受託機關、團體得置野生動物保育或檢查人員，並
於野生動物保護區內執行稽查、取締及保育工作有關事項。必
要時，得商請轄區內之警察協助保育工作。
執法人員、民眾或團體主動參與或協助主管機關取締、舉發違
法事件者，主管機關得予以獎勵；其獎勵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依本法第十五條規定編定各種使用地
時，...........一四、古蹟 保存用地：供保存古蹟使用者。一五、
生態保護用地：供保護生態使用 者。.................。

第 33 條

都市計畫地區，得視地理形勢，使用現況或軍事安全上之需
要，保留農業地區或設置保護區，並限制其建築使用。

第8條

第 10 條

第 19 條

第 22 條

區域
計畫
法施
行細
則
都市
計畫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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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眾參與進行環境及生態監測行動方案
以過去已成立之中港溪口濕地巡守隊為主，組織生態保育工作坊為主，訪視
尋找合適之團隊及成員，輔導保育規劃及生態監測，透過工作坊專家會議討論並
遴選合適之指標生物，並針對團隊進行教育訓練。
在地景生態學領域國外學者 Simberloff(1998)認為要全面監測整個保護區的
生物多樣性非常困難，因此可藉由監測或保護單一物種來進行，這些重點物種之
監測除了可隨時保持棲地之品質，並可減少管理人員在面對眾多物種時的無力感，
節省並使其有效運用其有限之時間。並認為指標生物應區分為指標物種(Indicator
species)、庇蔭物種(Umbrella species)、關鍵物種(Keystone species)及旗艦物種
(Flagship species)等。而在量化方法上，本工作團隊將蒐集更完整之相關文獻，而
具體操作上將區分為環境型及生態型指標生物。在步驟上將利用統計方法提出兩
類物種之候選物種，並因地制宜訂定具體生態復育目標，並由居民、社區團體、
學者、環保人士等共同組成的工作坊，經詳細的分析討論來決定，如圖 3.1.1 所
示。

圖 3.1.1 透過社區總體營造推動中港溪口濕地民眾參與環境教育流程圖

3.1 透過工作坊在地民眾協助進行水質監測及底質粒徑檢驗
除了當地保育工作坊進行的水域生態監測之外，本工作團隊將同步進行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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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性的生態監測，一方面輔導當地保育工作坊的調查工作，另一方面可將調查
到之資料作一比對，流程如圖 3.1.2 所示。

水域環境生態監測

同步進行
專業性監測
專業性監測

輔導教學型監測
輔導教學型監測

(本工作團隊)
(專業監測團隊)
郭一羽、吳俊宗、
朱達仁 博士

(各保育工作坊)
(各保育工作坊)
李英周 博士

一
般
性
監
測

一
般
性
監
測

生
態
監
測

生
態
監
測

圖 3.1.2 居民與專業監測流程示意圖

3.1.1 專業性監測
一、水質監測及檢驗
（一） 監測頻率：計劃執行期間內至少每月 1 次。
（二） 監測地點：預計選擇海域 6 處測點，如圖 3.1.3 及表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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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專業性監測測點圖

表 3.1.1 專業性監測測說明
編號
M1
M2
M3
M5
M7
M8

測點
測點數
測點座標
龍鳳漁港
1
N24°41’58.07” E120°51’22.85”
假日之森外海
1
N24°41’17.94” E120°50’41.08”
賞鳥區
1
N24°40’24.37” E120°49’50.03”
掩埋場管制區
1
N24°40’06.66” E120°50’16.70”
渡船頭-2
1
N24°39’52.33” E120°50’15.06”
渡船頭-4
1
N24°40’04.50” E120°49’52.69”

（三） 水質監測方法
本計畫調查項目包括水溫、鹽度、溶氧量、pH 值、電導度、懸浮固體、
生化需氧量、化學需氧量、氨氮、亞硝酸氮、硝酸氮、總磷等十二個項目。
水質監測依據林幸助教授等（2009）「濕地生態系生物多興監測系統標準作
業程序」中所載明之監測方法，進行水質監測。並參照環保署標準方法 NIEA
W424.5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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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口底棲無脊椎動物
依據「濕地生態系生物多興監測系統標準作業程序」
（林幸助等，2009）
；
另參考環保署所制定的調查作業方法規範，進行底棲生物監測，詳細說明如
下所示。
（一） 在樣區內選定適當的採樣地點，以採泥器採取定量且定面積的底泥。
將採取的底泥以 500μm 孔徑的篩網過濾，過濾時宜以水盆取水後在
岸上濕篩，以免造成干擾，影響後續的採樣結果。將存留在篩網上的
底泥、有機質及各類生物沖入樣品瓶中，加入適量的乙醇或福馬林溶
液予以保存，並放入採集標籤註明採樣日期、地點及採樣方法。每一
樣站至少採取三個樣品作為重覆。圖 3.1.4、圖 3.1.5。
（二） 在實驗室將樣品再度過篩，以大量清水沖洗以除去保存液及細的泥沙，
將留存在篩網上的底質、有機質及各類生物放在白色的水盤中，以軟
鑷將其中的生物挑出後，至於 75%的乙醇保存，等待後續的鑑定。

圖 3.1.4 生物採樣作業情形

圖 3.1.5 潮間帶生物採樣

（三） 利用蝦籠誘捕時，需將蝦籠放置於近岸、植群中或植群的周圍，籠內
可以放置魚肉或腐肉作為誘餌，再以磚頭或石頭固定於底質上或接近
底質的位置，並在水面以浮球標記。每一樣站應設置多個重覆；設置
時間應大於 24 小時但不超過 48 小時。將籠中採獲的動物收集於標本
瓶中，加入適量的乙醇或福馬林溶液予以保存，並放入採集標籤註明
採樣日期、地點及採樣方法，帶回實驗室進一步鑑定。
（四） 大型底棲動物如招潮蟹可以定點計數法，在調查區內選定固定的觀測
點，在固定的時間以目視配合望遠鏡觀察觀測點四周的種類與數量，
記錄出現位置與棲地環境。
（五） 除目視可以鑑別的大型蝦、蟹、螺、貝類外，其餘底棲動物應在顯微
鏡下完成鑑別與計數，記錄各樣品所採獲的物種類、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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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底質粒徑檢驗
底質之土壤顆粒組成，會直接影響水質及底棲生物生存。因此，調查水
質、底棲生物時一般需同時進行底質調查。
（一） 調查項目：粒徑分析。
（二） 監測頻率：計劃執行期間內至少每月 1 次。
（三） 調查測點：監測點之設置與水質相同，共計 6 個測點。
（四） 調查方法：海岸潮間帶的底質調查，可利用採樣鏟取樣，採取的土樣
置入廣口塑膠瓶或厚塑膠袋保存運送。採樣時應避免現場干擾以防止
土壤組成受到擾動。土壤採樣進行期間，應針對所有土壤材料及實施
之作業保持連續、正確、完整之記錄。實驗步驟分述如下：
1. 以四分法取烘乾之土樣，以橡膠杵搗碎並稱重。
2. 準備一套篩組，以刷子刷乾淨，自上而下順序為 4、10、20、40、
100、200 號篩，上下加蓋與底盤，分別量測各篩之重量。
3. 將土樣倒入篩組，並將篩組置於搖篩機震盪約 10 分鐘，分別量測
留置於各篩之土重。
4. 假如細粒含量較多時，應以洗篩方式，將留置在 200 號篩，以清水
洗掉，將留置仍在 200 號篩的土壤蒐集於容器內，烘乾稱重。
5. 繪出完整粒徑分布曲線圖。

圖 3.1.6 土壤實驗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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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粒徑分布曲線圖(示意)
6. 實驗計算：

(1)計算留置在第 n 個篩(n 是從上面算下來)之百分比。
公式：𝐷𝑛 =

留在第𝑛個篩的土重
總乾土重

(2)計算留置在 n 個篩之累積百分比
公式：= ∑𝑛1 𝑅𝑛
(3)計算通過 n 個篩之累積百分比
公式：= 100 − ∑𝑛1 𝑅𝑛
(4) D10：累積通過百分比等於 10%所對應之土壤粒徑
D30：累積通過百分比等於 30%所對應之土壤粒徑
D60：累積通過百分比等於 60%所對應之土壤粒徑
有效的粒徑−𝐷10
𝐷

均勻係數𝐶𝑢 = 𝐷60
10

曲率係數𝐶𝐶 = 𝐷

𝐷30 2

10 ×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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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土壤粒徑組成判別示意圖
四、調查監測標準作業程序
2009 年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提出「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以「明智利
用濕地資源、建構國家重要濕地整體生態網絡、強化濕地保育增進國際交流」
作為計畫整體目標。為讓各濕地監測資料達到標準化及一致性，且長期累積
之資料具有比較性，益於現況及經營管理與棲地復育的成效評估，進而提供
決策之參考，需要將各濕地之監測作業標準化，由林幸助教授等編撰之「濕
地生態系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標準作業程序」，針對調查區域選定、調查項
目、調查方式、頻度、資料歸納分析、資料品質管制等項目制定規範與進行
說明，如圖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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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 濕地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標準作業流程圖

3.1.2 工作坊監測
一、水質監測及檢驗
（一） 調查項目：包括水溫、pH 值、氨氮、亞硝酸氮、硝酸氮等 5 項
（二） 監測頻率：計劃執行期間內至少每月 1 次。
（三） 監測地點：預計選擇海域 6 處測點，如圖 3.1.10 及表 3.1.2 為利於調

查資料之比較分析，延續去年之水質測點與編號。
56

圖 3.1.10 計劃調查監測測點圖

二、河口底棲生物調查
（一）河口底棲生物調查包括底棲無脊椎動物（甲殼動物、軟體動物）
。鑑定
研究範圍內的種類，並計算及監測各物種或類群的密度及分布量。
（二）地點與頻度：調查範圍內總計 6 處，為水域部分測點 6 處，從 M1 至
M8，如圖 3.1.10 及表 3.1.2。計劃執行期間內每月調查 1 次。
（三）監測方法
1. 在樣區內選定適當的採樣地點，以採泥器採取定量且定面積的底泥。
將採取的底泥以 500μm 孔徑的篩網過濾，過濾時宜以水盆取水後
在岸上濕篩，以免造成干擾，影響後續的採樣結果。每一樣站至少
採取三個樣品作為重覆。如圖 3.1.11、圖 3.1.12 所示。
2. 將樣品再度過篩，以大量清水沖洗以除去保存液及細的泥沙，將留
存在篩網上的底質、有機質及各類生物放在白色的水盤中，以軟鑷
將其中的生物挑出後，至於 75%的乙醇保存，等待後續的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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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1 生物採樣作業情形

圖 3.1.12 潮間帶生物採樣

三、底質粒徑檢驗
底質之土壤顆粒組成，會直接影響水質及底棲生物生存。因此，調查水
質、底棲生物時一般需同時進行底質調查。
（一） 調查項目：粒徑分析。
（二） 監測頻率：計劃執行期間內至少每月 1 次。
（三） 調查測點：監測點之設置與水質相同，共計 6 個測點。
（四） 調查方法：海岸潮間帶的底質調查，可利用採樣鏟取樣，採取的土樣
置入廣口塑膠瓶或厚塑膠袋保存運送。採樣時應避免現場干擾以防止
土壤組成受到擾動。土壤採樣進行期間，應針對所有土壤材料及實施
之作業保持連續、正確、完整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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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棲地指標物種分析
一、生物多樣性分析
生物多樣性的評估有最大出現物種數、岐異度、均勻度、豐富度等，利
用數學計算公式很容易的將調查資料定量化。各項公式說明如下：
Shannon 種歧異度指數 H’ ＝ －Σ（ni / N） ln（ni / N）
均勻度指數 J’ ＝ H’ / ln S
豐富度指數 SR=（S-1）/ ln N
式中，ni 表示調查數據中第 i 種生物之個體數，N 表示調查數據中所有
生物種類之總個體數，S 表示所出現生物之種類數。H’與 J’越大，表示個體
數在種間分配愈均勻，SR 越大表示群聚內的物種數越多。Shannon 種歧異
度指數是較常用的代表生物多樣性的指標，但其只能用於同類物種的計算。
二、生態指標評估（整合性生物指標）
本計畫以國外發展完備之底棲生物整合性指標法（Benthic Index of
Biotic Integrity，B-IBI）
，利用底棲生物資料，以進行生態評估之探討。並依
本研究棲地之特性選用模式中多鹽沙環境系統(PO)及多鹽泥環境系統(PO)
以進行生態評估。
兩個模式矩陣選用依照含泥量而定，含泥量超過 40%以上，選用多鹽泥
系統，低於 40%則選用多鹽沙系統，而每個矩陣系統均由六個項目所構成，
並依其數量或程度給予評分，最高給五分，中等給三分，最低給一分，如表
3.2.1 所示。總和各項的分數即為其表示生態環境好壞的指標，如表 3.2.2 所
示。底棲生物之耐污染性等特性，尚需有進一步的資料搜尋、調查和整理，
如附錄六所示。此外，若要與其他海岸地區的狀況做比較，在給分的標準上
需有標準參考點，可能較為困難。依上述矩陣標準給分，當給分完成後進行
B-IBI 分數之累加，再由分數判斷環境狀況，環境狀況之分級列為四等，如
表 3.2.2 所示。
表 3.2.1 多鹽沙環境系統(PO)棲地環境評分標準
項目
Shannon-Wiener 種類多樣性指數（H’）

5

3

1

≧2.15

1.60.-2.14

<1.59

單位面積之總種類豐富 (#/m2)

≧68-43

單位面積之總種類生物量(g/m2)

≧14

22-43 or ≧43-

<22 or ≧68

68
7-10 or ≧10<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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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面積之污染敏感性種類（易受影響的）
之豐富百分比(%)
單位面積之污染指標種類之生物量百分比(%)
單位面積之深溝沈積物中消費者之豐富百分
比(%)

≦36

37-76

>77

≧50

25-50

<25

≧68

28-67

<27

（Llanso et al., 2002；郭一羽等，2007）

表 3.2.2 B-IBI 評估等級及分數範圍
B-IBI

Benthic Community Condition底棲生態評價

≧4.0

Meets restoration goals生態完整無需復育

3.0-3.9
2.0-2.9
≦2.0

Marginal已達需復育標準
Degraded生態受破壞難以平衡，需進行復育工作
Severely degraded生態受嚴重破壞需進行重建工
作

Habitat Class棲地等
級
A
B
C
D

（Llanso et al., 2002；郭一羽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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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標生物
對生態環境的經營，生物多樣性是努力的主要目標，故選擇能代表生物
多樣性之生態環境的指標生物，是實施生態工程（ecological engineering）的
重要前提。指標或目標生物的設定能夠使生態環境復育的對象縮小，更簡單
清楚地利於生物多樣性環境的營造，換句話說指標生物的棲地營造即是生
物多樣性棲地的營造。指標生物通常要求具有數量多、分佈廣、採集容易、
識別鑑識容易、對環境變化反應靈敏與生命週期適中等特性。一般通稱指標
生物或生態型指標生物、環境型指標生物與復育指標生物等不同分類 (郭一
羽，2007)。有關環境型指標生物的研究成果已經相當豐富，而復育指標生
物相對稀有或特殊利用價值的生物而言，較困難決定，也缺乏定量的評估方
法。故郭一羽（2005）建議能夠滿足如下二項原則所設定的生態型指標生物
較為合理。
1.

