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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四重溪口地方級重要濕地地方宣導計畫 

」案計畫執行進度報告書 

 

一、本案歷程說明 

(一). 依據 108 年 3月 29 日 108年度「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第 2次

會議紀錄，第三案「四重溪口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審議案，決議：

本案先暫予保留。請屏東縣政府加強與地方溝通，並將協調結果提報

本小組 108 年 10 月份會議討論。 

(二). 108年 5 月 9日屏東縣政府檢送內政部營建署「屏東縣四重溪口濕地

地方培力計畫」申請書，請鈞部惠予補助。 

(三). 屏東縣政府於 9 月招標公告「屏東縣四重溪口地方級重要濕地地方宣

導計畫委託專業服務勞務採購」案，並於 9月 20日公告決標。 

 

二、宣導計畫內容與預訂工作進度 

為了讓當地民眾對於本濕地及現行濕地保育法令、政策有更完整的認

識與瞭解，並能夠獲得車城鄉公所及在地居民支持與共識，並進行在地民

眾之培力，進而促使後續地方能有機會開始自主推動、運作相關保育工作，

期望能夠讓本濕地通過劃設成為國家重要濕地。本計畫工作項目如下： 

 

(一). 地方踏查、訪談與宣導：針對四重溪口及保力溪口週邊環境踏查，瞭

解整體環境資源概況與既有利用(採集、獵捕、遊憩及產業等)概況及

潛力，並與當地政府機構、在地團體、社區、學校及其他民間單位等

相關人士進行訪談與溝通，瞭解地方環境課題及發展需求、想法，並

宣導四重溪口國家重要濕地之保育理念與措施，以及濕地與地方民眾

的關係。 

(二). 辦理濕地保育及地方發展願景工作坊：本項工作預計於計畫期間辦理

2場有關濕地保育及地方發展之系列工作坊，邀集地方民眾及各界人

士共同參與討論，思考濕地保育及週邊地區的永續發展方案。 

(三). 辦理地方志工培訓及生態體驗活動：本計畫預計每月辦理 1場志工培

訓課程或活動，透過基礎生態知識與概念的說明，搭配現地實務操作

及生態體驗活動，期望帶起當地居民對於河川、濕地的保育觀念及未

來參與行動。 

(四). 志工巡守與基礎環境維護：配合前述志工培訓工作，為鼓勵地方社區

更直接參與河川及濕地環境維護管理工作，本計畫規劃招募社區志工

試行河川巡守及基礎環境維護、通報等工作。本計畫預計於計畫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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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輔導當地成立志工隊。 

(五). 在地經營參訪觀摩及成功實例業師輔導：除了保力溪是恆春半島重要

陸蟹棲地之外，港口及後灣等地嘗試推展保護陸蟹生態而成功轉型在

地觀光的「護陸蟹、顧腹肚」模式，本計畫預計參訪觀摩兩處地區的

在地經營模式及經驗。計畫期間預計規劃安排 2場社區觀摩活動，讓

本濕地週邊社區民眾實地瞭解其他成功案例的經驗與現況發展。 

(六). 解說志工導覽訓練教材編彙成冊及印刷：本計畫預計配合志工培訓課

程，於本計畫中彙編一套志工訓練教材，作為未來志工隊運作及解說

導覽學習與訓練之用。 

(七). 計畫整體意見回饋彙整及再評定分析報告書修改建議：透過前述各項

工作之辦理，彙整地方民眾與各團體、單位之意見，提供營建署城鄉

發展分署及屏東縣政府針對四重溪口的保育施政依據，並且評估納入

現有四重溪口暫定重要濕地分析報告書，以及作為未來本區域推動保

育利用計畫的基礎。 

(八). 辦理計畫成果發表會及學校環境教育發表：本計畫規劃於計畫結束前

辦理 1場成果發表會，讓相關政府部門及週邊社區民眾瞭解本計畫的

成果，同時也藉此號召更多民眾能參與後續的保育工作。其次，本計

畫將與車城國小或保力分校合作，除了邀請學校幹部、師生及家長共

同參與本計畫相關課程或活動外，也將於計畫後期與校方共同辦理 1

場有關四重溪口濕地之環境教育活動。 

 

