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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與目標 

一、緣起 

台北陽明山、雙溪、桃園台地及嘉義的彌陀濕地，都曾發現過食蟲植物的

蹤跡。因為這些地區的土壤屬於沙質，地下含水量頗為豐富，而水流又可以帶走

許多養分，造成該處土壤極為貧瘠。在這種惡劣的環境下，一般植物因無法獲得

足夠養份而無法生長，然而食蟲植物因可自捕蟲獲得部分元素加上競爭者減少，

反而能成為其生存最佳環境。 

然而桃園台地上，如蘆竹、觀音、楊梅、富岡、湖口、龍潭及新竹縣新豐

等地之前所發現的食蟲植物棲地，均因經濟發展及土地需求量增大等因素，大部

分都已經消失，食蟲植物群落已面臨滅絕危機，而竹北蓮花寺濕地就是桃園台地

碩果僅存食蟲植物的棲地，也是目前全台灣食蟲植物野外分佈的種類數量最多之

處。除此之外，一些瀕危或稀有的伴生植物，如水莎草、點頭飄拂草、蔥草等也

出現在本濕地內，由此更可突顯出本濕地的生物多樣性的重要。除此之外，食蟲

植物具有醫療效果和園藝觀賞的經濟價值，更加增了食蟲植物在生態上的地位。 

然而隨著蓮花寺宗教活動次數的增加，以及該地區休閒活動的需要，於是人

工設施的興建、交通要道增建開挖和廢土填平山谷等環境的變遷，許多珍稀植物

被廢土掩埋或被阻斷地下水源，使其環境中的優勢漸漸退去，食蟲植物在此狀況

下快速減少。在 1998 年時，長葉茅膏菜只剩 39 株，竟至瀕臨絕種的命運。 

1998 年底迄今十二年間，荒野保護協會在公部門的經費及行政協助之下，不

斷地投入人力對食蟲植物展開研究與調查，並藉由一些人工干涉的方式，來維持

濕地中稀有或瀕危的食蟲植物及伴生植物所形成的濕地生態系統的穩定，期望努

力恢復往日的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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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目標 

1. 民國 100 年 ( 計劃第一年 ) 

(1) 邀請新竹教育大學楊樹森老師，協助擬定蓮花寺濕地 3 年長期保育

計劃。 

(2) 在陷谷草澤區設置一個教學用途的示範區。 

(3) 調查食蟲植物捕捉的昆蟲和其蟲媒，進而瞭解陷谷草澤區的生態體

系。 

(4) 積極培育寬葉毛氈苔及長距挖耳草。 

(5) 提出一套停車場下沙地濕度改善最佳的解決方案。 

(6) 透過推廣教育和其他活動，把蓮花寺濕地與附近社區及學校結合起

來。 

(7) 逐步建立結合學術單位團體及荒野志工的蓮花寺濕地經營團隊。 

2. 民國 101 年 ( 計劃第二年 ) 

(1) 擬定停車場下沙地經營管理計畫份，並修正陷谷草澤區的部份)。 

(2) 在停車場下沙地設置一個教學用的示範區，其中以蓮花寺濕地的重

點植物為主。 

(3) 進行動物物種調查，瞭解該區域的生態系統。 

(4) 積極寬葉毛氈苔及長距挖耳草的現地復育工作。 

(5) 建立結合學術單位團體及荒野志工的蓮花寺濕地經營團隊。 

(6) 再版「甜蜜陷阱─竹北蓮花寺濕地的故事」。 

3. 民國 102 年 ( 計劃第三年 ) 

(1) 擴充陷谷草澤區及停車場下沙地示範區重點植物的覆蓋率。 

(2) 規劃濕地自然教育中心，擴大環境教育部份的規模。 

(3) 完成「甜蜜陷阱─竹北蓮花寺濕地的故事」影片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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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北部地區國家重要濕地分佈圖─內政部營建署 

貳、計晝位置及範圍 

蓮花寺濕地位於竹北與新豐交界的鳳鼻尾山系內，沿台 61 線西濱快速道路

北上，過了南寮約 7 公里處鳳鼻隧道前右轉，順著往蓮花寺的道路即可到達蓮花

寺，寺廟左側就是本濕地。此地位於湖口台地南緣，聳立於新竹平原的北端，位

鳳山崎山系的最西緣，參考圖 1。 

本計畫範圍，主要包括陷谷草澤區和陷谷之外的停車場下沙地個區域，蓮

花寺濕地全區域面積約為 1.2 公頃範圍，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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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竹北蓮花寺地方級濕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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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自然環境概述 