在生物多樣性高的地點常會出現的物種，而其在多樣性低的地點不會
出現。

2.

要求的棲地條件較為嚴格的物種。亦即在這種物種能生存的條件下，
很多其他物種也都能生存。
在地景生態學領域學者 Simberloff(1998)認為要全面監測整個生態敏感

區的生物多樣性非常困難，因此可藉由監測或保護單一物種來進行，這些重
點物種之監測除了可隨時保持棲地之品質，並可減少管理人員在面對眾多
物種時的無力感，節省並使其有效運用其有限之時間。Simberloff(1998)並認
為指標生物應區分為指標物種(Indicator species)、庇蔭物種(Umbrella species)、
關鍵物種(Keystone species)及旗艦物種(Flagship species)等。
因此，環境型指標生物選擇的原則有四項，包括：
1.

指標生物必須具有反映生態環境變化程度之特性，指標生物必須有廣
大的地理分佈，同時生物必須具有共同性。

2.

在不同區域的差異下，差異的產生是因為環境因素，而非空間的地域
特性。

3.

生物必須是容易鑑定及分類，避免相似種所引發的代表性混淆問題，
而導致數值的估算差異。

4.

最好對指標生物的生活習性已有充足的認識與知識。指標生物的選擇
可分為保育型和復育型來考慮。保育型之對象為現存的某特定生物，
目標明確。
本計畫透過蒐集相關文獻，利用統計方法提出候選物種，並因地制宜訂

定具體生態復育目標。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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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蒐集環境型或生態型指標生物基本生物背景資料：蒐集調查過之資
料，包含種類、種類組成、生物數量等，以及棲地環境資料：水質、
底質變化等調查資料，並利用這些詳細的資料進一步遴選指標生物。

2.

蒐集環境型或生態型指標生物的相關文獻：訂定指標特點之準則，並
整理出適合之指標生物代表物種。

3.

由蒐集之生物資料，應用統計分析觀點，研析遴選代表物種。

4.

綜合文獻及統計方法，研析遴選代表物種。
統計分析主要是參考郭一羽教授在 2010 年提出的方法來進行，其概念

主要是「利用伴隨出現物種豐富性決定生態型指標生物」
，透過蒐集每個測
點的調查結果，找出全部測點的出現總物種數，利用機率的概念找出最大伴
隨機率的物種，亦即當這種物種出現時，與它共同出現的物種最多(Kuo, et
al. 2010)。計算式如下：
pi1,1 

1
n

(1)
m

pi1  pi1,1  pi1, 2  ...  pi1,m   pi1, j
j 1

(2)

n：某一個測點第 i 物種與其他物種所共同出現的最大機率
i：某一物種
j：測點
另外，郭等(2010)發展出另一套遴選指標生物的數學方法，其數學方法如下：

n

Ki 

W
j 1

(3)

i, j

N

Maximum K 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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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專業性調查結果
3.3.1 水質調查結果
本研究團隊於今年 104 年 7、8、9、10 及 11 月進行水質調查，調查項
目包括水溫、溶氧量、pH、導電度、鹽度、BOD5、COD、懸浮固體、氨氮、
總磷、硝酸氮、亞硝酸氮等十二個項目。調查測點為海域之 M1 至 M8 等 6
個測點，結果敘述如下：
一、水溫
各樣點之水溫調查結果，龍鳳漁港(M1) 水溫值介於 22.2℃至 29.4℃、
假日之森(外海) (M2) 水溫值水溫值介於 22.4℃至 32.4℃、賞鳥區(M3) 水
溫值水溫值介於 21.3℃至 33.1℃、掩埋場管制區 (M5) 水溫值水溫值介於
21.9℃至 30.9℃、渡船頭 (M7) 水溫值水溫值介於 21.8℃至 30.4℃、渡船頭
(M8) 水溫值水溫值介於 22.6℃至 30.8℃，各測點水溫情況如圖 3.3.1。
二、溶氧
各樣點之溶氧調查結果，龍鳳漁港(M1) 溶氧值介於 6.07 至 6.91（mg/L）
、
假日之森(外海) (M2) 溶氧值介於 6.13 至 7.07（mg/L）
、賞鳥區(M3) 溶氧值
介於 6.40 至 7.16（mg/L）、掩埋場管制區 (M5) 溶氧值介於 6.20 至 6.48
（mg/L）
、渡船頭 (M7) 溶氧值介於 5.40 至 6.41（mg/L）
、渡船頭 (M8) 溶
氧值介於 5.80 至 6.71（mg/L）
，各測點水溫情況如圖 3.3.2。8 個測點並無出
現低溶氧的狀態，推測其均接近海岸及河口，與漲退潮水體流動有關。
三、 pH
各樣點之 pH 調查結果，龍鳳漁港(M1) pH 值介於 8.10 至 8.23 之間、
假日之森(外海) (M2) pH 值介於 8.10 至 8.28 之間、賞鳥區(M3) pH 值介於
8.00 至 8.30 之間、掩埋場管制區 (M5) pH 值介於 7.83 至 8.16 之間、渡船
頭 (M7) pH 值介於 7.80 至 8.00 之間、渡船頭 (M8) pH 值介於 7.90 至 8.20
之間，各測點 pH 值情況如圖 3.3.3。此結果與一般海域及河口結果相似，並
無差異。但數據仍顯示河口內之測點數據有略低之情形。
四、導電度
各樣點之導電度調查結果，龍鳳漁港(M1) 導電度值介於 49100 至 55362
（us/cm）
、假日之森(外海) (M2) 導電度值介於 52000 至 57362（us/cm）
、賞
鳥區(M3) 導電度值介於 52500 至 56314（us/cm）、掩埋場管制區 (M5)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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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度值介於 50700 至 53237（us/cm）
、渡船頭 (M7) 導電度值介於 37500 至
52824（us/cm）
、渡船頭 (M8) 導電度值介於 47500 至 51965（us/cm）
，各測
點導電度情況如圖 3.3.4。
五、鹽度
各樣點之鹽度調查結果，龍鳳漁港(M1) 鹽度值介於 33.1 至 34.1(PSU)、
假日之森(外海) (M2) 鹽度值介於 32.5 至 34.1(PSU)、賞鳥區(M3) 鹽度值介
於 31.0 至 34.4(PSU)、掩埋場管制區 (M5) 鹽度值介於 30.5 至 33.8(PSU)、
渡船頭 (M7) 鹽度值介於 23.6 至 33.7(PSU)、渡船頭 (M8) 鹽度值介於 30.6
至 33.2(PSU)，各測點鹽度情況如圖 3.3.5。此數據顯示為漲潮時，海水導入
之結果。
六、BOD5
各樣點之 BOD5 調查結果，龍鳳漁港(M1) BOD5 值介於 1.4 至 1.6（mg/L）
、
假日之森(外海) (M2) BOD5 值介於 1.5 至 1.8（mg/L）
、賞鳥區(M3) BOD5 值
介於 2.4 至 2.6（mg/L）
、掩埋場管制區 (M5) BOD5 值介於 1.4 至 1.7（mg/L）
、
渡船頭 (M7) BOD5 值介於 1.5 至 2.3（mg/L）
、渡船頭 (M8) BOD5 值介於 1.4
至 1.9（mg/L），各測點 BOD5 情況如圖 3.3.6。此結果顯示海域的 BOD5 較
低，雖海水導入攪動底質，河域內有較高之數值，顯示有污染存在。一般而
言，退潮時之河口水質多屬河域性質，BOD5 之數值將更高於目前結果。
七、COD
各樣點之 COD 調查結果，龍鳳漁港(M1) COD 值介於 12.0 至 13.4
（mg/L）
、
假日之森(外海) (M2) COD 值介於 12.8 至 13.6（mg/L）、賞鳥區(M3) COD
值介於 14.3 至 23.1（mg/L）、掩埋場管制區 (M5) COD 值介於 14.0 至 17.2
（mg/L）
、渡船頭 (M7) COD 值介於 11.2 至 17.0（mg/L）
、渡船頭 (M8) COD
值介於 13.4 至 16.2（mg/L），各測點 COD 情況如圖 3.3.7。
八、懸浮固體
各樣點之懸浮固體調查結果，龍鳳漁港(M1) 懸浮固體值介於 23.2 至
49.8（mg/L）
、假日之森(外海) (M2) 懸浮固體值介於 32.8 至 103.0（mg/L）
、
賞鳥區(M3) 懸浮固體值介於 27.2 至 54.2（mg/L）
、掩埋場管制區 (M5) 懸
浮固體值介於 20.5 至 129.0（mg/L）
、渡船頭 (M7) 懸浮固體值介於 32.3 至
81.3（mg/L）、渡船頭 (M8) 懸浮固體值介於 23.2 至 67.3（mg/L），各測點
懸浮固體情況如圖 3.3.8。由於退潮時流速增加，攪動底質，河域內有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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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數值存在。
九、氨氮
各樣點之氨氮調查結果，龍鳳漁港(M1) 氨氮值介於 0.38 至 0.70（mg/L）
、
假日之森(外海) (M2) 氨氮值介於 0.63 至 0.80（mg/L）
、賞鳥區(M3) 氨氮值
介於 0.29 至 1.29（mg/L）、掩埋場管制區 (M5) 氨氮值介於 0.85 至 2.80
（mg/L）
、渡船頭 (M7) 氨氮值介於 0.90 至 1.88（mg/L）
、渡船頭 (M8) 氨
氮值介於 0.51 至 1.93（mg/L），各測點氨氮情況如圖 3.3.9。此結果顯示河
域內有較高之污染。
十、總磷
各樣點之總磷調查結果，龍鳳漁港(M1) 總磷值介於 0.05 至 0.09（mg/L）
、
假日之森(外海) (M2) 總磷值介於 0.05 至 0.11（mg/L）
、賞鳥區(M3) 總磷值
介於 0.05 至 0.16（mg/L）、掩埋場管制區 (M5) 總磷值介於 0.19 至 0.22
（mg/L）
、渡船頭 (M7) 總磷值介於 0.30 至 0.35（mg/L）
、渡船頭 (M8) 總
磷值介於 0.16 至 0.13（mg/L），各測點總磷情況如圖 3.3.10。
十一、硝酸氮
各樣點之硝酸氮調查結果，龍鳳漁港(M1) 硝酸氮值介於 0.27 至 0.37
（mg/L）
、假日之森(外海) (M2) 硝酸氮值介於 0.18 至 0.28（mg/L）
、賞鳥區
(M3) 硝酸氮值介於 0.27 至 0.48（mg/L）
、掩埋場管制區 (M5) 硝酸氮值介
於 0.31 至 0.49（mg/L）
、渡船頭 (M7) 硝酸氮值介於 0.95 至 1.19（mg/L）
、
渡船頭 (M8) 硝酸氮值介於 0.49 至 0.58（mg/L），各測點硝酸氮情況如圖
3.3.11。
十二、亞硝酸氮
各樣點之亞硝酸氮調查結果，龍鳳漁港(M1) 亞硝酸氮值介於 0.029 至
0.033（mg/L）
、假日之森(外海) (M2) 亞硝酸氮值介於 0.030 至 0.061（mg/L）
、
賞鳥區(M3) 亞硝酸氮值介於 0.021 至 0.030（mg/L）、掩埋場管制區 (M5)
亞硝酸氮值介於 0.020 至 0.070（mg/L）
、渡船頭 (M7) 亞硝酸氮值介於 0.043
至 0.103（mg/L）
、渡船頭 (M8) 亞硝酸氮值介於 0.037 至 0.082（mg/L）
，各
測點亞硝酸氮情況如圖 3.3.12。
綜合上述 8 處測點顯示出兩類的水質型態，一為海域型，污染較輕，屬乙級
污染；另一為河口型，因匯流河域上游之累積污染結果，屬丙級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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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河口底棲無脊椎動物調查結果與分析
一、物種組成調查結果
本研究團隊於今年 104 年 7、8、9、10 及 11 月進行底棲無脊椎動物調
查。測點為水域測點 M1 至 M8，總計 6 個樣點。第一次採樣(2015 年 7 月)
共計錄到 10 科 26 種 571 隻，第二次採樣(2015 年 8 月)共計錄到 10 科 28 種
671 隻，第三次採樣(2015 年 9 月)共計錄到 15 科 32 種 746 隻，第四次採樣
(2015 年 10 月)共計錄到 15 科 33 種 708 隻，第五次採樣(2015 年 11 月)共計
錄到 12 科 30 種 600 隻，如附表 4-5-25 至附表 4-5-29。
物種包括弓蟹科 Varunidae 的秀麗長方蟹(Metaplax elegans)、台灣厚蟹
(Helice formosensis) ， 和 尚 蟹 科 Mictyridae 的 短 趾 和 尚 蟹 (Micytris
brevidactylus)，沙蟹科 Ocypodidae 的萬歲大眼蟹(Macrophthalmus banzai)、
角眼沙蟹(Ocypodes cerathophthalmus)、斯氏沙蟹(O. stimpsoni)、中華沙蟹(O.
sinensis)、網紋招潮蟹(Uca arcuata)、臺灣招潮蟹(U. formosensis)、清白招潮
蟹 (U. lactea) 、 清 白 糾 結 招 潮 蟹 (U. perplexa) 、 長 趾 股 窗 蟹 (Scopimera
longidactyla)、圓球股窗蟹(S. globosa)、雙扇股窗蟹(S. bitympana)、台灣泥蟹
(Ilyoplax formosensis)、弧邊招潮蟹(Uca arcuata)、北方呼喚招潮蟹(U. vocans)，
相手蟹科 Sesarmidae 的雙齒近相手蟹(Perisesarma bidens)、斑點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pictum)、褶痕擬相手蟹(Perisesarma plicatum)、紅螯螳臂蟹
(Chiromantes haematocheir) ， 活 額 寄 居 蟹 科 Diogenidae 的 活 額 寄 居 蟹
(Parapagurus diogenes)，薄殼蛤科 Laternulidae 的紋藤壺(Balanus amphitrite)，
簾蛤科 Veneridae 的環文蛤(Cyclina sinensis)，曇蛤科 Glauconomidae 的小頭
蟲(Capitella capitata)，小頭蟲科 Capitellidae 的吻沙蠶(Glycera sp.)，吻沙蚕
科 Glyceridae 的羽須鰓沙蠶(Dendronereis pinnaticirris)，沙蠶科 Nereididae 的
雙齒圍沙蠶(Perinereis aibuhitensis)等種類。
二、生物多樣性分析
第一次採樣(104 年 7 月)各測點物種數(S)介於 6~18 種之間，其中以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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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M3 紀錄到 18 種最多，M5 紀錄到 7 種、M2 紀錄到 6 種最少；總個體數
(N) 介於 26~341 隻之間，其中以測點 M1 紀錄到 341 隻最多，測點 M7 都
紀錄到 26 隻及測點 M2 紀錄到 31 隻最少。各測點優勢度指數(C)介於
0.14~0.80 之間，其中以測點 M1 表現最高，為 0.80，優勢度指數以測點 M3
表現最差，為 0.14；歧異度指數(H')介於 0.51~2.38 之間，其中以測點 M3 表
現最高，為 2.38，而歧異度越高表示物種的多樣性越高，反之則越低，其中
以測點 M1 表現最低，為 0.51；另外在均勻度指數(J')介於 0.24~0.90 之間，
其中以測點 M7 表現最高，為 0.90，均勻度值越高表示物種的生物量均勻度
越高，反之則越低，其中以測點 M1 表現最低，為 0.24。最後，豐富度指數
(SR)介於 1.20~3.79 之間，其中以測點 M3、測點 M7 及測點 M8 表現最高，
分別為 3.79、2.15、2.08，而豐富度指數越高表示物種的豐富度越高，反之
則越低，其中以測點 M1 表現最差，分別為 1.20。
第二次採樣(104 年 8 月)各測點物種數(S)介於 5~16 種之間，其中以測
點 M3 紀錄到 16 種最多，M8 紀錄到 5 種最少；總個體數(N) 介於 16~396
隻之間，其中以測點 M1 紀錄到 396 隻最多，測點 M8 都紀錄到 16 隻最少。
各測點優勢度指數(C)介於 0.08~0.66 之間，其中以測點 M1 表現最高，為
0.66，優勢度指數以測點 M7 表現最差，為 0.08；歧異度指數(H')介於 0.67~2.21
之間，其中以測點 M3、測點 M7 表現最高，分別為 2.21、2.13，而歧異度
越高表示物種的多樣性越高，反之則越低，其中以測點 M1 表現最低，為
0.67；另外在均勻度指數(J')介於 0.30~0.91 之間，其中以測點 M2 表現最高，
為 0.91，均勻度值越高表示物種的生物量均勻度越高，反之則越低，其中以
測點 M1 表現最低，為 0.30。最後，豐富度指數(SR)介於 1.34~3.26 之間，
其中以測點 M3 表現最高，為 3.26，而豐富度指數越高表示物種的豐富度越
高，反之則越低，其中以測點 M1 表現最差，為 1.34。
第三次採樣(104 年 9 月)各測點物種數(S)介於 8~20 種之間，其中以測
點 M3 紀錄到 20 種最多，M2 紀錄到 8 種最少；總個體數(N) 介於 28~383
隻之間，其中以測點 M1 紀錄到 383 隻最多，測點 M2 都紀錄到 28 隻最少。
各測點優勢度指數(C)介於 0.07~0.62 之間，其中以測點 M1 表現最高，為
0.62，優勢度指數以測點 M3 表現最差，為 0.07；歧異度指數(H')介於 0.87~2.69
之間，其中以測點 M3、測點 M5 表現最高，分別為 2.69、2.47，而歧異度
越高表示物種的多樣性越高，反之則越低，其中以測點 M1 表現最低，為
0.87；另外在均勻度指數(J')介於 0.34~0.93 之間，其中以測點 M2 表現最高，
為 0.93，均勻度值越高表示物種的生物量均勻度越高，反之則越低，其中以
測點 M1 表現最低，為 0.34。最後，豐富度指數(SR)介於 2.02~4.05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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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測點 M5 表現最高，為 4.05，而豐富度指數越高表示物種的豐富度越
高，反之則越低，其中以測點 M1 表現最差，為 2.02。
第四次採樣(104 年 10 月)各測點物種數(S)介於 7~33 種之間，其中以測
點 M3 紀錄到 21 種最多，M2 紀錄到 7 種最少；總個體數(N) 介於 32~340
隻之間，其中以測點 M1 紀錄到 708 隻最多，測點 M2 都紀錄到 32 隻最少。
各測點優勢度指數(C)介於 0.06~0.64 之間，其中以測點 M1 表現最高，為
0.64，優勢度指數以測點 M3 表現最差，為 0.05；歧異度指數(H')介於 0.83~2.73
之間，其中以測點 M3、測點 M5 表現最高，分別為 2.73、2.61，而歧異度
越高表示物種的多樣性越高，反之則越低，其中以測點 M1 表現最低，為
0.83；另外在均勻度指數(J')介於 0.33~0.94 之間，其中以測點 M2 表現最高，
為 0.94，均勻度值越高表示物種的生物量均勻度越高，反之則越低，其中以
測點 M1 表現最低，為 0.33。最後，豐富度指數(SR)介於 1.74~4.07 之間，
其中以測點 M3 表現最高，為 4.07，而豐富度指數越高表示物種的豐富度越
高，反之則越低，其中以測點 M2 表現最差，為 1.74。
第五次採樣(104 年 11 月)各測點物種數(S)介於 8~19 種之間，其中以測
點 M3 紀錄到 19 種最多，M2 紀錄到 8 種最少；總個體數(N) 介於 27~285
隻之間，其中以測點 M1 紀錄到 285 隻最多，測點 M2 都紀錄到 27 隻最少。
各測點優勢度指數(C)介於 0.05~0.53 之間，其中以測點 M1 表現最高，為
0.53，優勢度指數以測點 M5 表現最差，為 0.05；歧異度指數(H')介於 1.11~2.66
之間，其中以測點 M5、測點 M3 表現最高，分別為 2.66、2.65，而歧異度
越高表示物種的多樣性越高，反之則越低，其中以測點 M1 表現最低，為
1.11；另外在均勻度指數(J')介於 0.43~0.93 之間，其中以測點 M2 表現最高，
為 0.93，均勻度值越高表示物種的生物量均勻度越高，反之則越低，其中以
測點 M1 表現最低，為 0.43。最後，豐富度指數(SR)介於 2.12~4.02 之間，
其中以測點 M3 表現最高，為 4.02，而豐富度指數越高表示物種的豐富度越
高，反之則越低，其中以測點 M1 表現最差，為 2.12。