表一、預定工作進度表 

項目\月份 
108年 109年 

10月 11月 12 月 1月 2月 3月 

(一)地方願景工作坊 ■  ■    

(二)志工培訓課程 ■ ■ ■ ■ ■ ■ 

(三)業師輔導 ■ ■ ■ ■ ■ ■ 

(四)社區參訪  ■  ■   

(五)學校環教宣導     ■  

(六)成果發表      ■ 

(七)踏查、訪談或宣導 ■ ■ ■ ■ ■ ■ 

(八)濕地巡守與維護 ■ ■ ■ ■ ■ ■ 

(九)地方宣導座談會   ■    

 

三、目前執行進度 

本案為了培力地方自主能量，聘任當地居民為專任助理，並與在地社

團密切合作，以利計畫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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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執行進度一覽表 

工作項目 執行狀況 

(一)地方踏查、訪談與宣

導(附件一) 

10、11 月共辦理 10 次，受訪及宣導計 25 人次。 

預計 12 月辦理 4 次，並增辦 1場地方座談會 

(二)辦理地方保育及地方

發展願景工作坊(附件二) 

10/18辦理 1場，計 10人次。 

(三)辦理地方志工培訓及

生態體驗活動(附件二) 

10、11月共辦理培訓 2場，計 24 人次。 

預計 12 月至 109 年 3月每月各辦理 1場次 

(四)志工巡守與基礎環境

維護(附件三) 

10、11月共巡守 8次，環境維護 4次。 

預計 12 月辦理 4 次 

(五)在地經營參訪觀摩及

成功實例業師輔導(附件

四) 

10/26參訪五溝水社區，計 26人次；10、11月

業師輔導 2場次。 

預計 12 月辦理業師輔導 1場次 

(六)整體意見回饋彙整及

分析報告書修改建議 

初步蒐集意見彙整 

 

(一). 108年 6 月 25 日由屏東縣政府農業處葉子喬小姐、縣府地方秘書吳鴻

昌秘書、台灣濕地保護聯盟鄭仲傑秘書長及崑山科大研究助理劉清榮

陪同，拜會地方社團幹部，商議地方宣導工作。 

(二). 108年 9 月 20 日上午 9:00辦理「屏東縣四重溪口地方級重要濕地地

方宣導計畫委託專業服務勞務採購」案評選會議，決議由社團法人台

灣濕地保護聯盟承攬該案。 

(三). 108年 10月 2日上午由社團法人台灣濕地保護聯盟邀請地方社團及專

家商討組織工作團隊及如何推動地方宣導與志工培訓。下午 2:00 於

車程城鄉公所 3 樓會議室召開：洽商屏東縣政府「四重溪重要濕地地

方宣導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採購案工作進度討論會議，邀請縣府地方

秘書吳鴻昌秘書、車城鄉公所農業課課長及承辦林孝威、縣府農業處

林業及保育科，以及社區村長、理事長與會。 

(四). 108年 10 月 18 日下午 13:30 於車城鄉農會召開第一場重要濕地保育

地方願景工作坊，由濕地秘書長鄭仲傑及劉清榮簡報「濕地資源與永

續發展」，宣導濕地與重要濕地及內政部營建署辦理國家重要濕地的

理念概念，講解明智利用、永續發展與 CEPA 理念，同時與志工討論

四重溪口濕地資源之重要性。 

(五). 108年 10 月 18 日下午 15:00 同時於車城鄉農會辦理志工培訓課程，

第一堂由屏南社區大學解說班林瓊瑤講師簡報「四重溪流域人文歷

史」，說明四重溪流域及溪口相關歷史脈絡及文史重要景點、遺跡。

11月 5日由潘旭煌老師主講「地方走讀與解說導覽技巧」，12 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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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劉川老師主講「認識四重溪口鳥類生態」，預計 109 年 1月份由韓

僑權老師主講「認識四重溪口魚蝦貝類生態」。 

(六). 11月 26 日帶領志工及社區居民前往五溝水社區進行參訪交流。 

(七). 預計 12 月假興安社區活動中心辦理座談會，說明重要濕地再評定作

業。 

 