本案主要研究活動的範圍，以軍方鐵絲網圍籬圈起來的區域為主。在地形

上依其位置可區分為兩個區域，分別是陷谷草澤區和停車場下沙地示範區。 

示範區一：陷谷草澤區 

位於本區塊的東邊，因北側有近 50 公尺落差的崩壁，而南邊為蛇籠堆疊的

護坡，居中形成的谷地。整個陷谷區充沛的地下水湧出而顯得濕潤，由於幾處攔

砂壩，使本區形成一個半人工的天然濕地，如 圖 3、圖 4。過了攔砂壩後，羊寮

港溪野溪型態逐漸形成，其中還出現一線天的奇觀，如圖 5，野溪兩岸仍保留原

來的雜生林。 

 

圖 3 中間的大攔沙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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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陷谷草澤區全貌 

                        

圖 5 下層攔沙壩下方出現一線天的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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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區二：停車場下方沙地 

停車場未興建之前，本區可以說是小毛氈苔、寬葉毛氈苔、長葉茅膏菜、

長距挖耳草及蔥草等罕見植物的大本營，靠著上方地下水湧出來維繫植物的生

存。但是停車場(如圖 6)及附近人工設施設立後，切斷原有的水源，棲地變得十

分乾旱，加上種植了許多松樹，整個環境徹底被改變。目前仍保留一塊樣區，如

圖 7。 

 

圖 6 濕地停車場 

 

圖 7 過去是食蟲植物天堂—停車場下方沙地 



 9

肆、 濕地環境課題與對策 

陷谷草澤區和停車場下沙地兩個區域，由於地理位置及環境條件的不同，

所出現的問題和對策也不相仿。 

首先是陷谷草澤區，兩邊為陡峭的山壁，其中南側的山壁地質較不穩定，

現雖有蛇籠護坡，但其上方仍偶爾會出現崩塌。其次，陷谷東半部不斷有地下水

湧流而出，同時也攜帶大量的沙土進入本區，造成濕地排水不順暢及改變原有的

土壤值地，因而造成大部份地區泥濘不堪。再者，高大的開卡蘆及密集的李氏禾

等禾本科植物佔據陷谷大半的區域，交錯的根部霸佔了整個地面，高大的身軀擋

住了陽光，影響了嬌弱食蟲植物的生長。 

停車場及附近的沙地因停車場及周圍排水溝和休憩設施的水泥化，阻斷了

地下水的通路，讓沙地逐漸旱化，加上該區域的自己長出的雜木林及人工種植松

科植物，每年不斷的落葉，覆蓋在土地表面下面，讓地表內土壤的種子無法發芽。

2009 年針對該區域 Z 樣區做翻土動作，2010 年就長出 100 多棵的食蟲植物，可

惜後來都因缺水而先後枯死，可見本區土壤內的確蘊藏了許多植物的種子。由於

本區地質相對的穩定，又在軍方管制的範圍內，2011 年將評估改善停車場下沙地

的作法，使其成為一個良好的天然食蟲植物的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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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定工作項目 

一、 長期保育計劃的擬定 

2011 年將邀請新竹教育大學楊樹森老師，協助擬定蓮花寺濕地 3 年長期保

育計劃，如圖 8。針對陷谷草澤區和停車場下沙地兩個區域環境的現況及其特質，

提出確保食蟲植物及其他重點植物所能夠擁有最佳的生長環境，使族群得以穩定

成長。 

 

 

圖 8  3 年長期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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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二、示範區的規劃與建置 