3.4 工作坊調查結果
3.4.1 水質調查結果
一、 檢測結果

中港溪濕地巡守團隊於 104 年 7、8、9、10 及 11 月進行水質採樣調查，
水溫檢測結果，各測點於 21℃~33℃之間，如圖 3.4.1，此結果顯示個測點間
變化較少，同時因同一天不同時段，水溫也略有差異。pH 值介於 7.0~8.4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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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如圖 3.4.2。此結果與專業組數據結果相似，並無太大差異。氨氮值介於
0.50~2.0 之間，圖 3.4.3。硝酸氮值介於 1.0~6（mg/L）之間，如圖 3.4.4。亞
硝酸氮值介於 0.10~0.20 之間，如圖 3.4.5。

pH值

水溫 (℃)
9.00

35.00

8.00

30.00

7.00
104年7月

25.00

104年7月

6.00

20.00

104年8月

5.00

104年9月

4.00

104年10月

3.00

104年10月

104年11月

2.00

104年11月

15.00
10.00
5.00

104年8月
104年9月

1.00

0.00

0.00

M1

M2

M3

M5

M7

M8

M1

M2

M3

M5

M7

M8

圖 3.4.1 各測點之水溫變化圖

圖 3.4.2 各測點之 PH 值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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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 各測點之氨氮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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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5 各測點之亞硝酸氮變化圖

3.4.2 河口底棲無脊椎動物調查結果
中港溪濕地巡守團隊於 104 年 7、8、9、10 及 11 月進行底棲無脊椎動
物調查。測點為水域測點 M1 至 M8，總計 6 個樣點。第一次採樣(2015 年 7
月)共計錄到 5 科 18 種 113 隻，第二次採樣(2015 年 8 月)共計錄到 5 科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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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175 隻，第三次採樣(2015 年 9 月)共計錄到 4 科 18 種 209 隻。第四次採
樣(2015 年 10 月)共計錄到 4 科 18 種 201 隻。第五次採樣(2015 年 11 月)共
計錄到 4 科 16 種 197 隻。
物種包括和尚蟹科 Mictyridae 的短趾和尚蟹(Micytris brevidactylus)，沙
蟹科 Ocypodidae 的萬歲大眼蟹(Macrophthalmus banzai)、角眼沙蟹(Ocypodes
cerathophthalmus)、斯氏沙蟹(O. stimpsoni)、中華沙蟹(O. sinensis)、網紋招
潮蟹(Uca arcuata)、清白招潮蟹(U. lactea)、清白糾結招潮蟹(U. perplexa)、
長趾股窗蟹(Scopimera longidactyla)、圓球股窗蟹(S. globosa)、雙扇股窗蟹(S.
bitympana)、台灣泥蟹(Ilyoplax formosensis)、弧邊招潮蟹(Uca arcuata)、北方
呼喚招潮蟹(U. vocans)等種類。

3.4.3 底質調查結果
中港溪濕地巡守團隊於 104 年 7 月及 8 月完成第一次及第二次底質採樣，並
攜回所需的土樣，回實驗室進行粒徑分析。底質組成分析，係採用 CNS 標準總
號 11776 類號 A3251。測點為 M1 至 M8，總計 6 個樣點，調查分析結果如下：
一、測點 M1 的底質粒徑以砂土為主。CNS 底質平均中值粒徑為 0.466mm。棲
地型態為砂質棲地。
二、測點 M2 的底質粒徑以砂土為主。CNS 底質平均中值粒徑為 0.444mm。棲
地型態為砂質棲地。
三、測點 M3 的底質粒徑以砂土為主。CNS 底質平均中值粒徑為 0.063mm。棲
地型態為砂泥混合棲地。
四、測點 M5 的底質粒徑以砂土為主。CNS 底質平均中值粒徑為 0.072mm。棲
地型態為砂泥混合棲地。
五、測點 M7 的底質粒徑以砂土為主。CNS 底質平均中值粒徑為 0.054mm。棲
地型態為砂泥混合棲地。
六、測點 M8 的底質粒徑以砂土為主。CNS 底質平均中值粒徑為 0.480mm。棲
地型態為砂質棲地。
綜合上述：6 處測點底土型態顯示，M1、M2 及 M8 測點為砂質棲地，M3、
M5 及 M7 則屬砂泥混合棲地。

表 3.3.2 各測點底質平均中值粒徑
測點標號

測點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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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質平均中值粒徑(mm)

M1

龍鳳漁港

0.466

M2

假日之森外海

0.444

M3

賞鳥區

0.063

M5

掩埋場管制區

0.072

M7

渡船頭-2

0.054

M8

渡船頭-4

0.480

3.5 生態系統
一、海岸砂地生態特性
介於中港溪及龍鳳漁港中間，形成典型的海岸砂地潮間帶生態特性。
漲退潮時棲地縱深可達 50 公尺，底質主要為砂質沙灘，因季風及潮流的影
響，上潮線以上之岸緣受季風影響，砂丘堆疊。再向上之陸緣形成大型砂
丘而成之防波堤。平均粒徑約在 0.214~ 0.359 mm 之間，水質方面，鹽度
約在 24.8~34.1(PSU)之間，溶氧約在 7.1~9.0 mg/L 之間，pH 值約在
8.1~8.34 之間，懸浮固體約 71.7~246.7 mg/L 之間。
此處濕地其生態性相對而言較為貧乏，常見之植物有大花咸豐草、美
洲假蓬、野塘蒿、馬鞍藤、楲葉牽牛、裂葉月見草；為良好的鳥類棲地，
一級消費者主要為沙蟹科蟹類，如角眼沙蟹、斯氏沙蟹等，魚類有花身
鯻、青沙鮻。鳥類以鷺科為主，以魚、蝦、蟹類為食，包括小白鷺、夜
鷺、紅冠水雞等；食蟲性及雜食有大卷尾、白頭翁、麻雀、紅鳩、家燕、
洋燕等。
二、河口濕地生態特性
中港溪出海口，形成河口濕地生態特性。大潮時水深可達一公尺，底
質主要為砂泥質沙灘，因泥沙沈降堆積，有陸化的效果，部份舌口區域最
大特徵為泥濘。因季風及潮流的影響，退潮時為南流、漲潮為北流，形成
出海口南北岸的差異，北岸堆積南岸沖刷情形。此處常有上游河域所帶下
的污染及垃圾，尤其在梅雨季及颱風季尤為嚴重。河口濕地平均粒徑約在
0.026~ 0.0359 mm 之間，水質方面，鹽度約在 20.3~25.3(PSU)之間，溶氧
約在 6.5~8.5 mg/L 之間，pH 值約在 7.8~8.2 之間，懸浮固體約 60.3~509.0
mg/L 之間。
此處濕地為良好的鳥類棲地，一級消費者主要為瀘食性蟹類，如清白
招潮蟹、短趾和尚蟹等，魚類有彈塗魚、星點彈塗魚。二級消費者中，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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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以秀麗長方蟹、字紋弓蟹、網紋招潮蟹、台灣泥蟹為主，鳥類以鷺科為
主，以魚、蝦、蟹類為食，包括小白鷺、夜鷺、紅冠水雞等；食蟲性及雜
食有大卷尾、白頭翁、麻雀、紅鳩、家八哥等。
三、紅樹林生態特性
(一)生態多樣性
根據苗栗縣政府（2009）「苗栗縣永續海岸整體規劃」報告指出：
竹南紅樹林動物生態調查結果，共有 9 綱、22 目、38 科、65 種動物，
分別為哺乳綱、鳥綱、爬行綱、兩棲綱、條鰭魚綱、昆蟲綱、軟甲
綱、顎足綱、腹足綱、雙殼綱等 9 大類。
(二)生態特性
根據苗栗縣政府（2009）「苗栗縣永續海岸整體規劃」報告，竹南
紅樹林為水筆仔純林，伴生植被以黃槿、苦楝為主。水筆仔自人工種
植以來，已歷十餘年之久，最高植株已達六公尺以上的成熟林相，水
筆仔在此地生長良好、繁衍迅速，幾乎佔滿射榴溝河口的泥質高灘
地。水筆仔林之中上層目前為小白鷺、夜鷺、黃頭鷺、家八哥築巢繁
殖及棲息的重要棲地，下層為雙齒近相手蟹、褶痕擬相手蟹、斑點擬
相手蟹的棲地，邊緣泥灘為弧邊招潮蟹、清白招潮蟹、台灣厚蟹、萬
歲大眼蟹、隆背張口蟹、德氏仿厚蟹的棲地。鄰近的沙質灘地為短趾
和尚蟹、斯氏沙蟹、角眼沙蟹、長趾股窗蟹的棲息地。
除上述主要螃蟹相外，尚有漢氏螳臂蟹、紅螯螳臂蟹、方形大額
蟹、似方假厚蟹、秀麗長方蟹、粗腿綠眼招潮蟹等之少量分布，合計
達 21 種之多，螃蟹相多樣性相當高，為此生態系的最大特色。尤其，
粗腿綠眼招潮蟹在台灣西部中段廣大的海岸都極少發現，此次的發現
實屬難得，但其族群量在此地不多。此紅樹林除了天然泥質河口，又
有人工閘門可匯入淡水，造成此地比一般河口紅樹林又了一些喜好半
鹹水的蟹種，如字紋弓蟹、漢氏螳臂蟹、紅螯螳臂蟹等，為此紅樹林
的一特色。竹南紅樹林的特殊生態照如圖 3.5.1。就生態調查結果中特
有及稀有物種詳如表 3.5.1 所示。
鳥類部份除上述之外，尚有白頭翁、麻雀、紅鳩、大卷尾、紅冠
水雞、埃及聖朱鷺、綠繡眼等；兩棲類則有澤蛙、黑框蟾蜍、小雨
蛙；昆蟲有紅脈熊蟬、黃靭蜻蜓、星天牛、微腳蠅等；潮間帶退潮後
的魚類，主要為彈塗魚、星點彈塗魚，漲潮時則常見花身鯻進入覓
食；貝類以波紋玉黍螺、粗紋玉黍螺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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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腿綠眼招潮蟹