四、意見彙整 

蒐集民眾對於四重溪口重要濕地評定案、宣導計畫案，以及四重溪口

目前利用情形。 

1. 地方宣導培力計畫，公所及村里樂觀其成，會予以支持協助。 

2. 重要濕地評定內涵，需要進一步瞭解，劃為重要濕地後，對社區

及居民有何好處？限制及造成困擾的部分為何？優先考慮車城鄉

親各面向的需求與權益，還有未來是否會妨礙公私兩方的開發；

保育法的部分會不會限制鄉親太多？另外後續若有各單位有工程

要施作會不會有衝突，會需要跟那些單位做協調都應說明清楚。 

3. 民眾對重要濕地為何並不清楚，應該加強宣導教育。 

4. 居民早期會在四重溪口捕魚、撈蝦，現在主要是撈魚苗，也有民

眾垂釣。車城大橋附近早期會去游泳，目前還需觀察利用情形。 

5. 若溪口呈沒口狀態時，居民會利用淡鹹水相交接的地方魚多的概

念，挖一個缺口讓溪水與海水交會，漁民的漁獲就可以多一些。 

 

五、執行效益分析 

鑑於鈞部推動國家重要濕地政策，部分地方民眾有些誤解，引起不必

要的紛爭。因此，本計畫希望達成的效益分成三個階段：理解，支持，行

動。 

1. 理解階段：在消弭誤會，宣導正確觀念與知識，同時營造溝通平

台，以利後續推展。 

2. 支持階段：理解濕地資源對社區發展具有正面效益，進而願意支

持濕地資源的明智利用。 

3. 行動階段：地方居民及社區幹部願意實際投入濕地保育工作。 

 

目前執行效益如下： 

(一). 結合地方幹部及社團，建立溝通平台，作為後續推動宣導教育及濕地

保育工作的基礎。 

(二). 本計畫 10月、11 月份先針對公所及社區幹部召開宣導會議，並辦理

1場重要濕地保育地方願景工作坊、2 場志工培訓課程、1 場社區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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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除了例行濕地巡守維護，同時也進行社區訪談，瞭解社區居

民對四重溪口濕地的想法。12月份除了例行的訪談、巡守、培訓課程

及業師輔導工作，也會加辦 1 場地方座談會，同時也透過合作意向書

爭取民眾支持本計畫之推動(附件五)，預期能在短期內促進地方對國

家重要濕地政策及四重溪口暫定重要濕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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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0月、11月踏查、訪談與宣導日誌 

No.1 

踏查、訪談或宣導日誌 

時間：2018 年 10 月 2日上午 地點：車城 

對象：1.車城與恆春當地志工；2.車城鄉公所 

參與人員：鄭仲傑、劉清榮 

紀錄： 

1.拜訪在地團體及專家，包括後灣人文生態保育協會、屏東環保聯盟等，說明計畫內

容專家、商討組織工作團隊及如何推動地方宣導與志工培訓，並邀請協助計畫執行。

會後有幾位夥伴一同參與四重溪口踏查。 

2.拜會車城鄉公所，洽商屏東縣政府「四重溪重要濕地地方宣導計畫」委託專業服務

採購案工作進度討論會議，邀請縣府地方秘書吳鴻昌秘書、車城鄉公所農業課課長

及承辦林孝威、縣府農業處林業及保育科，以及社區村長、理事長與會。公所秘書

允諾協助，而福安村村長與會後趕到，經說明後，也允諾會協助計畫執行。 

 

 

拜訪當地團體專家，協調工作執行 

 

拜會公所，說明計畫內容，爭取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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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踏查、訪談或宣導日誌 

時間：108.10.04 地點：海口村 

對象：陳欽忠 

參與人員：陳蕙安 

紀錄與照片： 

1.在躲空襲的時候(二戰美軍轟炸時)，有體力的人通常是男人，會繼續留在車城，

女人跟小孩被帶進大梅躲空襲。大樹挖起來的坑洞就是藏身處，或者躲學校，

這一躲就躲很久。我跟我二哥走得快，有時候就要走回車城，大哥身體不好，

通常不跟我們回車城，我的阿爸會去車城溪口用手拋網(八卦網)捕魚，補起來

的魚蝦(蝦要剝掉頭)曬乾，我跟二哥就要揹回大梅；二哥比較有力氣，他負責

揹米，我負責拿蔬菜跟其他的。車城溪口是我阿爸常常去捕魚的地方，溪口

的兩旁常常有許多的青苔，靠著青苔撈，常常就能撈到蝦。 

2.在車城溪口常捕撈的魚類有溪哥、牛尾(那時候牛尾好多)、鯽魚(吳郭魚)。像

現在還有人也在溪口撈魚苗，我們叫做連咪阿(日本禿頭鯊的魚苗)。 

3.車城大橋下有一個炸彈窟，水比較深，傳說是美軍轟炸的時候，炸彈掉下來的

地方。車城有兩個地方有這樣的炸彈窟，一個是車城橋下，另外一個就是在

海口的舊燈塔外側。這個炸彈窟水比較深，就是我們小時候學游泳的地方；

海口那一個水比較深，魚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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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 