計畫在陷谷草澤區和停車場下沙地各設置一個示範區作為教學用途，其中

以蓮花寺濕地的重點植物為主，植物名錄如表 1 所列。停車場下沙地因水源缺乏

不利重點植物的復育，因此 2011 年將選擇陷谷草澤區作為第一個示範區，詳細

的工作項目將在與楊老師討論後提出，工作項目中將包括評估不拆除攔沙壩為前

提如何減少營養源積存在陷谷草澤區內的作法，以及透過割草翻土動作來控制陷

谷草澤區內的強勢植物，並逐步擴充重點植物的覆蓋率。 

表 1 蓮花寺濕地的重點植物名錄 

序號 科名 中文名 本區豐富度 保育方向 

1 
Droseraceae  

茅膏菜科 
小毛氈苔 

中等。族群穩定但分佈不

普遍。 

增加分佈點，定期除草以確保其最

佳生長環境。 

2 
Droseraceae  

茅膏菜科 
長葉茅膏菜 

中等。族群穩定，逐漸擴

充地盤。 

目前 F 和 H 區已受到水莎草壓

迫，宜增加分佈點。 

3 
Droseraceae  

茅膏菜科 
寬葉毛氈苔 

瀕臨滅絕，棲地目前未見

蹤影。 

域外培育植株，收集種子，建立種

子庫。 

4 
Lentibulariaceae 

狸藻科 
長距挖耳草 

瀕臨滅絕，目前未見蹤

影。 
 

5 
Cyperaceae  

莎草科 
點頭飄拂草  稀有，數量極少。 

積極復育 

收集種子復育。 

6 
Xyridaceae  

蔥草科 
蔥草 

數量少，2010 年在 A 區

發現約有 30 棵。 

收集種子，並作現地撒，積極增加

分佈點復育復育。 

過去幾年物種調查多在植物的部份，2011 年轉移在昆蟲上，主要是調查食

蟲植物捕捉的昆蟲，和食蟲植物的蟲媒。藉此調查，更能深入瞭解陷谷草澤區的

生態系統。 

停車場下沙地在 2011 年的主要工作，將優先放在評估改善沙地濕度的最佳解

決方案，並選擇一塊適當地點設定小樣區來做實驗。其次，同時繼續觀察現有的

Z 樣區，其重點植物的發芽狀況。 

重點植物當中的寬葉毛氈苔，目前在棲地內的數量幾乎為零，復育的作法

是先由域外培育足夠數量的植株、建立充足的種子量後，才考慮現地撒種及將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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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育出的小苗移植現地。長距挖耳草的作法，將在過去曾經出現過的地點設置小

樣區，透過不斷地翻土與觀察，期盼讓其重現蹤跡。 

三、 環境教育 

為了因應有越來越多的民眾願意認識蓮花寺濕地，一支濕地志工組成的團

隊就必須儘速成立。所以計畫在 3 月到 4 月之間，安排兩個月的志工培訓課程，

除了室內課，還包括現場解說的練習，以及到其他相似的濕地參觀學習。學員在

結訓後，將投入當年舉辦的 2 次「濕地體驗營」的活動。該活動將開放讓一般民

眾報名參加。課程將講解濕地與食蟲植物的概念，並安排學員進入濕地參觀及親

自體驗濕地的復育工作。除此之外，志工可以到各處演講，讓更多的人認識食蟲

植物及蓮花寺濕地。 

另外，2011 年我們將走入學校社區當中，希望對蓮花寺附近的學校進行常

態性的濕地和食蟲植物的推廣教育課程，並透過一連串綠活圖的活動，把蓮花寺

濕地、附近的社區及學校結合起來，讓他們更能珍惜在他們居住的區域內有蓮花

寺濕地這塊寶貴的生態資源，並且願意參與蓮花寺濕地的保育工作。 

綜合以上的敘述，我們會在 2011 年逐步建立結合學術單位團體及荒野志

工的蓮花寺濕地經營團隊，其組織及內部功能，參閱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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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蓮花寺濕地專案團隊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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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100 年度蓮花寺濕地預定作業時程 

 

工作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擬定蓮花寺濕地植物長期保

育長期計劃 

            

陷谷草澤區復育工作             

水質土壤調查分析             

棲地昆蟲的調查             

停車場下沙地濕度改善評估             

翻土割草作業             

濕地志工培訓課程             

舉辦濕地體驗課程             

社區訪查與教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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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經費需求與使用分配明細 

 

金額 

經常門項目 內  容 中央 

補助款 

地方 

配合款 

備  註

專案人員費用 負責調查、報告書撰寫、統籌計畫內容 154,000   

環境教育訓練費用 
外聘講師費用、課程需要費用及開放民眾學

校溼地課程 
110,000 50,000  

與學術單位合作 

停車場下濕地改善 

濕地水質及土壤質地的分析調查 

蓮花寺昆蟲調查，濕地植物和昆蟲的關係 

350,000 70,000  

點工費 

全區翻土及割草工作 

域外保育 

臨時人員 

182,000 50,000  

雜支 

印刷費、場地費、手套、雨衣等調查工具耗

材、保險費、租車、油資、水電、電話、郵

資、電腦耗材、書籍、小物品、專案小組人

員開會、受訓所需的車馬費及誤餐費等。 

154,000   

經常門總計 950,000 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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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預期工作成果與後續配合事項 