星點彈塗魚

夜鷺結巢

隆背張口蟹

圖 3.5.1 竹南紅樹林的特殊生態
表 3.5.1 紅樹林特有及稀有物種表
中文名
埃及聖鹮
大卷尾
白頭翁
褐頭鷦鶯
斯文豪氏攀蜥
台灣厚蟹

學名
Threskiornis aethiopicus
Dicrurus macrocercus
Pycnonotus sinensis
Prinia inornata
Japalura swinhonis
Helice formosensis

特有性
外來種
特有亞種
特有亞種
特有亞種
特有種
特有種

稀有性
-------

(三)生態關連性
竹南紅樹林為水筆仔純林，位居潮間帶上緣，基質為泥質型態。
泥質灘地有機質含量比沙灘高很多，可提供瀘食性蟹類豐富的營養
源。螃蟹瀘食過程可降低棲地基質的營養鹽，有「淨灘」之效果，其
掘洞行為亦有助於棲地基質涵氧，可謂魚幫水、水幫魚。此生態系的
主要生產者有水筆仔及其伴生植被，而漲潮帶來的海中藻類更是瀘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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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蟹類最重要的食物來源。
一級消費者主要為瀘食性蟹類，如弧邊招潮蟹、清白招潮蟹、萬
歲大眼蟹、短趾和尚蟹、粗腿綠眼招潮蟹等，魚類有彈塗魚、星點彈
塗魚，雜食性蟹類有台灣厚蟹、雙齒近相手蟹、褶痕擬相手蟹、斑點
擬相手蟹、隆背張口蟹、德氏仿厚蟹、漢氏螳臂蟹等。二級消費者
中，蟹類以台灣厚蟹、雙齒近相手蟹、褶痕擬相手蟹、斑點擬相手
蟹、隆背張口蟹、漢氏螳臂蟹為主，鳥類以鷺科為主，有吃魚、蝦、
蟹類的小白鷺、夜鷺、埃及聖朱鷺、紅冠水雞，食蟲性有黃頭鷺、大
卷尾、白頭翁、麻雀、紅鳩、家八哥等。詳細之食物網關係，如圖
3.5.2 及圖 3.5.3。
四、竹南濱海森林生態特性
(一)生態多樣性
根據苗栗縣政府（2009）「苗栗縣永續海岸整體規劃」報告，竹南
濱海森林動物生態調查結果，共有 10 綱、25 目、67 科、101 種動物，
分別為哺乳綱、鳥綱、爬行綱、兩棲綱、蛛形綱、昆蟲綱、軟甲綱、
腹足綱、雙殼綱、多毛綱等 10 大類。
(二)生態特性
根據苗栗縣政府（2009）「苗栗縣永續海岸整體規劃」報告，竹南
濱海森林原以木麻黃為主，木麻黃的平均壽命約為 50 至 100 年，部份
木麻黃已老化或凋零，次生演替後騰出之空間為黃槿、苦楝、構樹、
林投、銀合歡等所取代，遊憩開發後新植物種有水黃皮、阿勃勒、玫
瑰桉、白水木等。羊角藤在區內廣泛分布，部份藤徑可達三、四公
分，為數眾多的羊角藤乃成就此地為斯氏紫斑蝶春季繁殖熱區的關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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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鷺、夜鷺、埃
及聖朱鷺、紅冠水
雞

台灣厚蟹、雙齒近相手蟹、褶痕
擬相手蟹、斑點擬相手蟹、隆背
張口蟹、漢氏螳臂蟹、德氏仿厚
蟹

弧邊招潮蟹、清白招潮蟹、萬歲大眼蟹、
短趾和尚蟹、粗腿綠眼招潮蟹、彈塗魚、
星點彈塗魚、紋藤壺、網紋藤壺、花身鯻

藻類、水筆仔、黃槿、苦楝
圖 3.5.2 竹南紅樹林潮間帶食物網

麻雀、綠繡眼、斑文鳥、
灰頭鷦鶯、褐頭鷦鶯

黃頭鷺、紅冠水雞、紅鳩、
大卷尾、白頭翁、家八哥

斯文豪氏攀蜥、
澤蛙、黑框蟾蜍

台灣黃蝶、黃靭蜻蜓、琉球紫蛺蝶、微
腳蠅、紅脈熊蟬、星天牛

黃槿、苦楝、禾本科、草本植物
、刺桐、黃連木、春不老
圖 3.5.3 竹南紅樹林陸域食物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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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遊憩的開發利用，步道的開闢、草木的修整、遊客行為的衝
擊等因素，已明顯衝擊本區生態，今年斯氏紫斑蝶的出現量已不如往
年。小花蔓澤蘭的入侵，強勢趨逐羊角藤，是目前植栽管理的當務之
急；草木的修整過程，常見成堆的羊角藤被移除；枯木的移除亦會影
響五色鳥、天牛、甲蟲等之棲地、食物來源，正確的生態管理理念亟
待有系統的建立。
脊椎動物部份，哺乳類有赤腹松鼠、東亞家蝠；鳥類以白頭翁、
麻雀、綠繡眼、紅嘴黑鵯、粉紅鶯嘴、洋燕、家燕、黑枕監鶲為主，
兩棲類以黑眶蟾蜍、貢德氏赤蛙為主；爬蟲類以斯文豪氏攀蜥、褐虎
為大宗，麗紋石龍子次之，古氏草蜥偶見。竹南濱海森林的特殊生態
照如圖 3.5.4。就生態調查結果中特有及稀有物種詳如表 3.5.2 所示。

白水木果實上蝶群聚集

紅脈熊蟬

赤腹松鼠

斯氏紫斑蝶

圖 3.5.4 竹南濱海森林的特殊生態
昆蟲相以紅脈熊蟬、斯氏紫斑蝶為最大宗，其次為台灣稻蝗、青銅金
龜、東方白點花金龜、台灣黃蝶、蛇目蝶、挵蝶、紅腹細蟌、食蟲虻、大頭麗
蠅為主。次常見之昆蟲，如鳳蝶類之大鳳蝶、無尾白紋鳳蝶，蛺蝶類的琉球紫
蛺蝶、黃蛺蝶，直翅目之疣蝗、黑翅細斯，螳螂目之大螳螂、寬腹螳螂，蜻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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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之彩裳蜻蜓、橙尾細蟌、霜白蜻蜓、脛蹼琵蟌，胡蜂科之黃長腳蜂，螞蟻類
之台灣巨蟻、黑棘蟻，蜜蜂科之義大利蜂，雙翅目之白線斑蚊、熱帶家蚊，天
牛類有桑天牛、星天牛、黃星天牛，鱗翅目之尺蛾、燈蛾，半翅目之禾蛛緣椿
象、小珀椿象。其他的動物生態，蜘蛛類有人面蜘蛛、黑腹狼蛛、白額高腳
蛛；陸生蝸生之非洲大蝸牛、皺足蛞蝓。
表 3.5.2 竹南濱海森林特有及稀有物種表
中文名

學名
Dendrocitta formosae
Dicrurus macrocercus
Hypothymis azurea
Paradoxornis webbianus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Pycnonotus sinensis
Prinia inornata
Pomatorhinus ruficollis
Megalaima oorti
Rana guntheri
Chirixalus idiootocus
Japalura swinhonis

樹鵲
大卷尾
黑枕藍鶲
粉紅鸚嘴
紅嘴黑鵯
白頭翁
褐頭鷦鶯
小彎嘴
五色鳥
貢德氏赤蛙
面天樹蛙
斯文豪氏攀蜥

特有性
特有亞種
特有亞種
特有亞種
特有亞種
特有亞種
特有亞種
特有亞種
特有亞種
特有亞種

稀有性

稀有
特有種
特有種

(三)生態關連性
竹南濱海森林主要為海岸防風林生態。生產者以木麻黃、黃槿、
苦楝、羊角藤、構樹、林投、禾本科、銀合歡、水黃皮、阿勃勒、玫
瑰桉、白水木等為主。全區廣佈的羊角藤為斯氏紫斑蝶的唯一食草，
阿勃勒為台灣黃蝶重要食草，周邊人為栽植的柑橘類為大鳳蝶的食
草，構樹果實成為金龜子、綠繡眼的佳餚，禾本科為多種挵蝶、小灰
蝶幼蟲的食草，白水木的果實為斯氏紫斑蝶、樺斑蝶、姬小紋青斑等
之成蝶所鍾愛，常成群聚集在其成熟的果實上吸食果汁。紅脈熊蟬、
金龜子、天牛之幼生以落葉、枯枝之腐植土或樹汁為食，紅脈熊蟬、
蝗蟲、螽蟴以樹葉為食，椿象、鍬形蟲以樹汁為食，亦為本區重要的
一級消費者。
二級消費者中，赤腹松鼠捕食紅脈熊蟬、桑天牛等昆蟲，紅嘴黑
鵯、大卷尾、白頭翁常捕捉林中數量龐大的紅脈熊蟬為食，麻雀吃草
籽、鱗翅目的幼蟲，食蟲虻捕食小型的雙翅目成蟲，如白線斑蚊、果
蠅等。全肉食性的蜘蛛類，捕食其他昆蟲為食，大型的人面蜘蛛甚至
可用蜘蛛網獵捕金龜子，肉食性的螳螂，亦是以其他昆蟲為食。高級
消費者主要為鳥類、鼠類、爬蟲類為主，其中以紅嘴黑鵯、大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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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頭翁、斯文豪氏攀蜥、赤腹松鼠為主。詳細之食物網關係，如圖
3.5.5。

大冠鷲
大卷尾、小灣嘴
、紅嘴黑鵯、
樹鵲、褐頭鷦鶯

麻雀、
綠繡眼

赤腹松鼠

大螳螂、
寬腹螳螂

麗紋石龍子、
斯文豪氏攀蜥

人面蜘蛛、
長圓金蜘、
蚓腹寄居姬蜘

彩裳蜻蜓、鼎脈
蜻蜓、紅腹細蟌、
褐基蜻蜓、霜白
蜻蜓、橙尾細蟌

斯氏紫斑蝶、台灣黃蝶、樺斑蝶、姬小紋青斑、東方白點花金
龜、綠豔白點花金龜、銅點花金龜、深山扁鍬形蟲、紅脈熊蟬、
桑天牛、雌紅紫蛺蝶、姬小紋青斑蝶、荷氏黃蝶、台灣黃斑蛺
蝶、大鳳蝶、小波紋蛇目蝶、台灣黑星小灰蝶、樹陰蝶、沖繩小
灰蝶、三線蝶、台灣單帶挵蝶、尖翅褐挵蝶、台灣稻蝗、條紋褐
蝗、大頭麗蠅
木麻黃、黃槿、苦楝、羊角藤、構樹、林投、禾本科、銀合歡、
水黃皮、阿勃勒、玫瑰桉、白水木

圖 3.5.5 竹南濱海森林食物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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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港溪口濕地生態及復育相關文獻資料整理
與研析
4.1 生態及復育相關文獻
蒐集中港溪口濕地近年基本生態環境、生物背景及指標生物相關資料，並彙
整資料檢討檢討中港溪口濕地未來發展定位，制訂河口底棲生物中長程復育與監
測策略，建置濕地永續經營管理計畫。
本團隊蒐集計畫範圍內之水質、水量、底質變化、種類組成及生物數量等相
關調查計畫，包含中港溪河川情勢調查(1/2)、中港溪河川情勢調查(2/2)、苗栗縣
景觀綱要計畫、揉風、慢活、貓裏海-國土空間永續之競爭型計畫、苗栗縣永續海
岸整體規劃、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示範計畫—竹南鎮海岸環境生態景觀營造規劃、
中港溪口濕地保育行動計畫、中港溪口濕地社區參與營造計畫及中港溪口濕地生
態廊道調查及保育工作坊經營計畫，其中 100 年度之「中港溪口濕地保育行動計
畫」
、101 年度之「中港溪口濕地社區參與營造計畫」及 102 年度之「中港溪口濕
地生態廊道調查及保育工作坊經營計畫」為本團隊執行，詳細內容如表 4.1.1 所
示。
表 4.1.1 歷年相關生態調查計畫表
計畫名稱

中港溪河川情勢調查(1/2)

年份

2006

主辦單位

相關生態調查項目

經濟部水利署
第二河川局

水質、底棲、魚類、蝦蟹
類、附著性藻類、底棲藻
類、浮游性藻類、鳥類、 本 計 畫 團
兩棲動物類、爬蟲類、哺 隊執行
乳類、蝴蝶及蜻蜓類、草
本植物、木本植物

水質、底棲、魚類、蝦蟹
類、軟體動物類、水生昆
蟲、環節動物、螺貝類、
本計畫團
附著性藻類、浮游性藻
隊執行
類、鳥類、兩棲動物類、
爬蟲類、哺乳類、蝴蝶及
蜻蜓類、植物

中港溪河川情勢調查(2/2)

2007

經濟部水利署
第二河川局

苗栗縣景觀綱要計畫

2005

苗栗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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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水資源

計畫名稱

年份

主辦單位

揉風、慢活、貓裏海-國土空
間永續之競爭型計畫

2008

苗栗縣政府

植物、蝴蝶類

苗栗縣永續海岸整體規劃

2009

苗栗縣政府

哺乳類、鳥類、爬蟲類、兩生類、節肢
動物、魚類、蝦類、水生無脊椎動物、
蟹類、貝類、植物

海 岸復 育及景 觀改善 示範
計 畫 —竹南鎮 海岸環 境生
態景觀營造規劃

2009

苗栗縣政府

植物、哺乳類、鳥類、兩棲爬蟲類、蝴
蝶類、蜻蛉目昆蟲

中 港溪 口濕地 保育行 動計
畫

2011

苗栗縣政府

植物、鳥類、蝴蝶類、魚
類、水質、底質、底棲無
脊椎動物

中 港溪 口濕地 社區參 與營
造計畫

2012

苗栗縣政府

中 港溪 口濕地 生態廊 道調
查及保育工作坊經營計畫

2013

苗栗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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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生態調查項目