踏查、訪談或宣導日誌 

時間：108.10.15 地點：電訪 

對象：福興福安新街村村長  新街 興安兩社區理事長 

參與人員：陳蕙安 

紀錄： 

1.說明四重溪口地方級暫定重要濕地位置、範圍及目前進度。 

2.邀請參加 10/18(五)工作坊與第一堂培訓課程，當天需看狀況才能參加。 

3.請求協助幫忙邀請對解說培訓有興趣的車城鄉親一同來上課，有回應會

協助宣傳。 

 

電訪對像如下： 

福興村：村長林舜杉 0958002900  

福安村：村長王俊貿 0919172006 

新街村：村長李永順 0915722707 

興安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林勝揚 0987738888 

新街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張美惠 0955080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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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 

踏查、訪談或宣導日誌 

時間：108.10.23 地點：四重溪口 

對象：釣魚客(車城在地人並不願意留姓名) 

參與人員：陳蕙安 

紀錄與照片： 

  

 

1. 釣客表示：來這裡釣魚只是興趣，這裡是很好的魚場，交通便利又有魚

可以釣，很多人都喜歡來這兒釣。就是興趣而已，有釣到就是晚餐加菜，

沒釣到就是消磨時間。 

2. 宣傳四重溪口地方級暫定重要濕地的相關內容，釣客表示這種說明會

(包括離岸潛堤)應該請村長多加宣傳，他們都不曉得，很多事情就莫名

其妙做了。 

3. 詢問關於離岸潛堤，民眾表示這根本是離譜的，大自然有大自然的演

變，他們小時候來這兒送便當給工作的家人，都要走好遠的路，這附近

以前有很多的防空壕，現在大概都藏到海裡去了吧，這些事情可以再問

老一輩的人。(要換釣點，不好意思多打擾) 

4. 後續：回家問在車城住過的父親(民國 26 年次，現年 82 歲)，他表示那

裏以前很多本省兵駐紮，也有防空洞（碉堡）沒錯，但是他不認為碉堡

沉進海水裡，他覺得海岸線沒什麼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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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 

踏查、訪談或宣導日誌 

時間：108.10.30 地點：四重溪口 

對象：新街人 田中摩托車行的維修人員阿弟 

參與人員：陳蕙安  楊美雲 

紀錄與照片： 

  

 

1. 從小就在這附近玩耍長大的阿弟  現在也依舊會在附近釣魚 潛水 今

天是來看朋友放漁網  漁網通常現在放下去  明天才會來收網 這一段

沙灘 剛走去下的地方都是石頭 不是很好走 

2. 對阿弟宣傳四重溪口地方級暫定重要濕地的計畫時 阿弟表示這附近

(後灣海邊 保力溪口四重溪口) 生態變化很大 以前後灣海邊潛下去還有

珊瑚礁可以看  有珊瑚礁就有魚  現在都沒什麼可以看了 保力溪是不是

也因為上頭工程沒有把泥沙處理好導致泥沙流下來 把溪口與沿岸底層都

覆蓋了 生態也壞了 愈來愈沒看頭  四重溪口面對斜張橋 橋左比較深 

是還有蠻多魚可以看  不過跟以前比還是差很多 

 

 

阿弟表示斜張橋的左邊比較深 比較能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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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 

踏查、訪談或宣導 

時間：108.11.08 地點：海口村 

對象：吳順言 

參與人員：陳蕙安、陳吳月英 

紀錄與照片： 

  

 