一、 擬定出蓮花寺濕地陷谷草澤區的棲地經營管理計畫初版，可作為製定停車

場下沙地版本的參考。 

二、 生態保育與棲地復育： 

1. 提出一套停車場下沙地土壤濕度改善最佳的解決方案。 

2. 陷谷草澤區 

(1).  透過下雨、蒸發及地下水湧出量的三項數據，來監測陷谷濕度的機制。 

(2).  透過繼續取得更多土壤及水質的分析資料，更能充分瞭解陷谷草澤區全區

土壤的質地分佈狀況。 

(3).  控制住整個陷谷草澤區內強勢植物的分佈，提供持小毛氈苔、長葉茅膏菜

及蔥草在最佳的生長環境。 

(4).  成功在陷谷草澤區內建立至少一處的小毛氈苔、長葉茅膏菜及蔥草新的生

長樣區，並提供樣區擴充的原則。 

3. 透過域外復育，取得充足的寬葉毛氈苔種子源，作為未來寬葉毛氈苔之復

育用。 

三、  環境教育 

1. 透過一連串的訓練課程，建立一個解說志工團隊，並展開定期對一般民眾

與學生的濕地體驗課程，讓大家充分認識濕地與食蟲植物。 

2. 建立一個食蟲植物的示範樣區，可作為教學觀摩之用途。 

3. 對蓮花寺附近的學校進行常態性濕地和食蟲植物的推廣教育，並透過綠活

圖的活動，與附近社區及學校結合起來。 

四、 建立完整陷谷草澤區的昆蟲資料庫和食物鏈，包括了食蟲植物捕捉的昆

蟲，以及在此區域出沒的昆蟲兩部份。 

五、 歷史軌跡的蒐證：透過更多對居民的接觸訪查，把過去這個地區所變遷的

歷史，做更詳細完整的記錄，其中還包括目視食蟲植物的經驗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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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簡介 

人們所謂的荒野， 

是人用有限的眼光，從短視的經濟角度來思量， 

所以它成了沒有價值的地方。 

荒野其實不荒，它蘊藏著無限生機， 

充滿著形形色色的物種，更是野生動物的天堂。 

人應學習從生態的角度來看待它， 

那麼荒野不只有情，還藏有解開生命奧秘的智慧。 

總有一天人類會知道，荒野是我們能留給後代， 

最珍貴的遺產。 

 

荒野保護協會成立於 1995 年 6 月 25 日，長期致力以教育推廣、荒地圈護等

方式，維護臺灣自然生態環境。除了臺北總會，荒野在臺灣有 9 個分會、9

個聯絡處，4 個國外分會籌備處，擁有超過 7,000 多個會員家庭。 

荒野的宗旨                                                                 

透過購買、長期租借，委託或捐贈，取得荒地的監護與管理權，將之圈護，並

盡可能讓大自然經營自已，恢復生機。讓我們及後代子孫從刻意保留下來的臺灣荒

野中，探知自然的奧妙，領悟生命的意義。 

荒野的目標                                                         

1.籌款購買荒地，讓野地依自然法則演替，保存自然物種。   

2.推廣自然生態保育觀念，提供大眾自然生態教育的機會與環境。 

3.培育自然觀察家及生態保育人員。 

4.成立律師團，監督國家環保法令、政策的制定。 

5.監督國家公園的管理與經營情形，發表「國家公園白皮書」。 

6.協助政府保育水土，維護自然資源。 

7.推動臺灣自然資源保護及國民環境信託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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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的行動                                                                   

1.舉辦講座、自然體驗營、兒童營，帶領人們體會自然，從中獲得啟示。 

2.出版刊物，推廣生態保育的觀念。 

3.認養、圈護野地，並規劃為自然教室。 

4.接受各大企業委託的自然解說教育工作。 

5.吸收國外保育新知，並與國外保育團體組織聯盟。 

6.舉辦解說員訓練課程，以培訓自然保育人才，散播保育種子。 

7.推動教育基地成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