本計畫團
隊執行

植物、鳥類、蝴蝶類、魚
類、水質、底質、底棲無
本計畫團
脊椎動物、哺乳類、兩棲
隊執行
爬蟲類、夜行性動物、夜
行性蟹類
中港溪中上游流域：水質
重金屬、底質重金屬、水
質、魚類、底棲動物、浮
游性植物、浮游性動物。
中港溪出海口濕地：植 本 計 畫 團
物、鳥類、蝴蝶類、魚類、 隊執行
水質、底質、底棲無脊椎
動物、哺乳類、兩棲爬蟲
類、夜行性動物、夜行性
蟹類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資料來源:中港溪口濕地生態廊道調查及保育工作坊經營計畫，2013；本團隊執行。

圖 4.1.1 100~102 年度鳥類分布樣點、種數與數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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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港溪口濕地生態廊道調查及保育工作坊經營計畫，2013；本團隊執行。

圖 4.1.2 100~102 年度蝴蝶分布樣點、種數與數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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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港溪口濕地生態廊道調查及保育工作坊經營計畫，2013；本團隊執行。

圖 4.1.3 100~102 年度魚類分布樣點、種數與數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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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港溪口濕地生態廊道調查及保育工作坊經營計畫，2013；本團隊執行。

圖 4.1.4 100~102 年度底棲生物分布樣點、種數與數量圖

85

4.2 中港溪口濕地永續經營管理計畫
4.2.1 規劃目標
一、 保育中港溪口濕地生態環境，復育濕地生物多樣性及濕地生態系統
二、 結構和功能的完整性
三、 提供中港溪河川生態教育與研究之場所
四、 以建構國家重要濕地為目標，提供生物多樣性的棲地環境
五、 提供休閒遊憩之深度旅遊活動

4.2.2 規劃理念
一、保護中港溪口濕地生物多樣性
為中港溪口濕地生物的生存提供最大的生息空間，營造適宜生物多樣
性發展的環境空間，復育中港溪口濕地生物物種的多樣性與紫斑蝶棲息環
境。
二、保護中港溪口生態系統的連貫性
保持中港溪口濕地與周邊自然環境的連續性，創造濕地生物生態廊道
的暢通，避免人工設施的大範圍覆蓋，確保濕地的透水性，尋求有機物的良
性循環。
三、保護中港溪口生態環境的完整性
保持濕地水域環境和陸域環境的完整性，避免濕地環境的過度分割而
造成的環境退化；保護濕地生態的循環體系和緩衝保護地帶，避免城市發展
對濕地環境的過度干擾。
四、保持中港溪口生態資源的穩定性
保持濕地水體、生物、礦物等各種資源的平衡與穩定，避免各種資源的
貧瘠畫，確保中港溪口濕地生態的永續發展。
五、降低中港溪口濕地之垃圾掩埋場廢水汙染
竹南垃圾掩埋場位於中港溪出海口北岸，因尚未除役，導致垃圾廢水流
入中港溪中，危害生物生存棲地，甚至有重金屬汙染之虞。透過整體規劃，
將垃圾山廢水經由人工引水至竹南人工濕地淨化後，再排進河川，也可做為
全臺之示範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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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減低中港溪口濕地之人為干擾
運用植被與緩衝帶的規劃，降地與減輕焚化爐、周邊道路等人為因素對
濕地的不良影響，為更多的生物提供生息的空間。
七、結合休閒與生態資源特色，增加遊憩之豐富性
中港溪口海岸為竹南重要休閒遊憩場域，因此適度加入休閒活動元素，
並融入環境設計中，使遊客不僅可以欣賞中港溪口的生態與自然環境，更能
經由休閒活動獲得紓壓。

4.2.3 濕地監測
一、調查監測標準作業程序
為讓各濕地監測資料達到標準化及一致性，且長期累積之資料具有比
較性，益於現況及經營管理與棲地復育的成效評估，進而提供決策之參考，
需要將各濕地之監測作業標準化，由林幸助教授等編撰之「濕地生態系生物
多樣性監測系統標準作業程序」
，針對調查區域選定、調查項目、調查方式、
頻度、資料歸納分析、資料品質管制等項目制定規範與進行說明，如圖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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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濕地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標準作業流程圖

二、調查監測執行架構
依據「濕地生態系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標準作業程序」文中所提到，濕
地密集現地評估流程，包括規劃野外監測作業、環境監測項目、生物監測項
目、資料統計分析以及監測記錄與保存等，如圖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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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濕地密集現地評估流程

三、監測項目參考
因應不同之適用時機及目標，所規劃濕地監測架構之七種類型，說明如
后：
(一) 基礎調查 001（河域、濕地、溪流及埤塘）
 適用時機：未調查之環境、民眾參與之基礎調查、經費有限之基礎調查

1.水質：溫度、導電度(EC)、溶氧量(DO)、氫離子濃度指數(pH)
2.水文：流量與流速
3.土壤：粒徑分析
4.陸域生態：鳥類
5.水域生態：魚類、底棲動物（蝦蟹螺貝）
(二) 基礎調查 002（海域或河口）
 適用時機：未調查之環境、民眾參與之基礎調查、經費有限之基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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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質：溫度、導電度(EC)、溶氧量(DO)、氫離子濃度指數(pH)、鹽度
2.水文：無
3.土壤：粒徑分析
4.陸域生態：鳥類
5.水域生態：魚類、底棲動物（蝦蟹螺貝）
(三) 基礎調查 003（河域、濕地、溪流及埤塘）
 適用時機：污染目標調查之環境

1.水質：溫度、導電度(EC)、溶氧量(DO)、氫離子濃度指數(pH)、生化
需氧量(BOD)、懸浮固體(SS)、氨氮(NH3-N)、總磷(T-P)
2.水文：流量與流速
3.土壤：粒徑分析、有機碳含量
4.陸域生態：鳥類
5.水域生態：魚類、底棲動物（蝦蟹螺貝）
、浮游動物、浮游植物、附生
藻類、水生昆蟲
(四) 基礎調查 004（海域或河口）
 適用時機：污染目標調查之環境

1.水質：溫度、導電度(EC)、溶氧量(DO)、氫離子濃度指數(pH)、鹽度、
生化需氧量(BOD)、懸浮固體(SS)、氨氮(NH3-N)、總磷(T-P)
2.水文：無
3.土壤：粒徑分析、有機碳含量
4.陸域生態：鳥類
5.水域生態：魚類、底棲動物（蝦蟹螺貝）、浮游動物、浮游植物
(五) 進階調查 005（河域、濕地、溪流及埤塘）
 適用時機：污染目標調查之環境、特殊目標調查之環境

1.水質：溫度、導電度(EC)、溶氧量(DO)、氫離子濃度指數(pH)、生化
需氧量(BOD)、懸浮固體(SS)、氨氮(NH3-N)、總磷(T-P)、亞硝酸鹽、硝
酸鹽氮(NO3-N)、總凱氏氮、光穿透度
2.水文：流量與流速
3.土壤：粒徑分析、有機碳含量、氧化還原電位
4.陸域生態：鳥類、兩棲類、哺乳類、昆蟲(蝴蝶、蜻蛉)、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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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域生態：魚類、底棲動物（蝦蟹螺貝）
、浮游動物、浮游植物、附生
藻類、水生昆蟲
(六) 進階調查 006（海域或河口）
 適用時機：污染目標調查之環境、特殊目標調查之環境

1.水質：溫度、導電度(EC)、溶氧量(DO)、氫離子濃度指數(pH)、鹽度、
生化需氧量(BOD)、懸浮固體(SS)、氨氮(NH3-N)、總磷(T-P) 、亞硝酸
鹽、硝酸鹽氮(NO3-N)、總凱氏氮、光穿透度
2.水文：無（或特殊目標調查：海岸地形、潮汐、波浪）
3.土壤：粒徑分析、有機碳含量、氧化還原電位
4.陸域生態：鳥類、兩棲類、哺乳類、昆蟲(蝴蝶、蜻蛉)、植物
5.水域生態：魚類、底棲動物（蝦蟹螺貝）、浮游動物、浮游植物
(七) 其它調查 007
 適用時機：污染目標調查之環境、特殊目標調查之環境、特殊目標實驗之環境

原則參考林幸助教授等（2009）
「濕地生態系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標
準作業程序」，如重金屬、毒性物質、中華白海豚等增加於項目中。
四、長期監測之規劃
依據上述之課題及對策，目標及構想，並回顧相關文獻及報告，並參考林幸
助教授等（2009）「濕地生態系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標準作業程序」，規劃長期
之監測架構分述如下。

五、長期監測之策略擬定
(一) 加強濕地基礎調查及相關資料蒐集。
(二) 掌握來自於河川及區排汙染程度及影響。
(三) 分析民眾對濕地之利用及產業發展情形。
(四) 建構濕地生態管理系統。
六、長期監測之目標擬定
(一) 研析濕地結構（structure）並描述物種之出現及分佈。
(二) 研析濕地功能（function）。
(三) 評估濕地價值（value）、服務（service）並列出濕地之重要性。
(四) 研析濕地之福址（welling）。
(五) 研析並列出特別之濕地區域及類型。
(六) 研析並建置濕地生態改變之基線（bas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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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研析並評估濕地損失或下降率。
(八) 提供保育計畫及管理。
(九) 發展專家網絡及保育合作系統。
(十) 發展環境教育。
(十一) 社區營造。
(十二) 產業發展。
七、決定監測之功能性層級
以中港溪口濕地之課題及目標，監測之層級規劃為密集現地評估。並以結構
（structure）、功能（function）、價值（value）、服務（service）、福址
（welling）分出功能性層級。

八、長期監測之空間尺度規劃
依據拉姆薩條約的操作手冊中，針對濕地於不同空間尺度之監測與評估架構
上之分類，將中港溪口濕地於不同尺度範圍內，需進行監測及評估之項目進行匯
整，如表 4.2.1 所示。另將不同尺度中，所列出需監測及評估項目之權屬單位，
如表 4.2.2 至表 4.2.4 所示，以期未來在進行整體資料統整時，能有事半功倍之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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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表 4.2.1 濕地於不同尺度之監測與評估架構上之分類
區域尺度
流域尺度
測點尺度

濕地範圍 Yes
濕地分類 Yes
流域干擾

15M 〜 120M

250M ~ 10KM

土地利用分類
土地發展指數

0.5M ~ 5M

N/A

N/A

N/A
土地利用分類
營養物質供應
水文情勢的變化

N/A

土地使用
流動路徑和連接性
水文變化 大範圍的水量平衡
濕地面積的變化

N/A

水深

濕地水文變化

物理形態 N/A

海岸濕地類
濕地盤點
區隔濕地的土地利用/土
地地貌類型
N/A
濕地隨時間變化的類型和
程度
隨時變化的濕地型態鑑別
濕地內的棲地組成部分
懸浮固體

水質及土壤 土壤水分

海岸區域 N/A

濁度
水質測繪
土壤(底質)分類

葉綠素
底質組成
總磷
總有機碳（TOC）
化學需氧量（COD）
生化需氧量（BOD）
水溫

浸水區域之土地用途
含水率梯度
水和植被分類

浸水區域之土地用途
含水率梯度
水和植被分類

海岸區域分類

海岸區域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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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區域尺度

流域尺度

測點尺度

250M ~ 10KM

15M 〜 120M

0.5M ~ 5M
植被、底棲、浮游動
植物指數
鹽生植物、底棲、浮
游動植物種類的分類
植被物種、底棲、浮
游動植物豐富度
沉水植物
新興的植被、底棲、
浮游動植物物種

魚類生物指數
魚類種類的分類
蒸散量
魚類物種豐富度
水生生物 水域植被狀況
新興的魚類物種
生物分佈地圖測繪
魚類組成的分類
入侵物種的豐度/分佈

植被、底棲、浮游動
植物組成的分類
入侵物種的豐度/分佈

鳥類、兩棲生物指數
鳥類、兩棲種類的分類
鳥類、兩棲物種豐富度
陸域生物 生物分佈地圖測繪
新興的鳥類、兩棲物種
鳥類、兩棲組成的分類
入侵物種的豐度/分佈

教育推廣
人文文化、
共識凝聚
當地社區與
願景規劃
NGO 團體
永續經營

環境教育
參訪觀摩
研擬行動方案
互動中學習共識
不斷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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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哺乳、兩棲爬
蟲類指數
昆蟲、哺乳、兩棲爬
蟲類種類的分類
昆蟲、哺乳、兩棲爬
蟲類豐富度
新興的昆蟲、哺乳、
兩棲爬蟲類物種
昆蟲、哺乳、兩棲爬
蟲類組成的分類
入侵物種的豐度/分佈
長期濕地巡守
濕地體驗營
濕地旅遊
長期濕地環境維護
長期基礎環境調查

表 4.2.2
主題

分析不同尺度分類之權責單位－區域尺度（250M ~ 10KM）
區域尺度
250M ~ 10KM

權責單位

濕地範圍

Yes

-

濕地分類

Yes
土地利用分類
土地發展指數

-

水文變化

大範圍的水量平衡

河川局及水利署

物理形態
水質及土壤

N/A
土壤水分

河川局及水利署

海岸區域

N/A

-

水生生物

蒸散量、水域植被狀況、生物分佈地圖測繪

河川局及水利署、營建署

陸域生物

生物分佈地圖測繪

河川局及水利署、營建署

流域干擾

經建會

人文文化、當地社區與 NGO 團體 教育推廣、共識凝聚、願景規劃、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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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局及水利署、營建署、教育單位

表 4.2.3 分析不同尺度分類之權責單位－流域尺度（15M 〜 120M）
流域尺度

主題

15M 〜 120M

權責單位

濕地範圍

N/A

-

濕地分類
流域干擾

N/A
土地利用分類、營養物質供應、水文情勢的變化

河川局及水利署

水文變化

土地使用、流動路徑和連接性、濕地面積的變化、濕地水文變化

河川局及水利署、環保署、農林航測
所

物理形態

海岸濕地類、濕地盤點、區隔濕地的土地利用/土地地貌類型、
濕地隨時間變化的類型和程度、隨時變化的濕地型態鑑別、濕地 營建署、水利署
內的棲地組成部分

水質及土壤

濁度、水質測繪、土壤(底質)分類

環保署、營建署

海岸區域

浸水區域之土地用途、含水率梯度、水和植被分類、海岸區域分
營建署、農委會及漁業署
類

水生生物

魚類生物指數、魚類種類的分類、魚類物種豐富度、新興的魚類 河川局及水利署、營建署、農委會及
物種、魚類組成的分類、入侵物種的豐度/分佈
漁業署

陸域生物

鳥類、兩棲生物指數、鳥類、兩棲種類的分類、鳥類、兩棲物種
河川局及水利署、營建署、農委會及
豐富度、新興的鳥類、兩棲物種、鳥類、兩棲組成的分類、入侵
漁業署
物種的豐度/分佈