2. 宣導四重溪口暫定地方級重要濕地 

3. 溪口出海口這一段海域是車城鄉民放三重網的地方，在這裡常有「黑毛

(黑萌)」可以捕撈，另外如果溪口有開港時有些魚也會游進溪裡，像「青

頭」，這裡的魚類我以前常收的大概有「青頭」、「紅澤」、「麻米ㄚ」、「黑

格」及「黑毛」。「麻米ㄚ」是高級魚種，在那個時代一公斤就可以賣給

魚販 400~500 元的價格。不過現在除了「紅澤」，「紅澤」我們海口的燈

樓下也很多，他喜歡躲在暗暗的地方，其他的魚都變很少，也很久沒看

到「黑格」了。 

4. 這一片大都是沙地，是不會到這兒捕龍蝦，不過有一次我去載砂石(曾

經做過用三輪載砂石的工作)，剛好看到人家拉網子起來，看到很多龍

蝦，我趕緊回去換我的裝備來潛水抓龍蝦。 

5. 載砂石是比較靠近路上的這一邊，已經被雨水洗過，不然如果是載靠近

海邊的砂石，那不就變成蓋海砂屋了。 

6. 這一段海邊也常牽罟，大概都是射寮或是新街的人，不過我不太收牽罟

起來的魚種，那種魚對我比較沒用。 

7. 這裡大概就是釣魚的人很多，車城~喃ㄚ都有人喜歡去溪口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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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7 

踏查、訪談或宣導 

時間：108.11.15 地點：射寮村 

對象：杜侑哲、陳美琪 

參與人員：陳蕙安  

紀錄與照片： 

 

(聊得太開心 忘記拍照了) 

 

1. 宣傳與說明四重溪口暫定地方級重要濕地計畫，包括解說員培訓計畫、

巡守計畫，希望邀請杜氏夫婦能夠一同參與，並能在訪談與探查地方人

士這部分給予協力。杜氏夫婦因為手上也有自己的案子要趕年底完成，

所以兩人還得商討一下是否有辦法挪出時間來。 

2. 因為美琪自己是在高雄出生長大，是為爸爸才回到故鄉，所以對地方人

士也沒有非常熟悉，推薦在地人士~阿士，從父輩時代就是打魚世家，

對這面會比較熟悉，可以幫忙詢問是否可以加入這個計畫，在訪談方面

給予協助。 

3. 從四重溪口到保力溪口這段海岸倒是聽過一些說法，侑哲表示聽劉還月

老師的課程有提到地名有「寮」通常表示是番的居住所，這裡的番會是

平埔族的族群，美琪表示聽說射寮原本是「謝寮」意思是安然渡過黑水

溝上到這個「寮」心懷感激要說聲感謝。 

4. 邀請杜氏夫婦一同前往 11/26 的五溝水社區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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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8 

踏查、訪談或宣導 

時間：108.11.16 地點：海口村 

對象：屏東縣政府地方秘書吳鴻昌 

參與人員：陳蕙安、陳吳月英 

紀錄與照片： 

  
1. 四重溪口暫定地方級重要濕地是一個很好的提案，車城可以有這一片濕

地可以發展是好事。縣府也很看好這個案子，能夠成立起來是最好的。 

2. 不過濕地案跟離岸潛堤案是否會有相衝突?若有相衝突時，縣府會以國

土安全為優先，總不能讓海岸不斷侵蝕。(這方面，蕙安有參加離岸潛

堤的說明會，所以可以回覆秘書兩個位置是沒有重疊沒有衝突，還望秘

書多幫忙關注濕地案) 

3. 地方人士參與推薦王建仁，他們幾個年輕人也很想有所作為，所以成立

一個車城休閒農業發展協會，本來第一次濕盟秘書長下來要一起來濕地

案時，也是有想要邀請他同行參與，現在有我們自己在地人蕙安參與，

這是最好的，更能符合在地的需求。也講了目前車城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遇到的困境。 

4. 當初跟濕盟秘書長第一次會議有提到必須幾成經費用在地方，例如安排

課程成立解說團隊。(蕙安有展示我們的課程培訓計畫) 

5. 準備向縣府報告時可以事前告知，會多幫忙。 

6. 邀請秘書與秘書提到的王建仁先生一同前往 11/26 的五溝水社區參訪，

秘書的行程安排得一個星期前才能知道，會在 11/20 回覆可否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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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9 