人文文化

環境教育、參訪觀摩、研擬行動方案、互動中學習共識、不斷修

當地社區與 NGO 團體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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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局及水利署、營建署、教育單位

主題

表 4.2.4 分析不同尺度分類之權責單位－測點尺度（0.5M ~ 5KM）
測點尺度
0.5M ~ 5M

權責單位

濕地範圍

N/A

-

濕地分類

N/A

-

流域干擾

N/A
水深

環保署、水利署

水文變化
物理形態
水質及土壤
海岸區域

N/A
懸浮固體、葉綠素、底質組成、總磷、總有機碳（TOC）、化學需氧
環保署、營建署
量（COD）、生化需氧量（BOD）、水溫
浸水區域之土地用途、含水率梯度、水和植被分類、海岸區域分類 營建署、農委會及漁業署
植被、底棲、浮游動植物指數，鹽生植物、底棲、浮游動植物種類

水生生物

的分類，植被物種、底棲、浮游動植物豐富度，沉水植物，新興的 河川局及水利署、營建署、農委
植被、底棲、浮游動植物物種，植被、底棲、浮游動植物組成的分 會及漁業署
類，入侵物種的豐度/分佈

陸域生物

昆蟲、哺乳、兩棲爬蟲類指數，昆蟲、哺乳、兩棲爬蟲類種類的分
類，昆蟲、哺乳、兩棲爬蟲類豐富度，新興的昆蟲、哺乳、兩棲爬 河川局及水利署、營建署、農委
蟲類物種，昆蟲、哺乳、兩棲爬蟲類組成的分類，入侵物種的豐度/ 會及漁業署
分佈

人文文化

長期濕地巡守、濕地體驗營、濕地旅遊、長期濕地環境維護、長期 河川局及水利署、營建署、教育

當地社區與 NGO 團體

基礎環境調查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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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監測計畫規劃原則
(一) 議題範疇：

• 依調查、評估、評價、管理、教育、永續訂定層級。
(二) 生態層級：

• 依結構、功能、服務、福祉訂出層級。
• 類別：依動植物分類分別整理、建議和規劃。
• 依既有資料，發現稀有動植物的地點或具有特殊生態性的地點，要每年
持續做監測。
(三) 空間層級：

• 分析整理既有資料找出以往觀測點位，並判斷和找出資料缺乏的地區。
• 依拉姆薩公約操作手冊(13)中，訂出空間層級。
• 測點層級:如底棲生物(軟底質 NIEA E103.20C)(硬底質 NIEA E104.20C)
– 離岸 3 海浬外之外海海域評估範圍內，每 5 km2 一個測站，最少 5
個測站。
– 離岸 3 海浬內之沿海海域評估範圍內，每 1 km2 一個測站，最少 4
個測站。
(四) 頻率：

• 分近、中、遠三階段:近程 1-3 年、中程 4-7 年、遠程 8-10 年。
• 已有充分調查資料的地點，生態調查頻率依物種而定，但原則上
– 生態豐富者每隔 2 年調查一次
– 生態普通者每隔 5 年調查一次
– 生態貧瘠者每隔 10 年調查一次
• 尚無調查資料或資料不足的地點，建議以 1 至 3 年的時間先進行初步調
查。
• 水質、底質、生物之調查以每月或季進行。
• 重要生物之調查以月進行。
• 水文以每季或半年進行。
• 地形或潮溝以每年進行。
(五) 方法：

• 依照林幸助教授等(2009)之「濕地生態系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標準作業
98

程序」進行。
• 環保署規範公告之水質、底質、生物調查方法。
• 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
• 進行生態調查時，水質和底質同步進行調查。

依據謝蕙蓮等(2008)以自然營力、結構（structure）、功能（function）、價值
（value）
、服務（service）
、福址（welling）分出功能性層級，進行三個階段規劃
如下分述。
(一) 近程：第一階段利用三年之時間進行大規模生態普查與環境監測，並藉由各相
關調查資料之收集，達成濕地基礎資料之強化，了解各分區目前整體範圍之棲
地狀況自然營力，分析生物多樣性等相關資料，特別針對整體海岸濕地尚缺監
測區域，列為第一年必完成監測之空間。
(二) 中程：第二階段延續第一階段之生態普查，進一步了解各分區焦點物種之生態
特性，並分析重要物種族群結構、功能、環境衝擊影響、食物網及基礎生產力
等，將各分區導向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
(三) 遠程：第三階段延續前兩階段之生態普查及特殊物種復育後，建立長期生態調
查結果，並依各分區之重要成果，進行不同之監測、規劃及保育策略，建議監
測功能規劃如表 4.2.5 所示，並以此基礎調查監測漸進展至評估、保育措施、
綜合管理及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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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中港溪口濕地十年監測之功能層級規劃
年度

監測調查目標
1.水質、水文、底質、地形及生物調查
2.研析濕地環境之類型、區域及特徵
3.研析物種之出現、結構及空間分佈

第 1-3 年
近程

自然營力
與結構

4.研析濕地之自然營力
5.研析並建置濕地生態改變之基線（baseline）
6.發展環境教育
7.社區營造
1.賡續水質、水文、底質、地形及生物調查
2.特殊物種
3.研析濕地生產力
4.研析濕地食物網
5.研析生態調節機制

第 4-7 年
中程

結構與功能

6.研析並評估濕地損失或下降率
7.評估濕地價值
8.提供保育計畫及管理
9.發展專家網絡及保育合作系統
10.延續發展環境教育
11.延續社區營造
1.評估濕地價值
2.提供保育計畫及管理

第 8-10
年
遠程

服務與福祉

3.發展專家網絡及保育合作系統
4.產業發展
5.延續發展環境教育
6.延續社區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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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長期監測之階段規劃
一、第一階段監測：濕地自然營力與結構
（一）現況說明
1、歷史調查項目-底棲生物(豐富)、鳥類(豐富) 、兩棲爬蟲類、哺乳動物、
魚類、水質、昆蟲、植物。
2、特有物種：台灣招潮蟹、清白糾結招潮蟹、短趾和尚蟹、斯氏紫斑蝶、
大卷尾、褐頭鷦鶯、白頭翁、家八哥。
（二）監測策略：普查。
（三）監測目標：研析濕地結構並描述物種之出現及分佈。
（四）監測層級：地景評估、棲地快速評估、密集現地調查。
（五）時間層級：第 1-3 年，近程。
（六）擬訂工作執行項目及內容
1、工作執行項目
(1)水質調查：溫度、導電度(EC)、溶氧量(DO)、氫離子濃度指數(pH)、生
化需氧量(BOD)、懸浮固體(SS)、氨氮(NH3-N)、總磷(T-P)、亞硝酸鹽、
硝酸鹽氮(NO3-N)、總凱氏氮、光穿透度。
(2)水文調查：流量、流速與潮汐。
(3)底質調查：粒徑分析、有機碳含量、氧化還原電位。
(4)地形調查：等深線、潮溝。
(5)陸域生態調查：昆蟲、鳥類、兩棲爬蟲類、哺乳動物、固著性植物。
(6)水域生態調查：浮游藻類、浮游動物、魚類、底棲生物（蝦蟹螺貝及
多毛類）。
(7)研析自然營力及濕地結構。
(8)指標生物遴選。
(9)研析保育物種及優良棲地維護策略。
(10)濕地價質資源量及產業
A.提供保育計畫及管理
B.發展環境教育
C.社區營造-成立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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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頻率：每季調查一次，一年四次，以三年完成基礎調查。
3、範圍：中港溪口濕地海域及陸域。
4、經費：每年約 400 萬。
5、檢討機制
(1)是否完成缺乏基礎調查之物種及區域，及檢討資料完整性?
(2)探討是否充分掌握自然營力及濕地結構?
二、第二階段監測：濕地結構與功能
（一）現況說明：斯氏紫斑蝶、台灣招潮蟹研究。
（二）監測策略：重要物種族群生態復育。
（三）監測目標：(1)族群復育、(2)研析濕地結構功能。
（四）監測層級：密集現地調查。
（五）時間層級：第 4-7 年，中程。
（六）擬訂工作執行項目及內容
1、工作執行項目
(1) 斯氏紫斑蝶、台灣招潮蟹族群保育及復育
A.研析斯氏紫斑蝶、台灣招潮蟹族群生態學。
B.研析特殊物種在食物網的位階與關聯性。
(2)研析濕地結構功能
A.賡續陸域調查：昆蟲、鳥類、兩棲爬蟲類、哺乳動物、固著性植物。
B.賡續水域調查：浮游藻類、浮游動物、魚類、底棲生物。
C.研析濕地食物網及基礎生產力。
D.研析並建置濕地生態改變之基線。
E.研析生態調節機制。
F.研析並評估濕地損失或下降率。
(3)濕地價質資源量及產業
A.提供延續性保育計畫及管理
B.延續發展環境教育
C.社區營造-生態環境導覽解說團隊
2、頻率：A.每月；B.每季一次，以四年完成調查。
3、範圍：中港溪口濕地海域及陸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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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經費：每年約 400 萬。
5、檢討機制
(1)探討是否充分掌握生產力、食物網、調節機制分析?
(2)探討是否完成特殊物種棲地需求與食物來源分析?
(3)此監測結果如何將濕地導向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
三、第三階段監測：濕地服務與福祉
（一）現況說明：地方產業發展。
（二）監測策略：環境教育及永續發展。
（三）監測目標：
(1)評估濕地價值、服務及福址並列出濕地之重要性。
(2)濕地價質資源量及產業。
（四）監測層級：密集現地調查。
（五）時間層級：第 8-10 年，遠程。
（六）擬訂工作執行項目及內容
1、工作執行項目
(1)評估濕地價值、服務及福址並列出濕地之重要性
A.評估濕地價值
B.發展專家網絡及保育合作系統
(2)濕地價質資源量及產業
A.提供永續保育計畫及管理
B.延續發展環境教育
C.社區營造-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認證、管理及執行
D.永續之產業發展
2、頻率：每季調查一次，一年四次，以三年完成基礎調查。
3、範圍：中港溪口濕地海域及陸域。
4、經費：每年約 400 萬。
5、檢討機制
(1)檢討地方產業資源量及產業是否符合永續發展?
(2)探討是否明智使用濕地之使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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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濕地回復改善計畫
濕地保育法於 102 年 6 月 18 日由立法院三讀通過，為我國國土生態保育推
動工作之重要里程碑。濕地保育法延續拉姆薩公約精神，評定國際級、國家級、
地方級等不同等級濕地，並以「明智利用」為核心精神，且不同於以往保育法律
嚴格的禁止與限制，針對不同特性之濕地、尊重民眾既有權利，以保育利用計畫
因地制宜訂定最佳的管理策略，強調重要濕地範圍內允許從來之現況使用。
重要濕地分為國際級、國家級及地方級三級，由中央主管機關考量該濕地之
生物多樣性、自然性、代表性、特殊性及規劃合理性和土地所有權人意願等評定
其等級。

4.4.1 重要濕地的評定標準
一、 為國際遷移性物種棲息及保育之重要環境。
二、 其他珍稀、瀕危及特需保育生物集中分布地區。
三、 魚類及其他生物之重要繁殖地、覓食地、遷徙路徑及其他重要棲息地。
四、 具生物多樣性、生態功能及科學研究等價值。
五、 具重要水土保持、水資源涵養、防洪及滯洪等功能。
六、 具自然遺產、歷史文化、民俗傳統、景觀美質、環境教育、觀光遊憩資源，
對當地、國家或國際社會有價值或有潛在價值之區域。
七、 生態功能豐富之人工濕地。
八、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中港溪口在人為干擾前，曾有大量的魚群、招潮蟹及水鳥棲息，其自身之
生物多樣性與珍貴性相當具發展成國家級濕地之潛力，然而因現今的環境變
遷，縮小了這些生物的活動範圍與棲息空間，也破壞了自然生態環境，甚為可
惜。因此本計畫寄望藉由完整之生態調查以及河川環境營造，結合生態保育之
概念以及休閒遊憩活動，重塑中港溪口自然生態環境，並規劃 3-5 年逐步復育
棲地，將本區之濕地朝向國家級重要濕地邁進，成為重要的自然教育體驗園區
以及生物多樣性棲地。

4.4.2 濕地發展類型與定位
一、 濕地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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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將朝向生態式的自然公園規劃，將中港溪出海口右岸具潛力的濕地
空間再進一步以環境整理之方式規劃改善，在右岸五福大橋下以底棲生物(台
灣招潮蟹)棲地復育為主，而右岸內陸濕地則建議可以朝綜合型三段式水質淨
化濕地發展，另外親子之森、長青之森及假日之森則以紫斑蝶復育為主要規劃
方向，期能使為發展深度的旅遊生態旅遊、野外觀察活動或環境教育課程有一
個天然的戶外教室。
二、 國家級濕地認定標準
中港溪口濕地具有豐富自然景觀資源，是發展生態觀光、休閒遊憩及生態
旅遊的好地方，保育地區生態資源育並做好教育兼具導覽工作，可以作為提昇
旅遊品質的雄厚潛力。
竹南海岸北起龍鳳觀光漁港，南至中港溪口濕地，全長約 5 公里，寬約
400 公尺。海岸防風林生態歷經六、七十年以上的成長和演替，已成為國內少
見呈現生態極盛相的典型防風林生態系，過去人為干擾不多，林內的生物多樣
性豐富；更成為斯氏紫斑蝶的繁殖熱點。防風林西側即為海岸，包括潮間帶、
海灘、沙丘等，形成具有多樣性的景觀風貌，陸地與海洋交界，以及森林與海
灘、沙丘或農田交界。均屬異質交錯帶，為重要的生態敏感區。其中在 100 年
中港溪口濕地保育行動計畫中，於中港溪口濕地北岸發現台灣招潮蟹（Uca
formosensis），使得中港溪口濕地環境更為珍貴，其也成為可晉身為國家級重
要濕地之重要指標。

4.4.3 溪口生態濕地復育初步構想
一、 劃設濕地生態保護範圍
(一)以經營多元的棲地類型，包括深淺水域、泥濕地、泥灘地、草澤及樹林
區等，提供本區各類生物覓食、繁殖及休憩之需要。
(二)於泥灘地區，設置緩衝空間，確保生物覓食環境。
二、 設置出海口濕地生態解說教育區
(一)在保護區周邊設置濕地展示區，重點展示濕地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和
濕地自然景觀，並適度導入步道、賞鳥牆、解說教育等設施，提供民眾
環境教育活動與休閒遊憩之據點，並作為濕地生態保護區之緩衝。
(二)規劃溪口生態導覽動線；於中港溪口左、右岸規劃生態導覽動線，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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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鳥、賞蝶及底棲生物觀察等路線，提供一般遊客在各個季節之生態觀
察以及休憩活動使用。

4.5 小結論
一、 本計畫研究地區具有豐富紫斑蝶繁殖熱點、台灣招潮蟹棲地及結構紮實的
海岸防風林之特色，故在未來之建設與管理方面，須以保育與復育為明確
之目標並結合地方共識，依計畫逐步施行。
二、 未來於本區執行之水利、水土等工程，除考量工程條件與安全性外，建議
將生態環境保育、綠美化等納入考量，以使計畫及建設能互相呼應。
三、 本區外來之汙染源仍為環境生態之不定時炸彈，故仍需持續加強對汙染源
的監測、防治與控制，並適時的取締與訂定罰則，使其負面衝擊得以降低，
方能有效地維繫本區之環境資源。
四、 應藉由有系統的宣導與軟體建設計劃，結合相關民間團體與社區，共同訂
定本區之環境維護公約，並凝聚地方共識，可一起擔負維護管理、宣導與
解說之工作，為本區未來發展生態旅遊鋪路。
五、 建議每年應編列預算近本計畫區之環境維護管理之工作。
六、 應協助民間團體「竹南濕地巡守團隊」建立與公部門之間之良好通報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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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社區輔導工作
5.1 社區說明會
一、執行目的
竹南海岸北起龍鳳觀光漁港，南至中港溪口濕地，全長約 5 公里，寬
約 400 公尺。海岸防風林生態歷經六、七十年以上的成長和演替，已成為
國內少見呈現生態極盛相的典型防風林生態系，過去人為干擾不多，林內
的生物多樣性豐富；更成為斯氏紫斑蝶的繁殖熱點。防風林西側即為海岸，
包括潮間帶、海灘、沙丘等，形成具有多樣性的景觀風貌，陸地與海洋交
界，以及森林與海灘、沙丘或農田交界。均屬異質交錯帶，為重要的生態敏
感區。其中在 100 年中港溪口濕地保育行動計畫中，於中港溪口濕地北岸
發現台灣招潮蟹（Uca formosensis），使得中港溪口濕地環境更為珍貴。
中港溪口濕地具有豐富自然景觀資源，是發展生態觀光、休閒遊憩及
生態旅遊的好地方，保育地區生態資源育並做好教育兼具導覽工作，可以
作為提昇旅遊品質的雄厚潛力。因此，希望透過本計畫的執行，針對中港溪
口濕地之指標生物及濕地保育等課題上，彙整歷年相關資料檢討未來發展
定位，並結合當地社區居民的力量，共同創造豐富的環境教育資源，以及保
育當地珍貴動、植物資源，以期達到濕地永續經營管理之目標。
辦理地方說明會已於民國 104 年 7 月 10 日於海口社區活動中心辦理完
畢，而交流觀摩研討會預計於民國 104 年 10 月擇期辦理。
二、計畫目標
(一)輔導地方社區志工巡守團隊，藉由辦理教育訓練課程，輔導社區進行
區域內水質監測及底質粒徑檢驗。
(二)參與守護海岸實際作為。
三、邀請參與單位
竹南鎮龍鳳里辦公室、竹南鎮竹興里辦公室、竹南鎮中英里辦公室、
竹南鎮中美里辦公室、竹南鎮海口里辦公室、竹南鎮港墘里辦公室、竹南
鎮塭內社區發展協會、竹南鎮龍鳳社區發展協會、竹南鎮竹興社區發展協
會、竹南鎮中英社區發展協會、竹南鎮中美社區發展協會、竹南鎮海口社
區發展協會、竹南鎮港墘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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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方說明會議程
時間
18:00~18:05
18:05~18:20
18:20~18:50
18:50~19:20
19:20~20:00
20:00~20:30

內容
報到
開幕致詞
保育工作坊操作方法暨
保育行動
濕地生態調查
議題討論
結論

演講者/負責人
吳東霖
朱達仁
陳羿文
宋鴻君
中華大學
中華大學

*主辦單位備有小餐點及茶水
五、地點
名稱：海口社區活動中心
地址：350 苗栗縣竹南鎮竹鎮海口里 5 鄰 57 號(海口國小對面)
電話：0932-566412
地圖：

六、會議結論
(一) 本計畫案持續輔導地方志工巡守團隊，並修正操作方法，以及提供相關
專業諮詢服務。
(二) 本年度之巡守方式，希望以自發形式巡守，並建立通報系統，發現問題
立即向政府單位通知回報。
(三) 本次亦針對巡守團隊之成員，組織巡守隊工作坊，進行基礎監測及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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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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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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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工作坊及社區志工巡守團隊教育訓練
一、執行目的
台灣北部沿岸有著豐富的生態資源，包括各式各樣的潮間帶生物，以
及特殊的海岸地形景觀與漁村文化，可說是天然的海洋教育教室。本次巡
守隊教育訓練課程以竹南中港溪口沿岸的社區領袖及地方熱心人士為主，
藉由專家學者的指導與經驗教師的帶領，以親身體驗的方式，提昇參與民
眾對後龍海岸生態的認識，共同推廣社區對竹南沿岸認知、關懷與愛護，達
到主動關懷竹南海岸生態環境，落實生態保育之成效與教育目的。
保護海岸線的整體人文歷史與自然生態，使其能做為居民休閒旅遊、
戶外教育、科學研究的場所，因此辦理「社區志工巡守團隊教育訓練」即
「竹南濕地巡守隊教育訓練」
，希望結合文史、自然保育社團以及當地民眾，
共同培育竹南鎮進行海岸環境管理與休閒教育活動的人力資源。
延續 102 年執行之計劃，對於在地社區之輔導工作，包含生態體驗營、
種子學員培訓、地方說明會、研習成果宣導海報等，藉由專家學者的指導與
經驗教師的帶領，以親身體驗的方式，提昇參與民眾對竹南海岸生態的認
識，共同推廣社區對竹南沿岸認知、關懷與愛護，達到主動關懷竹南海岸生
態環境，落實生態保育之成效與教育目的。並於今年度（104 年）持續輔導
地方社區志工巡守團隊，並有系統訂定具體操作方法，提供履約期間專業
諮詢服務。
二、招生對象
訓練課程參與需招募 5 人以上，以當地志工、發展協會會員、國中小
教師為主要培訓對象。
三、預期成果
(一) 巡守團隊成員藉由本培訓課程之推行，啟發竹南沿岸地方組織對於地
方海岸認知及特色瞭解，並由專業教師授課達到地方環境關懷及永
續海岸經營管理推廣之效。
(二) 藉由本團隊之培訓人員帶領地方社區組織進行地方海岸環境瞭解及實
際探勘，藉由「做中學」深入了解在地海岸環境之美，並增進社區
居民對於地方環境關懷。
(三) 配合本計劃巡守隊教育訓練課程，讓隊員了解社區共同守護海岸重要
性，以及如何進行簡易的海岸生態調查及監測，期使未來海岸巡守
112

組織的成立，除了持續從事淨灘工作外，也可具有積極守護海岸的
知能。
四、執行成果
教育訓練之時數需達到 24 小時，其中專業課程需達 10 小時，以及戶外
實際操作課程需達 4 小時。巡守團隊教育訓練之課程目前執行了九梯次，第
一梯次於民國 104 年 08 月 13 日下午 7:00 至 10:00 辦理 3 小時專業課程，
第二梯次於民國 104 年 08 月 25 日下午 7:00 至 10:00 辦理 3 小時專業課程，
第三梯次於民國 104 年 09 月 08 日上午 7:00 至 12:00 辦理 3 小時親子共學
課程，第四梯次於民國 104 年 10 月 06 日下午 7:00 至 10:00 辦理 3 小時戶
外實際操作課程，第五梯次於民國 104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7:00 至 10:00 辦
理 3 小時巡守隊經驗交流分享，第六梯次於民國 104 年 10 月 22 日下午 7:00
至 10:00 辦理 3 小時專業課程，第七梯次於民國 104 年 10 月 27 日下午 7:00
至 10:00 辦理 3 小時專業課程，第八梯次於民國 104 年 10 月 29 日下午 7:00
至 9:00 辦理 2 小時戶外實際操作課程及 9:00 至 10:00 辦理 1 小時親子共學
課程，第九梯次於民國 104 年 11 月 05 日下午 7:00 至 10:00 辦理 3 小時專
業課程。
(一) 課程表
表 5.2.1 巡守團隊教育訓練課程表
日期
第
一
梯
次
104
年
08
月
13
日
第
二
梯
次
104
年
08
月
25
日

時間
18：30－19：00

內容
報到及開訓

19：00－20：30

植物學概述

20：30－20：40

綜合討論(休息)

20：40－22：00

紫斑蝶蜜源食草植
物緒論

18：30－19：00

報到及開訓

19：00－20：30

植物栽培與繁殖

20：30－20：40

綜合討論(休息)

20：40－22：00

扦插技巧較學與實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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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講師)人
吳東霖、謝昆翰、詹秉豐
鄭裕仁
國立台灣大學漁科所研究助理
台灣可及性環境設計協會理事
所有成員
鄭裕仁
國立台灣大學漁科所研究助理
台灣可及性環境設計協會理事
謝昆翰、詹秉豐
鄭裕仁
國立台灣大學漁科所研究助理
台灣可及性環境設計協會理事
所有成員
鄭裕仁
國立台灣大學漁科所研究助理
台灣可及性環境設計協會理事

第
三
梯
次
104
年
09
月
08
日

18：30－19：00

報到及開訓

朱恩柔、詹秉豐
鄭裕仁
國立台灣大學漁科所研究助理
台灣可及性環境設計協會理事
所有成員
鄭裕仁
國立台灣大學漁科所研究助理
台灣可及性環境設計協會理事

19：00－20：30

親子共學課程

20：30－20：40

綜合討論(休息)

20：40－22：00

親子共學課程

第
四
梯
次
104
年
10
月
06
日

18：30－19：00

報到及開訓

19：00－20：30

戶外課程
食草植物栽培

20：30－20：40

綜合討論(休息)

20：40－22：00

戶外課程
食草植物栽培

第
五
梯
次
104
年
10
月
15
日

16：00－17：30

報到及開訓

17：30－19：00

中港溪濕地工作坊
經驗交流分享

19：00－19：10

綜合討論(休息)

19：10－20：30

中港溪濕地工作坊
經驗交流分享

第
六
梯
次
104
年
10
月
22
日
第
七
梯
次
104
年
10
月
27
日
第
八
梯
次
104
年
10
月
29
日

18：30－19：00

報到及開訓

19：00－20：30

環境人員認證教材
撰寫指導

20：30－20：40

綜合討論(休息)

20：40－22：00

社區創新產業經營

18：30－19：00

報到及開訓

19：00－20：30

觀察家到實踐者宜
蘭水田守護之路(I)

20：30－20：40

綜合討論(休息)

20：40－22：00

觀察家到實踐者宜
蘭水田守護之路(II)

18：30－19：00

報到及開訓

19：00－20：30

親子共學戶外課程
環境教育好好玩

20：30－20：40

綜合討論(休息)

20：40－22：00

親子共學戶外課程
環境教育好好玩

魏宇德、詹秉豐
鄭裕仁
國立台灣大學漁科所研究助理
台灣可及性環境設計協會理事
所有成員
鄭裕仁
國立台灣大學漁科所研究助理
台灣可及性環境設計協會理事
呂友銘、魏宇德
宋鴻君
中華大學休閒系專案經理
所有成員
宋鴻君
中華大學休閒系專案經理
陳羿文、魏宇德
柯銳杰
宜蘭休閒農業發展協會總幹事
所有成員
柯銳杰
宜蘭休閒農業發展協會總幹事
吳東霖、朱恩柔
林哲安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所有成員
林哲安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魏宇德、宋鴻君
柯銳杰
宜蘭休閒農業發展協會總幹事
所有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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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銳杰
宜蘭休閒農業發展協會總幹事

第
九
梯
次
104
年
11
月
05
日

18：30－19：00

報到及開訓

宋鴻君、呂友銘

19：00－20：30

生活中的鳥類介紹

20：30－20：40

綜合討論(休息)

20：40－22：00

生活中的鳥類辨識

林哲安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所有成員
林哲安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一、第一梯次104年8月13日(四) 下午19：00－22：00
【影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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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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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梯次104年8月25日(二) 下午19：00－22：00
【影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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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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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梯次104年9月08日(二) 下午19：00－22：00
【影像記錄】

119

【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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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梯次104年10月06日(二) 下午19：00－22：00
【影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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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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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五梯次104年10月15日(四) 下午17：30－20：30
【影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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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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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六梯次104年10月22日(四) 下午19：00－22：00
【影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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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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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七梯次104年10月27日(二) 下午19：00－22：00
【影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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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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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八梯次104年10月29日(四) 下午19：00－22：00
【影像記錄】

129

【簽到單】

130

九、第九梯次104年11月05日(四) 下午19：00－22：00
【影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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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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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社區輔導工作

5.3 交流觀摩研討會
一、執行目地
竹南沿岸有著豐富的生態資源，包括各式各樣的潮間帶生物，以及特殊
的海岸地形景觀與文化，可說是天然的海洋教育教室。本計劃之工作項目中，
已執行之生態調查監測、巡守隊教育訓練等相關內容，藉由地方說明會，與
在地居民、鄰里代表及社區協會代表，瞭解初步的生態調查結果，進一步探
討未來之規劃構想，達到保護海岸線的整體人文歷史與自然生態，使其能做
為居民休閒旅遊、戶外教育、科學研究的場所。
二、邀請參加單位
在地議員、苗栗縣政府、竹南鎮公所、龍鳳里辦公室、竹興里辦公室、
中英里辦公室、中美里辦公室、海口里辦公室、港墘里辦公室、塭內社區發
展協會、龍鳳社區發展協會、竹興社區發展協會、中英社區發展協會、中美
社區發展協會、海口社區發展協會、港墘社區發展協會等單位。
三、議程
日期

時間
17:00-17:30
17:30-19:00

104
年
11
月
03
日

19:00-19:10
19:10-20:30

20:30-21:30
21:30-22:00

內容
報到

負責人/演講人
中華大學
林哲安
從鳥類看濕地環境生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
育研究所
中場休息
施君翰
底棲生物指標生物遴選
東南科技大學休閒事業學
系助理教授
朱達仁
竹南海岸社區營造執行成
台灣濕地學會顧問
果分享
中華大學教授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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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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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優良案例參訪
辦理 104 年度機關人員至外縣市優良濕地案例參訪，前往宜蘭縣進行 2
天 1 夜參訪，並安排研討會與在地工作團隊交流。
（一）