踏查、訪談或宣導 

時間：108.11.19 地點：車城鄉公所 

對象：車城鄉鄉長張春桂 

參與人員：陳蕙安、陳吳月英 

紀錄與照片： 

  
1. 宣導與說明四重溪口暫定地方級重要濕地設立的重要性與未來性。 

2. 鄉長表示她會再會同相關單位包括公所內部人員再跟縣政府相關單位

進行了解與討論，聽取濕地相關單位與離岸潛堤相關單位的兩方各自的

想法與意見，在 12 月底大會之前做出決定。 

3. 濕地設不設還是得優先考慮車城鄉親各面向的需求與權益，還有未來是

否會妨礙公私兩方的開發，總不能我們現在定案，卻造成後續的麻煩。

所以必須先了解保育法的內容，不然這樣一條溪口可以用來做鄉親其他

的發展也是很不錯，讓車城鄉的年輕人有另外一種事業可以發展，加上

目前這條溪口車城鄉也並沒有真正在使用，有人巡守維護，也會保持的

比較乾淨整潔。 

4. 基於以上考量之外，公所是沒有其他意見說不設立，會樂觀其成。 

5. 邀請 11/26 社區社區參訪。因為 26 鄉長已有行程安排，不過可以請濕

盟行公文，讓公所的相關單位或社區人士可以參與，也會找相關經費補

貼一下行程所需，會再跟農觀課討論一下再回覆。我們也很需要去看看

別的社區再做甚麼，參考別人的經驗，尤其讓鄉里的年輕人多出去看看。 

(農觀課課長回覆：因為今年預算用盡，所以沒有辦法，他們 26 也無法

派同仁參加了。倒是有提到濕地要不要成立，最在乎的還是保育法的部

分會不會限制鄉親太多，另外後續若有各單位有工程要施作會不會有衝

突，會需要跟那些單位做協調，所以希望在 12月的說明會中跟民眾說

明這一部分，到時候公所可以協助轉發公文給各村理事長請代為宣傳鼓

勵民眾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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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0 

踏查、訪談或宣導 

時間：108.11.24 地點：四重溪口南岸堤防 

對象：海巡人員 

參與人員：陳蕙安、陳吳月英 

紀錄與照片： 

  

 

1. 四重溪口暫定地方級重要濕地宣傳計畫說明，我們的巡守工作內容說

明。 

2. 隸屬海巡署南部分署第六岸巡隊跟在港口安檢所裏頭的海巡人員工作

性質有些不一樣。他們的辦公室是在竹坑，工作範圍就是由竹坑一路往

南的海岸線巡視，在四重溪口這兒會看是否有非法捕撈、走私等。 

3. 每次到四重溪口看到的大概都是釣客為主，在這一區塊非法捕撈的情況

很少，反倒是在過去一些過保力溪口，龜山下，因為已屬於國家公園範

疇內，所以基於法條，有時候就會變成非法捕撈的狀況。 

4. 走私的部分，其實主要是依靠雷達，固定輪班巡視主要是要去注意雷達

死角的位置。 

5. 經由我們的介紹了解這裡有很多的水鳥，也支持設立濕地。 

6. 沙灘上被挖開的河道也是今天才看見，至於是甚麼時候挖開的，要回去

翻閱巡邏記錄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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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座談會及志工培訓課程工作照 

 

10/18工作坊：濕地資源與永續發展 

 

10/18工作坊討論 

 

10/18四重溪流域人文歷史課程 

 

10/18四重溪流域人文歷史課程 

 
11/05 地方走讀與解說導覽技巧 

 
11/05 地方走讀與解說導覽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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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0月、11月巡守與維護日誌 

No.1 

巡守與維護日誌 

時間：2018 年 10 月 2日上午 天氣：晴 

人員：鄭仲傑、劉清榮 巡守 

路線 

 

事件： 

1.有一民眾在 A 位置垂釣，有機會可

與釣客訪談。 

2.有觀察到冬候鳥，在 B位置觀察到

2隻花嘴鴨，也有數隻小白鷺。 

3.在 C 位置橋礅底下適合賞景、賞

鳥。 

 

 

與在地志工踏察，並解說四重溪口濕地

的範圍與特色。 

 

觀察到民眾有垂釣，可持續觀察民眾

利用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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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巡守與維護紀錄 

時

間 

108.10.11 天氣：晴 

人

員 

陳蕙安、楊美雲 巡守與環境維護 

路

線 

 

以此路線之陸地部分為主，這次是走北岸河堤，沙灘的部分走到溪水出海處 

事

件 

圖一：恰好遇到民眾收網上來，漁獲還不錯，訪問一下，他們表示這只是有空閒時間來

放網，不是靠這個當作經濟收入 

圖二：國慶假期有些許釣客，大都是當地居民，當作平日休閒 

圖三：沙灘上的垃圾多，寶特瓶、飲料杯、漁業垃圾都有，河堤上偶有垃圾，在巡守時

順便撿拾人力範圍可以帶走的 

圖四：此地寄居蟹的螺殼，以蜑螺殼居多 

相

片

記

錄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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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 

巡守與維護紀錄 

時

間 

108.10.18 天氣：晴 

人

員 

陳蕙安、楊美雲 巡守與環境維護 

路

線 

 

以此路線之陸地部分，這次巡守以南岸堤防至沙灘為主 

事

件 

圖一：雖然是周間，兩岸釣客還是不少，釣客的車子會開進沙灘，是南北岸都有的情況。

今天遇見三組釣客，一組在肉粽角，另兩組在沙灘河邊，有一組是一對外國父子，因英

文不佳，不敢攀談。 

圖二：溪口小池塘邊與小徑兩旁，被傾倒非常多的椰子殼，有的是剛丟棄還是綠色的，

有的明顯已經丟棄已久，已經乾枯狀，每一顆都有圓孔，猜測是福安宮後面的攤販販售

後的廢棄物。 

圖三：蘆葦欉、河道、河邊砂石灘都有水鳥的棲息，有時候太過接近或有聲響，可以見

到白鷺鷥、花嘴鴨還有其他的水鳥驚飛，除此還有留鳥～八哥。 

相

片

記

錄 

 圖一 

   圖二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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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 

巡守與維護紀錄 

時

間 

108.10.23 天氣：晴 

人

員 

陳蕙安、楊美雲 巡守與環境維護 

路

線 

 

以此路線之陸地部分為主，這次沙灘部分還走到保力溪出海口 

事

件 

圖一：兩岸釣客不少在北岸河堤的部分，會遇到民眾把摩托車騎上河堤 

圖二：死亡的水鳥 

圖三：南岸上次看見的椰殼堆，可能因為最近的落山風大，被吹散開來了 

圖四：車子會進入沙灘的痕跡 

相

片

記

錄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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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 

巡守與維護紀錄 

時

間 

108.10.30 天氣:晴 

人

員 

陳蕙安 楊美雲 巡守與環境維護 

路

線 

 

以此路線之陸地部分為主 這次沙灘部分還走到保力溪出海口 

事

件 

圖一:今天沒看見釣客 反而是放漁網的漁民有兩組人馬 剛開始因為浪大(鵝鑾鼻南方

有颱風) 他們沒有下水而是聚集在一起  沙灘上的是沙灘車海上還有水上摩托車 誤

以為唯有發生甚麼事情  過去詢問才知道只是在觀測  後來兩組人馬還是都下海了 

圖二:在四重溪口看見的寄居蟹都揹蜑螺殼居多 這次看見一隻不是蜑螺殼的  

圖三:這隻魚乾屍比較靠近溪口而非海岸  看起來也像吳郭魚  

圖四: 沙蟹挖的洞可以看得出來 下面並非都是細沙 而是有小石礫 

圖五:這次南岸的椰子殼上多了一台腳踏車  不知道是否是丟棄的 下次可以再觀察 

相

片

記

錄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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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 

巡守與維護紀錄 

時

間 

108.11.05 天氣:晴 

人

員 

楊美雲、賴玉珠、陳蕙安 巡守與環境維護 

路

線 

 

以此路線之陸地部分為主 包含沙灘 

事

件 

圖一：遠遠的就看到有人在沙灘忙著，走近一看發現有人在挖”人工河道”，問了一下

才知道原來這幾天落山風狂吹，溪口已經沒口了，溪水流不出去，漁民會徒手挖出

一條小河道，讓溪水可以流到海裡，利用淡鹹水相交接的地方魚多的概念，漁民的

漁獲就可以多一些。 

圖二：漁民的手拋網(八卦網) 

圖三：四重溪口已成沒口。 

圖四：當地居民稱為”浪蕩ㄉㄩ阿” 聲音ㄐㄩㄐㄩ的鳥，一群一群都在沙灘的碎浪處，

實在距離太遠，手機也拍不清楚呀，只能記錄一下腳印。 

圖五：前日的大雨？小池塘的水漫到被人走出來的小徑上了。 

圖六：在沙灘上撿拾了兩袋寶特瓶跟保麗龍圾垃。 

相

片

記

錄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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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五                            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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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7 

巡守與維護紀錄 

時

間 

108.11.15 天氣:晴 

人

員 

楊美雲、賴玉珠、陳蕙安 巡守與環境維護 

路

線 

 

以此路線之陸地部分為主 包含沙灘 

事

件 

圖一：除了釣魚，聊天、唱卡拉 ok也是鄉親或是遊客對四重溪口周遭的運用方式之一，

圖中的先生來自台中，這是第三次來到四重溪口釣魚，只是今天太陽太大，先在福安橋

下躲太陽。今天的四重溪口很明顯的是滿潮，溪中可見漁民放置的漁網，這在退潮時是

看不到的，水深不夠。 

圖二：夥伴巡守中，四重溪口已成沒口，上一回漁民挖出來的出水道還稍有痕跡，但已

無法再讓溪口流出去。 

圖三、圖四：發現奇怪的瓶子，結果是佳能的產品(墨水?根據型號網路上只查到碳粉匣)，

不過一次就有三瓶耶，是那兒來的垃圾呢? 