辦理時間：104 年 10 月 22、23 日。

（二）

參訪行程

時間
08：30~09：10
09：00~09：30

第一天 104 年 10 月 22 日
活動內容
竹北接第二河川局人員
縣府及公所人員於苗栗集合出發

09：30~11：10

國道風光
苗栗縣政府→海手棠休閒餐廳

11：10~12：00

創意台菜料理

12：00~12：13

12：13~14：00

14：00~14：20

14：20~16：00

16：00~16：30
16：30~17：20
17：20~17：23
17：23~18：20
18：20~

地點
竹北市
中正堂前
國道三號→
國道五號→
縣道
海手棠
休閒餐廳

車程
海手棠休閒餐廳→蘭陽溪口濕地
隨行濕地工作團隊：
東南科技大學 施君翰
蘭陽溪口
荒野保護協會宜蘭分會
濕地
濕地生態導覽介紹
「台灣十二大濕地之一」-具有豐富的鳥類資源
車程
蘭陽溪口濕地→五十二甲濕地
隨行濕地工作團隊：
東南科技大學 施君翰博士
荒野保護協會宜蘭分會
五十二甲
濕地
1.生態導覽、生態環境維護教育。
2.拜訪利澤社區發展協會。
「臺灣珍稀水生植物」-風箱樹與穗花棋盤腳
車程
五十二甲濕地→捷絲旅飯店
捷絲旅飯店
放行李 Check-in
步行約 3 分鐘
飯店→餐廳
礁溪
道地風味料理
甘拜打餐廳
餐廳回飯店步行約 3 分鐘
捷絲旅飯店
住宿休息

135

時間
07：00~08：10
08：10~08：30
08：30~09：05

09：05~12：00

12：00~12：07

第二天 104 年 10 月 23 日
活動內容
早餐-中西式自助早餐
集合出發
車程
捷絲旅飯店→無尾港濕地
隨行濕地工作團隊：
農委會特生中心研究員/劉靜榆
1.拜訪社區發展協會。
2.生態導覽、生態環境維護教育。
「全國第一個水鳥保護區」-雁鴨主要度冬區
車程
無尾港濕地→富美活海鮮餐廳

12：07~13：07

捷絲旅飯店

無尾港
濕地

富美活海鮮
餐廳

賦歸

13：00~
（三）

特色海鮮料理

地點

濕地介紹與參訪心得

(一)中文名稱：蘭陽溪口濕地
類型：海岸自然濕地
英 文 名 稱 ： Lanyang Estuary
行政轄區：宜蘭縣宜蘭市、壯圍鄉、五結鄉
Wetland
相關計畫：
農委會公告「蘭陽溪口水鳥保護區」及「宜蘭縣蘭陽溪口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行政院核定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蘭陽海岸保護區計畫」之「蘭
陽溪口自然保護區」及其一般保護區。
相關機關或單位：
宜蘭縣政府農業局。
範圍：
本濕地位於蘭陽溪口，為蘭陽大橋以東之河川地，北起過嶺國小東側約 300 公
尺處，南至五結區域性衛生掩埋場北側，海域部分至等深線 6 公尺處。
簡介：
蘭陽溪口曾被國際自然資源保護聯盟列入台灣 12 大濕地之一，為台灣的重要
野鳥棲地。1972 年，交通部觀光局劃為「雁鴨保護區」；1984 年，內政部劃設「蘭
陽海岸保護區」；1996 年，農委會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將宜蘭縣蘭陽溪下游河口(噶
瑪蘭大橋以東河川地)公告為「蘭陽溪口水鳥保護區」(面積約 206 公頃)。
重要生態資源：
蘭陽地區年雨量 2,660 mm，夏季常宣洩不及，而形成廣大的沼澤，每年均吸引
大批的水鳥棲息，也是宜蘭蔥的主要產地。鳥類有 231 種，其中以鷸科、鷗科、鷺
科及雁鴨科最多。東方環頸鴴、濱鷸是優勢種，族群量可達千隻以上。另外，過境
期間有鷹斑鷸、黑腹燕鷗等；度冬期間有小水鴨、花嘴鴨、尖尾鴨等；防風林內有
鷺鷥營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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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臨絕種的種類：
黑面琵鷺、遊隼。
珍貴稀有的種類：
唐白鷺、黑鸛、澤鵟、大冠鷲、紅隼、彩鷸、鴛鴦、短耳鴞、長耳鴞。
應予保育的種類：
紅尾伯勞。
濕地的現況與潛在威脅：
農耕地拓墾使得河道變窄，出海口往南移，鳥類的棲息地越來越小。此外，農
藥及肥料污染，遊客及釣客帶來大量的垃圾，也造成生態威脅。
資 料 來 源 ： 國 家 重 要 濕 地 保 育 計 畫 網 站 ， http://wetlandtw.tcd.gov.tw/wetlandweb/index.php
參訪心得：
在東南科技大學施君翰教授的帶領，與荒野保護協會宜蘭分會導覽介紹濕地生
態，蘭陽溪口濕地為「台灣十二大濕地之一」
，且具有豐富的鳥類資源，並為出海口
濕地，可做為未來中港溪口濕地生態保育與經營管理之參考案例。

(二)中文名稱：五十二甲濕
類型：人為濕地及小部分海岸自然濕地
地
英文名稱：52-jia Wetland 行政轄區：宜蘭縣五結鄉、冬山鄉、蘇澳鎮
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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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相關機關或單位：
宜蘭縣政府農業局。
範圍：
本濕地位於冬山河流域利澤簡橋南側，北起省道台 7 丙，南至成興路區界西
路，東至省道台 2 戊，西至林和源排水，其間並剔除集居聚落。
簡介：
五十二甲沼澤大部分是水田或是草澤，其中有五股圳貫穿，常年積水，有穗
花棋盤腳、風箱、蘆葦、鹹草的半鹹淡水草澤環境。雖距海 6 公里，但仍受潮汐
影響。
重要生態資源：
鳥類有 170 種，如黑鸛、灰雁、鵜鶘、小辮鴴及高蹺鴴。位於本區南側渠道，
有約 200 株極為珍貴的穗花棋盤腳(水茄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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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絕種的種類：
黑面琵鷺。
珍貴稀有的種類：
花臉鴨、黑鸛、唐白鷺、魚鷹、.澤鵟、短耳鴞、彩鷸、小燕鷗、水雉.。
應予保育的種類：
紅尾伯勞。穗花棋盤腳、風箱。
濕地的現況與潛在威脅：
因私人土地填土，造成濕地快速遞減；加上附近民眾獵鴨與外來種布袋蓮入
侵，嚴重影響濕地生態。建議嚴禁興建水泥護岸，以保護穗花棋盤腳及風箱等珍
貴的植物。
資 料 來 源 ： 國 家 重 要 濕 地 保 育 計 畫 網 站 ， http://wetlandtw.tcd.gov.tw/wetlandweb/index.php
參訪心得：
與東南科技大學施君翰博士及荒野保護協會宜蘭分會，拜訪利澤社區發展協
會，進行生態導覽、生態環境維護教育。五十二甲濕地為一內陸濕地，並擁有「臺
灣珍稀水生植物」-風箱樹與穗花棋盤腳，目前社造營造發展良好，但居民反應
自劃設保護區後，地目發展受限，造成困擾。

(三)中文名稱：無尾港濕地
類型：海岸自然濕地
英文名稱：Wuwei Harbor Wetland 行政轄區：宜蘭縣蘇澳鎮
相關計畫：
行院院農業發展委員會公告「無尾港水鳥保護區」暨「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管理維護計畫。
相關機關或單位：
宜蘭縣政府農業局。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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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濕地位於新城溪口，北起蘇澳區域性衛生掩埋場，南至蘇澳港北側約 450
公尺處，西以利工三路、新城溪堤防、鄉道宜 42 為界，海域部分至等深線 6 公
尺處。
簡介：
無尾港濕地為一海岸自然濕地，陸域部分略呈橢圓型，以自湧泉及溪流為主
要的淡水來源，但在颱風季節，偶而會被倒灌海水淹沒。
重要生態資源：
鳥種有 140 種，常見的是小水鴨、尖尾鴨及花嘴鴨，數量多時可達千隻以
上；防風林中有龜殼花、雨傘節、赤尾鮐、眼鏡蛇等爬蟲類出沒活動。植物有 96
科 247 屬 324 種；在鄰近的山邊小溪，曾記錄稀有植物「水禾」。

瀕臨絕種的種類：
無
珍貴稀有的種類：
鳳頭蒼鷹、松雀鷹、大冠鷲、澤鵟、紅隼。
應予保育的種類：
紅尾伯勞、龜殼花、雨傘節、眼鏡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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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的現況與潛在威脅：
濱海公路的開拓、鄰近工業區的開發及家庭廢水的排放，均是無尾港濕地的
隱憂。
資 料 來 源 ： 國 家 重 要 濕 地 保 育 計 畫 網 站 ， http://wetlandtw.tcd.gov.tw/wetlandweb/index.php
參訪心得：
與農委會特生中心劉靜榆研究員一同拜訪社區發展協會，進行生態導覽、生
態環境維護教育。無尾港濕地為「全國第一個水鳥保護區」-雁鴨主要度冬區，
且類型為海岸自然濕地，旁有湧泉、垃圾掩埋場與焚化爐，但焚化爐已除役快 10
年，並明顯觀察到當地的鳥類與水鴨數量增加。
（四）

參訪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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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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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工作坊專家會議
（一） 舉辦時間：104 年 9 月 16 日，上午 09:00。
（二） 專家座談會議題
（一） 中港溪口濕地之指標生物遴選研討。
（二） 環境課題及因應策略研討。
（三） 國家濕地申請變更可行性研討。
（三） 專家座談會議程
時間

行程

說明

10:00-10:05

長官致詞

主席

10:05-10:15

計畫說明

中華大學-宋鴻君

10:15-10:45

中港溪口濕地範圍及歷年調
查資料說明及討論

朱達仁

10:45-11:00

指標生物評估說明

朱達仁
休息

11:00-11:10
綜合討論與結論

11:10-12:00

三個議題

（四） 出席專家名單
姓名

經歷

林幸助

臺灣濕地學會理事長/中興大學生科系特聘教授

郭一羽

臺灣濕地學會榮譽理事/交通大學退休教授

劉靜榆

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中心研究員

張世倉

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中心退休研究員

施君翰

東南科技大學休閒事業學系助理教授

郭榮信

苗栗縣自然生態學會理事長

（五） 專家座談會結論
綜合會議中專家委員所提出之建議，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
（一） 中港溪口濕地之指標生物遴選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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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港溪於民國 91 年 10 月及民國 102 年 11 月，兩度遭受不肖業者
排放毒水，導致生物大量死亡，北方呼喚招潮蟹也於當時已消失滅
絕，但兩年後卻慢慢恢復族群，可設定為生態方面的指標物種。
2. 依照棲地類型的不同，應有不同的指標物種，而砂質灘地則可以圓
球股窗蟹為生態指標物種。
3. 指標生物應以單目標或多目標的方式排列優先順序，生物本身都有
一些相互關西，以食物網的觀念來看，以生態系食物網的架構，關
係建立起來，監測其中一種物種就可以知道生態系的狀況。
4. 指標生物不見得是單一物種，比較頃向於族群的概念。
5. 經濟指標物種，建議以當地居民所重視的截尾薄殼蛤(公代)及環紋
蛤為主。
6. 明星指標物種，建議以當地居民重視的斯氏紫斑蝶為主。
7. 保護傘的指標物種，建議還是以台灣招潮蟹為主，他的棲地敏感度
較高。
8. 汙染性的指標物種，泥地棲地建議以北方呼喚招潮蟹為主，砂質棲
地則以圓球股窗蟹為主。
（二） 環境課題及因應策略研討。
1. 是否有可能，透過整體規劃，將垃圾山廢水經由人工引水至人工濕
地淨化後，再排進河川，也可做為全臺之示範濕地。
2. 垃圾山廢水氣味非常重，有如燒塑膠戴奧辛的味道，廢水中可能已
經有很多重金屬毒素，建議可以做魚類或是環蚊蛤等生物重金屬檢
測。
（三） 國家濕地申請變更可行性研討。
1. 以生態觀點來看，竹南人工濕地較比不上中港溪整個溪口濕地的重
要性，所以贊成應該擴大範圍至整個中港溪口濕地，提升濕地的位
階到國家級。
2. 若中港溪口濕地要提升至國家級位階，需要有更多的實際量化資料，
如臺灣招潮蟹族群量為全台灣之百分比、斯氏紫斑蝶之重要棲地、
斯氏紫斑蝶之族群量有多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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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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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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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6.1 結論
一、 104 年 7~11 月居民及本團隊完成水質、底土及底棲生物調查，共計水域 6 個測
站。綜合上述 6 處測點顯示出兩類的水質型態，M1、2、3 為海域型，污染較
輕，屬乙級污染；另 M5、7、8 為河口型，因匯流河域上游之累積污染結果，屬
丙級污染。
二、 蒐集歷年調查結果顯示：M6 塭仔頭紅樹林，為生態完整無需復育之生態敏感
區。
三、 104 年 10 月 22、23 日，完成機關人員濕地案例參訪，共參訪三個濕地，蘭陽溪
口濕地、五十二甲濕地及無尾港濕地。
四、 104 年 9 月 16 日 專家座談會結論：
五、 指標生物應以單目標或多目標的方式排列優先順序，生物本身都有一些相互關
係，以食物網的觀念來看，以生態系食物網的架構，關係建立起來，監測其中一
種物種就可以知道生態系的狀況。

六、經濟指標物種，建議以當地居民所重視的截尾薄殼蛤(公代)及環紋蛤為主。
七、明星指標物種，建議以當地居民重視的斯氏紫斑蝶為主。
八、保護傘的指標物種，建議以台灣招潮蟹為主，由於 100 年計劃中調查台灣招
潮蟹的群數量，有穩定的趨勢，且台灣招潮蟹的棲地敏感度較高，若稍有汙
染，較容易反映在群數量變化上，建議可作為保護其他物種之保護傘的指標。
九、 汙染性的指標物種，泥地棲地建議以北方呼喚招潮蟹為主，此物種早期在

中港溪濕地數量較多，但此地於 91 年 10 月及 102 年 11 月皆曾發生遭不肖
業者排放有毒廢水，導致北方呼喚招潮蟹消失殆盡，但在兩年後群數量有
逐漸回復的趨勢，建議可作為汙染性之指標。而砂質棲地則以圓球股窗蟹
為主。
十、 建議透過整體規劃，將垃圾山廢水經由人工引水至人工濕地淨化後，再排進河
川，也可做為全臺之示範濕地。
十一、

垃圾山廢水氣味非常重，有如燒塑膠戴奧辛的味道，廢水中可能已經有很多

重金屬毒素，建議可以做魚類或是環蚊蛤等生物重金屬檢測。
十二、

以生態觀點來看，竹南人工濕地較比不上中港溪整個溪口濕地的重要性，所

以贊成應該擴大範圍至整個中港溪口濕地，提升濕地的位階到國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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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檢討與建議
一、 竹南人工濕地範圍較小，其物種較少，建議可重劃竹南中港溪口濕地，擴大範圍
至竹南海岸防風林，其範圍以龍鳳漁港以南，至中港溪口南岸，東至五福大橋以
西。
二、 中港溪口濕地經過長期調查監測，發現防風林為斯氏紫斑蝶重要棲地及河口為重
要物種台灣招潮蟹棲地，但此地卻曾遭惡意排放有毒汙水，導致生態受到影響，
建議應立即劃設中港溪口濕地，並提報中央列為國家級濕地，結合地方濕地巡守
隊，共同維護此重要物種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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