圖五：混在當地居民稱為”浪蕩ㄉㄩ阿”的水鳥中的不一樣的水鳥。記錄在溪邊的魚。 

圖六：因為四重溪口城城了沒口，小池塘的水真的擴大了，並沒有消退。 

圖七：遠遠看到有三個人不知是不是撿拾東西，好奇的過去看一下，還差點嚇到他們，

意圖快步離開(內心覺得自己做錯事?)，禮貌的出聲詢問一下，是來自草埔的居民來挖取

馬鞍藤苗栽，要回家自己做小品盆栽用。  

圖八：一隻死掉的凶狠圓軸蟹，再次證明，恆春半島西海岸原本應該都有凶狠圓軸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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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                            圖四 

 

 
圖五 

 

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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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8 

巡守與維護紀錄 

時

間 

108.11.24 天氣:晴 

人

員 

楊美雲、賴玉珠、陳蕙安 巡守與環境維護 

路

線 

 

以此路線之陸地部分為主 包含沙灘 

事

件 

圖一：四重溪口福安橋下非常乾潮的狀況。 

圖二：從橋上就看見沙灘上不一樣，河道被挖開，有小沙丘堆在河到旁邊，看起來就是

用機具挖的。 

圖三：在溪裏頭的定置漁網。在碎浪區使用手拋網。手拋網撈起來的魚類，沒看到漁民

有背魚簍，反而是把魚先丟在沙灘上。 

圖四：因為大乾潮顯露出來的溪裡頭的石頭樣態。  

圖五：跟手掌差不多大的鳥腳印跟相對來說非常小的鳥腳印。  

圖六：這次的維護~淨灘一樣以寶特瓶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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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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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圖五 

 

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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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社區參訪 

台灣濕盟四重溪口暫定濕地計畫參訪五溝水濕地行程 

 11/26  五溝水(屏東萬巒)  

7:10-7:30 集合出發 集合地點:車城鄉公所 敬請準時 逾時不候 

(水壺 帽子 好走路的鞋子 薄外套都別忘記

唷) 

7:30-9:30 前往五溝水 車上休息一下瞇瞇眼養好體力 

9:30-12:00 生態與聚落導覽 以不干擾聚落居民作息為優先 請保持秩序

唷 

12:00-13:00 午餐(水流東) 「水流東」客家餐廳的客家美食，堅持傳統口味，吃得到古

早風味 

13:00-15:00 地方自主保育與

旅遊案例分享 

搶下來的一塊寶地是怎麼達到生態與生活

共享?又怎麼發展出厲害的生態旅遊呢? 

15:00-15:30 座談會與討論 Q&A提出你的好問題囉 

15:30 回家囉 帶著有特色的點心回家囉 

 

注意事項: 

1. 為求行走方便，請著輕裝便鞋。 

2. 活動中不提供瓶裝水，請自行攜帶飲用水。 

3. 因本次行程有體驗水圳生態項目，請自備雨鞋或好穿脫的鞋子(勿穿拖鞋)、

替換衣物及擦拭毛巾 

(活動當日若氣象不穩定，會依當天狀況調整行程。) 

4. 團體活動請注意所宣布之休息時間與活動時間及地點。 

5. 日常生活用品及私人慣用藥品，請自行攜帶。(身分證、健保卡也建議隨身攜

帶唷) 

6. 個人貴重物品，請自行保管妥善。 

7. 若有重要事情須脫隊，請向工作人員報備。 

8. 為不干擾五溝水聚落居民作息，請保持秩序，並注意自己及孩子的安全。 

9. 請保持聚落與水圳清潔，勿破壞優美的環境 

活動聯絡人  陳蕙安 093789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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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導覽 

 

社區導覽 

 
湧泉導覽 

 

湧泉導覽 

 

案例分享 

 

座談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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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計畫合作意向書 

 

 


